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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性能。
自 1948 年以来一直是液位自动化领域的领先品牌

油位调节器
REN™ 油位调节器可自动保持固定应用中多缸发
动机中曲轴箱的正确油位。通过保持最佳机油油
位可以起到节省油耗并延长发动机检修间隔的作
用。这种调节器安装在 REN 缓流流量计下游曲轴
箱的进油口一侧。

特点
寿命长且抗振的黄铜/金属阀 ■

可视油位和浮子设计 ■

低液位警告开关 ■

尺寸小：111 毫米 x 137 毫米 x 127 毫米  ■

(4-3/8 英寸 x 5-3/8 英寸 x 5 英寸)
可置于左侧或右侧的标准 1/2 英寸 NPT   ■

出口/进口

优点
省去了昂贵而频繁的人工油位检查和加油 ■

久经考验的长寿命提供年复一年的可靠服务 ■

（55 年以上）
保持最佳机油油位 ■

易于安装和理解 ■

可与 REN 缓流流量计和/或连续换油装置配合 ■

使用

零件号 说明
RN24006 REN 套装，带支架、软管和配件的油位调节器
RN24007 仅含 REN 油位调节器

缓流流量计
REN 缓流流量计用于测量发动机和压缩机应用中
的机油油耗。其采用两个活塞的容积式设计，可
实现低于 38 公升/小时 (10 加仑/小时) 的极其缓慢
的机油流量计量，精确度误差在 0.5% 以内。

特点
精密加工的油缸中采用了特氟隆活塞密封，  ■

寿命更长
通过铝制阻挡层的磁驱动计数器，不再需要安 ■

装密封压盖和油封
可选配电子读数器取代机械式读数器，采用寿 ■

命长达五年的锂电池
读数器可显示容积 ■

可选配加仑/公升显示器和远距读数器 ■

优点
提供发动机状况显示 ■

可视及准确读取发动机机油油耗的低维护、  ■

低成本解决方案
远程安装选项跟踪可实现发动机数据的连续  ■

读取
可与 REN 油位调节器配合使用，形成完美  ■

匹配的油位控制系统

零件号 说明
RN24008 配备计数器的 REN 模拟缓流流量计（加仑）
RN24010 配备计数器的 REN 模拟缓流流量计（公升）
RN24018 配备 LCD 读数器的 REN 数字缓流流量计（加仑）
RN24021 配备 LCD 读数器的 REN 数字缓流流量计（公升）
RN24026 配备电子读数器的 REN 缓流流量计（加仑）
RN24044 REN 本安型缓流流量计（加仑）
RN24045 REN 本安型缓流流量计（公升）



REAL™ 技术。
具有延长发动机寿命的质量、可靠性和性能

连续换油装置
REN™ 换油装置可与 REN 油位调节器配合使
用，对运行中的发动机进行连续换油操作。不管
发动机运转时间的长短，都可以保持恒定的机油
质量，从而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和检修间隔。对于
必须不间断运转的发动机而言，连续换油功能可
显著减少维护工作量并简化维护程序。用过的机
油可送入废油箱或燃油中。

特点
标度分别为加仑、夸脱和公升 ■

尺寸小巧，结构坚固 ■

对电压尖脉冲、反向电源电压和噪声提供电路 ■

保护
在高于油压275.8 千帕(40 磅/平方英寸) 的情况 ■

下，可调范围高达每小时 0.99 加仑/夸脱/公升

优点
可保持恒定的机油质量，延长发动机寿命 ■

延长换油间隔 ■

远程安装选项跟踪 ■

可与 REN 油位调节器配合使用 ■

零件号 说明
RN24000 12V换油装置（加仑）
RN24001 24V 换油装置（加仑）
RN24002 12V 换油装置（公升）
RN24003 24V 换油装置（公升）
RN24004 12V 换油装置（夸脱）
RN24005 24V 换油装置（夸脱）

液位开关
REN 液位开关用于显示发动机机油、液压油和冷
却液的液位。通过利用两个阻挡层，对单刀双投
磁动开关提供爆炸性环境的双重密封：不锈钢和
气密密封玻璃开关盒。四个进口/出口和一个可调
安装垫为安装提供了相当的灵活性。利用可拆卸
配电箱盖板，接线非常简单。

特点
通过 UL 认证，可用于 1 类、C 组和 D 组危险 ■

场合
铸铝结构 ■

双重阻挡：配备磁动作开关的不锈钢和气密密 ■

封玻璃
可打开或关闭高达 240 V DC/AC 电路的单刀双 ■

掷开关
四个 1/2 英寸 NPT 接口 ■

优点
可用于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液或多数液体 ■

工作温度范围为 -40 °C 至 120 °C（-40 °F 至  ■

248 °F）
结构坚固，可用于爆炸性环境 ■

零件号 说明
RN24011 REN 液位开关



Filtration for the REAL™ World

REAL™ 解决方案。
最灵活通用的油位调节产品系列

净机油储
存罐

发动机

压力
通道

油位调节器

缓流流量计

LF777
5 微米滤清器 

（可选）

止回阀
燃油回流管

远程读数器

连续换 
油装置

至燃油箱或集
油罐

废油罐
燃油箱

典型安装

供油箱
18.9、56.8 和 113.6 公升（5、15 和 30 加仑）

REN™ 供油箱与 REN 油位调节
器配合使用，安装在尽可能靠
近调节器的方便位置。不超过 
3.1 米（10 英尺）、与供油箱连
接的充液软管应高于 REN 油位
调节器。

零件号 说明
RN24012 REN 5 加仑（18.9 公升）供油箱和支座
RN24015 REN 15 加仑（56.8 公升）供油箱和支座
RN24017 REN 30 加仑（113 公升）供油箱和支座

特点
全钢结构 ■

工业瓷漆处理 ■

Reike 50.80 毫米 (2 英寸) 加油口盖 ■

防尘通风孔 ■

黄铜 1/2 英寸 NPT 截止阀 ■

适合 56.8 和 113.6 公升（15 和 30 加仑）  ■

油箱的安装支座
用于 18.9 公升（5 加仑）油箱的 304.80 毫米 ■

（12 英寸）底座管

优点
可与 REN 油位调节器、缓流流量计和连续换 ■

油装置配合使用
提供全套补液系统 ■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umminsfiltration.com
LT32561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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