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凑的设计
驱动装置和风机集成一体. 叶轮装配在轴上,轴通过齿轮驱动器驱动.
高运行效率
通过优化运行要求,高效传动和控制系统而做的特殊叶轮设计,保证了很大的工作范围.
无级流量调节控制
在叶轮恒速运转下,可在100%-45%(40%)之间连续调节.不需要昂贵的变换器来控制转速. 运行时,
一旦设置好需要的直接参数(如风量)或间接参数(如污水处理厂曝气池需氧量), 
风机将通过适当的转向进口导叶和/或出口扩压导叶系统自动调节风量.
低噪音
在采用独立管道时为85分贝.不象罗茨风机,单级风机管道里没有压力脉冲,没有噪音增加.
如果风机安装在一个独立的无人居住的房子里,就不需要隔音罩. 按照PN-94/N-01307,
噪音足够低满足操作工人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
高性能保证
通过高标准的制造工艺和最少的转动部件保证
易安装
所有部件包括控制柜安装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上,不需要很重的基础.
输出洁净空气
输出的空气(或其他气体介质)无油无尘
操作方便
自动控制系统可以使偶然误差操作降到最小,通过一系列传感器迅速发现异常并作出反应(通过警示或紧急停机)
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带有可编程控制器的微处理机起到了综合的监测和显示功能
控制系统
欧陆风机提供完整的微处理控制系统.假如一个工厂安装了4台风机,3台风机配制了就地控制系统,
就地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保护风机,避免:
• 油压过低
• 油温过高
• 叶轮轴承过热
• 叶轮轴振幅过大
• 超过最大压力控制位
• 油位过低
控制风机运行
• 风机运行准备(保持风机随时快速启动)
• 接受主控命令或就地控制柜上启动/停止安钮,启动和停止风机
• 接受主控命令或就地控制柜上安钮,调节流量
• 控制压力管路上放空阀
监测以下参数
• 油压
• 油温
• 叶轮轴承温度
• 叶轮轴相对震动
• 调节阀位置
• 压缩控制压力
• 动电负荷
第4台风机通过主控制系统来控制,该主控制系统提供正常的就地控制功能给第4台风机,
同时通过以下功能来控制其他3台风机的运行:
• 控制总风量
• 通过压力支管上的调节阀来分配各个反应池的风量
• 平衡动力消耗
• 平衡气体流量
• 防止所有风机同时启动
• 显示报警和警告信息
• 执行其他用户要求的程序化功能
主控和就地控制之间通过局域线连接,主控制系统可以作为整个工厂控制系统的连接界面
如污水处理厂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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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CONTINENTAL BLOWER L.L.C.

Syracuse Technical Center
441 Beechwood Avenue

Liverpool, NY 13088
电话 : ++ (1) 315 451 5410
传真 : ++ (1) 315 451 5950

www.continentalblower.com
电邮 : peteb@continentalblower.com

中国
欧陆风机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太仓经济开发区 青岛西路1-1
邮编：215400

电话：+86 0512 33337166
传真：+86 0512 53996860

网址：www.continental-industrie.cn
电邮：gregory@cblower.com.cn

意大利
CONTINENTAL INDUSTRIE S.R.L

Via Monferrato 10
20 144 MILANO

电话 : (++ 39) (02) 48006827
传真 : (++ 39) (02) 48195623

www.continental.it
电邮 : info@continental.it

法国总部，工厂
CONTINENTAL INDUSTRIE S.A.S

Route de Baneins
01990 ST TRIVIER SUR MOIGNANS

电话 : (++ 33) 4 74 55 88 77
传真 : (++33) 4 74 55 86 04

www.continental-industrie.com
电邮 : export@continental-industrie.com

德国
CONTINENTAL INDUSTRIE Gmbh

Hardenbergstrasse, 6
41539 DORMAGEN

电话 : (+ 49) 2133 / 25 98 30
传真 : (+ 49) 2133 / 25 98 40
www.continental-industrie.de
电邮 : e.boeckh@cigmbh.de

俄罗斯
CONTINENTAL INDUSTRIE RUSSIA

Keyways International 
Paseo de Gracia 66, 3º-2ª         
 08007 Barcelona - Spain   

电话 : ++ (34) 93 496 10 80           
传真 : ++(34) 93 488 11 54  

www.continental-industrie.com
电邮 : tatjana@keyways-int.com                   

委内瑞拉
CONTINENTAL INDUSTRIE 

LATINOAMERICA  
Quinta Triskel

Calle Caucagua, San Román
Caracas, 1061 - Venezuela
电话 : (++ 58) 212-9934309
传真 : (++ 58) 212-9931309

电邮 : continental.latinoamerica@gmail.com

阿联酋
CONTINENTAL INDUSTRIE

MIDDLE EAST
P.O. BOX 17648

8 -JEBEL ALI FREE ZONE - DUBAÏ 
电话 : ++ 971 4 88 11 979
传真 : ++ 971 4 88 11 984

电邮 : cime@emirates.net.ae

欧洲大陆工业
制造商

性能和外型尺寸 单级离心鼓风机

CONTINENTAL INDUSTRIE 欧洲大陆工业公司

80%的营业额来自于出口,遍及全球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欧洲大陆工业公司知道如何提高其产品在
国外的声誉.
无论如何,我们出口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客户顺利完成其项目.
请选择欧洲大陆工业公司作为你空气和气体输送项目上的下一个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