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B
定制油缸



我们考虑为现代化技术需求寻找
专门的解决方案, 将技术性挑战
作为我们的任务, 以这个为基础
扩展我们的产品范围.



30多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的制造是以你的
需求为基础的.”
这已成为我们制造HEB标准液压缸、特殊油缸以及满足客户要求
的定制油缸时的指导原则了.
我们的销售代表与我们的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并为我们制造部门提
供了发展创新所需的重要提议.
毕竟, 特殊制造通常可以演变成HEB标准产品的开发. 
我们高质量的产品是我们的主要特点.
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DIN EN ISO 9001质量管理体制的
基础上制造液压缸.

--圆型与矩形油缸建造
--带信号
--综合位置测量系统
--内部行程查询
--机械自锁

特殊定制的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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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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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圆油缸
公称压力: 100 bar
测试压力: 15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ZNI100 或ZMS100 系列

Z100, Z140, Z160, Z250和Z350系列油缸. 活塞直径可达100到200mm, 
行程可达3000mm. 在15个固定的类型下, 他们也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速度缸、
多位置气缸和以防扭装置或根据客户要求的串联气缸.

ZNI100, ZNI140, ZNI160, ZNI250和ZNI350系列油缸.
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感器在终端位置（测点位移达5mm).

ZMS100具有基于磁基础的无穷变量查询.

产品
圆油缸

类型: 圆油缸
公称压力: 140 bar
测试压力: 20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ZNI14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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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圆油缸
公称压力: 350 bar
测试压力: 50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40 至160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ZNI350 系列

类型: 圆油缸
公称压力: 160 bar
测试压力: 24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100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ZNI160 系列

类型: 圆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20 至100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ZNI250 系列

类型: 圆油缸
公称压力: 100-350 bar
测试压力: 150-50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160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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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缘油缸KRZ250系列, 凸缘互相连接; 
KRZ250 或者 KRZ400可制造成超
长行程的特殊版油缸.

类型: 凸缘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75 mm
活塞直径: 32 至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凸缘油缸DRZ250系列, 凸缘互相连接.

类型: 凸缘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32 至8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产品 
凸缘油缸+全螺纹油缸

全螺纹油缸E200系列（直接安装）满足最小的空间要求.

类型: 全螺纹油缸
公称压力: 200 bar
测试压力: 300 bar
最大行程: 36 mm
活塞直径: 18 至32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全螺纹油缸ZG160系列（两侧用常用连接方式）
满足最小的空间要求.

类型: 全螺纹油缸
公称压力: 160 bar
测试压力: 240 bar
最大行程: 60 mm
活塞直径: 20 至5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我们拥有70名高素质、有进取心的员工.
他们的技能和动力是我们生产产品时能够迅速灵活反应的关键因素.

一个有能力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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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400 bar
测试压力: 60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 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BLZNI400系列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400 bar
测试压力: 600 bar
最大行程: 200 mm
活塞直径: 125 至 2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BLZNI401系列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 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BLZNI250系列

产品
矩形体油缸

矩形体油缸BLZ400和BLZ401系列有广泛的固定连接的
可能性。BLZ250系列有消声器联接管。BLZNI400，
BLZNI 401和BLZNI 250系列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感器
在终端位置（测点位移达5mm）。

铝合金油缸 BLZMS251系列包含最小空间需求的活塞杆
位置的磁感应功能.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20 至 63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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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矩形体油缸

冲压缸SBZ250系列, 特别在于它的冲压的应用.
活塞和柱塞由SBZNI250一个零件组成, 带有加强壳的特殊导轨.
SBZNI250系列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感器在终端位置
(测点位移达5mm).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32 至 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SBZNI250系列

多位置矩形体油缸MZ250系列, 在两端之间另外有一个清晰定
义的位置.
MZNI250系列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感器在终端位置
(测点位移达5mm).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25 至 63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MZNI250系列

矩形体油缸BLZNE400和BLZRE400系列以BLZ400或
BLZ401 系列为基础, 活塞杆位置感应在外部
(电动机械的或者感应的）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400 bar
测试压力: 60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20 至 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是

矩形体油缸BLZ400DKS系列以BLZ400或BLZ401系列为基础, 
连续柱塞下的活塞位置感应的外部传感.

类型: 矩形体油缸
公称压力: 400 bar
测试压力: 60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16 至 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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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DIN标准油缸
公称压力: 160 bar
测试压力: 24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25 至 2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NOZNI161系列

类型: DIN标准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75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50 至 16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NOZNI251系列

类型: DIN标准油缸
公称压力: 160 bar
测试压力: 24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25 至 2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产品
DIN标准油缸

圆油缸NOZ161, NOZ251和DIN 24554系列外形尺寸符
合ISO 6020 / 1（CETOP r58h）DIN 24333, SO 6022
(CETOP rp73h）或DIN 24554.
NOZNI161, NOZNI251系列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感器
在终端位置（测点位移达5mm）



咨询、施工、生产部门紧密配合, 结合最新技术、数控技术和自动化, 
创造高效的工作环境. 由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公司的质量标准保证的高品质为基础的材料, 
是进一步确保产品符合HEB标准的因素.

诱因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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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锁单元油缸KH系列适合所有油缸, 油压下释放夹紧力,
在活塞 杆所需位置精确夹紧 (安全钳系统)

类型: 自锁单元油缸
公称压力: 130 bar
测试压力: 160 bar
最大行程: ----- mm
活塞直径: 18至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以Z160或者Z250为基础的圆形油缸, 操作压力与综合位置测
量系统 (超声波传输/感应), 来自领先的智商, 
适用于位置测量系统, 可能使用安装板NG6、NG10连接

类型: 行程测量油缸
公称压力: 160bar
测试压力: 240bar
最大行程: 3000mm
活塞直径: 40至160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是

产品
其他油缸

推动单元油缸VE250系列, 可选的2或4导杆来推动高侧向力,
VE250RE系列多限位开关用了监控末端位置.

类型: 推动装置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500 mm
活塞直径: 25 至5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VE250RE系列

自锁油缸VZS251系列灵活锁定活塞杆向前或向后的位置
(VZK251). VZS251NI和VZK251NI系列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
感器在终端位置 (测点位移达5mm).

类型: 自锁油缸
公称压力: 250 bar
测试压力: 350 bar
最大行程: 3000 mm
活塞直径: 32至125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VZS251NI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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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其他油缸+特殊油缸

根据客户要求, 我们还生产各种设计的特殊气缸, 例如防扭、串
联、多位置或伸缩油缸.
无论标准或非标准, 每个气缸将标有唯一的调试号码. 这样, 
密封套, 备件或任何特殊的功能可以重新追溯和重新订购。

回转驱动装置可达50bar操作压力, 基于齿轮齿条传动. 
适用的旋 转角度可达720°, 扭矩可达1450纳米. 
DANI50系列具有集成电感监测的传感器在终端位置
(测点位移达5mm).

类型: 回转驱动装置元油缸
公称压力: 50 bar
测试压力: 75 bar
最大行程: 720°
活塞直径: 25 至 100 mm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DANI50系列

压力转换阀TDU将一个最大的8bar气压转换成最大512bar油压,
适用于短活塞和中等活塞行程, 高活塞力和精确的冲程运动.

类型: 压力转换阀
公称压力: ----- bar
测试压力: ----- bar
活塞直径: 80至250mm
比例： 1:4至1:64
感应器位置在终端： 不是



HEB 油缸
-承受任何压力

我们的代理机构位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所有国家,
奥地利, 葡萄牙, 意大利, 波兰, 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挪威, 美国, 印度, 中国.

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我们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heb-zyl.com 

Z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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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7:30-16:00 的营业时间联系我们

HEB Hydraulik-
Elementebau
GmbH 

Bebelstr. 21, D 79108 Freiburg-Hochdorf
Tel +49 (0)761 1 30 99-0
Fax +49 (0)761 13 50 66
info@heb-zyl.de   
www.heb-zy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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