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篮式清洗系统 



Pur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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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清洁

如何在对产品的技术洁净度要求

不断提高的同时做到高效清洁？

我们的解决方案将帮助用户应对

这一挑战。客户与客户之间的要

求迥异，每台设备均独立设计。 

为此，我们的员工将借鉴以往项

目的诸多经验，为您提供咨询和

设计。在我们的工艺试点使用原

装部件进行的样品清洗将保护您

的投资安全，并确定用于化学清

洁剂、温度和时间的准确参数。 

BvL 设备能够可靠地清洗您的工

件，并无缝地集成到生产线中。

它们易于操作，且满足汽车行业

的严格要求。此外，它们的设计

符合机械指令 2006/42/EC、C-标
准 DIN EN 12921 和事故防范规定。 

�� �结构坚固且使用寿命长

�� 清洗效果有保障

�� �操作直观

�� �便于检修，易于维护

�� 知名制造商的优质元件

 � “Made in Germany” 品质

�� �符合 WHG 的专业企业，获得
认证的管理系统 

BvL  
是根据  

DIN EN ISO 9001, 
DIN EN ISO 14001 

和 VDA 6.4 
认证符合水资 
源法 (WHG) 的 

专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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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篮筐中的小零件或在工件
架上的单个部件

用于带凹槽或空腔的零件

用于轻度、中度至重度污染的
零件

细节

NiagaraFS 带循环联接装置



Smart Cleaning
通过 BvL 应用程序和数字网络进行智能清洗！ �
透明的流程信息，实现对设备预测性地诊断和维护：高效、自

动。

可选项及补充项
�� 干燥系统

�� 搬运系统：装载车、横向移动台、龙门式装载机和自动化系统

�� 提高泵功率：增加喷射压力

�� 清洗液护理措施（例如过滤系统、油分离器）

�� 工艺安全性：Libelle Cleaner Control、Libelle Oil Control、�
Libelle Data Control

�� 级联导向装置

�� 底部滴水盘 
�� 其他系统组件

标准规格 单位 600 800 1,000

可用长度 mm 600 800 1,000

可用宽度 mm 400 600 600

可用高度 mm 300 400 600

负载能力 kg 100 100 100

单罐设备：�罐容量 l 700 900 1,100

双罐设备：�罐 1 容量 l 350 450 550

� 罐 2 容量 l 350 450 550

应要求提供更多的技术资料和上门服务

简介

NiagaraFS 是一款冲洗清洁设备，配有旋转轮技术。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通

过篮筐或工件架绕水平轴旋转，确保全方位的彻底清洗。

基本设备

清洁系统：� 带扁平喷嘴的冲洗清洁 
作用原理：� �旋转轮系统，固定喷嘴架及可选的通向或反向旋转喷嘴架

罐数目：� 单罐和多罐系统

装载：� 通过一个滚筒引导的夹具前部装载

外壳:� 不锈钢

水罐保温层:� 不锈钢

控制和操作：� Siemens Simatic，配有 Siemens 触控板

清洗液监控：� Libelle Fluid Control
 

FS

清洁技术
�� 夹具旋转或绕水平轴摆动

�� 每个水罐有一个独立的喷嘴框架，以减少混合

��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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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多功能型。

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 冲洗过程中的清洗

�� 冲洗过程中的冲洗（多罐系统）

 � VE-冲洗（选配）

�� 鼓风干燥（选配）或 对流干燥（选配）



紧凑而节省空间
 
用于篮筐中的小零件或在工件架
上的单个部件

用于带凹槽或空腔的零件

用于轻到中度污染的零件

细节

大扇检修门，便于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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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NiagaraEM 是一款紧凑型冲洗清洁设备，配有旋转轮技术。该设备拥有现代化的设计和

紧凑的结构。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通过篮筐或工件架绕水平轴旋转，确保

全方位的彻底清洗。

基本设备

清洁系统：� 带扁平喷嘴的冲洗清洁

作用原理：� 旋转轮系统，固定喷嘴架

罐数目： � 1 
装载： � 通过一个滚筒引导的夹具前部装载

外壳:  � 紧凑的不锈钢外壳

水罐保温层:  � 有

控制和操作：� Siemens Simatic，配有 Siemens 触控板 
清洗液监控：� Libelle Fluid Control

清洁技术
�� 夹具旋转或绕水平轴摆动

�� 通过特殊喷嘴框架全方位清洗

��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小巧紧凑型。 EM

标准规格 单位 480 600

可用长度 mm 480 600

可用宽度 mm 320 400

可用高度 mm 200 300

负载能力 kg 50 100

单罐设备：罐容量 l 280 350

应要求提供更多的技术资料和上门服务

可选项及补充项
�� 干燥系统

�� 搬运系统：装载车、横向移动台和 自动化系统

�� 提高泵功率：增加喷射压力

�� 清洗液护理措施

�� 工艺安全性：Libelle Cleaner Control、Libelle Oil Control、�
Libelle Data Control、远程诊断

�� 级联导向装置

�� 底部滴水盘

�� 其他系统组件

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 清洗：冲洗清洗、浸没清洗（选配）、射流浸没清洗（选配）

 � VE-冲洗（选配）

�� 鼓风干燥（选配）或热风干燥（选配）

Smart Cleaning
通过 BvL 应用程序和数字网络进行智能清洗！ �
透明的流程信息，实现对设备预测性地诊断和维护：高效、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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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体积、重型的零件和复杂
几何形状
 
用于使用欧洲网格盒（和其他）
时

适合大批量

用于轻到中度污染的零件

细节

NiagaraRH 带装载车和工件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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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NiagaraRH 是一款冲洗清洁设备，配有旋转轮技术。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通过篮筐或工件架绕水平轴旋转，确保全方位的彻底清洗。

基本设备�

清洗系统： � 带扁平喷嘴的冲洗清洁

作用原理：� �旋转轮系统，固定喷嘴架，在端面前摆动

罐数目： � 1-2
装载： � 通过一个滚筒引导的夹具前部装载

外壳:  � 不锈钢

水罐保温层:  � 不锈钢

控制和操作：� Siemens Simatic，配有 Siemens 触控板

清洗液监控：� Libelle Fluid Control

清洁技术
�� 夹具旋转或绕水平轴摆动

�� 通过特殊喷嘴框架全方位清洗

�� 每个水罐有一个独立的喷嘴框架，以减少混合 
��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高效大型。RH

标准规格 单位 950 1,250 1,600 1,950

可用长度 mm 900 1,230 1,400 1,600

可用宽度 mm 600 840 1,000 1,200

可用高度 mm 600 970 1,000 1,200

负载能力 kg 500 750 1,000 1,000

单罐设备：罐容量 l 1,000 1,600 2,000 2,000

双罐设备：罐 1 容量 l 600 1,000 1,400 1,300

� 罐 2 容量 l 400 650 650 700

应要求提供更多的技术资料和上门服务

Smart Cleaning
通过 BvL 应用程序和数字网络进行智能清洗！ �
透明的流程信息，实现对设备预测性地诊断和维护：高效、自动。

可选项及补充项
�� 干燥系统

�� 搬运系统：装载车、横向移动台、龙门式装载机和自动化
系统

�� 提高泵功率 
�� 清洗液护理措施

�� 工艺安全性：Libelle Cleaner Control、Libelle Oil Control、�
Libelle Data Control、远程诊断

�� 级联导向装置

�� 底部滴水盘，其他系统组件

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 冲洗过程中的清洗

�� 冲洗过程中的冲洗（双罐系统）

�� 通过对流干燥（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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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而节省空间 

用于篮筐中的小零件或在工件架
上的单个部件

用于复杂的几何形状

用于高清洁度要求

细节

NiagaraMO 带自动推入/推出装置、辊道输送机 和装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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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NiagaraMO 是一款紧凑的两罐型浸没/喷淋清洗系统，配有旋转轮技术。该设备拥有现代

化的设计和紧凑的结构。高清洁效果通过超声波清洗（选配）来实现。所有工艺步骤在

一个腔室内进行。全玻璃门允许查看清洗过程。通过篮筐或工件架绕水平轴旋转，确保

全方位的彻底清洗。

基本设备

清洁系统： � 带扁平喷嘴的浸洗/冲洗清洁

作用原理：� 旋转轮系统，固定喷嘴架

罐数目：� 2
装载： � 通过一个滚筒引导的夹具前部装载

外壳：� 紧凑的不锈钢外壳

水罐保温层：� 有

控制和操作：� Siemens Simatic，配有 Siemens 触控板

清洗液监控：� Libelle Fluid Control

 

清洁技术
�� 夹具旋转或绕水平轴摆动

�� 通过特殊喷嘴框架全方位清洗

��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 清洗和冲洗：冲洗清洗、浸没清洗、射流浸没清洗、真空

浸没式清洗（选配）

 � VE-冲洗（选配） 
�� 通过气动脉冲（选配）干燥、热风干燥（选配）、真空干
燥（选配） 

多功能紧凑型。 MO

标准规格 单位 480 600

可用长度 mm 480 600

可用宽度 mm 320 400

可用高度 mm 200 300

负载能力 kg 50 100

罐 1 容量 l 370 450

罐 2 容量 l 360 420

应要求提供更多的技术资料和上门服务

Smart Cleaning
通过 BvL 应用程序和数字网络进行智能清洗！ �
透明的流程信息，实现对设备预测性地诊断和维护：高效、自动。

可选项及补充项
�� 干燥系统

�� 搬运系统：装载车、横向移动台、自动推入和推出、驱动

滚筒输送机

�� 提高泵功率：增加喷射压力

�� 清洗液护理措施

�� 工艺安全性：Libelle Cleaner Control、Libelle Oil Control、�
Libelle Data Control、远程诊断

�� 级联导向装置

�� 底部滴水盘

�� 其他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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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篮筐中或硬化格栅上的重
型工件和大量件数 

专用于热处理清洗

强清洁力

细节

泵和过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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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NiagaraVE 是带冲洗/浸没功能的大容量双罐系统。在固定的篮筐内，通过特殊喷嘴系

统完成清洗。高清洁效果通过超声波清洗（选配）来实现。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

内进行。

基本设备

清洁系统： � 带扁平喷嘴的浸洗/冲洗清洁

罐数目：� 多罐系统

干燥：� 对流干燥和/或真空干燥

装载：� 前部装载

外壳: � 不锈钢

水罐保温层: � 不锈钢

控制和操作：� Siemens Simatic，配有 Siemens 触控板

清洗液监控：� Libelle Fluid Control

 

清洁技术
�� 配有扁平射流喷嘴的冲洗/浸没式清洗，清洗零件静止

�� 相互紧靠的喷嘴架具有多股

��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强大型。VE

标准规格 单位 1,200

可用长度 mm 1,200

可用宽度 mm 900

可用高度 mm 1,000

负载能力 kg 1,000

罐 1 容量 l 3,000

罐 2 容量 l 3,000

应要求提供更多的技术资料和上门服务

可选项及补充项
�� 干燥系统

�� 搬运系统：装载车、 横向移动台、龙门式装载机和自动化系
统

�� 提高泵功率：增加喷射压力

�� 清洗液护理措施

�� 工艺安全性：Libelle Cleaner Control、Libelle Oil Control、�

Libelle Data Control、远程诊断

�� 底部滴水盘

�� 其他系统组件 

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 清洗：冲洗清洗、浸没清洗、射流浸没清洗、真空浸没式清洗、
超声波清洗（选配）

�� 冲洗（多罐系统）：冲洗清洗、浸没清洗、射流浸没清洗、�
真空浸没式清洗、超声波清洗（选配）

�� 通过鼓风（选配）干燥、对流干燥（选配）或真空干燥（选配）

Smart Cleaning
通过 BvL 应用程序和数字网络进行智能清洗！ �
透明的流程信息，实现对设备预测性地诊断和维护：高效、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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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篮筐中的小零件或在工件架
上的单个部件

用于复杂的几何形状

用于极高的清洁度要求

用于短循环周期应用

方案

NiagaraDFS 横向移动台上带工件架，用于 机器人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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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NiagaraDFS 是一款浸洗/冲洗清洁设备，配有旋转轮技术。高清洁效果通过超声波清洗��

(选配）来实现。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通过篮筐或工件架绕水平轴旋转，确

保全方位的彻底清洗。

基本设备

清洁系统： � 带扁平喷嘴的浸洗/冲洗清洁

作用原理：� �旋转轮系统，固定喷嘴架及可选的通向或反向旋转喷嘴架

罐数目：� 单罐和多罐系统

装载：� 通过一个滚筒引导的夹具前部装载

外壳: � 不锈钢

水罐保温层: � 不锈钢

控制和操作：� Siemens Simatic，配有 Siemens 触控板

清洗液监控：� Libelle Fluid Control

清洁技术
�� 夹具旋转或绕水平轴摆动

�� 通过特殊喷嘴框架全方位清洗

��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全能型。DFS

标准规格 单位 600 800 1,000 1,200

可用长度 mm 600 800 1,000 1,240

可用宽度 mm 400 600 600 850

可用高度 mm 300 400 600 1,000

负载能力 kg 100 150 250 1,000

单罐设备：�罐容量 l 1,000 2,000 2,000 3,800

双罐设备：�罐 1 容量 l 550 1,100 2,000 3,800

� 罐 2 容量 l 550 1,100 2,000 3,800

应要求提供更多的技术资料和上门服务

可选项及补充项
�� 干燥系统

�� 搬运系统：工件篮、装载车、横向移动台、龙门式装载机和自
动化系统

�� 提高泵功率：增加喷射压力

�� 清洗液护理措施 
�� 工艺安全性：Libelle Cleaner Control、Libelle Oil Control、�

Libelle Data Control、远程诊断

�� 冷却系统

�� 消磁系统

�� 级联导向装置

�� 底部滴水盘

�� 其他系统组件 

工艺步骤 
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 清洗：冲洗清洗、浸没清洗、射流浸没清洗、真空浸没式清
洗、超声波清洗（选配）

�� 冲洗（多罐系统）：冲洗清洗、浸没清洗、射流浸没清洗、真
空浸没式清洗、超声波清洗（选配）

�� 通过鼓风（选配）干燥、对流干燥（选配）或真空干燥（选配）

Smart Cleaning
通过 BvL 应用程序和数字网络进行智能清洗！ �
透明的流程信息，实现对设备预测性地诊断和维护：高效、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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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garaDFS 带三层横向移动台，�

维护底座和整体外壳。

NiagaraDFS 作为双设备带有 Nevada 干燥系统、

辊道输送机、龙门式装载机和工件架停泊站

NiagaraDFS 作为两仓连续式系统，带后接 Nevada 真空干

燥系统和 Arctic 主动式冷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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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garaDFS 带自动装载和卸载装置，�

含篮式缓冲器

NiagaraDFS 带双单元龙门式装载机，�

含地面辊道清洁装置

高水准的独立性和清洁

NiagaraDFS 作为双仓设备，带 Nevada 真空干燥系统、Arctic 被动式冷却通道、�

维护底座和用于自动装载和卸载工件架的循环辊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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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您的需要而设计：为您提供您所需的强劲功率

和最高效率。装备的选择范围广泛，从简单的过滤技

术、功率强大的真空干燥器，到带工件识别识别系统的

全自动化运输装置。因此，BvL 设备可为您的工艺安全

量身定制清洁方案。

预测性维护

在�“Smart Cleaning” 的理念指引下，我们以先进的传感器

技术实现基于实时数据的预测性维护。由此，您可以获

得更为有效的生产规划、更长的运行时间以及更高的机

器可用性。

BvL 清洗系统 — 功能智能化，实现高效清洗

细节

升降台

1

细节

浸没式清洗

细节

外部真空干燥器

2

细节

Libelle 清洗液监控 

4

细节

节能保温套餐 

5

细节

条形码查询 + 清洗程序-存放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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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人体工学式进料

细节

显示界面清晰明了，便于操作 

7 8

3

6

7

8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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