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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信息

气泡滚动清洗技术是为了温和并高效率的清洗维护回
焊炉和波焊炉设备上的配件而特别设计。例如：焊接
框架、过滤器、热交换器等。

AirJet® 954 CRD  “Piano” 也可作用于三防漆去除。 
AirJet®  清洗系统有多种不同尺寸与多样化的自动化
清洗设定可供选择。

所有的清洗过程在此设备都是全自动清洗并在同一个
清洗槽内完成。清洗槽下方有2个溶液储存槽，分别
装有清洁液跟冲洗液。

将需要清洗的零件放入清洗槽内的清洗篮中，系统将
全自动进行清洗、漂洗、烘干等过程。

AirJet® 954 CRD “Piano”   主要设计用于回焊炉和波

焊炉设备的清洁与维护。或是用于去除已固化的三防
漆，如：喷涂载具、喷涂设备的零件，或是已喷涂三
防漆且固化的电路板维修与再制。

依据您对于清洗应用的不同需 
求，我们的DCT专业经理人将配
合当地经销商，可以提供适合的
清洗剂及相对应的清洗设备来完
成您完整的清洗需求。

The AirJet® 清洗系统是DCT独特开发与专业制造
的气泡滚动清洗技术。

AirJet® 954 CRD “Piano”  是100% 闭回路的清洗技
术 ，包含清洗、漂洗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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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清洗过程

漂洗过程

干燥过程

R

D

清洗应用 建议清洗等级 建议的清洗温度  建议清洗时间  每八小时清洗量

Reflow and soldering parts 30 – 50°C 86 – 122 °F 45 min. 144 **

Conformal coating removing 40 – 55°C 103 – 131°F 45 min. 980* / 144 *** 

三个独立的清洗流程

建议的清洗参数

  最推荐      推荐     适合
*   电路板 eurocards / 每八小时 ( 计算的尺寸 100 x 160 mm / 3.94 x 6.3 in)
* *  过炉载具 / 每八小时 (320 x 500 x 50 mm / 12,6 x 19,7 x 1,97 in)    
* * *  钢板 pumpprints 最大 736 x 736 mm / 29 x 29 in

说明：

R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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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宽x长x高） 2350x 1140 x 2150 mm 92.5 x 44.9 x 84.6 in 

重量 630 kg 1388 lbs

Ø 清洗一次的能源消耗 1,65 kWh 1.65 kWh

清洗一次的清洗剂跟水的消耗量 0,05 – 0,3 升 0.01 加仑 – 0.08 加仑

清洗一次的耗氧量 83 升 / 5 Bar 21,93 加仑 / 72.5 PSI

870 x 440 x 320 mm 34,2 x 17,3 x 12,6 in

可更换的清洗及漂洗过滤材料的精度 5 – 200 μm 5 – 200 μm

清洗剂每分钟的冲洗量 200 升 / min 52.8 加仑 / min

清洗剂及漂洗水的温度设定范围 室溫到 60°C 室溫到 140°F

清洗水电导率的设置范围 0 – 2000 μS/cm * optional 0 – 2000 μS/cm * optional

干燥温度设定范围  室溫到 80°C 室溫到 176°F

噪音值 < 70 dB < 70 dB

控制单元 PLC + 8,4“ 触控屏幕 PLC + 8.4“ 触控屏幕 

清洗槽与漂洗槽的容量 225 升 59,44 加仑

技术参数

尺寸 机器周围环境预留空间

600 mm
23.6 in

600 mm
23.6 in

600 mm
23.6 in

600 mm
23.6 in

2350 mm
92.5 in

1710 mm
67.3 in

1140 mm
44.9 in

2150 mm
84.6 in

公制规格 英制规格

最大可清洗物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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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要求（三相五线400V欧规32A插座） 400V, 32A, 50Hz (3+N+PE) UL 400V, 32A, 60Hz* (3+N+PE)

最大用电量 9,5 kW 9.5 kW

空压管径 Pipe Ø 6 mm Pipe ID 0.24 in

建议的空压压力 4,5 – 6 Bar 65.25 – 87 PSI 

出风口管径 Ø 100 mm ID 3.94 in

排风口流量 380 m3/h 13 400 ft3/hod

第一次安装最少装水量 2 x 200 升 2 x 52.8 加仑

维护设备周围所需空间 600 mm 23.6 in

★使 用变频器

安装要求

后图视角 

后图视角

715 mm
28.1 in

discharge of the fluids G1

input el. power

input air pressure Ø 6 mm

input air pressure ID 0.24 in

2150 mm
84.6 in

2350 mm
92.5 in

735 mm
28.9 in

Ø 100 mm
ID 3.94 in

115 mm
4.53 in

公制规格 英制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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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清洗腔体全自动完成清洗漂洗烘干

100% 完全闭回路设计

清洗槽跟漂洗槽可控温加热装置

气动门锁

物理过滤装置

三个高效率加热风机 - 干燥用

紧急开关按钮

可锁定的移动工业轮

PLC 控制器 + 8,4“ 触控屏幕

标准配件 (base kit)

标准配置 

三个等级的控制 - 作业人员、维护人员、工程人员          

标准操作语言接口 - 捷克语、英语

液体和滤芯替换通知 – 以清洗次数纪录

可储存五个程序、设定纪录

标准软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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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式清洗槽加热定时器

可安装语言包 (CZE, ENG, GER, POL, CHI, RUS, ITA, SPA, MAY, HUN 及繁、简体中文)

ONLINE 连接清洗设备

升级设备供PROTON酒精型清洗剂用    

软件装置选项

统一排水管路 - 手动控制

自动添加液体 (without pump)

自动排放液体 (without pump)  

专利水质过滤装置 - 外置式

200和400升的工作溶液储水槽

200和400升储水槽内置发泡装置

电导率监控 – 漂洗 0-2000 µS

硬件结构选项

可折迭手把清洗篮

清洗篮支撑架

清洗篮

配件选项 - 框架或其他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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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T 品质

• main support frame 主要设备架构
• storage tanks 储水槽
• process chambers 清洗腔体
• fluid and air distribution systems 水跟气装置
• spray arms and nozzles 旋转臂
• mechanical high-capacity filters 滤心
• process chamber door frame and handle门框手把
• external shielding 外壳
• active fi lters for rinsing DI water 过滤装置

STAINLESS
STEEL
DESIGN

100%

AISI304/316

STAINLESS 
STEEL 
DESIGN: 

Date of issue: 4/2021
InJet® is a registration trademark of DCT Czech s.r.o.

DCT Czech s.r.o., Tovární 85, 679 21 Černá Hora, Czech republic
e-mail: info@dct.cleaning, www.dct.cleaning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包含选配项目的
解说及如何挑选适合的设备，请就近
在您的国家联系DCT清洗专家或直接
与DCT工厂联系，我们会安排相关人
员与您接洽联系。

所有的 InJet®, AirJet® and Sonix® 清洗机都是在DCT捷克
工厂专业研发与制造，并以最高质量呈现于全球市场上。我
们提供了最高稳定性、最简单的使用方式与最轻松的维护体
验。也是市场上您唯一可以找到【使用寿命最长】与【保固
时间最长】的专业设备。

能达到如此优越的质量全取决于清洗机全机都是在捷克共和
国以精细的全手工生产，挑选质料上乘的材料与最高信誉的
零件供货商，才能达到如此优势。

我们的清洗机最引以为傲的特点是---使用独特的【全不锈

钢结构】，并用 AISI 304 及 AISI 316 不锈钢手工一片一片

焊接，之后全机再经过化学钝化来达到防腐蚀能力。

所有清洗机的设计与生产理念只专注于---作业人员操作简
便、保养人员轻松保养、制程人员简单设置清洗程序。每一
台设备都配置工业级PLC IDEC，并排列良好的彩色触控屏
幕。标准设备包含三个登入等级的控制（作业人员、保养人
员、工程人员）及五个可记录的清洗程序来满足不同的清洗
应用。

该设备能自动和永久地检查所有过程、清洗槽内的清洗剂
水平与温度，并及时通知需要更换的备品或清洗剂。

通过具追溯性功能的清洗机选项能确保对清洁过程的纪
录与监控，无论是脱机还是在线。

每个清洁系统都可以使用范围广泛的标准硬件和软件设
备。然而，DCT在解决非标准化产品及其配件的灵活性
也非常出色。

我们的机器，连同我们的清洁剂及当地的应用与技术支
持，为您带来了长期可靠、强大且稳定的清洗工艺。即
使在最严苛的连续运行条件下也非常可靠。

伴随着所有的清洗系统，DCT还提供范围广泛的软件与
硬件选项，带挂钩的特殊框架可用于想要清洗的零件，
或是除了基本监控过程以外的更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