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瓷

EcoPrep® 经济性干混制备工艺

适用各种瓷砖质量及规格

可大幅度节省成本

爱立许造粒机制备的

瓷砖压模颗粒

颗粒流动性极佳 

如出自喷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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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的优势

头等的压模颗粒能显著降低生产本 - 

EcoPrep®干混设备是高效节约能源的领

先技术，为未来的压模颗粒，尤其是

瓷砖生产的制备工艺引领了新方向。

在爱立许造粒机中制备的颗粒质量与

在压模和焙烧过程时高质喷雾颗粒所

需的流动性和加工性相同。

 

与使用传统喷雾塔的传统制备方法相

比，EcoPrep®干混制备的特点是杰出

地改善了能耗平衡。 

生产成本由此得到大幅降低，从而使

对该项技术的投资可以在短期内就得

到回报。

用于瓷砖生产的压模颗粒  
EcoPrep®干混制备工艺，能耗节省最高 
可达60 %

质量如出自喷雾塔–  
价格上EcoPrep® 则更经济实惠！

对难溶性粘土的干研磨 
无需添加剂

节省汽化能耗 
可降低生产成本 

使用当地原材料 
可以节省更多

可生产各种瓷砖质量和规格

颗粒分布可大范围地 
灵活调整

颗粒流动性极佳 
如出自喷雾塔



EcoPrep®

颗粒制备

用于高质量瓷砖的生产



... 最高的表面质量 – 即使是 

浅色并有光泽度的表面，与湿 

法制备工艺所生产的瓷砖相同

... 由于未焙烧生坯具有较高强度，

所以陶瓷坯体的厚度可减小并且

生坯碎料量可降低  

... 出色的流动性满足了最高表面 

质量的瓷砖生产 – 吸水量低于 

0.5% 而且尺寸可以达到最大

... 也可生产复杂外形表面的瓷砖

... 保证瓷砖高度的尺寸稳定性  

– 即使瓷砖形状特殊而且表面

结构复杂

EcoPrep®压模颗粒适用于 

各种等级和尺寸的瓷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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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流动性如出自喷雾塔
EcoPrep®颗粒和喷雾颗粒的比较

爱立许EcoPrep® 颗粒在流动性方面与 

传统的喷雾颗粒没有明显区别。

EcoPrep® 颗粒的良好流动性可以保证

压模布料均一且无需附加设备, 颗粒

压制质量理想。

喷雾成型颗粒 EcoPrep® 制备的压模颗粒

流动性测试装置

EcoPrep® 颗粒使压模布料均一 瓷砖的尺寸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



60%
能量节省 
最高可达

与湿法制备相比的优势

n  能耗节省最高可达 60%  

n  水耗节省最高可达 80% 

n  添加剂节省 100%

n  可直接使用现有的湿法制备配方

n  使用当地原材料可以节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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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干混制备 – 质量如出自喷雾塔 – 价格上则更经济实惠！



硬质材料 陶土

破碎破碎

研磨机  
(研磨 / 干燥)

爱立许强力造粒机

筛分

干燥

粗粒

PelletSizer® 
造粒优化机

用于压制的颗粒

筒仓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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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干混制备 – 质量如出自喷雾塔 – 价格上则更经济实惠！

过程示意图: 
EcoPrep®



EcoPrep® 

颗粒制备 

用于高质量瓷砖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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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制备工艺: 
原材料的干燥研磨

摆磨机

用于研磨整批原料组份，颗粒细度可持续

达到例 99%且小于 63微米。该研磨系统的

很大优势是在研磨过程中可以对含水份的

原材料进行高效干燥。

干燥研磨无需加入添加剂。难溶性粘土也

可被研磨后用于瓷砖生产。

 

根据配方中硬质材料的含量比，可以选择

同时研磨整批次的组份或对各原料进行分

别研磨。

在硬质材料含量高的情况下，例如“摆动

磨”和“筒式磨”的组合是最完美的设备

配置。在高塑性含量情况下，选择在摆动

磨中进行整个配方的研磨则更占优势。  

干混制备的研磨系统具有与湿法研磨相同

的颗粒分布性。

针对不同的制备任务可灵活选择最合适的

研磨系统，也可将爱立许合作伙伴的产品

一并整合。

球磨机

使用球磨机研磨陶瓷硬质材料可以保证 

颗粒细度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各种硬质

材料可无铁污染地被研磨到所期望的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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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许混合原理

旋转的混合盘  

用于输送混合物料及滚动颗粒

从慢速至快速可变速运行的混合工具  

用于混合、造粒和增加滚动能量

EcoPrep® 制备工艺:  
在爱立许造粒机内的混合及造粒

干混

干混时原材料混合物可以达到最佳均匀

度。在此可根据需求，即使是最小量的添

加剂和色料也可以被均匀地混合，至ppm
范围。 

造粒

均匀混合后可加水对混合物进行造粒， 

颗粒水份含量约为 11 – 13 %。

效果

混合物料输送与混合过程的分离，使得混合工具的

转速（混合物料的能量输入也由此）可在很大范围

内进行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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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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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rep® 制备工艺:  
在爱立许造粒机内的混合及造粒

制备的成果是紧实的压模颗粒，堆积密度

高而且颗粒尺寸分布极佳。由此可压制出

最佳质量的瓷砖，即使在尺寸规格复杂的

情况下。

因为 Eco-Prep® 制备的颗粒堆积密度更高，

所以在压模内的布料位与喷雾颗料相比明

显降低。

滚动造粒坯料的布料高度和被压制瓷砖的

比例约为 1.8，喷雾坯料时约为 2.5至 2.8。
较低的布料高度使压制后的瓷砖脱模更方

便。即使是薄型瓷砖，其背面的瓷砖编号

也不会发生透印。

在爱立许造粒机内滚动造粒的优势

n 颗粒度分布及尺寸可以根据最终产品 

 要求来调节

n 不同尺寸及颜色的颗粒可重复性制备

n 可对颗粒进行完整的色料裹附

n 有色坯料制备后的清洁方便快捷

颗粒制备时间决定颗粒大小，  

因此颗粒尺寸及分布可灵活多变



半工业规模的可移动试验性设备

独立实验室

在德国哈德海姆爱立许总部的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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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或爱立许实验中心进行实验 
并寻找最佳工艺

EcoPrep® 压制颗粒的高质量可通过使用您

的原材料做实验进行验证。

爱立许在全球有七个实验中心，客户可以

与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工程师和工艺技术

师一起做实验并制备所需规格的颗粒。

此外爱立许还可直接在客户工厂进行实

验，采用实验室规模及半工业规模的实验

设备。

爱立许可为实验室规模的测试提供一个 

配备齐全的独立实验室。

半工业规模的实验可通过一台生产能力至

1吨/小时的试验设备进行。

爱立许与众多大学及高端研究院在陶瓷领域

维持着紧密联系合作，从而保证了最新研究

结果在实践中的领先应用。

您也可充分利用爱立许混合设备的多功能

性，使用您的物料在爱立许实验中心进行实

验。请预约咨询，我们也可以根据需求上门

拜访。

我们的专业队伍非常愿意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在德国哈德海姆爱立许总部的实验设备

EcoPrep®

使用您的原材料来测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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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证实:

n 颗粒流动性相似

n 节省的费用比预计的要多

n 尺寸大至 800 x 800 mm的瓷砖生产无需附加装置 
 （主要用于压模的布料)，且无需明显调整即可进行后继制备 

n 以往湿法制备的配方可 1:1 直接被使用

颗粒大小分布比较:

喷雾干燥颗粒

爱立许试验设备

用户方生产厂爱立许制备设备

EcoPrep®干混制备的优势

以泰国SCG/TCC 公司 32吨/小时的压模颗粒的 
制备设备为例

颗粒大小分布/压模颗粒

颗粒大小 (mm)

累
计
粒
度
分
布
小
于
 (

%
) 

喷雾干燥颗粒

爱立许试验设备 

用户方生产厂制备设备



以爱立许造粒机为核心装置的 

过程示意图  



工业混合及精细研磨技术
传承并创新自1863 年

德国
Maschinenfabrik Gustav Eirich
GmbH & Co KG
Postfach 11 60
74732 Hardheim, Germany
电话: +49 (0) 6283 51-0
传真: +49 (0) 6283 51-325
E-Mail: eirich@eirich.de
Internet: www.eirich.com

法国
Eirich France SAS
Saint-Priest, France

俄罗斯
OOO Eirich Maschinentechnik
Moscow, Russia

乌克兰
OOO Eirich Maschinentechnik
Dnepropetrovsk, Ukraine

美国
Eirich Machines Inc.
Gurnee, IL, USA

巴西
Eirich Industrial Ltda.
Jandira S.P., Brazil

日本
Nippon Eirich Co. Ltd.
Chiba, Japan

韩国
Eirich East Asia/Pacific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中国
Eirich Group China Ltd.
Shanghai & Beijing, P.R. China
Eirich Machinery Jiangyin Co., Ltd.
Jiangyin, Jiangsu Province, P.R. China

印度
Eirich India Pvt. Ltd.
Mumbai, India

南非
H. Birkenmayer (Pty.) Ltd.
Isando,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在原料制备技术领域，爱立许在全世界众多行业内提供设备以及服

务。爱立许主要专注于混合及精细研磨技术，150年来通过和工业

用户，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爱立许拥有深厚独特的技术

经验。

爱立许集团坚持全球化合作的理念并保持同每一个用户的紧密联

系。爱立许在全球所有的重要经济区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专注于机械设备及工厂设计的技术革新，为高标准的制备任务提供

出自一手的解决方案。

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中心进行应用行业及工艺技术开发，高度多样

化的产品以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为众多行业开发现代化高效的工艺提

供理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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