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 make ideas come to life

丹麦富马勒制糖筛网

制糖业专用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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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富马勒集团—为制糖工业所
生产的筛网，不仅品质上乘、做工
精致且稳定性高

富马勒集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冲孔产品制造商和供应商。

我们的欧洲工厂已有100多年生产及供应高品质冲孔网板

的历史，并深切了解制糖行业的需求和要求。综合这三点因

素，使富马勒集团在糖机筛网行业里，成为您最称职可靠的

合作伙伴。

我们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生产设备，并以极具竞争力的

价格优势，生产出最可靠耐用的筛网并广泛投入到制糖行

业里。

我们用优质的产品设计为企业的目标，充分满足您和您的用

户的加工要求。您可以从我们专业销售人员的服务及经验中

受益，他们将根据您的需求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更多关于丹麦富马勒集团的实情介绍…

• 1901年创立，总部设在丹麦哥本哈根

• 5个欧洲生产基地，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 冲孔产品已对全世界 70多个国家供应

• 欧洲各厂均通过ISO 9001:2008质量资格认证

• 拥有独立的模具生产部和研发部

• 大量原材料库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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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勒制糖筛网的适用范围及规格

在为制糖业加工筛网当中，筛网的精密度和均匀性是致关重要

的步骤。丹麦富马勒集团通过现代化、创新的高科技术和质量

管理体系，为甘蔗糖和甜菜糖的加工程序，生产出了高品质制

糖专用筛网。以下为富马勒集团所提供的筛网类型：

• 间歇式离心(分蜜)机筛网

• 无滤布真空吸滤机不锈钢滤网/ 糖泥过滤网

• 甜菜糖压榨滤网

• 扩压板网

• 甜菜糖和甘蔗糖预处理筛板筛网

• 其它辅助类筛网

丹麦富马勒集团 – 全球制糖行业的最佳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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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勒分蜜机筛网(工作网/面网)

富马勒集团是各类型离心(分蜜)机工作面网的全球供应商。我

们所设计和制造出的筛网可以达到最佳分离效果，使糖汁顺

畅流动。在通过锥形孔精密的排布方式，和优质平直的面网，

创造出最佳产量，亦减少网眼间的堵塞

孔径 (毫米)
中心距  
(毫米)

开孔率  
(%)

厚度 / 材质  
(毫米)

规格详述:

0.50 (0.020”) 1.09 20.0 0.50/0.60

0.50 (0.020”) 1.25 14.5 0.50/0.60

0.58 (0.023”) 1.40 16.7 0.50/0.60

0.60 (0.024”) 1.40 18.0 0.50/0.60

0.75 (0.029”) 1.50 22.7 0.50/0.60/0.70

0.80 (0.031”) 1.30 34.3 0.50/0.60/0.70

0.35x4.00
 (0.014”x 0.157”)

1.17x5.65 21.8 0.50/0.60/0.70

0.37x4.00
 (0.015”x 0.157”)

1.17x5.65 22.4 0.50/0.60/0.70

还可根据您的额外需求订制筛网。

不锈钢、黄铜、紫铜

富马勒间歇式离心机筛网

富马勒分蜜机筛网(工作网/面网)的材质可以用不锈钢、黄

铜和紫铜来加工冲制。能加工含有燕尾接合联锁的筛网片

料，或筛网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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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勒衬网

又名:管状条孔网(桥式底网)
富马勒生产的管状条孔网能提供卓越的支撑功能及耐久性。

这种类型的设计，能保证蜜汁的最大流量，减少污物在衬网

内的滞留，从而降低清洗次数。

富马勒集团能供应两种，不同款式类型的管状条孔网： 

类型1：  标准式平行排列的设计

类型2：  交错排列的设计，能确保糖蜜/糖浆的最大流量，同

时能对工作筛网提供了卓越的支撑效果，从而提高

筛网的耐用性。

我们可以加工并提供“圆弧形状”的衬网，易于安装。

原材料 板厚 (毫米) 高度 (毫米)

规格详述：

不锈钢 1.0 和 0.80 6.50

类型1

平行排列，两个桥孔之间的距离为7.0毫米 

类型 2： 

交错排列，两个桥孔之间的距离为5.0毫米

材质 厚度 (毫米)

规格详述：

不锈钢、黄铜、紫铜 0.50 和 0.60 

戳孔(形状)衬网
富马勒戳孔衬网能对工作面网提供强大的支衬作用。为了方便

安装，我们的筛网都是严格按照公差进行冲制。



6

能达到最佳过滤效果的过滤机滤网

富马勒集团是各类型无滤布真空吸滤机(不锈钢)过滤网的全

球供应商。通过改进网孔的排布方式和材质等，及确保卓越的

过滤效果，所有过滤网的冲孔区域均通过高标准的加工工艺制

作完成，容易安装和使用期效长。 

• 网面均匀平整

• 方便安装；使用周期长

• 能最大效率增加蔗糖的回收率

•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及交货周期短

富马勒不锈钢过滤网通过精密的排布方式，能减少残余应力，

并在安装时达到网面平整。这种组合能最佳确保了糖浆/糖蜜

的回收，提升持久力并有效的降低了滤网裂开的风险，从而更

好为您节约采购成本。 

富马勒集团在销售高品质糖泥过滤网(不锈钢过滤网)的售价

方面很有竞争优势，交货周期短。

孔径 (毫米)
中心距 
(毫米)

开孔径 
(%)

厚度 / 材质  
(毫米)

规格详细：

0.50 (0.020”) T 1.09 20 (625 hpsi) 0.32 / 不锈钢

0.50 (0.020”) T 1.09 20 (625 hpsi) 0.40 / 不锈钢

还可根据您的额外需求订制不图案的冲孔过滤网。可根据您的需求进
行留(空白)边或不留边。  

富马勒糖泥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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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辅助类糖业筛网

富马勒集团还为其它辅助设备，例如流化床干燥设备，生产并

提供种类多样的过滤板筛网等。

富马勒还生产用于人行道上面的防滑网。

富马勒集团独家产品Perfocon锥孔网，可以在0.8毫米厚的不锈

钢上，冲0.10毫米的微孔。

辅助类筛网

辅助类筛网

甜菜压榨筛网
富马勒为甜菜糖加工业所生产厚板精密孔工作面网，能有效

的保证糖汁顺利地流淌并具有耐久性。我们库存随时备有这

类规格的过滤网，能即时交货；同时也可以库存网板中，精确

裁剪各种尺寸的筛网。

扩压板滤网
富马勒扩压板由精密孔制成，可依照您的需求加工/裁切各种

材质、图案和尺寸的滤网。

甜菜糖和甘蔗糖预处理筛板
富马勒集团为甜菜糖和蔗糖预处理设备，供应种类繁多的筛

板规格，例如石头拦网、传输带式清洗筛以及其它附属设备所

使用到的过滤网筛网等。这些筛网可都提供不同材质、厚度、

孔径，例如，长条孔、圆孔、方孔等。同时也接受订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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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mig-sug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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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马勒集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冲孔过滤网板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我们能提

供种类繁多的库存冲孔过滤网板，也包括订制冲孔网等。我们所有的欧洲生

产基地均依照ISO 9001:2008的 标准程序管理生产。我们将以100多年的冲孔

技能和知识，为您项目中所用到的优质冲孔产品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并以此

达到最高的运用效果。

我们已准备接受来自您的订单！
富马勒专家团队已准备接受您的订单。

请联系我们，并告知具体需求。

世界技术领先者

奥地利: +43 2256 62482

法 国: +33 4 72 47 43 43

荷 兰: +31 184 491 919

罗马尼亚: +40 742 990226

瑞 士: +41 62 287 88 88

其它联络处：

东 欧: +43 2256 62482 311

欧洲以外国家:  +45 44 20 88 00

比利时: +32 53 76 77 40

德 国: +49 34 906 50 0

挪 威: +47 33 33 66 66

西班牙: +45 44 20 88 09

英 国: +44 1925 839 610

丹 麦: +45 44 20 88 00

意大利: +39 010 740 39 39

波 兰: +48 61 88 63 270

瑞 典: +46 501 682 00

PROCESSING@RMI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