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

北京瀚海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乳品、啤酒、饮料、医药、化妆品、日化行业提供

方案设计、系统集成、生产线建造、安装和技术服务和单元式设备等，具有综合工程能力

的领先企业。 

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电气和自动化系统（SCADA，PLC系统，电气控制柜组装），工

艺工程，安装工程（电气安装，机械安装），维护和维修服务，设备销售。凭借多年的丰

富经验和专业技术，瀚海峰一直在拓展业务领域。我们的客户遍布国内外，其中包括众多

著名的乳品集团，啤酒集团，制药集团、食品集团等。我们还与世界级的工程公司合作，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工艺和自动化工程项目。 

我们为客户提供单元式设备包括：产品回收系统、酸碱回收系统、CIP系统等；产品和

备件包括：阀门、泵、仪表、PLC、HMI等。我们与世界一流的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

系，提供的产品和备件质量上乘，价格优惠。为客户降低成本，创造价值！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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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以来，清管技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今，处理液体、粉体的各种部门、行

业和应用都使用清管技术，从管道和管件中回收液体、粉体，减少浪费，提高制造和生产过

程的效率。 

清管的主要目的是清除或回收在生产线中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后留在管道中的

残余产品。以最简单的形式，清管系统由一个直径比可清管线的管道稍大的弹性发射物（也

叫“清管器”或“猪球”），然后利用水、压缩气体（无菌空气、氮气、蒸汽），甚至是正

在加工的产品推动使其通过管道，并移除或回收高价值的产品。  

提高产品利用率和减少浪费 

在食品和饮料管道以及其他液体处理管道中，只要输送液体，管道中几乎都存有残留。

当需要通过同一生产线运行多种产品时，如何排除残留的产品至关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会通过生产线工艺水或清洁化学品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这非常耗时，并且使用了大

量的资源，造成大量产品浪费和排放污染。 

而Hyperfore提供的产品回收系统在完全受控的操作中几乎可以回收管道中剩余的最后

一滴产品，因此可以大大提高了产品利用率，最大化的节省了水和CIP化学品使用，减少产

品的浪费和排放的污染。此外，回收的产品不是作为废物丢弃，而是通过清管保存残余产品

并将其推到指定储存位置（罐，包装，储存，任何地方)。 

自动化清管解决方案进一步改善了运营可靠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食品安全法规变得

越来越严格，我们正在寻找减少手工劳动和增

加自动化使用的方法。自动化减少错误率，越

来越多的制造商在许多工艺中使用自动化。

Hyperfore自动产品回收系统应用于食品、饮料

和医药等行业，代替人工操作，更加卫生、高

效、可靠。自动回收系统还可以帮助制造商提

高加工速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干预和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什么是产品回收系统/清管系统/猪头顶料系统？ 

产品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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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系统-典型行业应用 

    产品回收系统广泛应用于乳品、啤酒、饮料、医药、锂电池、日化等行业。为满足客

户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自动化、生产后管道内产品的回收、生产前和生产后管道内部的

清洗、污水处理等问题，需对生产设备实施卫生型清洁、无菌化处理，产品生产后管道内

部高价值可用产品的高效回收，生产过程中多种产品的快速更换等，Hyperfore提供了可

靠的、高效的解决方案。 

    Hyperfore的产品回收系统内部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最合适、最

有利、最高效的产品回收系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全面实现自动化生产过程管控。 

产品回收系统工艺图（食用油） 

 

 

 

 

 

 

 

 

 

产品回收系统工艺图（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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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系统-典型行业应用 

产品回收系统工艺图（火腿肠） 

 

产品回收系统工艺图（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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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型产品自动回收系统 

适用于食品(乳制品、酒、饮料、食品)、医

药以及生物技术等高要求的行业应用。 

Hyperfore提供的无菌型产品自动回收系统

具有CIP-SIP功能，是由发射站、回收站和可清

洗组件创建完成的，适用于设计完整的清管

线。无菌型产品自动回收系统是对卫生型产品

自动回收系统的进一步补充，其发射站的更

改，使得整套产品回收系统达到卫生型无菌级

别，更加安全可靠。 

优势： 

·站体整体为无菌设计，站

内无死角，易清洗 

·便于集成到产品线管道 

·低能耗 

·维护和运营成本低 

·投资小回报高 

·污水量大幅度减少 

·超卫生无菌结构，可SIP 

·标准工作压力: < 8bar 

 

无菌发射站 

产品回收系统-无菌型 

为客户提供适用以下管径规格设备：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非标管径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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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型自动产品回收系统 

适用于食品、饮料、乳品、巧克力、糖果以及化妆品、洗发水、清洗剂等行业的卫生应

用。 

Hyperfore提供的卫生型自动产品回收系统是由发射站、停止站、回收站和可清洗组件

创建完成的，具有CIP-SIP功能，能完全回收残余产品。 

为客户提供适用以下管径规格的设备：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非标管径可以定制 

 

产品回收系统解决方案包括： 

◆ 产品回收系统的方案设计 

◆ 工艺工程设计 

◆ 自动化控制系统 

◆ 机械、电气工程安装 

◆ 远程服务，包括培训、调试、维护等 

◆ 技术支持 

                

 

 

产品回收系统-自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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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系统-自动型 

适用管道规格：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连接方式选配（法兰、卡箍） 

自动发射站： 

卫生型 无菌型 

卡箍连接型 法兰连接型 

自动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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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系统-自动型 

中间停止站： 

法兰连接型 卡箍连接型 

技术特点： 

作用：清管器实现中间停止 

特点：卫生型，食品级别 

控制：气体控制、活塞杆位置监测反馈 

辅助器件：清管器位置监测单元 

 

适用管道规格：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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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手动型）产品回收系统  

适用于化工、油漆，化妆品以及洗涤剂等行业的简单应用。适合预算有限、希望节省成

本或快速获得投资回报的客户。 

Hyperfore提供的经济型（手动型）产品回收系统是由发射站、回收站和可清洗组件组

成的经济高效型模块化模型，可以组合成完整的

管道产品回收和清管系统。 

为客户提供以下规格设备：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

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特点： 

·发射站和接收站可以同管道一同清洗。 

·可以在任何时候进一步升级自动化组件。 

·维护和运营成本低。 

 

 

 

产品回收系统-手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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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发射站： 

 

 

 

 

 

 

 

 

手动回收站： 

 

 

 

 

 

 

 

 

适用管道规格：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螺纹连接型 卡箍连接型 

卡箍连接型 螺纹连接型 

产品回收系统-手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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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管器（猪球） 

清管器所需的驱动介质可为：水、产品、压缩空气（无菌空气、氮气、蒸汽） 

DIN11850第二系列标准： 

DN25、DN40、DN50、DN65、DN80、DN100、DN125、DN150 

ISO标准（国内常用）： 

1”、1.25”、1.5”、2”、2.5”、3”、3.5”、4”、5”、6” 

其他可清管径的清管器可以定制 

切线型清管器—适用所有情况的 

Hyperfore切线型清管器采用一体化设计，选用符合卫生级

要求并且磨损微小的弹性材质。它独特的造型提供不易磨损的

推动头和受力均匀的球形受力端，拥有较细的腰身，这样的设

计可以让它能够自由通过可清管线最小弯曲半径1.5D的弯头，

极大满足各种复杂工程条件；切线型清管器同时也用于通过异

径三通。清管器内部永磁铁采用包覆性封装设计，即使突发意

外，永磁铁也不会产生碎渣污染。 

切线型清管器材质：VMQ（FKM、NBR、EPDM、PU可定制） 

唇形清管器- 刮清能力超强的清管器  

Hyperfore唇形清管器由多个卫生级材料和柔软的卫生

级弹性唇片构成。唇片独特的设计，使清管器的使用寿命

更长，并且对摩擦系数较高的产品更加适用。唇片可以单

独更换，唇形清管器可以自由出入最小弯曲半径1.5D的可

清管线。  

唇型猪球材质：唇边（VMQ、FKM）球体（PP、PFA） 

产品回收系统-清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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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管器驱动系统有以下两种类型：气体驱动和无菌水驱动 

1.气体驱动型： 

气体驱动包括：清管器机械速度控制器（气体压力控制）、清管器自动速度控制器（气

体压力控制）、清管器速度控制器（气体体积控制）、清管器速度控制器（气体质量控

制）、无菌空气过滤器及蒸汽过滤器。 

气体驱动自动控制器可过滤压缩空气中的水、颗粒物、细菌及微小物质，自动控制系统

压力。具有结构简单，安全稳定，安装方便的特点。 

气体驱动自动控制器持续自动地将清管器的推压调整到最合适的压力。在清管过程中，

用于即时控制清管器的移动速度。无论清管器生产线或回收产品的特殊性如何，都可以使用

该系统。“知道如何预测控制清管所需的流量和压力” 

·保护管路免受压力波动的影响 

·防止清管器堵塞 

·确保用户安全和安装的安全 

产品回收系统-清管器驱动系统 

清管器机械速度控制器（气体压力 清管器自动速度控制器（气体压力控制） 

清管器速度控制器（气体体积控制） 清管器速度控制器（气体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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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艺流程图: 

无菌空气过滤器 

由滤壳，滤芯，阀门，疏水阀，仪表等。无菌空气过滤器用于

过滤空气中杂质和有害细菌、微生物等。 

蒸汽过滤器 

蒸汽过滤器用于过滤蒸汽中杂质及冷凝水。过滤后的蒸汽用于

无菌空气过滤器灭菌。 

产品回收系统-清管器驱动系统 

无菌空气过滤器灭菌-反向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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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菌水驱动型： 

包括流量调节阀，预过滤器，可选配除菌过滤器及蒸汽过滤器。 

应用工艺流程图： 

流量调节阀 

通过接受调节控制单元输出的控制信号，借助动力操作去改变

流体流量。  

无菌水过滤器 

过滤器外壳专为工艺液体过滤设计。滤芯为无菌级滤膜，孔径稳定。 

 

无菌水过滤器灭菌-正向灭菌 

产品回收系统-清管器驱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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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管器位置监测单元：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材质：304,316L      

·感应距离：60 mm、100 mm                          

 

清管器探测笔： 

·利用内部的磁感应装置探测清管器位置，携

带方便,磁感应灵敏度为300 Gs; 

·有利于产品回收系统中，清管器状态检查，

对系统进行维护； 

 

 

气液分离器： 

·使用气体做为驱动力时，在顶料完成后，排

出的气体为气液混合物。气液混合物在排出管

道时，液体会随空气溅射出来。为防止这个状

况的出现，需使用气液分离器。 

·结构简单，易拆装。 

·内附喷淋球，连接CIP管道后，可与前端设备

同时清洗。 

 

产品回收系统-辅助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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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换向阀： 

·适用于从单一源头向多个目标输送的生产

工艺过程，具有多向可调的通道，用于改变

流体流向。 

·三通道120°分布，可从单个通道切换到其

他两个通道。 

·替代手动换向板，节省人工，减少人为错

误，卫生省时。 

·可通过清管器（猪球），同时满足生产和

产品回收过程的需求。 

·可CIP，卫生设计使它能够清洗到不容易到

达的地方，是适用于产品回收系统的理想阀

门。 

 

手动换向板： 

·结构紧凑，一个接管板可连接3-10个发酵

罐； 

·连接方便，采用双层板结构，方钢框架支

撑，连接弯管拆装方便； 

·管孔中心定位准确，连接管储存精度高，

密封牢靠。 

 

产品回收系统-可清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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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清管防混阀： 

·阀体的选材与制造同蝶阀和转向阀相

同，保持了阀体壁厚的特点，机械强度好，

不易变形。阀体材质同样为316L不锈钢。 

·球形阀体设计，是为了减少压力损失。 

·PFA材质的双重漂浮密封垫，可承受任何

清洗剂，使清洗更完整，更彻底。 

·双座双密封防混阀的两个完全独立的阀

板和密封垫构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腔，两阀

板之间的泄露仓避免了阀板密封垫损坏时，

两种产品混淆的风险。 

·泄露仓可独立清洗。 

·可清管阀门下方的管道可以通过清管

器，管壁上的产品可以被完全清理干净，阀

门在运行时不会泄露。 

 

可清洗气动球阀： 

·球阀的特点是模块化设计，对接法兰容

易维护，带清洗喷嘴。清洗喷嘴可以清洗球

和密封，确保卫生级别的CIP清洗，能够清

洗到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球阀具有无障碍的流动通道，可以通过

清管器，是适用于产品回收系统的理想阀

门。 

 

 

 

 

产品回收系统-可清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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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清管气动球阀：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流体阻力小，

其阻力系数与同长度管段相等； 

·气动操作、方便耐用、紧密可靠，操作方便

可选SUS316L材质（与产品接触）和SUS304材质

（不与产品接触），密封材质EPDM(可根据需求

定制其它材质)； 

·适用：DN25/DN32/DN40/DN50/DN65/DN80/

DN100/DN125/DN150;ISO1/ISO1.5/ISO2/

ISO2.5/ISO3/ISO3.5/ISO4; 

·连接方式：焊接 

 

可清管袖管阀：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流体阻力小，

其阻力系数与同长度管段相等； 

·气动操作、方便耐用、紧密可靠，操作方便

可选SUS316L材质（与产品接触）和SUS304材质

（不与产品接触）; 

·密封材质：NBR(可根据要求定制其它材料) 

·适用：DN40/DN50/DN65/DN80/DN100 

·连接方式：卡箍/焊接 

 

可清管手动球阀：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手动操作，节

约成本，方便耐用、紧密可靠，可选SUS316L材

质（与产品接触）和SUS304材质（不与产品接

触）; 

·密封材质EPDM(可根据需求定制其它材质)； 

·适用：DN25/DN32/DN40/DN50/DN65/DN80/

DN100/DN125/DN150;ISO1/ISO1.5/ISO2/

ISO2.5/ISO3/ISO3.5/ISO4; 

·连接方式：焊接 

 

产品回收系统-可清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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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换向阀： 

·气动操作、方便耐用、紧密可靠，操作方便

可选SUS316L材质（与产品接触）和SUS304材质

（不与产品接触），密封材质EPDM(可根据需求

定制其它材质)； 

·适用：DN25/DN32/DN40/DN50/DN65/DN80/

DN100/DN125/DN150;ISO1/ISO1.5/ISO2/

ISO2.5/ISO3/ISO3.5/ISO4; 

·连接方式：焊接 

 

手动蝶阀：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手动操作、节

约设备成本，根据需求可选SUS316L材质（与产

品接触）和SUS304材质（不与产品接触），密

封材质EPDM(可根据需求定制其它材质)； 

·适用：DN25/DN32/DN40/DN50/DN65/DN80/

DN100/DN125/DN150;ISO1/ISO1.5/ISO2/

ISO2.5/ISO3/ISO3.5/ISO4; 

·连接方式：焊接 

 

气动蝶阀： 

·气动操作、方便耐用、紧密可靠，操作方便

可选SUS316L材质（与产品接触）和SUS304材质

（不与产品接触），密封材质EPDM(可根据需求

定制其它材质)； 

·适用：DN25/DN32/DN40/DN50/DN65/DN80/

DN100/DN125/DN150;ISO1/ISO1.5/ISO2/

ISO2.5/ISO3/ISO3.5/ISO4; 

·连接方式：焊接 

 

产品回收系统-不可清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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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镜：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材质：304,316L                                

 

带桥三通： 

·用于带支路的清管管线中，不需要改变支路

管径大小，使用等径带桥三通就能顺利通过清

管器（猪球）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材质：304,316L 

 

无菌法兰连接：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材质：304,316L                                

 

 无菌卡箍： 

·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 ISO（国内常用）: 1”、1.25”、1.5”、2”、

2.5”、3”、3.5”、4”、5”、6” 

· 材质：304,316L 

 

产品回收系统-管道与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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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法兰连接：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可清管弯头：1.5D 3D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材质：304,316L                                

 

 

可清管管道： 

·DIN11850第二系列: DN25、DN40、DN50、

DN65、DN80、DN100、DN125、 

·ISO（国内常用）: 1”、1.25”、1.5”、2”、2.5”、

3”、3.5”、4”、5”、6” 

·材质：304,316L                                

 

可清管软管： 

·对于润滑油、化学品、食品等不同产品，可

使用不同材料的清管软管。 

·专业安装 

·不锈钢连接法兰或旋转接头，确保最高的灵

活性和安全性。使用可清管软管的连接可分配

到不同连接点和改变距离，和罐车的灵活连

接。 

·可用直径：DN50、DN65、DN80、DN100（2”、

 

产品回收系统-管道与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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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瀚海峰科技-自动清管系统专家 

无论简单或复杂，自动化清管系统都可以提高加工速度，生产效率和产量。它还增强了

安全性并减少了人为错误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Hyperfore全自动清管系统还确保了很高

的清洁性和卫生级别。 

电气自动化系统--HMI/SCADA与PLC系统 

Hyperfore可以提供不同形式的清管系统的电气自动化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就人机界面来说，包括不同尺寸的HMI及不同形式SCADA系统。电气控制柜，可以提供包

含/不包含PLC，如不包含PLC，则清管系统集成到客户已有的控制系统中。可以通过硬线连

接或通信的方式与其他控制系统进行相关的信号交换，通过多种选择，来满足最终用户的各

种不同需求。  

电气自动化系统--工程技术服务   

通过Hyperfore在流体控制方面的丰富的经验和工艺知识，我们开发并编写了完全灵

活，强大，久经考验的清管控制系统和软件。虽然我们的重点是自动清管系统控制，但我们

也可以开发自动化系统来控制工厂中的其他工艺过程。  

瀚海峰的电气自动化团队可以提供以下各项服务： 

·修改现有程序和工艺控制系统   

·将新设备集成到现有系统中   

·协助或实现不同PLC类型之间的程序转换   

·构建功能设计规范（FDS）   

·提供全尺寸HMI到各种形式的SCADA系统  

·提供专用电话支持   

·远程访问（系统拨入）系统以协助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需要，进行远程修改。   

自动清管系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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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瀚海峰科技可以提供独立或集成的清管控制系统。无论提供何种控制系统， 瀚海

峰科技都将设计和构建您项目所需的控制柜。 

独立的系统具有单独的控制柜，PLC和HMI，可自动控制清管过程。虽然是独立的，但我

们可以设置通信以将数据从一个PLC传递到另一个PLC。我们还可以用硬接线将互锁或禁止

的信号连接到客户的控制系统中。   

如果在PLC和HMI中有扩展能力，可以将自动清管系统集成到现有控制系统中，那么我们

的工程师将在需要时执行此操作。 

瀚海峰也可以提供控制逻辑（FDS），并与客户的自动化小组合作，确保清管系统控制

可以集成到现有的自动化系统中。 

独立和集成的产品回收自动控制系统     

北京瀚海峰科技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自动化专业团队，可满足您的工厂自动化控制需

求。我们专注于西门子和AB的控制设备。我们的自动清管系统由PLC控制，带有HMI或SCADA

系统。    

自动清管系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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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峰科技可以提供不仅限于产品回收系统的工艺系统（包括生产线级或车间级）的全

套解决方案，涵盖工艺工程设计、3D设计服务、工艺设备与工艺元器件配套、电气自动化系

统、自动化系统编程、现场调试、机电安装材料与人工服务、现场安装督导、远程支持与维

护等。涉及乳品、医药、食品，饮料、油漆或日化等行业。我们对工艺流程、不同行业与应

用的深刻理解意味着我们可以提供您所需的专业工程服务。  

瀚海峰科技与全球著名的工艺器件与工艺设备供应商都有相关合作，可根据您的需求提

供最合适的工艺设备与器件，并充分了解您的目标，提供交钥匙解决方案，让您专注于工厂

和生产线的运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为您开发新的系统或对已有系统进行改造。 

工艺工程设计  

瀚海峰在工业和卫生生产过程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为您的工厂产品回收系统以及

工厂中的其他工艺系统实施相关的工艺工程设计。  

3D设计服务      

在设计复杂的阀门布置或单元式系统时，3D设计服务将会变得非常有帮助，可以在正式

生产之前或安装实施之前，就能直观展现最终的结果，并能帮助提前发现问题，节约实施成

本。如果需要的话，瀚海峰科技能提供用于产品回收系统及其他工艺流程系统的3D图纸和装

配模型，以满足用户日益提高的技术需求。  

 

  

 

 

 

 

 

工程设计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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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备与工艺元器件  

瀚海峰科技与全球高品质的工艺设备与工艺元器件供应商都有合作，能提供高质量的元

器件与设备，满足您在可靠生产方面的需求。 

电气自动化系统 

在前期机柜设计和后期检查中，我们努力将产生故障的可能性最小化。通过一系列管理

方法，提高了设计工作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使我们设计的电气柜具有安全稳定的特点。 

 

 

 

 

 

自动化系统编程 

瀚海峰科技在电气自动化系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十多年的工程实践中与很多欧

美一流的工程公司都有相关合作，为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拓展提供电气自动化方面的设计、实

施、编程、调试等服务。 

 

 

 

 

工程设计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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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安装服务 

瀚海峰科技在机电安装领域已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安装队伍给多个行业的一线品

牌厂家提供了相关的高品质的安装服务。   

现场安装督导  

针对产品回收系统在不同行业的应用，专业的工程支持非常重要。瀚海峰科技掌握的相

关Know-how 可以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任何可能的问题。并能提供完整的现场监督和管理。 

现场调试 

产品回收系统的现场调试工作需要良好的组织与管理。 瀚海峰科技能提供相关的工

作，包括工艺设备安装检查、IO测试、干试、水试、产品测试以及验收测试。 以确保系统

内的单个组件的正常工作及它们之间能良好地协调工作，现场调试期间，我们经验丰富的工

程师将帮助确保您的工厂顺利无故障启动。  

远程支持与维护 

出现任何问题和紧急情况，瀚海峰科技可以提供基于Internet网的远程支持与维护工

作，来确保第一时间为您提供相应的生产保障，把停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工程设计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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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支持系统 

远程支持系统 

 

◆ 远程监控/操作  授权者可以通过远程设备进行远程监控和操作。 

◆ 远程技术支持  设备需要维护、升级、解决故障等问题时，工程师可以随时通过远程响应。 

◆ 远程培训  当客户有培训需求时，工程师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远程进行培训。 

◆ 远程调试  因不可抗拒因素无法到达现场时，可以通过Internet进行远程调试。 

◆ 零成本  支持任何IOS/Android系统的手机或平板、Mac/Win操作系统，无需任何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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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支持系统 

远程支持系统 

◆ 远程操作/监控 

授权人员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远程监控现场生产情况，操作人员也不

局限于仅能在触摸屏边上操作和监控，可以随时使用手机或平板操作和监控，查看生

产状况，极大的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故障率。 

◆ 远程技术支持 

出现故障时，工程师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第一时间为您提供相应的生产保

障，把停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也可随时随地通过电脑远程进行设备的升级及维护，

极大的节约了时间和经济成本。 

◆ 远程培训 

如果客户任何时候有培训的需求，工程师可以通过电脑进行远程培训，节约了时

间和经济成本。 

◆ 远程调试 

如果因为疫情等不可抗拒因素时，工程师无需到达现场，可以通过远程调试，完

成项目的调试过程，极大的减少了因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的工期延迟。 

◆ 范围广 

支持任何IOS/Android系统的手机或平板、Mac/Win操作系统。 

◆ 零成本 

瀚海峰科技使用的远程协助基于Internet网，用户无需单独配置无线或有限网

络，使用模块自带的4G卡实现Internet连接，无需任何安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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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触摸屏监控 

通过手机或平板随时进行触摸屏监控与操作，下载相应的APP即可。 

电脑端触摸屏监控 

通过电脑随时进行触摸屏监控与操作，无需安装任何软件。 

远程支持系统-远程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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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回收系统操作界面 

◆ 画面直观 

流程图实时显示现场阀门、电机的状态，以及现场仪表状态及数据。 

所有阀门电机及仪表的标签方便操作及维护人员很快查找相关设备，在正常生产时，可

以隐藏，让画面整洁干净。 

报警区实时显示报警信息，操作人员在出现非正常状态时第一时间了解故障点并作出相

应反应。 

生产状态和步序，以及生产时间显示了当前生产过程。 

◆ 操作功能强大 

所有阀门、电机及其PID控制，都可以实现手动、自动功能，方便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

远程支持系统-画面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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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界面 

主画面 

生产过程中的运行画面 

程序控制界面 

点击程序按钮后页面切换到所需画面（具体如下图所示）。该画面将显示系统处于哪道

工序，同时生产、暂停、复位、故障确认等操作也可在该画面进行。 

远程支持系统-画面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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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界面 

点击参数按钮，选择不同的参数页面，可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界面，参数设置界面如下

图，点击右边界面上数字框，可以设置相应的参数数据。 

报警界面 

点击报警按钮，可以查看当前报警与历史报警。 

远程支持系统-画面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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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支持系统-画面功能介绍 

产品回收工艺描述 

 

猪头复位操作 

如果发射站检测不到猪球，在生产开始之前，程序自动启动复位操作，回收站气源将猪

头顶到发射站，并锁住猪头。 

猪头顶料操作 

    生产结束后，启动顶料步序，发射站气源顶猪头到达回收站，将产品管道的原料顶到缓

冲罐，完成顶料。 

     顶料结束后，回收站气源将猪头顶回发射站，并锁住猪头，准备好下一次生产或CIP. 

CIP操作 

    顶料结束后，猪头回到发射站，可以选择CIP清洗功能，进行生产管道的清洗。 

排空管道操作 

    CIP结束后，可以选择排空管道功能，通过猪头将管道的残留水排空，保证进料后，管

道没有残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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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峰-卫生型清管系统的行业应用 

Hyperfore产品回收系统应用在卫生领域，如酒类，饮料，巧克力，乳制品等流体产品

管道。管道标准符合DIN11850第二系列和ISO（国内常用）系列标准。  

 酒行业/饮料行业  

产品回收解决方案在整个酒行业和饮料行业中广泛使用。卫生的清管和液体输送有助于

加快转换时间，减少清洗用水，防止交叉污染，降低啤酒、葡萄酒和烈酒制造商和加工者吸

收溶解氧的风险。 

瀚海峰部件的优势在于它们能够进行CIP清洁。公称尺寸大多根据DIN11850第二系列与

ISO（国内常用）系列进行调整。此外，投资成本也因原材料的节约和生产设备高程度利用

而迅速得到回报。管道连接可以焊接，并与符合食品卫生级别的配件相连。  

                          糖果行业 

在许多糖果专家相信，必须加热可清管的巧克力管道。然而，国内一家主要的巧克力生

产商证明，通过使用产品回收系统，不再需要双壁管道。 

在巧克力行业，产品回收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它，巧克力生产将出现几个问

题： 

巧克力通过45-50℃的管道运输。当产品温度低于此温度时，不可能泵送或储存巧克

力。因此巧克力生产商安装了非常昂贵的管道，这显露出各种各样的缺点。 

当生产停止时（如周末），不可能排空管道。随着管道的永久加热，巧克力的老化和质

量损失也随之发生。管道中也有沉积物堆积的可能性。食用巧克力中的果糖会结晶，从而破

坏整批产品。 

许多巧克力生产商发现使用清管技术生产巧克力的好处：生产管道和储存容器可以通过

一条或多条可清管管道相互连接，将储存容器与塑形工厂有效的连接起来，使用清管技术，

管道中99%以上的产品可以被有效回收。 

 

产品回收系统-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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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食用油行业  

Hyperfore的清管系统已被证明在乳制品工业、饮料行业和油脂行业中是有效的，包括

水果酸奶、凝乳和奶油奶酪、果汁和蔬菜汁的生产以及食用油的生产。 

     

 

 

 

 

 

 

 

 

 

 

 

 

                                                                        

在生产设备中的应用范围： 

● 从产品接收到预混罐 

● 从预混罐到混合/处理罐 

● 从混合/处理罐到储存罐 

● 从储存罐到过滤器管线 

卫生型产品回收系统还适用于以下产品：                    

● 洗发液、沐浴液、润肤霜、牙膏 

● 液体药品 

● 洗涤剂、清洁剂 

● 酸奶、酸奶酪、干酪 

● 果肉、糖浆、浓缩液 

● 面团、植物油 

● 个人护理产品 

● 内服药 

产品回收系统适用的前提条件： 

● 适合泵送的流体产品 

● 不沉淀的产品 

● 在被清管的管道内没有突出的安装，比

如测量仪表的安装 

● 适用于与“小猪”尺寸相匹配的可清管

阀门 

● 管道系统内径相同 

● 无锐边和强下垂焊缝 

● 可使用内部圆形的传输连接配件。 

● 适用低椭圆度的弯头-和管道外径相比

上下容差1.5%左右 

产品回收系统-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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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峰-无菌清管系统的行业应用  

设计和实施完全根据无菌标准，清管器和密封材料符合FDA标准,Hyperfore可清洗接头

内外表面均经过高光抛光处理。表面粗糙度可以小于0.4μm。对于Hyperfore使用的清管器，

仅使用无菌/卫生认可的聚合物材料，根据客户要求定制解决方案。管道标准符合DIN11866

标准和ISO（国内常用）系列标准。  

乳制品行业  

Hyperfore无菌产品回收系统在乳品行业主要应用于酸奶，凝乳和奶油干酪等价值较高

的产品。无菌型产品回收系统主要适用于要求严格的食品、软饮料、医药等工厂。  

 

 

 

 

 

  

制药和生物技术工业 

Hyperfore产品回收系统应用在卫生无菌领域，如要求较高的生物技术行业和医药行业

等流体、粉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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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峰-化工类清管系统的行业应用  

Hyperfore化工类产品回收系统应用：化学工业中的产品处理需要复杂的工艺。必须避

免交叉污染以及固化产品，Hyperfore产品回收系统为化学工业提供了有效的处理方法，满

足化工行业的高质量要求。适用管道标准符合DIN11850第二系列和ISO（国内常用）系列标

准。 

锂电池行业 

Hyperfore产品回收系统在锂电池浆液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锂电池搅拌浆料是锂电池生

产的一道重要工艺，锂电池浆混料在锂离子电池的整个生产工艺中，占产品成本的35%以

上，如果在生产过程中被浪费，将造成很大的损失；Hyperfore产品回收系统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回收利用方法，能有效的清理出输送管道中的锂电池浆料，减少产品的浪费，避免输送

管道污染、固化堵塞等问题，可实现多配方浆料交替使用，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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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海峰—经济型产品回收系统的行业应用 

Hyperfore经济型产品回收系统应用在化妆品、洗涤剂、颜料和油漆等行业。管道标准

符合DIN11850第二系列和ISO（国内常用）系列标准。 

                     化妆品行业 

在化妆品行业，由于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添加剂（防腐

剂）产品的使用，产品回收系统已经成功应用。产品回收系

统使清洗剂的使用降至最低并且减少污染，从而使加工成本

降至最低。产品和颜色快速转换提高了生产资源的产能利用

率。如果要求简单的安装，可以使用手动清管系统。  

             洗发水，洗手液，洗涤剂行业  

    Hyperfore在家用清洁液体处理方面的丰富经验可

确保经济，高效的操作。我们独特设计的清管器可回收

高达99.5％的产品，即使在1.5 D弯头内行驶时也能保

持完全接触清理。具有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控制可

选。  

                        颜料和油漆行业 

    Hyperfore一直是油漆和颜料行业产品回收系统的供应商。对于这个行业的应用，我们

设计了一个特殊的清洁方法，避免了产品混合物。这一方法

保证了清管过程中产品的完全使用和管道的整体清洁，并降

低了清洁成本。系统组件适合您的要求。 

对于颜料和涂料行业，两个清管器串联的清管系统配合

相应的清洗工艺被证明非常有效。为了达到最佳清洁效果，

我们建议使用硅胶制成的清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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