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 口 代 理 商 品

氟樹脂管╱聚醯胺管
特殊環境用 – 管類

氟樹脂管

包裝 5m、20m、50m、100m 包裝 20m、100m

訂購代號 訂購代號

1 品名 1 品名

2 配管徑 ( 外徑 × 內徑 ) 2 配管徑 ( 外徑 × 內徑 )

3 拉直長度
5: 5m ╱ 20: 20m ╱ 50: 50m ╱ 100: 100m

3 配管長度
20: 20m (SNT1613 僅適 20m) ╱ 100: 100m

4 配管顏色
C: 透明色╱ B: 黑色 ( 僅限 SET)

4 配管顏色
W: 乳白色

5 無塵室規格 ( 無塵室規格管長限 5, 20m)
C: 無塵室包裝規格╱無 : 標準規格

公制 英制

編號 0420 0425 0640 0860 1075 1080 1290 1210 1613 1/4 3/8 1/2
外徑 ø4 ø4 ø6 ø8 ø10 ø10 ø12 ø12 ø16 ø6.35 ø9.53 ø12.7
內徑 ø2 ø2.5 ø4 ø6 ø7.5 ø8 ø9 ø10 ø13 ø4.57 ø6.99 ø9.56

規格

規格

使用流體 空氣、水、腐蝕性液體 *1,2,3

最高使用壓力 0.7~2.7 MPa
使用溫度範圍 – 65~+260°C ( 不凍結 )

編號 0420 0425 0640 0860 1075 1080 1290 1210 1613
外徑 ø4 ø4 ø6 ø8 ø10 ø10 ø12 ø12 ø16
內徑 ø2 ø2.5 ø4 ø6 ø7.5 ø8 ø9 ø10 ø13

使用流體 空氣、水、飲料水體

最高使用壓力 1.5 MPa (20°C 65%RH 時 )
使用真空壓力 –100 kPa
使用溫度範圍 –15~+60°C ( 不凍結 )*1. 使用藥品時。

*2. 溫度上昇。
*3. 流體為液體時建議

使用嵌入環。

SFT
氟樹脂管 (PFA) –
標準型
Fluororesin Tube

SFT
CLEARN ROOM

氟樹脂管 (PFA) –
無塵室規格
Fluororesin Tube

型式 型式
SFT0420- -C SFT1290- -C SFT0420- -C-C SFT1080- -C-C
SFT0425- -C SFT1613- -C SFT0425- -C-C FT1290- -C-C
SFT0640- -C SFT1/4- -C SFT0640- -C-C SFT1/4- -C-C
SFT0860- -C SFT3/8- -C SFT0860- -C-C SFT3/8- -C-C
SFT1075- -C SFT1/2- -C SFT1075- -C-C SFT1/2- -C-C
SFT1080- -C

SET
氟樹脂管 (FEP) –
標準型
Fluororesin Tube

SET
CLEARN ROOM

氟樹脂管 (FEP) –
無塵室規格
Fluororesin Tube

型式 型式
SET0420- -C SET1290- -C SET0420- - -C SET1290- - -C
SET0425- -C SET1210- -C SET0425- - -C SET1210- - -C
SET0640- -C SET1613- -C SET0640- - -C SFT1/4- - -C
SET0860- -C SET1/4- -C SET0860- - -C SFT3/8- - -C
SET1075- -C SET3/8- -C SET1075- - -C SFT1/2- - -C
SET1080- -C SET1/2- -C SET1080- - -C

SNT
聚醯胺管
Polyamide Tube

型式
SNT0420- -W SNT1080- -W
SNT0425- -W SNT1290- -W
SNT0640- -W SNT1210- -W
SNT0860- -W SNT1613- -W
SNT1075- -W

聚醯胺管 ― SNT 管 (標準型 )

1 12 23 34 45

SET  0640 ─ 20 ─ C ─ C SNT  0640 ─ 20 ─ W

單位 : mm
單位 :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