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式实验室
磨压机

Cent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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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aurus™
多合一组合式磨压机
独一无二的多合一自动化解决
方案，可研磨和压片或者仅研
磨/仅压片。

应用
FLSmidth 的 Centaurus 自动制样机将
实验室研磨和压片功能整合到一台紧
凑、易操作的设备中。
该设备由一台自动精细研磨机和一台
自动压片机组成。负责这两项主要功
能的部件被整合到一个符合人体工学
设计的紧凑型机壳内，仅占地 1 平方
米。
全自动 Centaurus 可将颗粒材料（比
如生料、熟料、水泥、矿石、矿渣和
矿山勘探样品）制成粉末压片试样，
用于 XRF 和 XRD 分析。自动化质量
控制系统帮助改善工业制程中的产品
质量。FLSmidth 通过独有的
Centaurus 制样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
量。

功能

Centaurus 将样品定量配给装置、自
动精细研磨机和自动压片机整合到一
个占地 1 平方米的隔音设备内。它与
新的或现有的生产实验室环境无缝对
接。
Centaurus 可充当一个独立系统或被
整合到直线排列装置或机器人自动化
系统，比如 FLSmidth 的
QCX/RoboLab® 系统，支持直接自动
送样到任何 X-ray 分析设备中。
Centaurus 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
可以不经过研磨直接压片或只进行样
品研磨不做压片。
“仅研磨”是一项标准功能，“仅压
片”则是一项选配功能。在研磨和压
片步骤之前，先从操作员终端或经由
质量控制监督系统界面（比如 QCX®
系统）识别样品材料类型。
选择制备方法和相关参数后即可开始
全自动制样流程。

全自动制样 流程开始

• 样品材料被输送到进料定量配给系
统。
• 一小部分样品被送到研磨装置磨碎作
为冲洗样品（清洗或盲样）。
• 丢弃冲洗样品材料
• 使用专利双容积样品杯按容积进行样
品计量。
• 分配研磨药片
• 研磨样品
• 磨碎的样品部分被输送到钢环处。
• 样品被气动液压
装置压入钢环中。
• 去除钢环样品表面的多余粉末。
• 采用真空检测确保样品制备的完整
性。
• 根据配置，压片被输送到设备的前面
或侧面。
• 分析后，钢环被送回进行自动清洗
和再利用。

完成每一个操作步骤后，接触过样品材
料的所有内部部件表面通过压缩空气和
抽吸方式联合进行清洁（除尘）。
这意味着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残留样品被
携带到下一个样品的情况。灵活的基本
设计允许独立式操作和多种不同方式的
自动化集成，无需额外配置。

与 QCX/RoboLab 集成

作为全自动样品处理的佼佼
者，Centaurus 磨压机 QCX/RoboLab 在
样品制备中担当主角。
当样品抵达自动接收站并装入样品杯
时，机器人将样品送到 Centaurus，这
里是全自动样品制备循环的开始处。
压片从输出位置被放在通往 X 射线机的
皮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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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特点

样品材料特性
样品材料

各种矿物、矿石、水泥、原料、精制化学品等。

样品数量

6-18 cm3（其它视需求而定）

颗粒尺寸

< 100 µ

性能
处理程序

100

压力增加时间

0-120 秒

压力保持时间

0-120 秒

压力减少时间

0-120 秒

压力

70-200 kN

标准钢环

51.5 x 35 x 8.6 mm / 40 x 35 x 14 mm / 40 x 32 x 14 mm

其它数据
电源

3*380-440V，50-60Hz，16A，2kW，3L+PE

绝缘等级

B

合规性

CE（其它视需求而定）

重量

1250 kg

尺寸

1000 x 1000 x 1638 mm

选配件
入门套件 51.5 x 35 x 8.6

2437411000

入门套件 40 x 35 x 14

2437412000

入门套件 40 x 32 x 14

2437413000

冷却系统用水

2437415000

压片测试和钢环清洁装置

2437416000

双层底板框架

2437417000

UL 标准

2437418000

第二研磨添加剂定量配给

2437419000

5 钢环料盒（内部）

2437420000

用其它媒介清洁

2437421000

研磨旁路

2437422000

压片旁路

2437423000

20 杯/钢环料盒（外部）

2437427000

自动化接口

2437426000

• 先进的技术与成熟的部件相结合。
•操作选项：研磨和压片，或者仅研
磨或仅压片。
•独立式或集成到自动化系统中。
•由操作员或机器人或直线排列装置
进给样品。
• 两种冷却系统可选（强制风冷和水
冷）。
• 节省空间，人体工学设计
• 内表面采用绝缘材料的隔音机壳。
• 极低的振动级。
• 带操作监控的设备状态可视化指
示。
• 简单易用的触摸屏操作控制面板，
包括手动启动。

优点

•允许自定义定制解决方案和未来升
级的模块化设计，与时俱进。
• 具有充分灵活性的二合一设备，同
时减少实验室空间占用。
• 维护时只需从两侧进入，这使得
Centaurus 能够被放置在多变的环境
中。需要维护时四个面都可以进
入。
• 全自动制备循环（输入/输出料盒）
，带来更大的实验室产能。
• 可同时进行手动和自动操作。由于
操作员与自动侧之间是分开的，因
此不会由于完全从正面进行手动操
作而中断机器人循环。
• 提高安全标准 - 清晰地分开操作员
与自动化操作。

• TCP/IP 接口供监视用计算机进行远
程控制。

• 所有内部部件均可自清洁，无需搬
运笨重的研磨工具，确保了操作员
的健康和安全

• 内置报警和有密码保护的参数设
置。

• 更高的样品产出意味着更高的样品
制备效率。
• 可使用其它媒介（沙子）清洁，以
得到更佳的清洁效果，减少两种样
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 全自动操作减少了人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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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操作员、机器人
或直线排列装置......
由操作员、机器人或直线排列
装置完成样品输入/输出。
独立式或整合到自动化系统
中。

独立使用时，操作员通过在 HMI 面板
使用操作员侧的输送带将样品分配到
杯子里。当自动循环完成时，钢环在
输出位置放出，准备输送到分析仪。
当在直线排列装置中使用 Centaurus
时，样品从输送带上分配到杯子里。
加压的钢环通过皮带输送到 X 射线设
备。
Centaurus 磨压机提供广泛的选择以
适应甚至非常特殊的客户要求。流程
从钢环和样品杯的进入料盒开始，该
料盒不仅能容纳 20 个钢环和样品
杯，还是一个完整的搬运系统，可将
样品倒入定量配给入口。

自动侧

在样品通过设备之后，有一个冷却研
磨容器可使温度维持在一定水平。
Centaurus 磨压机的设计清晰地分开
了操作员侧和自动侧，允许操作员随
时安全地接近设备。
在只需要研磨功能的情况下，压片功
能可被屏蔽。压片完整性检查可检测
压片上的裂缝。在输出侧有许多不同
类型的皮带和搬运装置组合，比如串
带式输送机、钢环料盒和翻转装置作
为集成选配件。

钢环送入和退出

操作员侧
样品杯送入和退出

样品输入/输出

HMI 触摸屏

Centaurus 磨压机自动侧

www.flsmidth.com/cent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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