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铅酸电池膏的加工技术

高效

环保

低维护

化学工业



2

高效、经济、环保的铅膏制备先进技术是

电池制备系统获得高品质标准的重要因

素。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发，以及和电池工业

的紧密合作，现今爱立许能够提供创新

的、前景可靠的技术，同时还包括了完整

的服务保障。

加工技术

爱立许通过独特的 EVACTHERM®真空技

术，对铅膏的制备进行了改进。在此期间

全世界已有超过 95台的爱立许设备被著

名的生产厂家所采用。爱立许公司会根据

用户的特殊要求，例如：产品种类，产量

和自动化的程度，通过爱立许的模块化系

统进行最优化的设备配置。

电池工业的创新技术 

EVACTHERM® 爱立许真空合膏机 

作为封闭的，有利于环保的加工系统能够

保证反应过程的可重复性，从而确保了铅

膏的质量。

计量和称重技术

爱立许自行开发和生产的模块可以按照配

方，严格地对所有原料，添加剂和纤维进

行全自动计量。

工艺控制

使用最新技术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控制和

监测，进行全自动检测以及针入度修正。

工程设计

爱立许的工程设计是指：一体化的全自动

铅膏制备系统。

服务范围包括咨询、设计、整套机械设备

制造、控制系统制造、安装、调试、操作

工培训、售后服务支持以及遍布全世界的

可靠的零备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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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CTHERM® 爱立许真空合膏机是一个 

混合与反应过程可控制的封闭系统。

混合原理

出色的混合效果来自于：

n 旋转的混合盘，一个直接带着物料作 

 离心运动的高速旋转混合工具。它可 

 以产生高速差的物流。

n 倾斜的旋转混合盘。连接一个固定的， 

 具双重作用的壁刮板，从而确保显著 

 的物料垂直循环运动。

n 双重作用的壁刮板。防止物料粘结在 

 盘壁和盘底部，以及在混合周期结束 

 时加快卸料。

EVACTHERM® 爱立许真空合膏机:  
高效、高产量的环保系统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爱立许混合原理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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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氧化铅-水
添加剂

EVACTHERM®

真空混合与冷却工艺

stem
   

电池膏

n  准确的水份含量 

n  温度大约 40°C

封闭的环保系统

EVACTHERM® 爱立许真空合膏机:  
高效、高产量的环保系统 

合膏机工作原理

EVACTHERM®爱立许真空技术是基于液体

沸点和大气压之间的关系。大气压越低，

水的沸点越低，通过控制合膏机内的压力

就有可能在整个反应过程中设置并控制精

确的温度曲线。配方中要求的具体温度在

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产生的蒸汽经

冷凝通过冷凝器回到合膏机内。

技术可靠运行安全

酸和添加剂被快速和均匀地分散。

EVACTHERM®爱立许真空技术支持的全自动

针入度控制确保了一致的流变性。

EVACTHERM®爱立许真空合膏机设计坚固，

驱动系统简便，只需要两组混合工具。轴

密封和轴承与物料无接触。每一个新的批

次开始时自动清洗。卸料门的自调节密封

可以确保混合盘得到最佳的密封保护。

EVACTHERM® 爱立许真空技术的优势：

与普通的空气冷却装置不同，EVACTHERM® 的真空冷却  
在工艺技术方面能够给您带来决定性的优势

n 不受环境温度以及大气湿度的影响

n 保证准确的配方，防止原料的损失

n 严格遵守预设的温度曲线

n 在合膏机中没有局部过热的问题

n 有效的工艺控制

n 一致且可重复的高质量铅膏

n 铅膏针入度的自动控制

n 出口空气流量不大，无需特殊清洁

n 封闭的环保系统

n 每一批次开始前使用配方水对混合 

 腔进行自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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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采用 EVACTHERM®爱立许真空技术

生产铅膏的经济性，爱立许开发了一种在

世界范围内全新标准的高效的模块化系

统。所有模块都由爱立许自主开发并已标

准化，经济有效且操作简便。

模块化系统  

各模块出厂前已经在爱立许公司进行预组

装，其所有的功能及程序均与控制系统一

起被测试。这样可以节省安装和调试的时

间，并且从一开始就保证了运行的可靠

性。

铅膏喂料斗

添加剂和纤维的加料
（可选项）

模块：

称量和真空单元

模块：

混合和反应

RV11VAC, RV15VAC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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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和纤维的加料 

存放和全自动添加剂和纤维的加料系统（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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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包括一个铅粉秤、液体秤、冷凝器和真空单元

称量和真空单元  



10

混合和反应过程都在 EVACTHERM®爱立许

真空技术合膏机内进行。根据产量要求，

模块配备1台RV11VAC 或 1台RV15VAC真空 

合膏机。

混合与反应  

RV11VAC
每批次900公斤铅膏

根据产品的不同,产量在 

2700-3600公斤/小时之间。

RV15VAC
每批次1500公斤铅膏

根据产品的不同,产量在 

4500-6000公斤/小时之间。

配备2台 RV11VAC 
的制备系统

高压清洁喷嘴  

销钉式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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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膏喂料斗可以移动，保证了对涂板线的

连续供应。每条涂板线都配有一个铅膏喂

料斗。一台EVACTHERM®爱立许真空合膏机

可以同时给几条不同的涂板线供料。

铅膏喂料斗  

使用针对铅膏制备所开发的特殊软件。 

通过现代化的过程可视化系统和 PLC控 

制和监控所有的功能。

设备的可视化图表和输入/输出掩码应用

非常方便。

操作平面包括：

n  数据输入功能键

n  原料、配方以及工艺参数的

 下拉式菜单

n  运行参数和记录选项的显示

n  详细显示和功能组的选择选项

n  故障诊断帮助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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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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材 - 陶瓷 - 玻璃 - 碳素 - 电池膏 - 刹车片 - 冶金 - 型砂

铸造 - 环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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