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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 鲍诺曼–泵制造业的先锋

成立于 1853 年的德国鲍诺曼公司在近几十
年里拥有众多突破性的泵制造技术，获得了
全球的领先地位。除了食品和饮料行业，还 
提供化工、石化、海洋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
应用。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为未来提供创新的
解决方案。

鲍诺曼简介 鲍诺曼原创泵 

ITT 简介

作为世界上第 家双螺杆泵供应商，鲍诺曼
在 2004 年为食品和制药行业引入了 SLH 型
清洁泵设计。该泵的设计是基于 150 年来经
过验证的鲍诺曼双螺杆泵技术，满足食品、
药品和化学操作的特殊卫生要求。自 2006
年以来，鲍诺曼 SLH 泵一直持有符合 EHEDG、
3A 卫生标准和其他标准的证书。

至今，ITT 鲍诺曼提供的清洁和卫生应用，
有五种模块化 计的泵系列，包括机械、电
气和控制系统；50 种不同的泵水力模型和
500 种设计选项，全世界安装超过 10000 台
泵是鲍诺曼双螺杆清洁泵的独一无二的证
明——我们是 创!

ITT 是一家多元化的领先制造商，为能源、 
运输和工业市场提供高端设计的关键部件 
和定制的技术解决方案。基于其创新的传统，
ITT 与客户合作，为支撑现代生活方式的关
键行业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ITT 成立于
1920 年，总部位于纽约州的怀特普莱恩斯
员工遍及超过 35个国家，销售范围遍及125
个国家。

输送番茄汁的 SLH-4G 3000 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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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诺曼泵的操作原理

SLH 双螺杆泵是转子式正容积泵，通过两个
啮合的螺旋套来输送介质。无接触的螺旋套 
和泵体形成密闭的空腔，持续将介质从进口 
端输送到出口端。通过驱动轴的旋转，介质 
从前轴被输送到中间顶部位置。泵还可以反 
向运行，在清洗前清空进口管道。

泵的设计参数

• 自吸式
• 保持输送高粘度介质时的安全运行
• 低脉动
•  低噪音
• 允许短时间干转
• 压力和流量变化时保持平稳输送
• 进口吸入高度可达 8.5 米

螺旋套的旋转 – 操作原理

使用优势–鲍诺曼设计

输送和清洁只用一台泵即可完成
泵转速范围 1 : 15 加上比例流量特性，仅用一台泵就确保完
成过程循环和清洁步骤。

保持介质完整
轴向输送可以保护介质，并保持介质的尺寸、表面和视觉完整性。

使用的灵活性
螺旋直径和导程有 50 多种组合可以满足客户需求。
泵的转速运行范围广，操作灵活。

使用寿命长
SLH 泵的螺旋套和泵体之间无金属接触，，即使输送磨损性介质也能无故障运行，

减少停机时间。

鲍诺曼 - 独特的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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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诺曼 SLH-4 系列泵的设计

进口&出口连接

-   DIN 11851
-   DIN 11864-2
-   SMS 1145
-   DIN 32676
-   订制连接

材料
‐触液的金属部件 1.4404 / 316L, 1.4462 / 318 LN Ra<0.8μm
‐表面粗糙度可选 Ra<0.5μm
‐基本耐磨硬化 (1200 HV)
‐高级耐磨硬化 (2000 HV)

三部分设计（进口，泵体，出口）

‐快速便捷的维护
‐优化的备件物流
‐自排液

螺旋套

‐两根螺杆设计
‐50 种水力模型
‐表面硬化强度可达 1200HV
‐允许反向输送

机械密封

‐单端面或双端面的卫生设计
‐无死角，全方位冲洗
‐便于维护的半集装式设计
‐卫生密封用的唇形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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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证书

-  EHEDG EL Class I
-  EHEDG EL Aseptic Class I
-  3-A  Doc. No. 02-11
-  FDA 认证的橡胶件
-  NSF H1 注册的润滑剂
-  Atex 标准可选
-  设备符合: 
   Nr. 1935 / 2004 规定
   Nr. 2023 / 2006 规定
   Nr. 10 / 2011 规定

齿轮&轴承箱

设备地脚，底座&附件
‐ 通过泵地脚调整泵高度很简单
‐ 卧式或立式安装
‐ 可安装清洁管路框架
‐ 不锈钢电机保护罩

‐ 设计压力 25 bar
‐ 优化的机油循环，实现先进的散热性能
‐ 同步齿轮简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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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H-4U

m³h gpm bar psi min-1 RPM mm²/s cSt °C °F

介质 至300 至1,100 至25 至362 至180 至350

CIP 至360 至1,300 至25 至362 至100 至210

SIP 至135 至275

介质 至50 至180 至16 至232 至150 至300

CIP  至100 至360 至16 至232 至100 至210

SIP 至135 至275

介质 至50 至180 至16 至232 至180 至350

CIP  至100 至360 至16 至232 至100 至210

SIP 至135 至275

介质 至400 至1,450 至10 至145 至180 至350

CIP 至450 至1,650 至10 至145 至100 至210

SIP 至135 至275

介质 至20 至70 至10 至145 至100 至210

CIP 至40 至140 至10 至145 至100 至210

SIP 至135 至275

最高操作温度

1

1

1

SLH-4G

SLH-4V

SLH-4U

流量 压差 粘度转速

至3,000*

至2,500

至3,000 

至3,000* 至1,000,000

至1,800 至1,000,000

至3,000 至1,000,000

SLH-4S

SLH-4E

至3,000*

至3,000*

至1,000,000

1

至1,800

至2,500

至1,000,000

1

SLH-4G - 高级泵
拥有很多订制参数和选项的双螺杆卫生泵

SLH-4V - 式泵

SLH-4S - 多功能泵

SLH-4U - 通用泵

SLH-4E - 计量泵

拥有独特的轴承结构，电机可以安装在顶部甚至底部的
立式安装泵

4S 系列拥有加大的螺旋套设计，适应非常广的运行范围

独特泵体设计，允许较低的运行参数并提高效率的双螺
杆卫生泵

标准化设计的双螺杆卫生泵

SLH-4G/V/S/E

所有优点集于泵一身!

鲍诺曼卫生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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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

使用优势: 保持输送介质完整

奶酪

药品

使用优势： 只用一台泵抽吸和输送

使用优势：卫生设计

泵型号:   SLH-4S 6000
泵型号:   带小块固体的番茄汁
流量:   25 m³/h | 110 gpm
压差:   10 bar | 140 PSI
粘度:   7,000 cSt - 触变剂

泵型号:   SLH-4E 2000
介质:  溶化奶酪
流量:   1 m³/h | 5 gpm
压差:  6 bar | 87 PSI
粘度:   1,000 cSt

泵型号:   SLH-4G 1000
介质:   胶原蛋白
流量:   2.4 l/h | 0.01 gpm
压差:  20 bar | 290 PSI
粘度:   20,000 cSt

泵型号:   SLH-S 125
介质:   榛子
流量:   2 m³/h | 10 gpm
压差:   7 bar | 100 PSI
粘度:  200,000 cSt

泵型号:   SLH-4G 5000
介质:   浓缩 汁
流量:  40 m³/h | 175 gpm
压差:   15 bar | 215 PSI
粘度:  8 cSt

泵型号:   SLH-4U 1000
介质:   带果  的冰淇淋
流量:   40  箱  0.5 升/分钟
压差:   2 bar | 30 PSI
粘度:   20,000 cSt

乳制品

饮料

冰淇淋

使用优势：使    寿命长

使用优势：介   完整，输送灵活

使用优势：介 完整

市场范围及应用领域

i果汁和浓缩物

i啤酒

i酒精&葡萄酒

i方便食品

i婴儿食品

i番茄酱&酱汁 

i个人护理

i化妆品

i药品

i乳制品

i奶酪和乳清

i冰淇淋

i巧克力&甜品

i烘焙

i肉类&海鲜

SLH-4G 6000 型泵输送牛奶 SLH-4S 3000 型泵输送果汁

市场范围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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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tras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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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电话：+49 5724 390-0
传真：+49 5724 390-290
info.bornemann@itt.com
www.bornemann.com

德国–总部

加拿大
ITT Bornemann Inc.
# 400, 707 7th Avenue SW
Calgary – AB T2P 3H6
Canada
电话：+1 587 233 1250
info.bornemann@itt.com
www.bornemann.com

美国
ITT Goulds Pump Inc.
12510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Hous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 +1 281 504 6300
info.bornemann@itt.com
www.bornemann.com

韩国
ITT Korea
35, Oksansandanro
Oksan-meyon Cheongwon-gun
Chungbuk
363-912 Korea
电话：+82 70 4699 0177
info.bornemann@itt.com
www.bornemann.com

沙特阿拉伯
ITT Saudi Arabia
98 St, Dammam 2nd Industri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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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6 Saudi Arabia
电话： +966 (13) 812 7771
info.bornemann@itt.com
www.borneman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