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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通瑞过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研制、生产各种油系列净化

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我公司着力与国际市场接轨，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本

着“以人为本，科技创新，不求唯一，做到第一”的原则，“以信誉求发展，以

质量求生存”的市场导向，不断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我司产品广泛用于电力、石油天然气、矿山、机械制造、钢铁、冶金、化

工、铁路、航空、船舶及各类大型企业。产品有 ZJA 系列绝缘油高效双级真空

滤油机、ZJB\ZJB-T 系列高效真空滤油机、ZJC 系列汽轮机透平油专用滤油机、

ZJD 系列润滑油滤油机、ZJD-S 脱大水专用滤油机、ZJD-F 轻质油聚结脱水滤油

机、ZJL 系列绝缘油再生滤油机、YL 系列精密轻便式过滤加油机、BK 压力式板

框滤油机、BZ 变压器油再生装置以及 NRY 内燃机油过滤机等多种系列百多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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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满足不同行业对各种类型润滑油的过滤需求。并根据不同客户的特殊需

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客户的安全生产、降低成本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证。 

我公司产品已远销至欧洲、美洲、东南亚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

客户的一致认可，赢得了美誉。 

我司本着“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热忱为国内外客户服务，真诚

地欢迎国内外客商前来洽谈，进行合作。 

中国 重庆通瑞过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研制 

—— http://www.tongruigl.com——   ◇第 3 页◇ 

BK 系列

 

通瑞滤油机 ： 02368081361 

一 、用 途 

板框压力式滤油机是专为电厂、电站、工矿企业的变电所（室）润滑油库、

拖拉机站、石油、化工、冶金、国防工业等单位。用来过滤变压器油、透平油、

航空液压油及其它液体油液中的水份和杂质。 

    因受齿轮结构的限制，对汽油、煤油等无润滑性的油类，根据用户需要可

先特殊材料及配用特种电机也可。当油水份过多时，应先将油加热（如采用我

厂生产的 JRQ 型机外加热器），使水份蒸发一部份之后再过滤，如油很脏，需经

其它处理后再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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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规格与技术参数 

型号 BK-30 BK-50 BK-100 BK-120 BK-150 BK-200 

滤油能力 L/min >30 >50 >100 >120 >150 >200 

工作压力 MPa 0-0.3 

过滤面积 m
2
 0.3 0.39 1.3 1.54 1.89 2.01 

板框尺寸 mm 180×180                280×280 

压紧方式 手动螺旋压紧 

滤数数量 6 8 10 12 15 17 

滤板数量 7 9 11 13 16 18 

流量 >30 >50 >100 >120 >150 >200 

提高压力 0.4 0.6 

型号 Y802-4 Y90L-4 Y1001L-4 Y100L2-4 

功率 KW 0.75 1.5 2.2 4 

电 

动 

机 转数 r/min 139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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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BK-30 BK-50 BK-100 BK-120 BK-150 BK-200 

滤油能力 L/min >30 >50 >100 >120 >150 >200 

进油口直径 DN 20 32 

出油口直径 DN 20 32 

长 620 900 950 1050 

宽 360 430 外形尺寸 

高 620 800 900 

重   量 108 126 300 330 380 450 

滤纸尺寸 200×200 296×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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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组成部分的结构特征 

滤油机是由过滤床、油泵和粗滤器等组成的可移动装置。 

过滤床可连续操作，在压力作用下向侧面过滤的过滤器压入脏油，过滤器

由成套的交替排列的滤板和滤框以及包括有手动螺旋压紧装置和压紧板的机构

所组成。滤板和滤框的侧面有“耳子”支撑于机架的托板上，滤板和滤框间衬

有作为过介质的滤纸起过滤作用。在滤板和滤框相应位置上设有两个通液孔，

当压紧后构成为两条完整的通道，耳子呈三角形的一边导入脏油，经过滤室过

滤后，从另一相应通道（在耳子呈扇形的一边）引出干净的油。 

  过滤时脏油经输入通道分配到各个滤框内，通过滤纸将杂质过滤泄于滤板上，

而汇集于输出通道内，排出机外。而脏物留在滤纸表面上，脏油中的少量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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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滤纸中毛细管吸收，当滤纸表面的滤渣逐渐增厚及滤纸中水份含量增多，过

滤阻力增加，当增加到一定程度（一般为 0.2-0.35Mpa）应停止过滤，更换滤

纸后，继续使用。 

    齿轮泵与电动机用弹性橡胶垫联接，为避免压力过高造成机械事故，在油

泵的下部设有安全阀（产品出厂时已调节到规定的最高压力值）根据用户需要

可将安全阀用力调定较低的数值上，但不允许调节到超过规定的最高压力值。 

    油泵和电动机装在过滤部分的下面，油泵输出的液体通过排送管、止推板

输送到过滤部分。 

    油泵齿轮由滚动轴承支承，它是靠油泵本身输送的油液来润滑的。精滤器

安装在油泵的吸入端，它的作用是防止大颗粒杂质进入油泵，破坏油泵。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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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滤器盖，就可直接将过滤网取出清洗，因为粗滤器内如果布满脏物，不但使

滤油能力迅速下降，还有可能将过滤网损坏。 

当箱内有存油时，可将回油阀打开，吸走存油，防止存油溢满，泄于机外。 

 

四、机器的调整和运转 

使用前应首先检查过滤部分的滤板、滤框安装位置，从止推板这一端开始，

第一片是板、第二片是框、第三片是板、第四片是框…….以此类推进行排列，

板的数量比框多一块。板和框不能左右放反，如果装反将不能起过滤作用。必

须将涂在板、框、止推板和压紧板上的油脂清掉，同时清洗粗滤器，试车前在

各板框之间须夹好滤纸，将板框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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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前必须先用手将油泵轴转动二、三转，认为转动灵活，没有卡阻现象，

并将取样油嘴关闭，再将耐油胶管（或铁管）与滤油机的吸油端和排油端联接

好，再检查进出油管有无堵塞及漏油气现象，此时方可开机。 

电动机正确的转动方向是油泵盖和齿轮泵铭牌上箭头所指示的方向，不能

反转。 

如一切正常，开机后几秒钟内油泵就会吸油，如到半分钟仍未吸油，这说

明油泵吸入端和油样阀有漏气现象，应立即停止工作，排除故障后再试，防止

齿轮泵在无润滑油时被损坏。 

如开机后发现压力表指示的数值很高 0.4-0.6Mpa,油泵有不正常的响声,

应立即停机找出故障进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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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器操作规程    

操作前将冲好孔的滤纸，仔细地夹在每个滤板、滤框之间，每层滤纸数量

一般为 2-3 张，视过滤的要求和滤纸的质量而定，在夹放滤纸时，必须使滤纸

上两个通油孔和滤板滤框上的通油孔一致，不要偏移造成泄漏，影响过滤效果。 

滤纸使用前应进行干燥，干燥温度 120℃左右。 

使用已用过的滤纸时，滤纸必须经过烘干，并应无任何破损，注意有滤渣

的一面（却脏的一面）应对着滤框放置，不应对着滤板，以免滤渣在过滤时被

冲洗，污染过滤后的油液。 

当过滤压力较高，发现滤纸有冲破现象时，可以在靠滤板的一面衬以滤布，

以增加滤纸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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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好滤纸后，转动手轮将滤板压紧，压滤板时，只许一人，并且不能加长

压紧手柄进行压紧，以免损坏机器。 

将取样油嘴关闭，如排油管道上用户有阀门时，应将阀门旋开。 

接通电动机的电源，使滤油机工作。滤油机的正常工作压力随滤油粘度大

小，及排出管道的阻力而变，一般在 0.05-0.3Mpa 范围内，过滤的初始压力较

低，随着过滤时间增长，滤渣和滤纸吸收水份的增多而使压力爱渐增高，达到

一定程度时（随用户对油的要求而异）应更换滤纸。 

过滤完毕后，松开压紧装置，逐片的取出滤纸，清洗滤纸和滤框内的滤渣，

更换滤纸重新夹好压紧，盖上油箱。 

最后清洗粗滤器，清洗后重新盖好拧紧螺栓，待下次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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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械的维护和安全技术 

1、要经常保持机器的清洁。 

2、滤板滤框的耳子比较脆弱，使用时要轻拿轻放。 

3、推动滤油机时，速度不要太快，避免机器受到猛烈冲击而损坏设备。 

4、在压紧螺杆螺母上应经常加润滑油。 

5、在使用滤油机时，应将电机外壳用电接地，防止电机绝缘不良发生事故。 

6、上箱和后箱打开 时，用力不要过大避免零件受损。 

7、电机和支架的连接螺栓应经常检查，防止松动。 

8、如果发现滤油量不足，可检查下列 5个方面： 

（1）吸入管、粗滤器、油样阀、回油管及接头等处是否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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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吸入管路过长（一般不超过 5米）或管径不符合规定。 

（3）进油管和粗滤器网是否堵塞。 

（4）吸入管部分是否装有其它附件，而引起阻力过大。 

（5）齿轮泵、安全阀是否松动或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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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板框滤油机 1 台   

2 PVC 钢丝增强软管 2 根 各 5 米 

3 产品使用说明书 1 份   

4 抱箍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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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报告品         报告编号：2012020702        

产品名称 压力式板框滤油机 规格型号 BK-120 
产品批（机）号 20120207 样品数量 1 台 代表数量 1 台 
生产日期 2012 年 02 月 检验日期 2012 年 02 月 报告日期 2012 年 02 月 
检验依据 机械行业标准 JB/D521-2008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实测结果 本项结论 
流量 7200L/H 7200L/H 合格 
压力 ≤0.4MPA 0MPA 合格 
噪声 78dB(A) 75dB(A) 合格 

过滤精度 5µm 5µm 合格 

检验结论        本产品为合格产品                                        
检验专用章： 

注：1、本表参考使用      2、检验项目含标准规定的全部出厂检验项目     
批准：陈守全                复核：殷忠友             检验：谢国平

 
 
 
 
  

 
 
 
 

重庆通瑞过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电话:023-68935668  (0)13983250660(24 小时) 

邮编： 400084   

Email:tongrui@cqtongrui.com 

http://www.cqtongru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