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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清洗设备及周边设备优秀供应商



SZFEAT企业文化

VISION
做百年企业
创一流品牌
复民族辉煌

be the century 
enterprise

create first class brand
recive national glories

QUALITY POLICY
精益求精
excelsior
持续改善

continuous improvement

VALUES
创新innovation
创造creativity
精致delicate desigr
精良excellence

企业
愿景

质量
方针

企业价
值观



SZFEAT成长历程

VS
2006年3月

深圳富易达仪器有限公司，开始
自行研发，生产超声波清洗机、
喷淋清洗机及清洗周边产品。

2001年-10月

苏州成立贸易公司，从事超声波
清洗机、喷淋清洗机的贸易及维
护服务业务。

通过ISO9001质量认证，为英格索兰、
西屋金桥、林芝电子等企业提供全自
动设备，当年实现产值400万

专利授权四项，“SZFEAT”商标注
册。产品出口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等国。年产值突破千万。

成为苹果、三星、西门子、合格供应
商，并为大和、西工、科朗叉车等20
多家优质用户提供专用大型清洗设备

苏州富怡达超声波有限公司成立。
厂房1000平米。



SZFEAT成长历程

VS
2016年

SZFEAT清洗设备进入半导体及
蓝宝石行业，为厦门三安集团，
东莞NXP，青海昱晶等公司制造
专用设备近20台。全年非标大型
自动化清洗设备生产近50台。

2015年

成为多家世界500强及上市公司
的合格供应商，自主开发的全自
动超声波清洗机及旋转喷淋清洗
机日趋成熟，运行稳定。新开发
的涡旋式清洗机投放市场。

SZFEAT与苏州科技大学超声波先进制
造中心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设置硕士
流动工作站，拥有流动博士后一位，博
士一位，硕士三位，专注超声波换能器
的仿真优化设计，制造。超声振板的整
体布局以及粘结工艺的标准化定制，以
及基于Ansys超声场的跨尺度三维有限
元分析，能够有效改善超声波在整个清
洗槽的均匀分布，以及找到最佳的工作
谐振点和工作液位的高度。



营业执照 ISO9001质量证明书



专利证书



专利证书



公司大厅



生产车间一角



日本柏山集团客户来公司考察

瑞典爱得乐方帅空压机客户考察公司



德国曼恩机械用户验收设备

美国德尔福用户验收设备德国菲尔斯.陆达福用户验收设备



韩国相信制动汽车配件用户交流

日本奥林巴斯用户交流



富怡达主要设备种类

槽式清洗机 通过式清洗机

旋转喷淋清洗机 涡旋清洗机



质
量
控
制
流
程



富怡达部分客户名录1
页码 所属行业 产品类型 设备类型 客户名称

19 半导体 芯片 槽式清洗机 恩智普半导体（东莞）有限公司

20 半导体 芯片 槽式清洗机 记忆科技（东莞）限公司

21 电子 电子引线框架 槽式清洗机 泰兴永志电子有限公司

22 电子 电子引线框架 槽式清洗机 昆得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3 电子 电子引线框架 槽式清洗机 宁波康强

24 电子 电子感应器 槽式清洗机 日本大和衡器

25 电子 节能灯丝 槽式清洗机 湖州太箭照明

26 电子 手机摄像头底座 槽式清洗机 无锡三达精密

27 电子 ABS部件 槽式清洗机 德尔福集团

28 电子 压电陶瓷晶片 槽式清洗机 浙江大学

29 光电 蓝宝石 槽式清洗机 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

30 光电 蓝宝石 槽式清洗机 青海晶煜晶体科技限公司

31 光电 碳化硅硅片 槽式清洗机 贰陆光学（苏州）有限公司

32 光电 触摸屏玻璃 槽式清洗机 湖州胜禧光电有限公司

33 光电 手机玻璃面板 槽式清洗机 无锡元亮科技有限公司



富怡达部分客户名录2

页码 所属行业 产品类型 设备类型 客户名称

34 汽车 保险杠 旋转喷淋清洗机 顺普汽车零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35 汽车 齿轮 通过式清洗机 金华辰宇粉未冶金

36 汽车 法兰轴 通过式清洗机 大众发动机

37 汽车 法兰轴 旋转喷淋清洗机 长春美科

38 汽车 活塞 槽式清洗机 浙江创能

39 汽车 汽车壁震器 通过式清洗机 康迪泰克

40 汽车 汽车转向轴 槽式清洗机 菲尔斯陆达福

41 汽车 凸轮轴 通过式清洗机 湖州汽车动力系统限公司

42 汽车 凸轮轴 通过式清洗机 宁波圣龙浦洛西凸轮轴有限公司

43 汽车 凸轮轴 通过式清洗机 宁波圣龙集团

44 汽车 油泵铝壳 通过式清洗机 苏州尤尼昂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45 汽车 油管气管接头 通过式清洗机 宁波安达通汽配



富怡达部分客户名录3

页码 所属行业 产品类型 设备类型 客户名称

46 机械 铸铁减速箱 槽式清洗机 鞍山重型矿山机械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47 机械 不锈钢阀体 槽式清洗机 阿法拉伐流体设备（昆山）限公司

48 机械 不锈钢镜面件 槽式清洗机 无锡特丽亮镀膜

49 机械 叉车罩盖 旋转喷淋清洗机 苏州科朗

50 机械 减速箱体 旋转喷淋清洗机 常州曼恩机械

51 机械 空压机阀体 旋转喷淋清洗机 爱得乐芳帅空压机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52 机械 空压机转子 旋转喷淋清洗机 吴江英格索兰

53 机械 矿山机械配件 旋转喷淋清洗机 徐州肯纳金属

54 机械 镍铜球 通过式清洗机 金昌镍都集团

55 机械 镍铜球 涡旋式清洗机 金昌镍都集团

56 机械 膨胀阀 槽式清洗机 浙江盾安集团

57 机械 丝杆 旋转喷淋清洗机 嘉兴礼海电器

58 机械 压缩机壳体、端盖 槽式清洗机 浙江盾安机械限公司

59 机械 压缩机叶片 槽式清洗机 西南工具



富怡达部分客户名录4

序号 所属行业 产品类型 设备类型 客户名称

60 机械 真空泵零件 旋转喷淋清洗机 常熟柏山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61 机械 真空泵零件 旋转喷淋清洗机 日本柏山精密

62 机械 铸铁箱体 旋转喷淋清洗机 戴维斯标准（苏州）

63 轨道交通 列车轴承 槽式清洗机 郑州机务段

64 轨道交通 机车制动部件 槽式清洗机 克诺尔车辆设备

65 轨道交通 刹车盘 槽式清洗机 霍克金属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66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铸铁配件 旋转喷淋清洗机 杭州西屋金桥



半导体行业------芯片------恩智普半导体（东莞）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浸泡式清
洗机
型号：AERO-940
清洗对象: magazines
清洗工艺:  推车进料→CAD
溶剂热浸泡清洗→CAD热纯
水浸泡漂洗→喷淋漂洗
→CAD纯水浸泡漂洗→热风
循环烘干→推车出料
槽体尺寸：
400×770×550(mm)



半导体行业------芯片-----记忆科技（东莞）限公司

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型号：AERO-320
清洗对象:
A. Ring不锈钢晶圆环

B. Cassette铝合金晶片盒

C. Magazine铝合金治具框

D. Tray  塑料托盘

清洗工艺:进料→超声波清洗

（40Khz）→超声波漂洗

(40Khz)→热风循环烘干→出料



电子行业------电子引线框架------泰兴永志电子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气
相清洗机
设备型号：FRA-6120FAC
清洗对象：电子引线框架
清洗要求：
1 产品清洗后表面不得有油污及其
它杂物。
2 生产效率：可每天三班连续工作，
每篮节拍3-6分钟；
清洗篮尺寸：300×600×360mm。
可使用介质:三氯乙烯、二氯甲烷
等有机溶剂。（密度≥1，且不溶于
水）
清洗流程：自动上料→超声波粗洗
→超声波精洗→超声波漂洗→浸泡
漂洗→蒸气浴洗（冷冻干燥）→
（蒸馏回收）自动下料



电子行业------电子引线框架------昆得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气相清
洗机
设备型号：FRA-5120FAC
清洗对象：黄铜轴芯、针阀等
清洗要求：产品清洗后表面不得有油污
及其它杂物。
生产效率：可每天三班连续工作，每篮
节拍3-6分钟；
清洗篮外框尺寸：
450×340×380(L×W×H)mm ，单篮
可装载用户产品治具6盘。
可使用介质:三氯乙烯、二氯甲烷等有机
溶剂。（密度≥1，且不溶于水）
清洗工艺：自动上料→超声波清洗→超
声波漂洗→蒸气浴洗（蒸馏回收）→冷
冻干燥→温风吹干→自动下料。
内槽尺 寸：520×400×680(L×W×H)



电子行业------电子引线框架------宁波康强

一、设备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
气相清洗机
二．设备型号：FRA-5060FAC 
三．清洗对象：
3.1 零 件：电子引线框架
3.2 材 料：铜
四. 清洗要求：
4.1 产品清洗后表面不得有油污及其它
杂物；包括康强目前采用的产品堆叠
式清洗。
4.2 生产效率：可每天三班连续工作，
每篮节拍4-6分钟；
清洗篮尺寸：500×300×200mm
五.可使用介质: 正溴丙烷、三氯乙烯、
二氯甲烷等有机溶剂
六．清洗工艺：自动上料→超声波清
洗→超声波清洗→冷浸洗→蒸气浴洗
→冷冻干燥（蒸馏回收）→自动下料。
设备流向：从右到左，抽排液泵、控
制箱设于主设备左面，冷水机设于主
设备右侧墙体外。



电子行业------电子感应器------日本大和衡器

一、设备型号：FRA-3048FAC 
二、设备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
气相清洗机
三、清洗对象：
3.1 零 件：精密传感器。产品最大
尺寸为：L400*50W*70H（mm）
四、清洗要求：
4.1 产品清洗后表面不得有油污﹑助
焊剂及其它杂物。
4.2 生产效率：可每天三班连续工作，
每篮节拍3-6分钟；
清洗篮尺寸：450×320×100mm 
五、可使用介质: 正溴丙烷、141B、
三氯乙烯、二氯甲烷等有机溶剂。
六、清洗工艺：自动上料→超声波清
洗→超声波漂洗→蒸气浴洗（蒸馏回
收）→冷冻干燥→自动下料。



电子行业------节能灯丝------湖州太箭照明

1被洗净物：照明用钨丝

2清洗工艺流程：
上料→超声波粗洗→超声波精
洗→超声波漂洗→酸性中和→
浸泡漂洗→超声波漂洗→超声
波漂洗→热漂洗→化学脱水→
下料→隧道式热风干燥→出料

适用介质、清洗剂：碱性型清
洗剂、RO水、脱水剂

清洗要求：
1、工件目视无油污、杂质、
干燥
2、工件清洗后在20倍光学放
大镜上检测，无直径大于20微
米以上的颗粒，20微米以下颗
粒不做检测。



电子行业---苹果手机摄像头底座机抛光研磨后清洗---无锡三达精密

1.设备型号：FWA-10190TES

2.设备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

声波清洗机

3. 清洗工艺:进料→超声波清洗→吹

水→鼓泡漂洗→超声波清洗→吹水

→超声波漂洗→超声波漂洗→超声

波漂洗→超声波漂洗→吹水→出料

4.加热说明：本机配备预加热定时

系统，可按月或者周设定加热启动

时间，提前预热好清洗液，员工上

班即可开始清洗作业。

5.工作节拍：6-8mins 



电子行业---苹果手机摄像头底座机加工除油后清洗---无锡三达精密

一．设备名称：全自动半封闭
超声波气相清洗机

二．设备型号：FRA-3048TES
(机加工后清洗机)

三．清洗工艺：进料→超声波
粗洗→超声波精洗→人工
下料

四．设备描述
该清洗机是一个全自动，清

洗过程由PLC微控控制，3个由

不锈钢材质制作的超声波清洗
槽、蒸馏回收槽组成的一条连
续工作的装置。操作者将装有
工件的提篮放到上料工位上，
单臂机械手将清洗篮依次送往
各工序段，对工件进行超声波
清洗槽后送回下料工位上，操
作者在出口处将工件卸下。整
机为半封闭式



电子行业------ABS组件------德尔福集团

FWA-8096FAC全自动超声波清
洗机
1、清洗工件：ABS装配用纯铝

制品件、钢丸、弹簧及电子接插
件
2、清洗流程：上料→超声洗剂
清洗→超声洗剂清洗→超声纯水
漂洗→超声纯水漂洗→热浸泡漂
洗→热风干燥→热风干燥→热风
干燥→下料
3、清洗介质：清洗剂、市水、
碱性脱脂剂、DI水
4、洁净度要求：每组产品清洗
后杂质残留量最大不超过0.2mg；
5、洁净度检测方法：用单槽式

超声波清洗本设备清洗过后的产
品的清洗液，经过5微米过滤纸
过滤，恒温烘箱烘烤1小时候称
取过滤纸重量。



电子行业------压电陶瓷晶片------浙江大学

1.设备名称：FWA-6080TKCZ

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清洗机

2.设备用途：用于磁石,陶瓷等器件；

3.设备能力: 设备可连续三班工作，清

洗节拍为：5-7min/篮；

4.清洗流程：自动上料→超声波清洗

①→超声波清洗②→鼓泡漂洗→超声

波热漂洗①→超声波热漂洗②→超声

波热漂洗③→自动下料

设备方向：从左至右；

纯水流向：1、外接纯水机→预热箱

→第六槽→第五槽→第四槽→第三槽

→溢流排放



光电行业------蓝宝石------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贴片前）

型号：FWA-520（贴片前）

清洗对象:蓝宝石硅片贴片前清洗

清洗工艺:  

槽体尺寸:540×580×250 (mm)

工序方法 清洗方式 摆动 鼓泡

人工进料区

超声波清洗 40KHZ /3KW 有 有

超声波清洗 40KHZ /3KW 有 有

QDR漂洗 喷淋、快排 有

人工出料区



光电行业------蓝宝石------福建晶安光电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退火前）

型号：FWA-516（退火前）

清洗对象:蓝宝石硅片抛光后清洗

清洗工艺:  
工序方法 清洗方式 旋转 摆动

人工进料区

超声波清洗 80、120KHZ /2KW 有 有

超声波漂洗 80、120KHZ /2KW 有 有

QDR漂洗 喷淋、快排 有

热水引上 热浸泡引上 慢提拉

人工出料区



光电行业------蓝宝石------青海晶煜晶体科技限公司

设备名称：蓝宝石超声波清洗机
设备型号：FWA-6320T
清洗能力：提篮装载量为：一次性

可装 2 寸花篮 4 个,4 寸花篮 2 个,
6 寸花篮 1 个
专用提篮入槽、出槽及工位间（上

料位、四个工艺槽体、下料位）传

递均由人工完成。

专用提篮数量：4个；晶片承载器

由用户另行购买；

生产节拍：5-10min/篮



光电行业------碳化硅硅片------贰陆光学（苏州）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汽相清洗机
型号：FRA-3048FAC
清洗对象：光学镜片
清洗要求：
1去除产品表面的沥青和腊脂。
2产品清洗后表面不得有油污及其它杂物。
生产效率：可每天三班连续工作，每篮节
拍5-8分钟；
清洗篮尺寸：420×320×250mm 
使用介质: 正溴丙烷、141B、三氯乙烯、
二氯甲烷等有机溶剂
清洗工艺：上料→热浸泡粗洗→超声波清
洗→超声波精洗→冷冻干燥→下料。
尺 寸：500×400×600(L×W×H)



光电行业------ITO玻璃（触摸屏玻璃）------湖州胜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WA-TGS型清洗机采用最新流行环保

水基清洗工艺 .该设计先进、合理,充分

考虑了环保和节能的要求；并采用半封

闭式结构，运行部件设计充分考虑防止

污染;清洗机框架和烘干槽内均采用正压

送风形式, 保持运行时的风流始终外溢;
同时, 清洗区域与维护区域隔离开，确

保润滑油脂及运动磨损不会对清洗的产

品产生二次污染;通过以上措施能有效保

证工作室长期处于洁净状态,从而保证产

品的洁净要求；精巧的等工位移载结构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辅助运行时间，保正

工艺参数实施的准确性.本清洗机非常适

合于LCD、TFT等基片的清洗和干燥，

完全能适合千级以上的环境下使用。



光电行业------（手机面板玻璃）------无锡元亮科技有限公司

工艺流程：超声波溶剂清洗→超声
波溶剂清洗→滴空→纯水喷淋漂洗
→超声波热纯水清洗→超声波热纯
水漂洗→超声波热纯水漂洗→超声
波热纯水漂洗→热纯水慢拉脱水
（提篮方式：手动）
纯水走向分两路：
○1外接纯水→预热箱→溢入第九槽
→溢入第四槽储液槽→喷淋→排入
总排管
○2外接纯水→溢入第八槽→溢入
第七槽→溢入第六槽储液槽（自循
环）→溢入第五槽储液槽（自循环）
→溢入第四槽储液槽→喷淋→排入
总排管（纯水设备由用户提供）
设备走向：从左到右



汽车行业------汽车保险杠------顺普汽车零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单工位往复式全自动高 压
喷淋清洗机
设备型号：FWP-3000PTZ
清洗对象：汽车保险杠、行李架
可旋转托盘尺寸：φ2200mm（最大方
形产品对角线尺寸小于2150mm）
可清洗产品最高尺寸：2000mm，
可清洗产品最大重量：≤2000KG                 
清洗工艺：吊装上料→自动进料→脱脂
高压喷淋清洗→压缩空气切水→防锈中
压喷淋漂洗→压缩空气切水→自动出料
→吊卸料（中间可穿插人工手动定点压
缩空气吹洗）



汽车行业------法兰轴------大众发动机

一．设备型号：FWA-6090TPC
三. 设备能力: 
3．1清洗对象:1. 01Z-525-355法兰
轴零件,规格为￠105×H100.9mm

2. 01Z-525-356法兰轴零件,
规格为￠105×H212mm
3．2输送速度：0.1-0.3米/分钟（网
带输送速度）；
3．3最大可通过产品高度：240mm
3．4最大可通过产品宽度：650mm
3．5产量计算：每年30万套,即1、2
号零件各30万，每年按300天计算，
每天按照8小时，设备的实际产能按
照85%计算，则每分钟的产量为6个。



汽车行业------发动机零部件------长春美科

一、设备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二、设备型号：FWA-10150E2A
三、设备用途：用于发动机零部件
（16MnCr5）精加工后清洗
四、设备能力: 设备可连续三班工作，
清洗节拍为： 6min/篮；每篮装100C
产品数量为32件，或者装081C产品
为60件，或者装法兰轴产品数量为
12件
五、清洗流程：
1\清洗流程：上料→超声波粗洗→超
声波精洗→超声波漂洗→钝化→超声
波漂洗1→超声波漂洗2→热浸泡漂洗
→切水→热风干燥1→热风干燥2→下
料
2\法兰轴附件中的防尘盖、防法盖清
洗流程：上料→超声波粗洗→超声波
精洗→超声波漂洗→超声波漂洗1→
超声波漂洗2→热浸泡漂洗→切水→
下料



汽车行业------汽车减震器------康迪泰克

一．设备名称：全自动通过式

喷淋清洗机

二．设备型号：FWA-5000TPC

三. 设备能力:

3．1清洗对象说明：铁件，铝

铸件、橡胶件，塑料件脱脂

清洗

3．2输送速度：0.2米/分钟

3．3最大可通过高度：400mm

3．4最大可通过宽度：500mm

四、清洗流程：上料→喷淋脱

脂→喷淋漂洗→压缩空气切水

→烘干→下料



汽车行业------活塞------浙江创能

一、设备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声

波清洗机.

二、设备型号：FWA-5120TKC；

三、设备用途：活塞类粉末冶金件

上附着油污及污染物

四、清洗产量：800件/篮

五、清洗节拍：约3-5分钟/篮

（参考时间）

六、清洗介质：水基清洗剂+防锈剂

七、清洗工艺：推车上料→超声波

脱脂 →超声波脱脂 →超声波漂

洗 → 喷流热浸洗→（切水）烘

干→推车下料



汽车行业------转向轴------菲尔斯陆达福

1、设备名称：FWA-7144TKC 
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清洗机

2、被洗净物：转向轴套，主要清洗物
为旋转油、冷却油及少量铁屑，产
品材质为 15# 、20# 钢件。

3、清洗能力：本机配有不锈钢清洗篮
框，规格为：400×550×630(mm)，
单框可装载 工件约 115 支。按
6min/篮的清洗节拍，单班 8 小时，
年工作日 225 天计算，年可清洗产
品量为：18000 篮，折合为：①号
工件 200 万件或 ②号产品 240 万或
③号产品 350 万件。

4-3  清洗工艺流程：自动上料→超声波
粗洗→超声波精洗→超声波漂洗→
超声波漂洗→热风烘干→热风烘干
→强风冷却→下料

4-4  适用介质、清洗剂：水基型脱脂剂、
RO 水、防锈油



汽车行业------凸轮轴------湖州汽车动力系统限公司

名称：凸轮轴全自动超声波喷淋清洗机

型号：FWA-9160TRQ

清洗对象：凸轮轴。

清洗前状态:上述产品为机加工成形产品,

表面有杂质、油、切削液、乳化液等污物.

清洗能力:步进式输送,清洗节拍为180秒

/4件，其中静止清洗时间140秒,输送时间

40秒.(清洗时间可调，范围：30–300秒)

使用清洗介质:高闪点低挥发性碳氯清洗

剂；

洁净度要求：零件整体清洁度≤10mg，

油道孔清洁度≤5mg，杂质尺寸≤1mm，

且产品表面无损伤，内部无水或杂质附着。



汽车行业------凸轮轴------宁波圣龙浦洛西凸轮轴有限公司

名称：凸轮轴全自动超声波喷淋清洗机

型号：FWA-10096TRQ

清洗对象：凸轮轴

清洗前状态:上述产品为机加工成形产品,

表面有杂质、油、切削液、乳化液等污物。

清洗能力:步进式输送,清洗节拍为180秒/6

件，其中静止清洗时间140秒,输送时间30

秒.(清洗时间可调，范围：30–40秒)

使用清洗介质:水基清洗剂；

洁净度要求：零件整体清洁度≤5mg，油

道孔清洁度≤3mg，杂质尺寸≤1mm，且产

品表面无损伤，内部无水或杂质附着。



汽车行业------凸轮轴------湖州圣龙汽车动力有限公司

一、设备名称：凸轮轴全自动超声
波喷淋清洗机
二、设备型号：FWA-9160TRQ
三、设备用途：
3．1  清洗对象：凸轮轴。
3．2  清洗前状态:上述产品为机加
工成形产品,表面有杂质、油、切削
液、乳化液等污物.
3．3  使用清洗介质:高闪点低挥发
性碳氯清洗剂；
3．4  洁净度要求：零件整体清洁
度≤10mg，油道孔清洁度≤5mg，杂
质尺寸≤1mm，且产品表面无损伤，
内部无水或杂质附着。
3．5  洁净度检测方法：用5um的

过滤纸过滤，再次喷淋冲洗经本机
清洗后的产品的清洗液，恒温烘干1
小时后称取过滤纸重量。颗粒大小
20倍显微镜检测。



汽车行业------油泵壳体------苏州尤尼昂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全自动通过式超声波

喷淋清洗机

设备型号：FWA-5048FAC
清洗对象：

清洗要求：

设备能力:0.3-0.5米/分钟（网带

输送速度）设备最大通过高度为

150mm，最大宽度为750mm，

按照150*100mm的产品每分钟

的产量为12件



汽车行业------油管接头------宁波安达通汽配

一．设备型号：FWA-5300PZT
二. 设备能力: 
2．1清洗对象:油管接头
2．2输送速度：0.5-0.8米/分钟
（网带输送速度）；
2．3产量计算：每天按照8小时，
设备的实际产能按照85%计算，
则每分钟的产量为80个。



名称：全自动旋转喷淋清洗机

型号：FZ-1000SL 

清洗对象:振动器机箱

产品最大尺寸：φ1380×H800mm，

产品最大重量：≤2000KG                 

清洗工艺：吊装上料→自动进料→高压

喷淋清洗→压缩空气切水→自动出料→

吊卸料

机械行业------铸铁减速箱------鞍山重型矿山机械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行业------不锈钢阀体------阿法拉伐流体设备（昆山）限公司

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型号：FWA-6168EFD
清洗对象：LKB不锈钢阀体部件
规格：￠120×h40mm，可清洗产品范
围：￠（60—380）×h（2-140）mm
材质：SUS304，316L不锈钢
清洗工艺：进料→超声波粗洗（28Khz）
→超声波精洗(40Khz)→超声波漂洗
(40Khz) →超声波漂洗(40Khz) →压缩
空气切水+热风循环烘干→热风循环烘
干→出料
槽体尺寸：450×700×480(mm)



机械行业------镜面不锈钢件------无锡特丽亮镀膜

一、设备名称：全自动超声波清

洗机

二、设备型号：FWA-18560FDC

三、设备用途：用于不锈钢件镀

膜前处理。苹果5手机后盖镀

膜前清洗。

四、清洗要求：清洗后表面无油

污。达到不锈钢镜面板镀膜

要求。

五、设备能力: 设备可连续三班工

作，清洗节拍为：5-7min/篮

六、使用介质：水基型脱脂剂、

DI水



机械行业------叉车罩盖------苏州科朗

设备名称：FWP-1000PTZ
全自动高压喷淋清洗设备

1、清洗对象:金属零部件。
清洗产品最大尺寸：φ1500×1000mm
清同时洗最大尺寸产品数量：4块
清洗产品最大重量：≤1000KG            
2、清洗工艺：人工点动上料→脱脂高
压喷淋清洗→压缩空气切水→高压喷淋
漂洗→压缩空气切水→人工卸料（中间
可穿插人工手动定点喷洗及压缩空气切
水）



机械行业------减速箱体------常州曼恩机械

1、清洗对象:金属零部件。
2、清洗工艺：吊装上料→自动进料→脱脂
高压喷淋清洗→压缩空气切水→高压喷淋漂
洗→压缩空气切水→自动出料→吊卸料（中
间可穿插人工手动定点喷洗及压缩空气切水）
1）进料；托盘自动送入清洗室，同时旋转
电机和水雾分离器开；
2）自动关门，同时关闭水雾分离器；
3）主清洗泵开；喷淋出来的水直接流回到
脱脂储液槽；
4）清洗完成后，压缩空气吹水，同时水雾
分离器开；
5）吹水完成，同时关闭水雾分离器，漂洗
泵开；喷淋出来的水直接流回到防锈储液槽；
6）漂洗完成后，压缩空气吹水，同时水雾
分离器开；
7）吹水完成同时关闭旋转电机，自动开门，
托盘自动推出清洗室；
8）人工下料，并吊装下一待清洗产品到托
盘上，重复上述步骤即可完成二次清洗。



设备名称：单工位往复式全自动高

压喷淋清洗机

设备型号：FWP-2000PTZ

清洗对象：空压机箱体，外壳等铸

铁件

可旋转托盘尺寸：φ2000mm

可清洗产品最高尺寸：1500mm，

可清洗产品最大重量：≤3000KG

机械行业------空压机阀体------爱得乐芳帅空压机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机械行业------空压机转子------吴江英格索兰

1、清洗对象: 压缩机零部件。
2、清洗工艺：吊装料→进料→脱脂
喷淋清洗→防锈超声清洗→压缩空
气切水→出料→吊卸料
3、清洗节拍：约12分钟（设有时间

定时装置，喷洗及漂洗时间均可
调）。
4、清洗要求：
a、外表面：零件外表面的污染物不
应该超过10mg/ft2，整个压缩机和转

子的外表面的污染物总量不超过
1000mg；
b、内表面：零件外表面的污染物不
应该超过10mg/ft2，整个压缩机的内
部污染物总量不超过500mg，且磨
蚀性的污染物的总量不超过25 mg，
磨蚀性污染物的最大尺寸不超过30
微米



机械行业------矿山机械配件------徐州肯纳金属

1）自动将托盘送入工作室内，旋
转电机带动托盘开始转动；
2）关门，同时水雾分离器开；
3）清洗泵开，喷淋出来的液体直
接流回储液槽内；
4）清洗完成后，通过气液电磁阀
切换喷管内进入压缩空气排出喷管
内的残余水；
5）喷淋管排水完成（约30秒），
风机打开进行吹水作业；
6）开门，将托盘推出。



机械行业------镍铜球------金昌镍都集团
清洗
对象

抛光后铜球. （规格Ф25-Ф50mm，重量为
70-800g .）

网带
宽度

清洗区网面净宽：450 mm.网片间隙
25×20 mm. （链片厚度2mm、串杆直径
10mm，侧挡边高度＞50mm,隔离挡板高
度＞30mm，隔离挡板间距＞100mm。结
构如右图
烘干区网面净宽：450 mm.网片间隙
25×20 mm. （链片厚度2mm、串杆直径
10mm，侧挡边高度＞50mm,无隔离挡片。

清洗
要求

工件传输平稳，清洗充分，能够去除工件
表面残留附着污物。

其它
要求

采用PLC结合触摸屏控制，网带传输变频
调速。
整机最大通过高度80.

传动
速度

0.3～0.6 m/min。

清洗
能力

以Ф50，重量600g产品计算，单排可产品8
只，以传送速度0.3 m/min，即48只/min，
日产量为：20T/12H。

清洗
介质

水基清洗剂。



机械行业------磷铜球------金昌镍都集团

该设备采用涡旋桶体配合搅龙
叶片输送，工艺流程为：上料
→超声波清洗(3min)→喷淋粗清
洗(1min)→超声波漂洗(3min)→
喷淋漂洗(1min)→吹水(4min)→
下料。



机械行业------膨胀阀------浙江盾安集团

1.设备型号名称：FWA-9240TFG
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清洗机
2.清洗对象：膨胀阀部件（焊接后）

材料: 黄铜与不锈钢
3.设备流向：从左到右，人机界面
位于设备中部。

4.纯水流向：外接纯水机→第七槽
→第六槽→溢流排放（六槽储液
槽低液位时，自动补给至上限）



机械行业------丝杆------嘉兴礼海电器
1.清洗对象：￠16丝杆，最长长度为
400mm，材质为45#钢
2.清洗目的：去除工件表面粘附的油
污及铁屑
3.清洗能力：每次可清洗最长产品不
低于200支，整个清洗过程不超过
40min。
4.清洗过程：上料→水基清洗剂喷淋
清洗（5min）→压缩空气切水
（3min）→循环热风烘干（20min）
→压缩空气降温（2min）→下料



机械行业------压缩机壳体端盖------浙江盾安机械限公司

名称：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清洗机

型号：FWA-8576TFD
清洗介质: 碱液,自来水,防锈液等；

清洗对象：储液器零部件（包括接管、端盖、筒

体）；

主要去除：清洗表面油污及黑灰层。

清洗质量：清洗后清洁度标准：用白色餐巾纸擦拭，

然后展开检查，无油污、黑迹为合格，工件完全干

燥。

清洗流程：上料→超声波粗洗→超声波精洗→超声

波漂洗→鼓泡漂洗→浸泡防锈→切水→烘干→下料

内槽尺寸：920×1015×1000(mm)



机械行业------压缩机叶片------西南工具
1、设备名称：FWA-10192TSF

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清洗机
2、被洗净物：叶片（粉未冶金件），
主要清洗物为研磨液、油污及少量铁屑。
3、清洗工艺流程：自动上料→超声波
粗洗→超声波精洗→喷淋漂洗→超声波
漂洗→超声波漂洗→热风烘干→热风烘
干→浸防锈油→沥油→下料→温风吹干
（隧道式）→出料
5、适用介质、清洗剂：水基型脱脂剂、
RO水、防锈油



机械行业------真空泵零件------常熟柏山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型号名称 FEP-1000SL自动旋转喷淋清洗机

清洗流程
人工上料→自动关门→旋转喷淋清洗→旋转
喷淋切水→自动开门→人工下料（补吹水）

设备外形尺寸
W2140×L3500×H2100mm，开门状态高
度：2900mm

使用占地尺寸 W2500×L4000mm（含推车）

整机电功率 AC380V 28.5KW 三相五线

设备材质
与清洗液接触部部分均采用SUS304不锈钢
材料。

底盘支架采用碳钢材料喷防腐漆处理。

外封闭罩采用不锈钢拉丝板材料，颜色为不
锈钢本色。

清洗工件 真空泵零件

最大尺寸：φ1170×h650mm

最大重量：500kg



机械行业------真空泵零件------日本柏山精密



机械行业------齿轮箱------戴维斯-标准（苏州）塑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设备名称：FWP-1000PTZ
全自动高压喷淋清洗设备

1、清洗对象:金属零部件（齿轮箱）。
2、清洗工艺：人工点动上料→脱脂高压
喷淋清洗→压缩空气切水→高压喷淋漂
洗→压缩空气切水→人工卸料（中间可
穿插人工手动定点喷洗及压缩空气切水）



轨道交通------列车轴承------郑州机务段

一、标的名称：全自动超声波
清洗机
二、标的型号：FWA-7072EKC
（详见附件1.设备结构示意图）
三、数 量：一套
四、设备用途：用于火车传动
部件（铸铁）返修保养清洗
五、设备能力: 设备可连续三班
工作，清洗节拍为： 5 min/篮；
设备具备上下料台，便于工件
从输送线人工拖拉到上下料工
位。



轨道交通------机车制动部件------克诺尔车辆设备

4．1清洗对象：金属加工零件，材质为
灰色铸铁或钢
4．2清洗目的：去除工件内外表面粘附
的防锈油和切削液
4．3清洗能力：每次可清洗规格为
800×400×400 （L×W×H mm）的工
件框篮1框：
4．4清洗过程：人工进料→手动关闭密
封门→超声波浸泡清洗（10min）→喷淋
清洗（8min）→压缩空气切水（2min）
→热风烘干（20min）→打开密封门→人
工出料



轨道交通------刹车盘------霍克金属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设备型号名称：FWA-5120TGF
全自动全封闭超声波清洗机
清洗对象：金属冲压件
材料: 碳钢板
清洗流程：自动进料→超声波清
洗（28Khz）→超声波清洗
（28Khz）→超声波漂洗
(40Khz)→循环热风烘干→循环热
风烘干→自动出料
清洗能力:节拍：5mins//篮, 12篮
/H,单班8小时产量为:96篮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铸铁配件------杭州西屋金桥

1、清洗对象:金属压铸零部件（轨交部品），
最大外型尺寸：直径1040（mm），最高外
型尺寸：1600（mm）。
2、旋转托盘规格：有效直径1040（mm），
最大承重量：2T
3、清洗工艺：人工上料→自动进料→脱脂
喷淋清洗→自动压缩空气切水→防锈喷淋漂
洗→自动压缩空气切水→自动出料→手动压
缩空气切水→下料
4、清洗节拍：约10分钟（设有时间定时装
置喷淋时间可调）。



感谢各位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