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use Reuse •• Reduce  Reduce •• Recycle Recycle

  高品质的再生料

一贯平稳和清洁的切削提供恒

定高品质的粉碎料

  恒定的切削轨迹

乐必得恒定的切削轨迹消除摩

擦热和最小化粉尘和细末。

  剪式切削

乐必得双剪式切削提供清洁、

平滑和节能的切削，任何塑料

可远离粉尘。

  最小能量消耗

转子叶片的结构和转动速度的

结合，以最小化能量消耗。

  快速刀具更换

快速直达切削室，转子设计或

可预调刀具使刀具更换便捷。 

成功法则-
乐必得的核心特征

粉碎机行业之
世界领导者

我们有多种优势应对直接回收

废塑料。包括节省成本和材

料，提高流动性管理，提高竞

争力和对环境友好型生产。

您可以从乐必得的专业技术中

获取高额利润。每个机型都有

高效的回收率和超长的运行寿

命，广泛的匹配对粉碎机的精

确要求，为您提供最佳的回收

料。我们不断研发新产品和专

注于客户支持，保证您站在废

塑料粉碎回收技术的前沿。

乐必得粉碎机–总目录

-year 
warranty
5-year 

warranty
5

在线登记您的乐

必得粉碎机

我们会通过邮件发

给您验证码

进入乐必得服

务中心

获取所需的服

务信息

 •••••

乐必得服务中心
请今天就登记
在乐必得服务中心登后，可以获得碎机档案，包括

•  操作手册

• 设备电路图

• 维护保养时间表

•  5年延保方案

•  购买零部件链接

请将您的粉碎机登记在： https://service.rapidgranulator.com

让 您的乐必 得
粉碎 机 表现更
加出色

乐必得5年延保承诺
实施预防维护保养和使用乐必得原装零部件，您

的粉碎机会跟新的一样表现优异

我们的5年延保承诺针对所有新买的设备，您只需

进行登记（如下）；如果是粉碎含玻纤，碳纤等硬

料的设备不在此列；在此类应用领域，转子和切

削室就变成易损件

如果您能出示按设备手册要求的保养记录，并且使

用乐必得原装零部件；5年质保有效

预防性维护保养是保证高质量粉碎，减少使用成

本的重要措施，而不至于影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

需要定期保养粉碎机，保养的频率取决于不用的

应用领域

乐必得当地的售后服务团队为您提供安装和售后

服务支持，确保粉碎机一直处于最佳状态运行，以

及长寿命

您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的售后团队及时的为您提

供零部件；我们的承诺很简单，即客户的需求会被

及时的跟进处理，一般几个小时内即收到回复

Rapid Granulator AB, Sweden

P.O. Box 9, SE-333 02 Bredaryd
Delivery address: 
Industrivägen 4, SE-333 72 Bredaryd 
Phone: +46 370 86500
Email: sales@rapidgranulator.se

Rapid worldwide: 

USA  info@rapidgranulator.com
Germany info@rapidgranulator.de
France info@rapidgranulator.fr
Italy  info@rapidgranulator.it
China  info@rapidgranulator.cn
Asia/Pacifi c info@rapidgranulato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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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系列

乐必得150粉碎机为广大客户提供了包括
尺寸、产能和其它可选需求的最大选择范
围。可随意选择的多种料筒、进料和出料系

统。Auger和Docking两种系列的高度更
低，更容易放入注塑机下面。

如果您想要高强度的或极度坚硬的
机器，没有问题！乐必得150系列
的Delta-tech和Power-tech就能
满足您的需求。无论您的注塑

机安装方式如何，我们都
有合适的机边或机底粉

碎机来配套它。

300和400系列
乐必得开心工程概念

乐必得“开心”工程概念已经融入到乐必得每一台
300-，400-，500-和600-系列粉碎机。开心式粉碎
机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便捷的到达机械核心部分，
从而使得清洁和维护非常迅速，大大缩短了产品切
换时间。如此短的停机时间可使运转时间最大化，
劳动成本最小化。清洁检查设备的核心部件均为“
可视化”，从而避免了因为变更原材料或颜色时造
成的交叉污染。

型号
切削室开口
尺寸，mm

转子直径, 
mm

标准电
机，KW

最大产能,
kg/h

OneCUT PRO

OC100-22 215 220 N.A. 1.5 20

OC100-33 330 220 N.A. 1.5 35

OC100-44 445 220 N.A. 1.5 50

150-系列

150-07  80 70 150 0.37 7

150-21 210 150 150 2.2 40

150-35 350 150 150 2.2 60

150-42 420 150 150 2.2 70 

200-系列

200-24 240  270 200 4.0 75

200-36 360  270 200 5.5 100

200-48 480  270 200 5.5 150

200-60 600  270 200 5.5 200

300-系列

300-30 300  260 260 5.5 200

300-45 450  260 260 7.5 300

300-60 600  260 260 7.5 500

400-系列

400-45 450  350 350 15 450

400-60 600  350 350 22 600

400-90 900  350 350 22 750

400-120 1200  350 350 22 900

500-系列

500-60 600  450 450 22 600

500-90 900  450 450 30 900

500-120 1200  450 450 37 1200

600-系列

600-90  900  800 600 75 2500

600-120 1200  800 600 90 3000

600-150 1500  800 600 90 4000

500-和600-系列
开心的力量

乐必得500-和600-系列“开心”粉碎机提供通
道直达机器核心部件，使得这个系列的人机友
好性能达到最佳，同时提供了无法匹敌灵活性

应用。

500-和600-系列的灵活性应用使其可以轻
易应用于不同行业，应用范围包括整个注
塑，吹塑，挤塑等行业，每小时最大处理
量可达4000公斤。

开心式力量

最多为900公斤/小时

最多为1200公斤/小时

最多为4000公斤/小时

乐必得200系列

全新乐必得200系列粉碎机是在
线直接回收注塑和吹塑工艺产
生的塑料废品和次品的最佳选
择。

乐必得有全面的选择配置。包
括4个不同的机器尺寸配切削室
最大开口达600x270mm，不同
的转子类型和转子速度，出料
系统等。您可以根据您塑料废
品类型、产能、粉碎尺寸和直
接回收设备选择最适合您的粉
碎机。

作为标准配置，它配备了超能
切削室，超能切削室非常高效
的抓切如瓶类和容器的能力，
提供高效的产能。

乐必得粉碎机 

最多为50公斤/小时

最多为500公斤/小时

最多为70公斤/小时

最多为200公斤/小时

乐必得OneCUT PRO–慢速粉碎的最
聪明使用方式

乐必得OneCUT PRO是一款非常节能高效
的粉碎机，得益于乐必得独有的创新技术
FlexiSPEED控制系统和开放式设计。

各种塑料有着不同的特性，恒定的转速已
经不能满足要求。乐必得OneCUT PRO的
FlexiSPEED可以调整粉碎机的转速获得最佳
的粉碎果，噪音比定速粉碎机低，能耗也降
低。

不仅如此，开放式设计让清洁和维护保养粉
碎机更加简易；内置金属探测器等更多配置
使得乐必得慢速粉碎机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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