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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分离工艺中遇到怎样的挑战？
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是世界顶尖的分离技术专家，拥有最广泛的技术产品组合，遍布不
同区域的2,000多位专家服务于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在过去15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
推动环保、食品、化工和矿业等分离技术解决方案及服务向前革新发展的中坚力量。作
为许多世界一流品牌的原品牌供应商（OEM），安德里茨的解决方案及服务有效推动
客户提高生产能力以满足未来变幻不定的需求 – 助力客户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无惧
应对分离技术挑战。 Ask your separation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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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优化您的流程？
提升可用性？确保不间断的生产力？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是固/液分离领

域拥有最多原品牌的厂商之一，当您采用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您即选择
了具备分离设备和工艺深厚知识的合作伙伴为您服务。

这才是我们所认
可的优质服务。

提高安全，降低成本， 
节省功耗，快速维护。

运用150多年的
原品牌制造经验
为您服务
拥有为庞大的装机客户群服务的丰富经验
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拥有超过55,000个固/液分离解决方案和
系统的全球装机客户群，由此您能认识到我们对待服务的认
真程度。通过与这些分散各地的客户密切合作，安德里茨分
离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正常运行时间和提升效率。

著名的原设备品牌
很多客户知道我们是安德里茨分离技术，但越来越多的客
户开始了解到我们其实也是多个著名品牌的原设备供应
商。这些著名品牌，如伯德(Bird)、洪堡(KHD)、坚纳离心机
(Guinard)等，已经为安德里茨所收购。所以坦率地说，我们
有能力为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固/液分离品牌设备和系统进行
维修和提供备件。

由全球专业知识支持的本地服务
我们的服务理念很简单：一个电话，一个联系人，一个会当地
语言并且了解您的设备和工艺的专业团队。这不是一句空话，
它是由550名固/液分离设备和系统服务专家及全世界的服
务中心网络提供支持。

真正的全方位服务供应商
无论您是需要备件、设备租赁、本地服务、维修、升级还是更
新改造，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是您在分离各领域值得信赖的服
务专家。从初步咨询、工艺优化及培训计划，我们一直在寻找
各种方法来最小化停机时间并提高运行的可预测性，同时提
高您的整体生产效率。总之，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提高食用油分馏的安全和卫生
食用油分馏的卫生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压滤机或“食品级”液压油再好，泄露都会
破坏硬脂质量，并且更大功率的压滤机所需的油成本往往高于所生产的的棕榈油。我们
的棕榈油动力单元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允许您的液压系统使用100%食品级棕榈
油。达到的成绩？客户可以更安全、更经济地利用资源，且得到使用后可以重新加工的副
产品。

降低成本和交货时间
一家国际特种化学品公司看到，由于不断变化的工艺条件，如升高的温度和浓度，其离心机的
高质量钛壳受到严重腐蚀。如果用相同的壳进行更换，花费将昂贵又耗时，为此，我们合作开发
和测试一种10mm厚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FRP）壳，它耐化学腐蚀，安全且经济。为确保其安
全性，我们朝它发射子弹-证明了它可以承受比它将载有的重粒子高六倍多的冲击。

减少高达50%的维修时间和成本
更换滤布极其耗费时间，费用不菲而且容易出错。所以我们研发出应用于过滤式离心机
的SmartFix，它是市场上最新型和最创新的滤布紧固系统。这个全新的设计可以替代现
有的大多数过滤式离心机夹紧环的装配，几秒内就可卡紧或放松，有效地减少约一半的
维修时间和成本。

全自动节省絮凝剂
为了减少絮凝剂消耗和提高消化能力，废水领域的一个客户安装了我们的RheoScan，
一种优化絮凝剂消耗的自动光测系统，得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每年在带式浓缩段节省
33.8%的絮凝剂用量，脱水阶段节省16%，增加11.7%沼气产生。

离心机上节省高达30%的功率
很多实例表明，我们的创新服务产品可以显著降低功耗，例如TurboJet堰板。取决于进
料流量、堰池深度和转鼓转速等因素，新一代堰板可以降低最多30%的离心机功耗。这种
创新型堰板已经获得专利，不仅可以安装在所有安德里茨分离技术离心机（安德里茨、伯
德、洪堡、坚纳等品牌）上，还可以加装在几乎所有品牌的离心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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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ITZ (China) Ltd. 
电话: +86 400 103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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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ITZ AG
电话: +43 316 6902 2297
service.separation@andri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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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1 817 465 5611
service.separation.us@andritz.com

南美
ANDRITZ Separation Ltda. 
电话: +55 47 3387 9115
separation.bra@andritz.com

您在分离工艺中遇到怎样的挑战？
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是世界顶尖的分离技术专家，拥有最广泛的技术产品组合，遍布不
同区域的2,000多位专家服务于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在过去15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
推动环保、食品、化工和矿业等分离技术解决方案及服务向前革新发展的中坚力量。作
为许多世界一流品牌的原品牌供应商（OEM），安德里茨的解决方案及服务有效推动
客户提高生产能力以满足未来变幻不定的需求 – 助力客户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无惧
应对分离技术挑战。 Ask your separation specialist!

本宣传册上的所有资料、信息、声明、图片和图解说明均对在此提及的安德里茨股份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公司的设备和/或系统的任何销售合同的组成
不构成任何义务及不承担任何责任。©安德里茨股份有限公司2013。版权所有。未经安德里茨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事先书面许可，本版权作品不
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方式复制、修改或分发、或在任何数据库或检索系统内存储。为了任何目的的任何未经授权使用违反了相关版权法。奥地利格拉
茨Stattegger街安德里茨股份有限公司，8045。 Service folder 2.0/08.2018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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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优化您的流程？
提升可用性？确保不间断的生产力？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是固/液分离领

域拥有最多原品牌的厂商之一，当您采用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您即选择
了具备分离设备和工艺深厚知识的合作伙伴为您服务。

这才是我们所认
可的优质服务。

提高安全，降低成本， 
节省功耗，快速维护。

运用150多年的
原品牌制造经验
为您服务
拥有为庞大的装机客户群服务的丰富经验
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拥有超过55,000个固/液分离解决方案和
系统的全球装机客户群，由此您能认识到我们对待服务的认
真程度。通过与这些分散各地的客户密切合作，安德里茨分
离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正常运行时间和提升效率。

著名的原设备品牌
很多客户知道我们是安德里茨分离技术，但越来越多的客
户开始了解到我们其实也是多个著名品牌的原设备供应
商。这些著名品牌，如伯德(Bird)、洪堡(KHD)、坚纳离心机
(Guinard)等，已经为安德里茨所收购。所以坦率地说，我们
有能力为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固/液分离品牌设备和系统进行
维修和提供备件。

由全球专业知识支持的本地服务
我们的服务理念很简单：一个电话，一个联系人，一个会当地
语言并且了解您的设备和工艺的专业团队。这不是一句空话，
它是由550名固/液分离设备和系统服务专家及全世界的服
务中心网络提供支持。

真正的全方位服务供应商
无论您是需要备件、设备租赁、本地服务、维修、升级还是更
新改造，安德里茨分离技术是您在分离各领域值得信赖的服
务专家。从初步咨询、工艺优化及培训计划，我们一直在寻找
各种方法来最小化停机时间并提高运行的可预测性，同时提
高您的整体生产效率。总之，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提高食用油分馏的安全和卫生
食用油分馏的卫生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压滤机或“食品级”液压油再好，泄露都会
破坏硬脂质量，并且更大功率的压滤机所需的油成本往往高于所生产的的棕榈油。我们
的棕榈油动力单元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允许您的液压系统使用100%食品级棕榈
油。达到的成绩？客户可以更安全、更经济地利用资源，且得到使用后可以重新加工的副
产品。

降低成本和交货时间
一家国际特种化学品公司看到，由于不断变化的工艺条件，如升高的温度和浓度，其离心机的
高质量钛壳受到严重腐蚀。如果用相同的壳进行更换，花费将昂贵又耗时，为此，我们合作开发
和测试一种10mm厚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FRP）壳，它耐化学腐蚀，安全且经济。为确保其安
全性，我们朝它发射子弹-证明了它可以承受比它将载有的重粒子高六倍多的冲击。

减少高达50%的维修时间和成本
更换滤布极其耗费时间，费用不菲而且容易出错。所以我们研发出应用于过滤式离心机
的SmartFix，它是市场上最新型和最创新的滤布紧固系统。这个全新的设计可以替代现
有的大多数过滤式离心机夹紧环的装配，几秒内就可卡紧或放松，有效地减少约一半的
维修时间和成本。

全自动节省絮凝剂
为了减少絮凝剂消耗和提高消化能力，废水领域的一个客户安装了我们的RheoScan，
一种优化絮凝剂消耗的自动光测系统，得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每年在带式浓缩段节省
33.8%的絮凝剂用量，脱水阶段节省16%，增加11.7%沼气产生。

离心机上节省高达30%的功率
很多实例表明，我们的创新服务产品可以显著降低功耗，例如TurboJet堰板。取决于进
料流量、堰池深度和转鼓转速等因素，新一代堰板可以降低最多30%的离心机功耗。这种
创新型堰板已经获得专利，不仅可以安装在所有安德里茨分离技术离心机（安德里茨、伯
德、洪堡、坚纳等品牌）上，还可以加装在几乎所有品牌的离心机上。

原设备制造商备件
原厂或原厂质量的滤布、备件和

易损件均易取快送

本地支持
迅速响应的当地服务中心和现

场服务技术人员

二手设备与租赁
认证二手设备和租赁

维修与升级
机器与工艺性能优化、维修工作、

改造和现代化

工艺优化
自动化工具与工艺专业技术，提

升您的盈利能力

培训
操作员培训、操作和维护人员定

制研讨会

服务协议
包括预防性维护和备件、维修、检测、升

级、运行和设备检测等合同

实验室和现场测试
过程优化和机器升级的实验和

测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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