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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要求】 

1. 油漆桶成套处理线 

2. 成品：去除油漆后的光亮铁皮 

3. 自动运行。 

4. 环保，环境整洁，地面干净。 

5. 处理量级别：1 吨-10 吨/小时 

 

【解决方案】 

（以下图片为我们的油漆桶回收处理线的全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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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系统需要 5 个设备组合 

第一设备：上料输送机 

第二设备：破碎机 

第三设备：破碎料搅拌设备 

第四设备：输送机 

第五设备：破碎料筛选设备 

第六设备：油漆去除设备 

第七设备：铁皮压块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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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技术参数】 

入料输送机 

 带宽：500MM 

 输送机长度：12M 

  

 

 

油漆桶粉碎机 

 动力：60KW 

 产量：破碎室长度：1米 

 刀片厚度：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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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料搅拌设备 

 处理室长度：2M 

 电机功率：4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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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机 

 带宽：50MM 

 长度：5M 

  

破碎物料筛选机 

 滚筒直径：1M 

 电机功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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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去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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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客户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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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派特中国介绍及生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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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派特中国客户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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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及服务说明】 

采用独立电箱控制，电箱安装在在设备的侧面，集中控制。  

配备继电器，断路器，交流接触器 

连接方式是动力 4线 - 3 相制度.而且有接地保护装置 

电力控制箱，并采用欧洲标准线 （电线颜色区分） 

连接方式.所有接线要求电缆线井然有序，所有的按钮有明显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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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箱的设计符合英国电气标准（防水和防尘） 

工作时，温度超过额定值，有良好的过载保护。 

 

A、 机器应该有安全保护回路 

B、 电线应该有足够的保护和固定 

C、 电缆有足够的能力和加压 

D、 所有部件都有接地保护 

 

二:通用技术指标 

1、公共项目的目标要求 

A  电压要求：380VAC±10％  50HZ 

B  电源动力要求：70KW 

C 工作环境温度:–10℃～+40℃ 

2、其他基础要求   

   我们会提供给您以下文件: 

A  地基图 

B  电气原理图 

C  操作手册 

D  易损件清单 

 

3、试运行 

我们会压缩物料，检测设备运转的噪音值，记录设备运行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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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检测设备运行的完整性和流畅性能。 

 

4、质量保证，质保期，和售后服务 

4.1. 质量保证和服务 

质量保证 

A  设备上安装的所有部件都是全新的 

B  设备的质保期为 12 个月 

C  由于设备本身造成的问题，所有维修费用由恩派特中国支付 

D  由于操作失误造成的设备损坏，由客户自己承担费用 

 

售后服务 

A  免费的操作培训（前提是需要上门安装） 

B  恩派特中国可以帮助客户安装设备，但这个是收费服务 

C  我们的售后团队会定期的回访客户 

 

4.2. 安全控制体系 

我们生产的所有设备都符合两个标准 

1）欧盟 CE 标准 

2）英国恩派特集团产品生产标准 

4.3.我们每个出厂的设备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 

标识:  M: 工厂自检               R：记录         N：没有 

Inspect and text project         工厂           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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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检查          M               R 

焊接检查                M               R 

外观检查             M               R 

设备包装检查        M               R 

设备运行检查                    M               R 

 

三、恩派特中国制作标准 

GB8196           轻工机械安全保护 

GB3805           轻工机械安全电压 

GB3829           轻工机械漏电保护 

GB5083           轻工机械环境保护 

GB7311-87   机器型号和预算技术 

GB/T 7932-1987         通用技术 

JB 7233-94             设备安全标准要求 

QB/T 1586.1-93           焊接标准要求 

QB/T 1586.2-93           金属剪切标准要求 

QB/T 1586.3-93           设备组装标准要求 

QB/T 1586.4-93           设备喷涂标准要求 

噪音的要求应该适用于 ISO9001：2000 噪音指数 控制系统 DB70-72 

 

四、设备安全喷涂 / 标识 /包装 

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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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旋转部件喷涂为工业安全黄色 RAL标准 

(2) 其他部件喷涂为工业蓝色 RAL 标准 

标识:  

(1) 安全帽，防护服标识 

(2) 危险操作禁止标识 

 

五、设备运输与包装 
（1）小型设备需要木箱包装（付费包装） 
（2）大型设备不需要包装，选择直接运输或者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