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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生产效率,最低的维护费用 超高的性能,经济的服务

2 3

 
 

 

• 全自动、样品数据驱动的水分和物料
 进料控制

• 简单、易维护的设计以及坚固的标准
 化组件

• 基于工业4.0的控制系统

“新型倾斜式混砂室可提高混

合效率并加快卸料速度”

新一代高效粘土砂混砂机DISAMIX 
DISAMIX高效批量式粘土砂混砂机在设

计、速度和效率方面达到了我们制造史

上的新高度,同时非常易于操作、检修和

维护。DISAMIX根据客户需求采取了突

破性的设计,可为您的潮模砂铸造厂带

来更快、更完整的混砂作业,更稳定的型

砂性能以及更低的膨润土和能源消耗。

DISAMIX有两种型号可供选择:S75和S100。
这个两个型号分别具有:

• 75吨/小时和100吨/小时的产能

采用各种实用的创新设计

从倾斜的底座到内置水箱,DISAMIX的专

利创新设计提高了性能和在实际生产

中的耐用性。强力混合实现砂粒的均匀

包裹,在非常短的周期时间内进行快速

的上下料。

• 新型倾斜式混砂室可最大限度提高混
 合效率并加快卸料速度

• 坚韧的陶瓷内衬可持续使用数十年

• 经过优化的搅拌装置可实现快速、全
 面的混合

使用寿命长,维护需求低

DISAMIX是一种创新而又坚固的设备,并
可享受迪砂无与伦比的全球服务支持。

从步入式检修门到使用寿命长达20年
的陶瓷内衬(标准配件),其设计旨在大幅

减少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

• 无皮带的直联驱动装置,节能高效且易
 于独立维护

• 具有硬质合金涂层的新型搅拌器叶片
 寿命卓越,并可减少振动

• 带外置油箱的坚固变速箱提供无泵、
 可靠的润滑

自带水箱

DISAMIX的大型一体式水箱位于混砂室

正上方,可以极快的速度提供与铸造厂

自身供水压力无关的预加水量。水箱悬

挂在称重传感器上,充当水称重斗-不必

安装水表,并可进一步提高计量精度。

• 通过设备正上方的水、循环砂和辅料

 称重斗实现快速、精确的垂直加料。

为了缩短投资回报时间,迪砂的专业砂

处理团队随时准备帮助您进行项目规

划、安装和启动。

通过角度追求速度和效率…

DISAMIX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向下倾斜

8º的混砂室。这种倾斜设计将两个搅拌

器叶片深深地浸没在型砂中,以最大限

度提高混合效率,并有助于通过倾斜的

混砂室底部的大型卸料口快速卸料。

为了实现最快速、最全面的混合,我们采

用离散元素模拟(DEM)来优化混砂室形

状、混合工具和搅拌设计。这意味着

DISAMIX仅在较小温升下即可达到领先

同类产品的周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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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4.0的精确自动控制
 
气力输送辅料 - 简洁的解决方案

…为迎接工业4.0做好准备

DISAMIX与可选的DISA Monitizer®|CIM工业

4.0解决方案兼容,可实现数据收集、实

时生产监控、配方管理和设备间通信。

这是先进的基于数字化过程控制和优

化的基础,可帮助您增强和简化迪砂设

备的控制和操作。

利用从收集的过程数据中获得的见解

来加快根本原因分析,从而从铸造厂中

获得更大的价值。

4 5

以持续质量控制为标准

迪砂最新的多功能型砂在线检测仪

(SMC)模块让每个DISAMIX都能全面控制

型砂水分含量、紧实率率和型砂强度。

SMC持续采集实时样品,对其进行测量,
然后加水和膨润土直至达到目标型砂

规格-这一切完全以自动方式实现。

• SMC批准每个批次后才进行卸料

• 记录批次数据以进行质量控制

• 基于混合电机电流的后备定量控制
 系统

具有数字集成的设备控制…

智能的西门子PLC控制系统管理所有

DISAMIX功能–搅拌器和混砂机电机、物

料定量和SMC-具有行业领先的操作安

全性。通过15英寸用户友好的HMI显示

屏,操作员可以:

• 查看混砂机状态

• 调整混合参数和设备设置

• 监视生产数据,例如生产效率、周期时
 间、等待状态和趋势

• 查看当前操作信息和错误消息

• 检查诊断信息

• 获得远程技术帮助(可选)

“Monitizer简化了收集、关联、分

析、监视和交换数据的过程。其

基于网络的友好界面可立即将

重要的过程概述可视化 ,让操

作员能够轻松地深入调查特定

问题。”
Kasper Madsen

数字解决方案产品经理
DISA Industries A/S

迪砂气力输送辅料

迪砂的气力输送辅料是一种从混砂机顶部添加辅料和型砂的替代方案。在称重斗中分别称量辅料,然后将其投入气力传送器,
后者将物料吹入混砂机中的粘土砂里。这种紧凑、灵活的解决方案是狭窄空间或复杂安装的理想选择。

• 方便加料: 将散装料斗放置在您喜欢的位置

• 减少粉尘沉积,从而减少了进入除尘系统而损失掉的辅料

技术参数
DISAMIX

型号: S75 S100

混砂机容量:

最大混砂量* (包括 SMC) tonnes/hr 75 100

批料量 kg 2500 3000

装机功率:

主电机 kW 132 160

转子电机 kW 2 x 45 2 x 55

工艺用水要求:

最低水压 bar 2 2

耗水量 litres/min 15 20

压缩空气要求:

最低气压 bar 5.5 5.5

空气消耗量 Nm3/min 0.4 0.4

混砂机尺寸:

混砂机高度 (不包括料斗) mm 2970 2970

称重斗高度 mm 2265 2265

混砂机直径 mm 2900 2900

设备重量: tonnes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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