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edel重载软管泵



设计的简易性

抽吸动作是由交替挤压、释放在泵体和压靴之间的特制
软管来实现的。压靴挤压软管将流体向前输送到出口
端，同时压靴离开后软管回弹会将更多的入口流体吸
入。由于总是在百分之百地挤压，泵不会滑动，因此提
供了精确的计量精度和压力性能。流体仅与软管内壁接
触，因此无需密封、密封座或者阀门，即可轻松处理含
磨蚀性浆料，软管泵是处理磨蚀性流体的最佳选择。

好消息…

无密封和无阀门的泵，
不再会有磨损、堵塞、泄漏

这样的输送方式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计量精度和压力性能

Bredel公司是世界一流的软管泵和泵用软管制造商。

如今，Bredel公司在全球有100,000台蠕动泵在不间断
的工作。其工作压力最高达1,600kPa(16bar)，流量高
达100m³/h，Bredel公司的软管泵能在众多行业中成功
地应对最棘手的应用，为您节省时间和费用。



全面防护的驱动器

Bredel将紧联型泵的紧凑性与长轴型设计的可靠性和易维护性结合在一起。专利的直联
设计将重型的转子轴承合并到泵的转子里，这种创新设计的缓冲区全面保护减速箱，消
除了任何悬空负荷。

长轴型 紧联型 直联式

节省时间和成本

需经常维护的隔膜泵、旋转凸轮泵和螺杆泵不适用于恶劣
环境，而性能可靠的全天候Bredel系列泵：

● 不需要昂贵的辅助设备，无需止回阀、密封水冲洗系统
● 传送磨蚀性浆液、腐蚀性的酸性物质、气态流体，如同
 输送水一样轻而易举
● 用于输送高粘性和剪切敏感的产品较为理想
● 可干运行
● EHEDG认证
● 最少的维护——只需更换软管
● 自吸能力高达 9.5 米（水）
● 复测容积精度±1%

化工

耐酸碱及各种腐蚀性物料

水和废水处理

石灰，氢氧化钾，次氯酸钠，
三氯化铁，污泥

涂料和染料

研磨机进料，颜料及乳胶输送

纸浆和造纸

染料，浆料，助留剂，钛白粉

矿山和采掘业

尾矿浆，矿泥和药剂

制陶业和玻璃

精瓷，制砖和瓷砖

建筑

水泥，涂料，混凝土喷浆，着色剂
以及发泡剂

印刷和包装

清漆，墨水，涂料和胶黏剂

食品和饮料

CIP应用，红酒、酿酒、奶制品、
面包业、调料和添加剂

纺织业

化纤、染料和酸性物

设备配套

给系统成套供应商提供各种型号

Bredel直联式结构的优势

相对优势

易于维护

受保护的齿轮箱-泵头油封

可靠性-泵头轴承

紧凑的布置

快速安装-无需对中

总计

Bredel直联式长轴型 紧联型



性能参数

Bredel 10, Bredel 15, Bredel 20

最大流量：160 L/h
流量：0.022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200kPa(12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泵软管内径：Ø10mm
润滑油用量：0.25L
最小启动扭矩：47Nm

Bredel 10

最大流量：525 L/h
流量：0.083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200kPa(12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泵软管内径：Ø15mm
润滑油用量：0. 5L
最小启动扭矩：60Nm

Bredel 15

最大流量：820 L/h
流量：0.152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000kPa (10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泵软管内径：Ø20mm
润滑油用量：0. 5L
最小启动扭矩：85Nm

Bredel 20

连续工况
间歇工况（最多连续运行两小时至少需要停机一小时）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 位置“E”标注在下一页上的尺寸图内



外形尺寸

在水处理厂，水流是通过几根长长的管道输入的。在预
处理之后，水流流经一个净化槽，将硫化氢的含量从
250ppm降低到0.1ppm。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机、高维
护费用和性能不佳之后，隔膜泵和螺杆泵被取代。用
Bredel软管泵来进行输送和计量次氯酸钠、氢氧化钠和
硫酸氢钠。

如何使用性能曲线
1.  确定所需的流量（相对于rpm）
2.  确定出口压力
3.  所需的电机净功率
4.  产品温度
5.  计算出口压力
6.  建议泵的最高转速

注意：
连续运行区域随产品温度升高而缩小。
如果产品温度高于40℃，连续运行区
域将缩小到相应的红色温度线。

化学计量

注释：单位 mm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连续工况
间歇工况（最多连续运行两小时至少需要停机一小时）

性能参数

Bredel 25, Bredel 32

最大流量：2,740 L/h
流量：0.300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25 mm
润滑油用量：1.5 L
最小启动扭矩：115 Nm

Bredel 25

最大流量：5,250 L/h
流量：0.625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32 mm
润滑油用量：3.5 L
最小启动扭矩：210 Nm

Bredel 32



如何使用性能曲线
1.  确定所需的流量（相对于rpm）
2.  确定出口压力
3.  所需的电机净功率
4.  产品温度
5.  计算出口压力
6.  建议泵的最高转速

注意：
连续运行区域随产品温度升高而缩小。
如果产品温度高于40℃，连续运行区
域将缩小到相应的红色温度线。

一家全球知名的啤酒制造商早前使用隔膜泵输送高磨蚀性
的硅藻土浆，但是由于隔膜泵的磨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停机维修。这家啤酒制造商更换了Bredel公司的软管泵之
后，极大地减少了维护时间并基本上不再停机。在此成功
的基础上，啤酒制造商又安装了6台软管泵来输送磨蚀性
的废酵母浆。这些泵取代了那些需要经常维护和更换机械
密封的凸轮泵。

磨蚀性浆液

外形尺寸
注释：单位 mm



性能参数

Bredel 40, Bredel 50

最大流量：9,600 L/h
流量：1.33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40 mm
润滑油用量：5 L
最小启动扭矩：320 Nm

Bredel 40

最大流量：17,500 L/h
流量：2.92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50 mm
润滑油用量：10 L
最小启动扭矩：620 Nm

Bredel 50

连续工况
间歇工况（最多连续运行两小时至少需要停机一小时）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如何使用性能曲线
1.  确定所需的流量（相对于rpm）
2.  确定出口压力
3.  所需的电机净功率
4.  产品温度
5.  计算出口压力
6.  建议泵的最高转速

注意：
连续运行区域随产品温度升高而缩小。
如果产品温度高于40℃，连续运行区
域将缩小到相应的红色温度线。

外形尺寸
注释：单位 mm

生产优质骨瓷的工厂过去一直使用双冲程往复式活塞泵
将泵内的粉浆传送至浇铸车间。由于粉浆里夹杂空气，
在铸体表面上会形成针孔，影响成品的质量。粉浆易触
变、易磨蚀，换上软管泵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无填料
（无密封）结构避免了空气进入。

无气体渗入



连续工况
间歇工况（最多连续运行两小时至少需要停机一小时）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性能参数

Bredel 65, Bredel 80, Bredel 100

最大流量：32,200 L/h
流量：6.7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65 mm
润滑油用量：20 L
最小启动扭矩：1150 Nm

Bredel 65

最大流量：39,100 L/h
流量：11.7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80 mm
润滑油用量：40 L
最小启动扭矩：2000 Nm

Bredel 80

最大流量：52,900 L/h
流量：20.0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100 mm
润滑油用量：60 L
最小启动扭矩：3100 Nm

Bredel 100



当木屑在水解液里蒸煮时，处理后的残液即黑液皂在水解
过程中形成。造纸厂通常使用较大的齿轮泵或其他旋转泵
来处理这些皂液，这通常很难。吸入的问题、干运行和木
屑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Bredel软管泵提供了最佳的解决
方案：它耐磨蚀，能处理固体物质，而且由于它没有轴密
封，因而能够干运转。

输送高固含量的流体

如何使用性能曲线
1.  确定所需的流量（相对于rpm）
2.  确定出口压力
3.  所需的电机净功率
4.  产品温度
5.  计算出口压力
6.  建议泵的最高转速

注意：
连续运行区域随产品温度升高而缩小。
如果产品温度高于40℃，连续运行区
域将缩小到相应的红色温度线。

外形尺寸
注释：单位 mm



性能参数

Bredel 280, Bredel 2100

最大流量：78,000 L/h
流量：23.4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80 mm
润滑油用量：80 L
最小启动扭矩：3,400 Nm

Bredel 280

最大流量：108,000 L/h
流量：40.0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最高流体温度：80 ℃
泵软管内径：Ø100 mm
润滑油用量：120 L
最小启动扭矩：5,300 Nm

Bredel 2100

连续工况
间歇工况（最多连续运行两小时至少需要停机一小时）

* 双泵头方式也可用于Bredel 10到
Bredel 65。欲知详情，请向Bredel
公司代理咨询。

占地不受限制。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如何使用性能曲线
1.  确定所需的流量（相对于rpm）
2.  确定出口压力
3.  所需的电机净功率
4.  产品温度
5.  计算出口压力
6.  建议泵的最高转速

注意：
连续运行区域随产品温度升高而缩小。
如果产品温度高于40℃，连续运行区
域将缩小到相应的红色温度线。

外形尺寸
注释：单位 mm

大型采矿公司需要用几台68m3/h速度的泵来输送矿石浆。
独特的双软管泵能满足该应用。这种泵的一个驱动电机上
有两个泵头。由于泵的压靴相位差90度，所以泵能产生比
单个泵更高的流速，而耗能和所占空间比两台泵小得多。

大流量

* 这些外形尺寸主要取决于驱动装置的选择。



Bredel DuCoNite® 泵用于最具挑战性的场合。高科技
的防护表面可以使该泵对液体的抗腐蚀性达到最佳。
Bredel DuCoNite® 软管泵现有五种型号，流量最大为
5,250L/h，压力最大为1,600kPa(16bar)。Bredel 

DuCoNite® 软管泵能有效地处理各种坚硬的材料，如
次氯酸钠、二氧化钛、氢氧化钠、催化剂、硫酸、灰
浆、酸液、溶液和树脂。

DuCoNite的优势

Bredel软管泵只需要很少的维护；更换软管后就是一台全
新的泵。当你仍然关注泵的防护措施，那么DuCoNite将拥
有更大的优势：

比软管更优秀的防护，能抵挡大部分水处理化学药剂

没有喷漆的泵腔在食品行业中的更有利于清洗

有DuCoNite 10，DuCoNite 15，DuCoNite 20，DuCoNite 

25，and DuCoNite 32五种型号可以用来计量和输送。

DuCoNite ®

——处理腐蚀性流体

DuCoNite 10
最大流量：145 L/h
最大出口压力：750kPa (7.5 bar)

DuCoNite 15
最大流量：820 L/h
最大出口压力：750kPa (7.5 bar)

DuCoNite 20
最大流量：954 L/h
最大出口压力：750kPa (7.5 bar)

DuCoNite 25
最大流量：2,498 L/h
最大出口压力：1,600kPa (16 bar)

DuCoNite 32
最大流量：5,250 L/h
最大出口压力：1,600kPa (16 bar)



聚碳酸树脂颗粒生产商在用泵传送流体时常常遇到夹带
25cm长的废塑料条的头痛问题。这些废塑料条在随流体
输送到过压滤机时被拦截在双隔膜泵里。经常造成堵塞，
而隔膜泵实际上是当作了一台过滤器。

Bredel公司的软管泵现在能轻松地传送此类流体，事实上
减少了停机时间。它还使压滤机的工作效率提高35倍。

固体输送

DuCoNite ®

化学兼容性

通过Bredel和专业的冶金专家研发并测试，DuCoNite经过3层金属表面处理，具有出色的防化学品腐蚀能力，能
抵抗大多数化学品的侵蚀，包括目前软管泵输送的一些常见的强腐蚀性流体。

外形尺寸图，请参见第8~11页。

化学品

次氯酸钠

亚硫酸氢钠

三氯化铁

氯化亚铁

明矾

氟硅酸

氢氧化钠

高锰酸钾

氨水

硫酸

柠檬酸

磷酸锌

磷酸

硝酸

浓度

0~18%

38%

0~50%

35%

50%

18%~24%

20%~50%

50%

20%

93%~97%

50%

25%

50%

25%

产品温度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21~50℃

耐受性

A

A

A

A

A

B

A

A

B

A

A

A

A

A

化学兼容性
A = 很好   B = 可用



原位清洗软管泵

Bredel CIP 40和Bredel CIP 50
性能参数

最大流量：4,800 L/h
流量：1.33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泵软管内径：Ø40 mm
润滑油用量：10 L
最小启动扭矩：320 Nm

Bredel CIP 40

最大流量：8,500 L/h
流量：2.92 L/转
最大出口压力：1,600 kPa (16bar)
泵软管内径：Ø50 mm
润滑油用量：20 L
最小启动扭矩：620 Nm

Bredel CIP 50

CIP泵的特点

建议用于卫生处理或其它要求常规清洗的流程

● 最高灭菌温度 120℃

● EHEDG 认证

● 食品级软管

● NSF® 注册的食品级润滑剂

● 有不锈钢卫生接头

● 过程压力可达 1,600kPa (16 bar)

● 转子上的压靴能自动伸缩，进行泵软管内清洗

● 伸缩压靴可以电动、气动或手动进行

连续工况
间歇工况（最多连续运行两小时至少需要停机一小时）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安装的
电机功率
[kW] 产品温度

[℃]

泵的转速 [rpm]
流量 [L/h]



外形尺寸
注释：单位 mm

罐头制造厂使用Bredel软管泵将桃肉从储存罐输送到罐头
制造生产线。制造商最初采用离心泵，但造成大量的桃肉
损坏。而软管泵输送的动作轻柔，没有剪切，大大减少了
桃肉的损坏。

生产商最后对软管的可靠性、低维护性及在整个生产季节
的持续运行能力感到满意。

剪切敏感物料

Bredel CIP 40和50泵供货时有伸缩挤压脚
可选。适于CIP（原位清洗）应用。

如何使用性能曲线
1.  确定所需的流量（相对于rpm）
2.  确定出口压力
3.  所需的电机净功率
4.  产品温度
5.  计算出口压力
6.  建议泵的最高转速

注意：
连续运行区域随产品温度升高而缩小。
如果产品温度高于40℃，连续运行区
域将缩小到相应的红色温度线。



软管泵的软管是决定软管泵的性能、耐用性和效率的核心部件。Bredel用高质量的合成

橡胶来制造泵软管，该橡胶用了四层编织尼龙加固并经过精密的机加工，软管

被完全压缩，因而不会产生内泄漏，而其它泵可能因内泄漏而损坏剪

切敏感产品，降低计量精度，或使得磨蚀性浆液损坏过流部

件。Bredel设计的泵软管满足用户最棘手的应用所需

的流量、温度特性。

泵的软管是泵的核心部件

1.  各种不同类型橡胶的内层

2.  尼龙编织加固层

3.  精确加工的外层

4.  加工前粗糙的外表

Bredel采用尖端技术设计、制造和测试所生产的泵。

创新：作为软管泵的全球领先者，我们为新的理念、

创新的产品在广泛的应用领域带给用户利益而感到骄

傲。例如，可伸缩的压靴设计使泵可进行原位清洗。

设计：我们使用有限元分析(FEA)工具，设计出了完

美的泵软管—加固层的位置、角度和加固绳的粗细以

及橡胶的厚度。从压靴的几何形状到泵体的每一处细

节设计都使泵软管的性能达到最佳。

生产：全球独一无二，Bredel公司用最新的自动磨制

设备精心地制造每一个泵软管，使之在精确的公差范

围内。确保有合适的压缩力以提高效率和使用寿命。

在我们建立的 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的工厂里，

每台泵都是按最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制造的。

设计尽善尽美 泵软管的构成

泵软管由多个橡胶层组成，这些橡胶层由几层编织

尼龙绳加固，组成了高性能软管泵的基本部件。内

层和外层受到挤压。内层为复合橡胶。当软管泵部

件形成后，还要进行机加工。机加工是软管泵部件

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关键是保证公差范围的准确。

精确制造的泵软管保证：

●   轴承上的冗余低应力极小

●   最合适的压缩力保证长寿命

●   在进出口工况改变的情况下流量保持不变

由于壁厚 1mm 的误差都可能影响到泵软管25% 的寿命，每个泵
软管都经过了精工制造，以确保其能反复使用。



可加装附件

如需其他附件，请联系Bredel索取资料。加装附件包括真空
辅助选件，用来处理难以吸入的情况和高浓度的流体，还有
转速表用来计算泵的转速。

可选软管材质

食品级软管(F-NBR)

符合最新FDA，EU，3A标

准，耐油、耐油脂、耐碱

和洗涤剂

流体最高温度：80℃

流体最低温度：-10℃

天然橡胶(NR)

卓越的抗磨蚀性，一般能

耐稀酸和乙醇

流体最高温度：80℃

流体最低温度：-20℃

丁腈橡胶(NBR)

耐油、耐油脂、耐碱和洗

涤剂

流体最高温度：80℃

流体最低温度：-10℃

三元乙丙橡胶(EPDM)

卓越的抗化学性，尤其是

耐乙醇和浓酸

流体最高温度：90℃

流体最低温度：-10℃

氯磺化聚乙烯橡胶(CSM)

卓越的抗硬化、抗氧化的

产品以及耐浓酸碱物

流体最高温度：80℃

流体最低温度：-10℃

附件

1.  出口脉动阻尼器

在泵的出口加装脉动阻尼器可消除90%的出口脉
动，保护泵、管道和管道设备，减轻管道的振
动、锤击和噪音。

2.  入口脉动阻尼器

安装在入口一侧，当入口工况发生改变时，入口
管道上的正负压力峰值能得到有效的减少，这样
就可以使泵较安静的运行并延长泵的使用寿命。

3.  润滑油高、低液位传感器

可与电机控制系统连接，一旦软管破裂，物料进
入泵腔使润滑剂液位升高，触发液位控制器，输
出信号到控制系统，使泵停止运行。低液位传感
器监控润滑剂液位的降低。

4.  集成变频器

如果泵的流量要求可变或流程需要设定，可以采
用 Bredel VFD 来实现，Bredel VFD 是一个集成
变频器。

 

最新



Watson-Marlow集团旗下拥有六家世界一流水平的工

厂，目前在2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代理机构已遍布

全球五十多个城市。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查询详情：

Watson-Marlow网站

我们遍布全球的专业工程师可以根据您的要求
选择适合您的产品。

更多产品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上的电子样本：
www.watson-marlo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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