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喷枪在工业中应用广泛，但绝大部分只相当于一个一端开口的压缩空气输气管，它们仅仅是不

断的吹出大量压缩空气，不但造成浪费，还不符合 OSHA（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标准的噪

音水平。与此同时，还往往伴随着“背压”危险（压缩空气在喷枪内堵塞后的突然喷出），对人员

有很大甚至致命的潜在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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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安全喷枪？

安全喷枪是通过配套专业安全喷嘴，利用普通压缩空气作为动力的空气喷枪。大大降低压缩空气消耗，节约日常使用成本，
而且噪音水平比通常喷枪至少要低 25 分贝，最重要的是，采用了专门设计，避免了“背压”的发生。

安全喷枪特点

噪音低，比普通喷枪至少要低 25 分贝；
最大限度的节约压缩空气；
避免背压产生，高效安全；
操作简单，结构紧凑，铝质枪身重量轻；

应用场合

安全喷枪主要应用于对加工环境灰尘、碎屑及水进行快速在线清理，目前主要有
四种不同规格喷枪，分别为：
① 精巧型安全喷枪
② 软柄型安全喷枪
③ 重载型安全喷枪
④ 超强冲击力型安全喷枪

其中，软柄型和重载型安全喷枪可搭配不同型号空气喷嘴（根据不同耗气量列表）。
不锈钢喷嘴更耐用，可抵御腐蚀及承受更高使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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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柄型安全喷枪

软柄型安全喷枪拥有一个全铝制枪体结构，是可以在符合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使用的。其拥有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挂钩，
使其更易储存。延长管及软管使其可以使用到难以到达的地方。

以下所有技术参数所测均为：
冲击力标准为喷口 305mm处，噪音标准在 914mm处，压缩空气压力 0.55MPa。

型    号：AGSF-SG96-SS316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AT-1/2M4-SS316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96-PEEK 配 ANAT-1/2M4-PEEK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10-SS316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SF-1/4FNPT-SS 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10-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SF-04FNPT-ZAA 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10-PEEK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SF-1/4FNPT-PEEK 超级喷嘴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396 0.36 74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71 0.06 58

kg

kg

型    号：AGSF-SG97-SS316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PI-1/2M5-SS316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97-PEEK 配 ANPI-1/2M5-PEEK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139 0.14 68

kg

型    号：AGSF-SG98-SS316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NN-3/4M6-SS316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98-PEEK 配 ANNN-3/4M6-PEEK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235 0.23 75

型    号：AGSF-SG99-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MN-1/8MNPT-ZAA 迷你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99-SS316 配 ANMN-1/8MNPT-SS316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90-AL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ADJ-1/8MNPT-AL 可调空气喷嘴
可    选：AGSF-SG90-SS 配 ANADJ-1/8MNPT-SS
               不锈钢可调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80-SS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MC-1/8MNPT-SS316 Micro 空气喷嘴

型    号：AGSF-SGHP29-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HPFL-1/8FNPT-ZAA  平口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HP29-SS316 配 ANHPFL-1/8FNPT-SS
               不锈钢 1'' 高压平口喷嘴

型    号：AGSF-SG29-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FL-1/8FNPT-ZAA 平口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29-SS316 配 ANFL-1/8FNPT-SS316
               不锈钢 1'' 平口超级喷嘴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283 0.25 71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368 0.34 79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368 0.34 80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495 0.46 82

kg

kg

L/Min dBAkg

kg

kg

297 0.28 75

kg

型    号：AGSF-SG30-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FL-1/4FNPT-ZAA 平口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30-SS316 配 ANFL-1/4FNPT-SS316
               不锈钢平口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50-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HFL35-3/8FNPT-ZAA 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50-SS316 配 ANHFL35-3/8FNPT-SS316
                不锈钢迷你超级喷嘴；
                AGSF-SG50-PEEK 配 ANHFL35-3/8FNPT-PEEK

型    号：AGSF-SGHP30-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HPFL-1/4FNPT-ZAA 平口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HP30-SS316 配 ANHPFL-1/4FNPT-SS316
              不锈钢高压平口喷嘴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622 0.62 77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991 0.85 82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1039 1.13 83

耗气量 噪音水平 适用内径

L/Min dBA inch（mm）

127 75 1/4''-1''(6.3mm-25.4mm)

耗气量 噪音水平 适用内径

L/Min dBA inch（mm）

622 80 7/8''-4''(22mm-102mm)

型    号：AGSF-SG40-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CL4-3/8FNPT-ZAA 超级喷嘴组

型    号：AGSF-SG60-ZAA 软柄型安全喷枪
喷    嘴：ANHFL60-1/2FNPT-ZAA 超级喷嘴
可    选：AGSF-SG60-SS316 配 ANHFL60-1/2FNPT-SS316
                不锈钢超级喷嘴

型    号：AGSF-SG06-SS316-6-CS 软柄型反向安全喷枪
喷    嘴：ANBB-1/4FNPT-SS316 不锈钢反向喷嘴和铝质
                加长杆以及防尘罩

型    号：AGSF-SG04-SS316-6-CS 软柄型反向安全喷枪
喷    嘴：ANBB-1/2M4-SS316 不锈钢反向喷嘴和铝质
                加长杆以及防尘罩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1585 1.45 82

耗气量 冲击力 噪音水平

L/Min dBA

1699 1.50 87

kg

kg

kg

k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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