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态技术需要面向未来的清洗解决方案

您汽车维护清洗工艺的专家

Pure Technology.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Grenzstraße 16 
48488 Emsbüren
德国
电话：	 +49 5903 951-60
传真：	 +49 5903 951-90
电子邮箱：info@bvl-group.de
网站：www.bvl-group.de

     高效率的特殊设备方案

     系统组件 -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设计

     服务 – 面对面。灵活。称职。

三大支柱的牢固基础 

Pure Technology.

2

3

1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是领先的工业清洗设备供应商。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其间为 25 年的综合服务奠定了基础：从紧凑型清洗设备到过滤和

自动化解决方案，再到复杂的大型项目。
三大支柱源自这个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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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25 年的部件清洗领域品牌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在用于极端应用的设备规划方面拥有深入的专业知识。作为轨道交通运营中清洗工艺
的专家，我们基于 20 多年大量的国内外应用情况拥有各种国际项目经验。我们的设备完全根据维护商的需求量身定
制，可以保证多年无故障的清洗性能和高效的维护过程。大量满意的客户代表他们对 BvL 的信任。

技术知识确保质量
我们为高清洁度要求提供创新工艺。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员工的
技术知识确保所有项目阶段中的安全性。认证文件表示我们拥有高
技术水平。
知识创造质量 - 久经考验的检测工艺为您提供保证。

信任
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的，必须通过努力获得。 
作为所有者经营的公司，我们亲自确保我们的基本价值得以遵守。
其中包括高度的责任心和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的坚定信念。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让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达到同样的高度。也正因如
此，我们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和长期的伙伴关系。

可持续性
我们的清洗设备以高能效著称。保温和特殊的排气管理等措施大大
节省了能源。我们生产线中的设备针对试样清洗和预验收通过太阳
能环保加热。

“责任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使人、机
器和世界相互协调。”

Bernhard Sievering，经理

特殊设备方案 - 高效率
优质不锈钢设备以水为基础进行清洗。根据轨道交通运营的个性化需求调
整不同的清洗工艺和设备技术。通过温度、高喷淋压力和体积流量以及专
门的喷嘴系统结合最佳组合的化学清洁剂实现极佳的清洗效果。 
只有经过彻底清洗才能完成所有接下来的后续工作，如保养、维修、喷漆
措施以及质量和裂纹检查。

�� 极佳的清洗效果
�� 表面无热应力或机械应力 
�� 高度自动化使搬运简单、高效。
�� 易于维护
�� 可调整清洗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需要清洗的组件。 
�� 个性化调整有效载荷和可用尺寸 
�� 每罐使用单独的喷嘴框架
�� 环保

系统组件 - 定制设计
我们调整我们的系统配置，以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正确的选项和系统组
件是理想的补充，使设备成为价值创造链中真正的价值创造者。用户确定
自己所需的重点，然后从 BvL 标准构件中选出： 

�� 编程和控制
�� 通过 BvL 应用程序智能清洗
�� 与上级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通讯
�� 针对故障安全的远程诊断
�� 搬运和自动化
�� 用于延长清洗液使用寿命的措施
�� 高效干燥系统 
�� 能耗咨询和优化

2

3 服务 – 面对面。灵活。称职。
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长期帮助：下订单之前、期间、之后，我们
都会为您服务。维护商的清洗任务是多种多样的。您可在现场详细咨询 
BvL 工程师，工程师将与您一起共同分析您的特殊需求。

�� 在技术中心进行试样清洗和分析
�� 现场咨询
�� 设备安装 
�� 维护和备件 
�� 修理和培训
�� 现代化和改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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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要素

BvL – 您的权威合作伙伴。一站式服务。

化学
�� 含水
�� 碱性
�� 中性
�� 酸性
�� 生物�
可降解

�� 喷淋清洗
�� 射流浸没式
�� 真空浸没式
�� 超声波清洗

�� 对流干燥
�� 热风干燥
�� 真空干燥
�� 气动脉冲鼓风

�� 工件架旋转
�� 自动化
�� 净化技术
�� 清洗液护理和监控

�� 自主生产（德国制造）
�� 自主设计部门（3D 软件）
�� 自主控制柜设计
�� 自主编程

�� 备件存储
�� 专业指导和规划 
�� 自主维护/自主服务
�� 设备现代化

时间要素

温度

技术

我们在正确选择设备配件、最佳设置四个清洗要素即技术、化学、处理时间和温度方面为客户提供咨询。只有通过正
确组合四个清洗要素，才能达到最佳和经济的清洗结果。通过在我们公司自己技术中心的详细试样清洗和分析确定出
针对用户的工艺技术。
即使在投入使用后，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服务项目如培训、保养、备件供应以及现代化与改装保证清洗设备的可用性
和未来安全性。

高垂直整合度保证为我们的客户一站式成套制造清洗设备。这节省了时间，并确保部件清洗中的质量。认证文件表示
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和我们的高技术水平：DIN EN ISO 9001、DIN EN ISO 14001、VDA 6.4、符合水资源法（WHG）的
专业企业

工件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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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强型
列车长时间运行和高行驶里程会在转向架上留下大量污染物，因此只有进行
预清洗才能有效地检测、保养和维护转向架。

挑战
�� 搬运大重量的大型部件
�� 具有深角度的转向架的复杂几何形状

PacificTA – 巨大型

我们的清洗解决方案 
根据客户的需求，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可供使用：设备PacificTA 或 GeyserC。

转
向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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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TA
带有旋转振荡喷嘴框架的大型部件设备

GeyserC
配有机组舱和清洗室的高压清洗

清洗技术
�� 清洗室带有集成的防水机器人系统和可单独进
入的机组舱
�� 泵系统多变的压力范围
�� 配置带多个旋转喷嘴的喷水工具 
�� 选配可更换的工具、喷枪和喷嘴 

清洗技术
�� 多个旋转喷嘴架沿部件振荡
�� 特殊喷嘴布置确保前部和后部的清洗
�� 每罐单独的喷嘴系统
�� 以坑安装的形式将大水罐定位在处理腔室下方
�� 也可能选择安装高位水罐

PacificTA 是一个大型喷淋清洗设备。清洗是通过一个振
荡的特殊喷嘴系统在一个清洗腔室内完成。转向架在地
面缩回和伸出清洗设备。
在这种设备方案中，可以额外在相同轨道系统上运行的
装载车上清洗小部件。

优势
�� 地面装载
�� 可以从两侧或在连续工艺中装载
�� 个性化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转向架 
�� 循环输送的清洗液护理（带式过滤机，油脂排出输送
机等）

GeyserC 使用高压喷射水流的作用力进行清洗。根据脏污程
度和清洗要求的不同，压力范围会在 100 到 3000 bar 之间变
化。通过在我们技术中心的详细测试确定出针对用户的最佳
参数。
功率强劲和高度灵活的机器人可以有效和有针对性地清洗复
杂的转向架。 

优势
�� 表面无热应力或机械应力
�� 机器人工艺实现最大移动灵活性和精确性
�� 通过选配使用多个机器人缩短循环时间
�� 改善工作条件
�� 也可以同时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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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
对

顽固层
列车在长年高强度使用后，轮对会积攒大量污染物，如硬积垢、油脂、制动
灰尘等。这常常需要去除旧的涂层，以便能够进行裂纹检查或重新涂漆。

挑战
�� 搬运大重量的大型部件
�� 额外去除旧的涂料和油漆，部分可能有几层
�� 搬运导轮轮对和驱动轮对中的不同要求

PacificER – 巨大型

我们的清洗解决方案
根据客户的需求，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可供使用：设备 PacificER 或 Geyser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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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技术
�� 清洗室带有集成的防水机器人和可单独进入的
机组舱
�� 泵系统多变的压力范围
�� 配置带多个旋转喷嘴的喷水工具 
�� 选配可更换的工具、喷枪和喷嘴 

优势
�� 表面无热应力或机械应力
�� 机器人工艺实现最大移动灵活性和精确性 
�� 改善工作条件
�� 根据脏污程度和所需脱漆程度的不同，个性化调整喷
水工具，灵活操作
�� 通过多个机器人缩短循环时间

Geyser C/P 使用高压喷射水流的作用力进行清洗和脱漆。根
据脏污程度、清洗要求和涂料层的不同，压力范围会在 100 到 
3000 bar 之间变化。通过在我们技术中心的详细测试确定出针
对用户的最佳参数。功率强劲和高度灵活的机器人可以有效清
洗和脱漆轮对。

GeyserC/P
高压清洗和脱漆

PacificER 是一个大型喷淋清洗设备。轮对通过与轮廓相
匹配的喷嘴系统清洗。此时，轮对绕固有轴转动。可自
动在地面将轮对运输进入清洗设备。 

清洗技术
�� 轮对旋转装置
�� 与轮对轮廓相匹配的喷嘴系统
�� 以坑安装的形式将大水罐定位在处理腔室下方
�� 自动输入和输出
�� 清洗液护理措施：离心机，板相分离器，带式
过滤机，油脂排出输送机

优势
�� 在连续工艺中装载
�� 循环输送的清洗液护理（带式过滤机，油脂排出输送
机等）
�� 个性化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轮对
�� 可能调整设备，以适应导向轮对和驱动轮对

PacificER
带有轮对旋转装置的大型部件设备



10  BvL 轨道交通运营清洗技术 行业手册

我们的清洗解决方案 
根据客户的需求，有两种不同的工艺可供使用：OceanRW 或 YukonDA。 

车
轮
轴
承

复杂的几何形状
列车长时间运行和高行驶里程可能导致车轮轴承受损。裂纹检查之前需要清
洗油脂和机油。

挑战
�� 复杂的几何形状
�� 不同的轴承形状
�� 轴承内部清洗困难
�� 油脂粘附严重

YukonDA – 灵活及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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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RW
带内部喷枪

OceanRW
带工件架

YukonDA
用于水平输送的带喷枪系
统的连续设备

YukonDA
用于垂直输送轴承的连续
设备

清洗技术
�� 用于垂直输送轴承的旋转喷嘴框架
�� 偏移喷嘴布置确保全方位的清洗
�� 用于水平输送轴承的深入内部清洗的喷枪系统
�� 清洗液护理措施：离心机，板相分离器，带式
过滤机，油脂排出输送机
�� 干燥系统：鼓风装置，对流干燥

清洗技术
�� 工件架绕垂直轴旋转
�� 星形结构的 U 形特殊喷嘴系统确保高循环效率
和全面深入清洗
�� 选配的喷枪系统用于深入清洗内部
�� 选配的滚筒输送机系统带有自动输入和输出装
置

YukonDA 是用于连续物料流的喷淋清洗设备，因此在高
通过量时具有优势。车轮轴承连续不断地通过下列依次
排列的处理区域：清洗、漂洗、干燥。在清洗过程中，
通过高喷淋压力清洗各个车轮轴承。
根据轴承类型的不同，该设备集成了各种用于强力内部
清洗的工艺技术。

OceanRW 是一台通用的喷淋清洗设备，带自动升降门。
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清洗腔室内进行。车轮轴承在工件
架上回缩到该腔室内。工件架通过 U 形的特殊喷嘴系统
旋转，确保全方位的彻底清洗。
可选择使用喷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工件架绕内部喷枪
旋转，确保彻底清洗车轮轴承内部。 

优势
�� 优化搬运过程并缩短操作时间
�� 组件可以直接安装在装载车或工件架上。 
�� 可以清洗不同的轴承类型（气缸轴承/滚子轴承等）

优势
�� 极佳的清洗效果
�� 高通过量
�� 搬运更为省力
�� 不同的输送方式
�� 可以清洗不同的轴承类型（气缸轴承/滚子轴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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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动
机

定子和转子
检查牵引电机前不仅要去除大量污垢，还要清除脂、油、碳灰。

挑战
�� 复杂的几何形状，难以触及的部位 
�� 需要优质漂洗
�� 需要 100% 干燥

OceanRW – 大而强型

我们的清洗解决方案 
针对此要求，可使用喷淋清洗设备 Ocean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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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技术
�� 工件架绕垂直轴旋转
�� 通过 U 形特殊喷嘴系统全方位地清洗部件
�� 选配的喷枪系统可彻底清洗定子内部
�� 组件可以直接安装在装载车或工件架上。

OceanRW 是一台通用的喷淋清洗设备，带自动升降门。所有
工艺步骤在一个清洗腔室内进行。电动机在工件架上回缩到
该腔室内。工件架通过 U 形的特殊喷嘴系统旋转，确保全方位
的彻底清洗。
可选择使用喷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工件架绕内部喷枪旋
转，确保彻底清洗定子内部。

优势
�� 选配的滚筒输送机带有自动输入和输出装置，用于优
化搬运过程并缩短操作时间
�� 转子固定在装载车上，用于垂直清洗

气体加热水罐带有工作平台 液压进给带有横向移动工位 喷枪系统用于定子内部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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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件

我们的清洗解决方案 
设备 OceanRW、YukonDA 和 PacificTA 除了清洗转向架、轮对、车轮轴
承和电动机外，还可用于清洗单个组件。

挑战
�� 组件的不同种类和大小
�� 大量小零件
�� 复杂的几何形状
�� 难以触及的部位

组件

�� 外壳
�� 多片式板簧
�� 轴承盖
�� 列车安全梁
�� 缓冲器
�� 和大量其他组件

各种形状
不同种类和几何形状的组件必须清除厚重的污垢，如硬积垢和
润滑剂，以便进行质量检查。

OceanRW – 大而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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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技术
�� 固定安装的旋转喷嘴框架 
�� 偏移喷嘴布置确保全方位的清洗
�� 清洗液护理措施：离心机，板相分离器，带式
过滤器，切屑和油脂排出输送机
�� 与组件相匹配的输送系统
�� 通过干燥系统补充：鼓风装置，对流干燥

清洗技术
�� 工件架绕垂直轴旋转
�� 通过 U 形特殊喷嘴系统全方位地清洗部件
�� 组件可以直接安装在装载车或工件架上。
�� 清洗液护理措施：离心机，板相分离器，带式
过滤器，切屑和油脂排出输送机

YukonDA 是用于连续物料流的喷淋清洗设备，因此在高
通过量时具有优势。组件连续不断地通过下列依次排列
的处理区域（清洗和选配漂洗以及干燥）。通过将组件
运过固定安装的喷嘴系统完成清洗。 
需要时可以将组件节拍式通过处理区域。

OceanRW 是一台通用的喷淋清洗设备，带自动升降门。所有
工艺步骤在一个清洗腔室内进行。组件在工件架上回缩到该
腔室内。工件架通过 U 形的特殊喷嘴系统旋转，确保全方位的
彻底清洗。

优势
�� 选配的滚筒输送机带有自动输入和输出装置，用于优
化搬运过程并缩短操作时间

优势
�� 高通过量
�� 搬运更为省力
�� 不同的输送方式
�� 可以使用集成式干燥

PacificTA
清洗列车安全梁（第 6 页上的 PacificTA 技术说明）

YukonDA
水平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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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和系统组件

真空干燥 保温 地坑安装

清洗液维护：带式过滤器 用气体直接加热 带气动推入设备和滚筒输送机系统的
液压剪式升降台

咨
询

用于延长清洗液使用寿命的清洗液
维护
�� 带式过滤机、篮式过滤器、袋式
过滤器
�� 水罐漂洗，离心机
�� 油脂和油排出输送机
�� 真空蒸发器

�� 清洗液监控（Libelle 系统）
清洗液加热方式
�� 电动
�� 气体（火焰管）
�� 水蒸气 
�� 热水

装载/自动化
�� 液压
�� 链式输送机
�� 气动
�� 客户定制自动化解决方案

干燥
�� 对流干燥 
�� 真空干燥

节能
�� 保温（管道和过滤器）
�� 排气管理

安装方式
�� 地坑安装
�� 架空安装

正确选择系统组件（专门针对我们客户的应用情况）可在经济上和生态上优化清洗流程。将运营成本降到最低。因
此，轨道组件油脂过厚时，例如正确选择清洗液维护，对延长清洗液的使用寿命非常重要。此外，借助智能自动化解
决方案可将清洗设备以最佳的方式融合到维护工艺中。这样可在根本上使组件搬运更为省力。在定制化咨询范围内，
我们提供适用于相应应用情况的最佳设备组件组合：



超过 25 年的部件清洗领域品牌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在用于极端应用的设备规划方面拥有深入的专业知识。作为轨道交通运营中清洗工艺
的专家，我们基于 20 多年大量的国内外应用情况拥有各种国际项目经验。我们的设备完全根据维护商的需求量身定
制，可以保证多年无故障的清洗性能和高效的维护过程。大量满意的客户代表他们对 BvL 的信任。

技术知识确保质量
我们为高清洁度要求提供创新工艺。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员工的
技术知识确保所有项目阶段中的安全性。认证文件表示我们拥有高
技术水平。
知识创造质量 - 久经考验的检测工艺为您提供保证。

信任
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的，必须通过努力获得。 
作为所有者经营的公司，我们亲自确保我们的基本价值得以遵守。
其中包括高度的责任心和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的坚定信念。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让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达到同样的高度。也正因如
此，我们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和长期的伙伴关系。

可持续性
我们的清洗设备以高能效著称。保温和特殊的排气管理等措施大大
节省了能源。我们生产线中的设备针对试样清洗和预验收通过太阳
能环保加热。

“责任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使人、机
器和世界相互协调。”

Bernhard Sievering，经理

特殊设备方案 - 高效率
优质不锈钢设备以水为基础进行清洗。根据轨道交通运营的个性化需求调
整不同的清洗工艺和设备技术。通过温度、高喷淋压力和体积流量以及专
门的喷嘴系统结合最佳组合的化学清洁剂实现极佳的清洗效果。 
只有经过彻底清洗才能完成所有接下来的后续工作，如保养、维修、喷漆
措施以及质量和裂纹检查。

�� 极佳的清洗效果
�� 表面无热应力或机械应力 
�� 高度自动化使搬运简单、高效。
�� 易于维护
�� 可调整清洗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需要清洗的组件。 
�� 个性化调整有效载荷和可用尺寸 
�� 每罐使用单独的喷嘴框架
�� 环保

系统组件 - 定制设计
我们调整我们的系统配置，以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正确的选项和系统组
件是理想的补充，使设备成为价值创造链中真正的价值创造者。用户确定
自己所需的重点，然后从 BvL 标准构件中选出： 

�� 编程和控制
�� 通过 BvL 应用程序智能清洗
�� 与上级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通讯
�� 针对故障安全的远程诊断
�� 搬运和自动化
�� 用于延长清洗液使用寿命的措施
�� 高效干燥系统 
�� 能耗咨询和优化

2

3 服务 – 面对面。灵活。称职。
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长期帮助：下订单之前、期间、之后，我们
都会为您服务。维护商的清洗任务是多种多样的。您可在现场详细咨询 
BvL 工程师，工程师将与您一起共同分析您的特殊需求。

�� 在技术中心进行试样清洗和分析
�� 现场咨询
�� 设备安装 
�� 维护和备件 
�� 修理和培训
�� 现代化和改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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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要素

BvL – 您的权威合作伙伴。一站式服务。

化学
�� 含水
�� 碱性
�� 中性
�� 酸性
�� 生物�
可降解

�� 喷淋清洗
�� 射流浸没式
�� 真空浸没式
�� 超声波清洗

�� 对流干燥
�� 热风干燥
�� 真空干燥
�� 气动脉冲鼓风

�� 工件架旋转
�� 自动化
�� 净化技术
�� 清洗液护理和监控

�� 自主生产（德国制造）
�� 自主设计部门（3D 软件）
�� 自主控制柜设计
�� 自主编程

�� 备件存储
�� 专业指导和规划 
�� 自主维护/自主服务
�� 设备现代化

时间要素

温度

技术

我们在正确选择设备配件、最佳设置四个清洗要素即技术、化学、处理时间和温度方面为客户提供咨询。只有通过正
确组合四个清洗要素，才能达到最佳和经济的清洗结果。通过在我们公司自己技术中心的详细试样清洗和分析确定出
针对用户的工艺技术。
即使在投入使用后，我们也将通过我们的服务项目如培训、保养、备件供应以及现代化与改装保证清洗设备的可用性
和未来安全性。

高垂直整合度保证为我们的客户一站式成套制造清洗设备。这节省了时间，并确保部件清洗中的质量。认证文件表示
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和我们的高技术水平：DIN EN ISO 9001、DIN EN ISO 14001、VDA 6.4、符合水资源法（WHG）的
专业企业

工件

服务



动态技术需要面向未来的清洗解决方案

您汽车维护清洗工艺的专家

Pure Technology.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Grenzstraße 16 
48488 Emsbüren
德国
电话：	 +49 5903 951-60
传真：	 +49 5903 951-90
电子邮箱：info@bvl-group.de
网站：www.bvl-group.de

     高效率的特殊设备方案

     系统组件 -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设计

     服务 – 面对面。灵活。称职。

三大支柱的牢固基础 

Pure Technology.

2

3

1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是领先的工业清洗设备供应商。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其间为 25 年的综合服务奠定了基础：从紧凑型清洗设备到过滤和

自动化解决方案，再到复杂的大型项目。
三大支柱源自这个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