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爪／共同注意事项①
使用前必读。

设计注意事项/选定

警告
根据工件质量，请选择夹持力有一定余量的型号。

请确认规格。
本样本上登载的产品，仅为压缩空气系统（含真空）使用而
设计的。
若压力和温度超出本产品的规格范围，可能导致动作不良
和破坏，请勿使用（参见规格）。
使用除压缩空气（含真空）以外的流体时，请与本公司联系。
超出规格范围使用时所造成的相关损害，无法保证任何不
测的发生。

有运动的工件碰到人身或气爪夹住手指等危险的场
合，应安装防护罩。
遇到停电或气源出现故障，会有回路压力下降，造
成夹持力减小，使工件脱落的场合，应采取防止落
下的措施，以避免人体或机械装置受损害。
请在限制范围内使用夹持点。

夹持点

L

L

夹持点

L及H合适

气爪不得在受过大的外力及冲击作用下使用。
是造成故障的原因。如有必要，请与本公司联系。

气爪夹工件时，请选择有一定开闭宽度余量的型号。
<没有余量的场合>
1）由于气爪的开闭宽度误差或工件径误差，会使夹持不稳定。
2）因磁性开关迟滞，有可能不能检出。使用磁性开关时，应
参见各系列的磁性开关的迟滞，确保迟滞部分的行程有余量。
特别是使用耐水性强2色指示磁性开关的场合，某些检出时
指示灯颜色的设定，会有限制手指行程的情况，请注意。

对单作用式，仅靠弹簧力夹持的场合，应由本公司确认。
由于动作不良等，会成为夹持不稳定和复位不良的原因。

禁止拆解·改造
本体不得拆解·改造
（含追加工）
。
有可能造成损伤和事故。

组装使用磁性开关的场合，请参见磁性开关/共同注
意事项（P.15-19）。

H

H

在超过限制范围的场合，手指滑动部位会受到过大的力矩
作用，使气爪寿命下降。请参见各系列的限制范围图。

型号选定失误，是造成工件脱落的原因。在型号选定的场合，
应根据各系列的有效夹持力及工件质量参照选定型号基准。

夹持点

L过长

H过长

安装

警告
附件应设计成轻且短。

使用说明书

1）附件又长又重，开闭时的惯性力大，手指可能发生松动
或影响气爪寿命。
2）即使夹持点在限制范围内，附件也应尽可能地轻且短。

请在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使用说明书的基础上安装和使用产品。
请妥善保管，以便随时使用。

维护空间的确保
请确保维护检查所需的空间。

螺纹的紧固及紧固力矩的严守
安装时，应按推荐力矩紧固螺纹。

安装时，请注意气爪不得跌落，或碰撞，以免造成伤痕。
夹持点

稍许变形，会导致精度下降或动作不良。

L

安装气爪或附件时，螺纹紧固力矩要在允许范围内。

3）
对长工件及大型工件，应选尺寸大的气爪或使用多个气爪。

力矩过大，会造成动作不良，力矩不足，会发生位置偏离或
掉落。

对极细、极薄的工件，在附件上应设置退让空间。
否则，会出现夹持不稳，位置偏移或夹持不良。
退让部
针状工件

退让部
薄板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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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爪／共同注意事项②
使用前必读。

安装

注意
在手指上安装附件时，请勿使手指产生过大的扭曲应力。
会导致松动和精度变差。

请在气爪手指不受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进行调整·确认。
往返动作的手指一旦受到横向负载或冲击负载的作用，会导
致手指松动或损毁。在气爪移动的行程末端，工件和附件不
要碰上其它物体，应留有间隙。

请用调速阀等调整气爪手指的开闭速度，使其速度不
能过快。
如果手指开闭速度太快，手指会受过大的冲击力，使夹持工
件的重复精度变差，影响寿命。

手指开闭速度的调整方法
使用本公司速度控制阀的调整例

间隙

1.气爪开启的行程端部
冲击负载

间隙

双作用型

有间隙

· MHC2-10D ～ 25D，MHK2-12D ～ 25D，
MHKL2-12D ～ 25D的场合，因内置可调
节流阀，可由内置针阀进行速度调节。大
致的调节，可参见下表。
· 上记以外的系列
缸径ø6，ø10系列，可接2个速度控制阀，
采取进气节流方式或采用双向速度控制阀。
缸径ø16以上的系列，可接2个速度控制阀，
采取排气节流方式。

设计上的注意/选定
接1个速度控制阀，采取进气节流方

无间隙

单作用型

2.气爪移动的行程端部

式，或采用双向速度控制阀。
夹持外径时—接闭通口。
夹持内径时—接开通口。

间隙

冲击负载

适合速度控制阀
气爪直接安装型—AS1200·M3·M5

间隙

AS2200·01等

配管型

有间隙

无间隙

AS1000系列
AS1002F，AS2052F等

内置针阀的大致调整

3.反转动作时

种类
反转

MHC2-10

14

～1 2

MHC2-16

12

～1

MHC2-20

1～1

MHC2-25

1 1 2～ 2

MHK2-12D
MHK2-16D
冲击负载

从针阀全闭状态（※）的反转圈数

12

3 4～ 1

1～ 1

14

11 2 ～ 1 3 4

MHK2-25D

1 3 4～ 2

在进行工件插入等动作时，要对准中心，气爪手指上
不得受到不该受的力。

MHKL2-12D

1～ 1 1 4

MHKL2-16D

1 1 4～ 1 1 2

特别是在试运转时，靠手动或在低压作用下让气缸低速运动，
确认安全、确保无冲击等。

MHKL2-20D

1 3 4～ 2

MHKL2-25D

2～2 1 4

间隙

MHK2-20D

(※)让针阀轻轻顶住为止的旋入状态
冲击负载

对准中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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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准中心时

支点开闭型气爪，为避免手指根部的惯性冲击，根据附
件的长度，开闭速度应调节得更慢些。

气爪／共同注意事项③
使用前必读。

配管

空气源

注意

警告

快换接头的使用请参见管接头及管子/共同注意事项
（P.52 ～ 56）。
配管前的处置

关于流体的种类
使用流体为压缩空气，使用除此以外的流体的场合，由本公
司确认。

配管前，充分吹净或洗净管内的切屑、切削油、灰尘等。

冷凝水多的场合

密封带的卷绕方法

含冷凝水多的压缩空气，会成为气动元件动作不良的原因。
在过滤器前，应安装空气干燥器、冷凝水收集器。
安装

配管和管接头是螺纹连接的场合，不允许将配管螺纹的切屑
和密封带碎片混入配管内部。
使用密封带时，螺纹头部应空出1.5-2个螺距不卷绕密封带。
卷绕方向

冷凝水排放管理
一旦忘记排放空气过滤器的冷凝水，则冷凝水会流出二次测，
导致气动元件的动作不良。冷凝水排放管理有困难的场合，
建议使用带自动排水的过滤器。
以上的压缩空气的性质，详见本公司的《压缩空气清净化系统》。

空

出

密封带

2个

螺

距

给油

注意
不给油型的气爪因有初期润滑，可不给油使用。
除了M*HR系列，给油的场合，供透平油1号（无添加剂）ISO
VG32。
还有，给油的场合，必须连续给油。中途中止的场合，因初
期润滑脂消失，会成为动作不良的原因。
有关动作油的使用，请阅读动作油的产品安全数据表
（MSDS）
。

关于空气的种类
压缩空气中有化学品、含有机溶剂的合成油、盐分、腐蚀性
气体等时，会成为破坏气爪和动作不良的原因，请勿使用。

注意
使用流体时，使用超干燥空气的场合，由于元件内部
的润滑特性对元件的可靠性（寿命）可能有影响，应由
本公司确认。
请安装空气过滤器。
靠 近 换 向 阀 的 上 游 测，应 安 装 过 滤 精 度5μm以 下 的 空 气
过滤器。

请设置后冷却器、空气干燥器和冷凝水收集器等。
含有大量冷凝水的压缩空气，会导致气爪和其它气动元件的
动作不良，故气源系统应设置后冷却器、空气干燥器和冷凝
水收集器等。

环境温度和使用流体温度应在规格的范围内。
温度低于5℃回路中的水分会冻结，导致密封件损伤，气动
元件动作不良，故应有防止水分冻结的措施。
对压缩空气性质的详细要求，请参见本公司的
《压缩空气清净
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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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爪／共同注意事项④
使用前必读。

使用环境

安装

维护检查

警告

警告
请勿用于有腐蚀性气体、化学品、海水、水、水蒸气
的环境或带有上述物质的场所。
关于气爪的材质请参见各结构图。

日光直射的场所，应遮蔽日光。
会引起振动或冲击的场所，请勿使用。
周围有热源、受到辐射热的场所，请勿使用。
尘埃多的场所以及会碰到水滴·油滴的场所，请勿
使用。

维护检查应按使用说明书的步骤进行。
一旦操作失误，会成为人体受损害、元件及装置的损毁或
动作不良的原因。

维护作业
压缩空气使用一旦失误是危险的，在遵守产品规格的同时，
滤芯的更换和其它的维护等，应由对气动元件有充分知识
和经验的人进行。

排放冷凝水
空气过滤器等的冷凝水排放要定期进行。

拆卸元件及压缩空气的供·排气

注意
要注意手指、导轨部的耐腐蚀性。
手指、导轨部使用了马氏体不锈钢，与奥氏体不锈钢相比，
耐腐蚀性低，请注意。
特别是结露等有水滴附着的环境下有可能生锈。
请参见产品单独注意事项。

给油

在确认被驱动物体已进行了防止落下措施和防止暴走措施
等之后，切断气源和设备的电源，排空系统内部的压缩空
气之后，才能进行元件的拆卸。
另外，再启动时，在确认已进行了防止飞出措施后才能进行。

在气爪的运行路线上，人不得进入或放置其它物体。
否则，会造成人身伤害或事故。

手不得进入气爪的手指或附件之间。
否则，会造成人身伤害或事故。

拆卸气爪时，要确认没有夹持工件之后，并释放掉压
缩空气再进行。
如果在夹持工件的情况下进行，有落下的危险。

注意
防尘罩为消耗品。由于有损毁的情况，必要时应更换。
粉尘·切削油等会导致本体的动作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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