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压技术



高压技术
为最苛刻的应用要求提供的组 
件和系统
开发和生产压力范围 500 至 10 0̇00 bar 的高压部件和系统｡  
我们的产品组合包括标准化和定制化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被众多知名公司用于研究和工业领域｡

Nova Swiss 是高纯度气体应用组件的领先供应商,  
我们确定并记录所有相关程序和流程, 以确保 
Nova Swiss 产品始终符合所有安全规定｡ 根据要求,  
我们还可以提供 ATEX 认证｡

我们的内部材料实验室为我们的研发专家提供最新 
的研究成果和材料分析, 从而确保材料和工艺的最佳组合,  
以满足各种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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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气站和 
运气车
加氢用部件
为了配合氢能汽车, Nova Swiss  
开发的组件非常适合所需的操作条件,  
例如流体、压力、流速等｡



Nova Swiss 产品在氢气应用中的优势尤为
明显 — 因为我们能够利由我们除了宇宙中
最小原子/分子的丰富经验｡

带气控执行装置的阀门可
用于自动化和监控
使用 Nova Swiss 的气控阀, 可轻松有效地
实现高压系统的自动控制｡ 阀体和密封系统
与手动操作阀相同, 具有相同的优点｡ 稳定
可靠的气控活塞执行装置有两种规格:

• ATO (air-to-open), 长闭型｡
• ATC (air-to-close), 长开型｡



NOVA SWISS  
未来技术世界之旅
氢是大自然形成的第 — 个元素, 正是这种物
质点燃了星星中的火焰｡ 氢气是许多未来技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我们的压缩机系统是探险船  
Energy Observer 的氢驱动器的 — 部分, 
自 2017 年夏季以来, 这艘探险船 — 直在世
界各地航行｡ 双体船由太阳能/风能和氢气提
供动力｡ 其六年之旅的目标是提供有关可再
生能源的新信息, 并展示可持续技术的潜力｡  
安装在探险船上的氢气压缩机系统就是由 
Nova Swiss 所提供的｡



挤压
NOVA SWISS 自动注气单元  
— 现在也可以进行远程维护
注气单元 — 般用于将气体注入发泡塑料中｡
先进的 Nova Swiss 技术可于受控压力下
混合高精度气体, 伺服电机确保为相关应用
调节最佳压力｡ 因此该注气单元保证了最高
精度的注射过程, 并确保在特定的压力下能
够精准的测量气体｡

自动注气单元的优点:

• 最高的压力精度
• 采用低速运转, 允许少量给料
• 采用隔膜技术, 无气体污染｡
• 高流量
• 维护成本低
• 无需每天重新调整
• 中断后从新启动更快,  

减少启动过程中的浪费
• 无需供应压缩空气
• 可根据要求提供远程维护



大學和研究機構
NOVA SWISS  
产品用于实验应用
实验室中有许多高压系统的应用｡  
Nova Swiss 开发和生产完全根据客户的
规格量身定制的系统｡ 从氩气压力供应装置
到氢气测试台和膨胀压力测量设备,  
Nova Swiss 在开发和生产此类广泛系统方
面拥有世界 — 流的经验｡ 对于这些应用, 我
们可以依靠自己产品系列中的高质量组件, 
例如隔膜压缩机｡

我们还为这些产品提供广泛的服务, 例如支
持现场安装, 调试, 用户培训和服务等｡

手动泵系统 
Nova Swiss 手动泵系统适用于所有常见高
压介质的应用, 包括低粘度介质｡ 精细螺纹
的主轴可以精确调节到所需的压力｡

Nova Swiss 手动泵系统可在任何地方使
用, 不依赖于压缩空气或电源｡



航空航天技术
Nova Swiss 组件的设计适合在极端条件下运行,  
即使在太空中也是如此｡ 这些产品根据客户要求开发,  
交货状况良好｡

满足特殊要求的电磁阀
Nova Swiss 同轴阀是 —  
种非常适合在复杂系统和恶劣环境下应用的电磁阀｡

• 完全由不锈材料制成, 适合于最恶劣的条件下使用  
(包括盐雾)｡

• 特殊的设计保证了高度的密封性｡
• 体积小、重量轻, 使其可广泛用于各种领域｡



工业产品
压力发生器
我们的标准模块化压力供应单元可以极其精
确地设定压力, 分三个等级: 3 0̇00 bar 用于
气体; 7 0̇00 到 14 0̇00 bar 用于液体,  
也 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调整｡

气动高压泵
Nova Swiss 的气动高压泵适用于  
4 0̇00 或 7 0̇00 bar 的压力和液体｡

等静压机
等静压机是 Nova Swiss 根据客户要求而
专门开发和制造的｡ 备有冷、热和高温压机,
可在 高达 10 0̇00 bar 的压力和从 -20 至 
2˙200 °C 的温度下使用｡

高压容器
• 适用于高达 145 0̇00 psi (10 0̇00 bar) 

的液体和气体
• 适用于高达 60 0̇00 psi (4 0̇00 bar)  

的 — 般压力应用
• 除了 — 系列标准型号外, 还可以对容器进

行优化以满足客户要求

安全阀
Nova Swiss 安全阀按照CE标准制造,  
如果需要, 可通过 ATEX 认证｡ 其工作压力
范围高达 67 0̇00 psi (4˙500 bar), 温度范
围为 -10 至 +250 °C｡

极端温度专用阀门
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延申式适配器, 用于液体
和气体应用的 Nova Swiss 针阀设计可在 
-200 °C 至 +300 °C 的温度范围内运行｡



三个系列的 
高压产品
標準
标准阀门、配件、适配器和管件,  
压力范围高达 60 kpsi (4 0̇00 bar)｡

商業
高压操作系统, 如压缩机, 自动注气系统, 
手动泵和压力供应装置｡ 支持压力高达
145 0̇00 psi (10 0̇00 bar) 和氢气,  
氮气, 二氧化碳, 氦气或氩气等气体｡

獨家
Nova Swiss 提供定制的高压技术应用｡  
它们的显着特点是: 成熟的产品开发和设计, 
高精度, 定制的连接几何形状和简单易用｡ 
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和高物理应变下, 高压
部件也证明了它们的服务价值｡

开发和咨询服务
通过不断扩展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以结果为导
向的研究, 我们为高压技术和发动机部件领
域创造了成熟、创新和优化的产品打下坚实
的基础｡

在配备了最先进设备的材料实验室里, 我们
分析各种物质, 寻找合适的材料和制造工艺｡ 
我们的服务范围还包括对客户要求的复杂计
算｡ 此外, 我们还可以在表面技术领域提供
跨业务合作伙伴关系, 进行复杂的分析和涂
层质量的测试程序｡

我们不断确保所有 Nova Swiss 产品符合
市场的最新要求以及所有法定规定｡

產品和服務

• 开发新产品
• 优化
• 计算和模拟
• 分析并测试材料与涂层



WHAT MAKES YOU SUPER 
IS 

发动机部件

阀门服务

表面处理技术

Nova Werke AG
Vogelsangstrasse 24 
8307 Effretikon 
Switzerland 
電話 +41 52 354 16 16 
傳真 +41 52 354 16 90 
info@novaswiss.com

NOVA WERKE Deutschland GmbH
Sölder Str. 107 
44289 Dortmund 
Germany 
電話 +49 231 42 57 78 10 
傳真 +49 231 42 57 78 13 
info@novaswiss.com

novaswiss.com

NOVA SWISS SARL
31 Rue Denis-Papin 
77240 Cesson 
France 
電話 +33 1 64 41 18 48 
info@novaswiss.com

诺华高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663 号 
泓富产业千禧广场 12 楼 6 室 
電話 +852 531 839 88 
電話中國 +86 147 150 309 31 
info@novaswi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