
封面

www.voss.net



2    3

在液压连接技术中, ZAKO 系列的法兰产品具有极大的安全可靠性。该系列产品以其独特的结构

形式不仅能够轻易满足最苛刻的要求，而且还是为大管径设计的。凭借其 10° 扩口系统和具有最

高防锈蚀保护功效的高级锌镍涂层, ZAKO 法兰在所有液压领域树立了标准，并且在例如露天采

矿、液压以及注模机等领域被证明功效卓著。

ZAKO 液压连接件树立了标准

可靠掌控巨大力量 海上的最高性能

ZAKO – 优势概要

  标准系列可达 250 bar，高压系列

可达 400 bar，同时具有四重安全

可靠性。

  适用于根据 SAE (3000 psi / 6000 psi) 

的标准布孔图和方形法兰

   通过福士 (VOSS) 锌镍表面具有最高防锈蚀

保护性能，也可选择磷化处理  

  杰出的10°扩孔系统

  此外还可选用：ZAKO LP—直至 

60 bar的低压型号，用于低压领域

(例如使用于回流管或润滑油管)

大容积流量情况下，最极端的应力和高压在矿业应用中使所有液压部件面临特殊

的挑战。ZAKO 法兰系统是专为这类应用设计的，并确保其具有最高的安全可性。

ZAKO系统 — 简单高效

无论是船舶制造还是海上工业，即海上天然气或石油开采平台上， ZAKO 系统由

于现场装配简单、安全可靠性高以及福士 (VOSS) 防锈蚀保护性能，是海上苛刻使

用条件下的最佳选择，并能安全可靠地承受极端的弯折力以及盐水的侵蚀。

可松开的法兰系统使复杂的焊接变得多余

完美的设计构造，用于高效装配
ZAKO 系统管接头由四种经过优化、相互协调的构件组成，它们分别是：套环、 O 型环、法兰以及连接螺栓。带有 ZAKO 卡套的、

久经考验的成熟 10° 扩口原理提供了一种无缺口、无切口的预装配。在此，套环借助专用预装机用高压以精确的尺寸压入管材。

由此，与一个附加的迷宫式密封合作，保证了系统的密封性和稳定性。

管材

O型环密封件

10° 扩口区

ZAKO 套环

ZAKO 法兰 

(SAE 型或方型)

固定件

用于外径从16 mm 至 120 mm、壁厚可达 20 mm 的管材

  连接件可松开，由此可理想地实施维护和维修工作

 该类连接件的安全可靠系数提高了四倍

 安装迅速，省时省钱

 部件工艺流程的成本费用较低

 就是在有火灾危险的环境中也可使用

  省却了复杂的工艺流程步骤

(诸如钉住、调整、密封焊、清洁以及火焰矫正)

相对于传统的焊接连接件，ZAKO 系统在经济和技术上也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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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传统的 37° 扩口角度， ZAKO 法兰系统在扩口区内采用带有小锯齿的10° 扩口角。我们在这

类系统积累的多年经验以及范围广博的力度测试在连接件的稳定性和安全可靠性方面展示了巨大

的优势。此外将管材仅扩口10° 不会造成材料的过渡延伸，由此保持了足够的弹性，就是最高弯

曲变换应力也能平衡补偿。

以小见多，至少在扩孔锥上如此

汽车车身制造领域中最大的压机能够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 90000 kN 的压力。

其他工业领域中也必须能够掌控巨大的力量。在此， ZAKO 系统展示了其强劲的

性能，并将高效装配与灵活拆卸结合在一起，以最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实施维修

工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以开发创新的、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的防锈蚀保护为目标，福

士 (VOSS) 投资于最现代化的全自动电镀设备。这一自主研发的

成果是：它在整个工业领域树立了防锈蚀保护的新标准。

在此，福士 (VOSS) 锌镍不含六价铬、不含钴也不含纳米微粒，

并将 ZAKO 法兰产品范围中所有部件的防锈蚀保护性能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福士 (VOSS) 在防锈蚀保护方面不折不扣

极端的温度、尘埃、高压—在这类环境条件下 ZAKO 系统能够真正彰显自己的特

色。恰恰是在重工业以及钢铁工业，连接件的灵活性、稳固性以及安全可靠性是高

效工艺流程的根本所在。

所有部件具有一种质量：兼具最佳质量

10° 代表着 ...
   功能储存更多

管材最小的延伸能够实现一种不受

限制的材料强度

  挤压力更高

相对于 37° 的系统，在拧紧力相同情况下，

压紧力提升大约3.5倍

  无工具磨损就可实现最佳装配

套环集工具与部件为一体，

在预装配时与管材一起压入

  易于加工

装配时无需装配限位设施 (止挡)

  支承功能更强

一个更长的扩口区对系统提供了更

好的支持并且在动态负荷下极大地

提高了稳定性

  密封性更好

扩口区的锯齿附加提供了迷宫式密封功效

福士 (VOSS) 锌镍是最长使用寿命的保障

  相对于纯锌涂层，所述锌镍基层的

防锈蚀保护性能要强许多倍

  经过处理和装配后依然具有最高的防锈蚀保护性能

  白锈只以轻微灰蒙层的形式出现

  通过公司内部欧洲最现代化的电镀

实现了工艺流程的最高安全可靠性

  福士 (VOSS) 锌镍防锈蚀保护不含六价铬，

也不含钴

福士 (VOSS) 锌镍

锌+钝化+密封

0 小时

288 小时

576 小时

盐喷雾室中的比较测试

工业领域在施加压力 在钢处理方面更具特色

10° 

福士 锌镍

完美的

防锈蚀保护

Corrosion resistance

in perfection

72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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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O 法兰系统适用于直径从16 至120 mm 、具有不同壁厚的管材。所有尺寸有高压标准结构型

号 (可达 400 bar) 和低压标准结构型号 (可达 60 bar) 供应市场。

全范围的优质安全

ZAKO 法兰连接件的装配可简单、可靠地完成。借助一台预装机套环被挤压到待连接管材。

在此，套环同时也是本身的工具，并留在经扩口的管材中。由此排除了由于工具磨损导致的工

艺流程错误。最后，两根管材借助法兰和相应的连接螺栓相连。一个加工在套环中的 O 形环密封了

连接处。在此，10° 扩口角能够产生很长的定位支承面，并对连接件进行支承，就是在最高动态

负荷下稳定性也能得到保障。在维护和维修工作时，法兰连接件的拆卸非常简单。

ZAKO 原理

10° 法兰系统概要

预装机

认证

管材外径* (mm)

16

20

25

38

42

50

60

65

75

80

88

101,6

114,3

120

* 外径

管材外径* (mm)

 48,3

 60,3

 76,1

 88,9

 114,3

壁厚 (mm)

2,0 | 2,5

3,0 | 2,5 | 3,0 | 3,5

3,0 | 4,0

4,0 | 5,0 | 6,0

2,0

2,5 | 5,0 | 6,0 | 8,0 | 9,0

2,0 | 5,0 | 10,0

3,0 | 4,0 | 5,0 | 8,0

12,5

3,0 | 8,0 | 10,0

14,0

16,0

17,5

20,0

壁厚 (mm)

3,2 | 4,0

3,6 | 4,5

3,6 | 5,0

3,6 | 5,0

3,6 | 6,3

ZAKO ZAKO LP

80N 型和 80N2 型

管材外径 16 – 38 mm

90 Basic 型

管材外径 16 – 38 mm

85 型

管材外径 – 120 mm

福士液压 
(VOSS Fluid) ：
基地遍及全球并有
销售合作伙伴构建
的全球网络

根据 ZAKO 套环预装配的场合和方式，我们为您提供范围广博的预装机：

从偶尔使用的手动预装机直至系列生产用的高性能预装机。



VOSS Fluid GmbH

Postfach 1540

51679 Wipperfürth

Lüdenscheider Str. 52-54

51688 Wipperfürth

Germany

Fon  +49 2267 63-0 

Fax  +49 2267 63-5982 

fl uid@voss.de 

www.voss.net

福士液压技术(厦门) 有限公司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银华路2号

(邮政编码: 361023)

电话: +86 592 6190600

传真: +86 592 6190619

电子邮箱: fl uidchina@voss.net

www.vo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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