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工艺清洁系统： 
乘用车、商用车及农用机械

您的传动系统清洗工艺专家



BvL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是工业清洗设备领域的领头供应商。 
自 1989 年成立以来，企业不断致力于提供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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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企业结构意味着可迅速而研发出有创造性的清洗方案。

三大支柱源自这个牢固的基础：

三大支柱的牢固基础 

深加工

 �自主生产（德国制造）
 �自主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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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
 �设备现代化

专业知识和品质

我们企业的核心能力、常年的专业经
验和员工的技术知识确保所有项目阶
段中的安全性。独立的认证文件表示
我们拥有高技术水平。

可持续性

除了理想的部件清洁度，妥善处理资
源也是 BvL 关注的重点。因此，我
们的清洗设备以其高能效脱颖而出。

Pure Technology.

  独特的高效清洗设备

  系统组件 —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设计

  服务面对面.灵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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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面向未来的企业，求知欲和创新
精神不断推动着我们进步，从而
为您提供最佳的清洗解决方案。”

Bernhard Sievering, 执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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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简便地集成到您的工艺链中，保证生产顺利

满足最高清洁要求的创新清洗方案

针对需求选择设备工艺

专业顾问和全球支持保障您的工艺安全



为您的部件和您的独特要求提供最高级的工艺
清洁度
随着汽车制造技术更新换代，对工艺清洁度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更高的功率密度、更小的公
差、更快的制造速度和新应用的灵敏材料，即使是轻微的污染，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以常年的专业经验，为您订制最适合您的清洗工艺 — 对您部件和您清洁度要求的关注始
终如一。

久经考验的清洗工艺
通过在我厂工艺中心按真实条件进行的测试清洗，
我们得以确定最适合您的清洗系统。我们 全面的
清洁度检测和分析满足 VDA 19 / ISO 16232 标准。

工艺清洁度
我们设计设备的最重要标准：符合您极限值
要求可验证的清洁度。 

规格标准由企业制定
我们的设备完全按您指定的规格标准设计。

材料特性
我们确保清洗工艺、处理时间、化学工艺和
温度完全符合您的部件要求。

部件形状
无论带有钻孔还是经过底切加工，构件形状
再复杂，我们的清洗工艺也能完美应对。

污染量和污染种类
针对所处理污染的种类和量，清洗和过滤工艺经过
调整：无论颗粒、铁屑毛刺还是膜状污染物（如油
污）或残胶，均能可靠地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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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符合

VDA 6.4

面向未来的工艺
针对现代驱动技术，例如电驱动技术，我们
也研发了专门的清洗工艺。



我们密切注意您的生产流程
我们的清洗设备以最佳的方式集成到您的生产流程中，完美地适配于您的内部生产输送工
艺。无论独立式还是内联式方案：设备完全按照您的内部运行流程设计和实现。同时，BvL 
对于您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予以最高重视。
我们也乐于根据您的要求，考察您的整体生产流程，并从清洗工艺角度提出优化建议。

中间清洗机

密封性检测

精细清洗机

部件测量

生产线示意图： 
清洗设备也可集成到其他工艺流程中。

配置和自动化
清洗设备的运输系统和自动化方案以您生产中现
有的或规划的结构为基础。

上游和下游工序
在设计设备时，我们兼顾工件输出质量和进
一步加工的要求。 

部件输送
匹配的工件架确保可靠的部件输送，并且可
无缝衔接到您的生产流程中。 



预清洗机

高压去毛刺设备

加工中心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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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
我们的设备通过高效的方案实现节能环保，以保障您
的可持续发展。

供电
清洗设备可由中央供电，也可独立供电。

接口
实现与机械、电气和“冷”硬件 / 软件接口的最佳协
调和适配，对于我们是不言而喻的要求。

工艺可靠性
我们的设备具有极高的工艺可用性，为您的生产提供
可靠的保障。以 Libelle 为例的智能传感器技术实现
可靠的流程监控。

周期和通过量
我们的设备规划始终以您的产量和时间要求
为关注点。 

安装地点的空间要求
在设计设备时，我们还充分地考虑到安装地点的实际
空间要求。



性能特征：

 �高通过量
 �连续物料流
 �内联式方案

Yukon 连续式清洗设备.
Yukon 是个性化定制的喷淋清洗设备，用于连续的物料
流。要清洁的部件不断地通过依次排列的处理区域。工
件沿喷嘴系统经过，从而完成清洗。

清洁技术

  旋转喷嘴框架，偏移喷嘴布置确保全方位的清洗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可按您的要求选择一些选配装置。

一条生产线（单件流）实现镁合金变速箱机箱的最高清洁度
集成在清洗流程中的真空烘干系统和冷却系统确保下一道生产工序中最
佳的密封检测结果。

未显示原装部件。所有照片均经过修饰。



BvL 汽车工艺清洁系统 业务手册  9

有效清洁形状复杂的铝铸部件
工件架按设计驻停在清洗区中，这里专门设计的喷嘴系统保证了对部件的全面清洗 — 即使油槽也不例外。

气缸盖罩机加工完成后，在清洗机中进行迅速而经济的清洗
工件架上的部件定位系统可实现针对复杂形状的精确清洗。清洗设备保
障高生产率。

高效地清洗转换器组件
通过相互之间运转速度不同的多条输送轨道，清洗设备可顺利地集成到
带有单一部件输送系统的生产线（单件流）中。

彻底清洗不同种类的变速器副轴
通过调节工件架，可轻易处理不同长度的部件型号，而无需昂贵改装成
本。

在按客户定制的清洗篮中，可毫不费力地清洗高品质的变速器部件
通过将清洗设备完美地集成到生产流程中，实现精确的接口协调。专门
设置的辊道用于保障到上游和下游流程的物料流。



Niagara 篮式清洗设备.
我们将前方送料式篮筐清洗设备及其变型命名为 Niagara。
处理均在喷淋 / 浸没过程中完成，通过摆动或旋转夹具提供
辅助。

清洁工艺

  夹具旋转或绕水平轴摆动
  可调整喷嘴和喷嘴框架，以适应工件
  可调整使用尺寸、负载和泵功率
  对置型喷嘴系统（可选）
  超声波清洗（可选）

可按您的要求添加选配装置。

性能特征：

 �高清洁度要求
 �形状复杂的部件
 �用于篮筐中的小零件或在工件架上的大 
量和重型单个部件
 �使用例如欧式网格盒

在一套清洗流程中对混合外壳进行清洗
通过将部件放置在工件架上，确保清洗液流充分接触部件。清洗室内置
的真空烘干系统使工件得以能进行理想的进一步处理。

清洗驱动桥
特别设计的工件架可实现从外侧清洗轴桥。清洗室中的喷嘴系统对准难
以接触到的工件内槽，进行清洁和冲洗。完成清洗后，全自动辊道将轴
桥输送到外部的真空烘干机。

未显示原装部件。所有照片均经过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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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缸体和气缸盖的精确内 / 外清洗
各种带有深沉、难以接触的孔和液体区域（油槽、气孔、水道和燃油通道）的部件可在一个清洗室中清洗。工件架条形码经过扫描后，自动选择相应的
清洗程序。清洗室内置的真空烘干系统和与之相连的外部冷却系统可保障工件在下游工序中顺利得到进一步处理。

不同发动机组件的清洗在一套设备中完成
附着在曲轴箱和曲轴、连杆、起动机环齿轮和气缸盖钻孔、接合点和盲
孔上的细微铁屑、灰尘及其他污染物被彻底清除。

在机器人操作的生产线上实现行星工件架的自动清洗
通过应用双工件架的高效装载系统，在清洗第二工件架的同时即可由机
器人完成装载和卸载。

实现高度自动化清洗部件形状复杂的 联轴器箱
实现与上游加工中心的接口协调，并将部件准备就绪，以进行下游的密
封性测试。双清洗室设计保证了高吞吐量，通过应用带六个工件架的循
环联接装置，缩短周期时间。

全面清洗变速器箱
通过外部装载用桁车与卸载用机器人的无缝对接，完美地将清洗设备集
成到生产流程中。喷嘴精确对准工件的高效清洗程序，确保了极短的周
期时间。



性能特征：

 �高压清洗及去毛刺
 �压力范围高
 �可变系统，如机器人技术或喷枪技术
 �可集成到其他清洗设备中 
 �表面无热应力或机械应力

Geyser 高压设备.
Geyser 使用高压喷射水流进行清洗、去毛刺、去油漆。
根据部件、材料和实际需求的不同，压力范围会在  
100 到 3000 bar 之间变化。

清洁技术

  配置带旋转的多个喷嘴或单个射枪的喷水工具
  多功能的可更换式工具、喷枪和喷嘴
  可实现多个机器人并行工作（可选）
  应用高压喷枪，对钻孔进行定向清洗（可选） 
  结合预清洗，然后进行精细清洗、干燥和冷却
  集成式工件架清洗（可选）

可按您的要求选择一些选配装置。

定向清除各种不同污染。
油 / 水管路中或活塞孔中的毛刺、铁屑、油污和冷却润滑剂对生产流程
可造成深远的影响，通过高压技术，可从极细的管 / 孔道中清除这些污
染。

毫不费力地清除气缸盖上的毛刺，并完成清洗和冲洗
可以对极细的油管、盲孔和水流区域进行可靠彻底的
清洗。

清洗前 清洗后

未显示原装部件。所有照片均经过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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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地将多道工序集成为一套精密的设备系统
清洗流程由高压去毛刺、清洁油管和水流区域以及对旋转部件的冲洗 / 浸没清洗组成。随后进行烘干和冷却。输送系统无需工件架即可实现迅速而自动化
的高批量通过率。

对整个发动机缸体的去毛刺和清洗
即便是包含水流区域和油管的整个发动机缸体，也可进行清洗并毫不费
力输送到密封性测试站和装配线。

定向清除输油 / 水管道孔毛刺
线性导向的高压喷枪以不同速度伸入发动机缸体内，实现系统的去毛
刺。

机器人将部件输送到安装好的喷嘴系统处
旋转式喷射水工具引导高压水射流对准部件的关键部位。从而可彻底地
清除切削毛刺、压铸金属片和铁屑。

防止二次污染
工件架在集成的处理区中清洗。将去毛刺的部件定位在已清洁的工件架
上，由此保持其清洁。



Ocean 转盘式清洗设备.
  不同型号喷淋清洗设备可供选择
  所有工艺步骤在一个腔室内进行
  工件架旋转地穿过 U 形的专用喷嘴系统，从而保证
全面彻底的清洁

满足进一步作业要求的解决方案
对于每种应用，都有合适的方案：您的客户顾问将为您的应用需求选择最佳的工艺方案。我
们的产品范围之广，可进一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

Twister 回转分度清洗设备.
  部件以回转分度的方式输送到各个工位
  装载区和卸载区都位于同一位置
  工位数和工位功能（冲洗、漂洗和干燥）的设计取决
于实际需求

   例如应用在机器人辅助的单个零件清洗，周期时间 
短，常用于加工室内

清洗区

装载和卸载区

冲洗区

烘干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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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fic 大型部件清洗设备.
  大型冲洗清洗设备
  在一个腔室内，通过振荡式特殊喷嘴系统完成清洗适
  适用于大尺寸、高重量并且难以控制的部件清洗

清洗要素

处理时间、温度、 
应用的工艺和清洁
剂，是清洗能否成功
和清洗效率的四个决
定性因素。只有配合
得当，才能以最经济
的方法获得最佳清洗

效果。

时间

温度化学制剂

技术

工件

未显示原装部件。
所有照片均经过修饰。



传输系统和自动化方案
我们的传输系统按您的生产流程量身定制，通过智能化的系统控制实现高效的物料
流。

由此可减少繁杂的工序，为用户实现简单而现代化的自动化方案。对于保证生产率和
产品质量的长期稳定、甚至提高，可起到显著的作用。

您的优势

  通过改善物料流提高生产率

  稳定的部件输送，优化流程和质量

  减少设备待机时间

  应用识别系统，实现智能化控制

  可实现无人运行

龙门式设备

脚轮集成清洗工艺

未显示原装部件。所有照片均经过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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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带输送带

机器人系统

托盘输送带 架空输送机

循环联接装置辊道

带消磁台

未显示原装部件。 
所有照片均经过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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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择合适的选配装置
和系统组件，可以使我们的清洗设备大大提高您的生产效率。作为用户，由您决定需要重点
关注的方面。

干燥

可选干燥方式

  对流干燥

 热风干燥

 红外线干燥

 压缩空气脉冲鼓风装置

  中 / 高压鼓风装置

  内置式 / 外置真空烘干系统

  加热系统和供热通道

精准调温

  风冷

  水冷 / 风冷

  冷却机组

冷却通道

节省空间的清洗 

  清洗系统中央供给装置，带泵 / 过滤器系统和
洗池预热功能

   将会供给更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节省空间的
清洗设备

  降低运营成本

  将保养点和维修点集中在一起

  关键机组为冗余式设计

中央供给装置

工艺可靠性

工艺监控和质量控制

  监测清洗池污染情况

  测量介质中的油分含量

  清洁剂浓度测量装置，带自动清洁剂补充功能

  记录工艺参数

  电导率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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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清洗
智能清洗工艺和增强现实应用系统可以为服务和预防性维护提供支持

“Smart Cleaning” 指智能化的清洗监控。应用程序界面直观，清晰地显示您的清洗设备系统状
态。通过该程序，任何变化均一目了然。智能化设备在系统状态变化时自行作出反应，从而
实现最优化地控制过程。

预防性维护

可根据实时数据实现预防性的维护。通过对机器的学习使用，可及早识别必要的维护措施，
从而更好地规划进行维护的时间点。由此，您可以更为有效的进行生产规划和协调、延长设
备的使用寿命。避免计划外停机所增加的成本，优化您的维护计划和人员安排。通过增强现
实方案实现设备信息的可视化。从而使全球服务变得极为方便。

全球服务
BvL 为您的设备提供完整的服务包。从设备的运输、
装配到维护和改装、换装，平稳、顺利的流程是我
们的目标。 

即便是国际工程，我们也在现场：我们的全球经销
和服务网点确保反应迅速和贴近客户，以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

您的优势：

  预测性维护

  高设备可用性

  时间效率和成本效益

 质量控制

  节省能源

  操作简单

  远程维护

BvL Smart Cleaning 应用程序

  数据记录器

 工件识别

 排气管理

 清洁管理

 干燥控制

 清洗液更换计时器

 真空维护

 过滤器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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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Technology.
佐技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ZOTEC MACHINERY (SHANGHAI) CO., LTD.
地址: 中国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泾车路176号
电话: +86/(0)21-33 52 23 30
传真: +86/(0)21-33 52 23 32
网站： www.zotec-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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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