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talog No.P401

药液用小型2·3通阀

PVR20 追加了直接配管型
（竹节接头规格）！

订货符号

PVR20 -      - 1 E - PS
●电磁阀

符号 规格

2 2通（NC）
空白 3通

气口数

符号 本体材料

1 PEEK

本体材料
本体形状

符号 橡胶材料

E EPDM

橡胶材料

※ 橡胶膜片及密封垫片的
材料。 

符号 配线规格

PS 直线插头

※导线长度300mm�

配线规格

符号 电压

DC12V DC12V
DC24V DC24V

电压

特长①为减少配管工时作出贡献！ 特长②为装置的省空间化作出贡献！

●减少配管的工时
●可安装在节距狭小的空间(13mm)
●适合医疗分析的小型大流量阀
●内部回路最优化
     使内部容积最小化　PVR20：60μL

注： 确保安装空间在13mm以上。

符号 配管类型 有无辅助板 配管方向·尺寸

空白
底座

配管型

无辅助板 −
3

带辅助板 侧面�M6×1
4 侧面�1/4-28UNF

BF4 直接配管型 无辅助板 底面�φ4�竹节接头
（树脂管�φ4×2.5用）

通过底面配管，可在节距
狭小空间中安装！

2通 3通

可侧面安装！

可在竹节式接头上
直接插接管！

PVR系列

将人类与梦想结合起来的洁净技术



尺寸图（mm）

●PVR20　直接配管型（竹节接头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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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R20-2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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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请务必先阅读【Catalog No.V3151  药液用小型2·3通阀 PVR系列】的【安全注意

注意    事项】、【使用要领和注意事项】。

主要部件材料
名称 材料

本体 PEEK
联接块 PBT
橡胶膜片ASSY EPDM
衔铁 电磁SUS
铁芯 电磁SUS
线圈ASSY ー
电路板ASSY ー

内部构造图

项目� 型号 PVR20-2 PVR20
阀动作方式 电磁阀（直接动作型）
阀门结构 橡胶膜片式直动提升阀（摇臂式）
气口数（阀功能） 2（常闭（NC）） 3
使用流体 空气、水、纯水、药液注1

使用压力范围� MPa ー0.075～0.3（COM→NC、NO）注2

耐压� MPa 0.45
节流孔径 mm 2

流量特性
水：Cv 值 0.065

空气：C 值 0.23［dm3/（s·bar）］
阀室内容量注3 μL 60
泄漏量 cm3/min 内外都为0（水压下）

响应时间 ms 15以下（气压下）

最大动作频率 Hz 2
使用温度范围 ℃ 0〜50
使用流体温度范围 ℃ 0〜50（无冻结）

质量

无辅助板 g 42
带辅助板 g 50
直接配管型� g 43

安装姿势 自由

电气规格

项目� 额定电压 DC12V DC24V

使用电压范围注1 V
11.4〜13.2

12（＋10％、−5％）
21.6〜26.4
24±10％

电流值
启动� mA 433 188
稳定� mA 84 42

消费电力注2
启动� W 5.2 4.5
稳定� W 1

允许电路泄漏电流注3 mA 4
指示灯 红色LED

绝缘电阻 � MΩ 100以上注4

防电涌对策 电涌吸收二极管

规格

注1：关于使用流体，请事先进行接液部材料的耐药品性评估试验。
　2：请从COM口施加流体。
　3：表示扣除橡胶膜片容积之后的阀室内部的间隙容积。
备注1：本电磁阀并非防水规格。水或试剂溅到导线Assy上时，可能会导致短路及电磁阀
                损坏，请予以注意。
         2：使用时，请考虑水压冲击（水锤），确保设定参数时不会超过使用压力。

※导入产品时，需要事先与客户详细确认有关使用条件和环境条件。请务必向本公司营
业担当咨询。请向就近的本公司营业所或技术服务中心咨询。   

注1：若慢慢提高电源电压，产品并不会动作。因此，请施加正确的电压。
　2：节电回路为标配。
　3：电路中有泄漏电流时，有时会发生电磁阀不复位等误动作。请务必
           在允许电路泄漏电流值以下进行使用。
　4：DC500V绝缘测试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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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中是直接配管型（竹节接头规格）。底座配管型请参阅样
本【V3151 药液用小型2·3通阀 PVR系列】。

铁芯

线圈ASSY

衔铁

橡胶膜片ASSY

本体

联接块

电路板ASSY

注： 图中是直接配管型（竹节接头规格）。底座配管型
         请参阅样本【V3151 药液用小型2·3通阀 PVR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