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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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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全新乐必得200系列粉碎机是直接

应用塑料废品回收、注塑和吹塑

之最佳合作伙伴。

  乐必得粉碎机有多种机型供

您选择：包括四种不同尺寸的机

器。其中最大切削室的开口达到

600 × 230毫米，提供不同的转刀

类型和转速，送料系统等都可配

套选择。根据您的塑料或废料类

型、要求达到日产量及粉碎后塑

料颗粒大小或回收要求来选择最

适合您的机型。

超能切削室 – 
乐必得200系列粉碎机专为轻量级

的大件产品配备了超能切削室。

例如瓶子、容器和注塑件都能被

有效地夹住和切削，避免在转子

上弹跳。

  乐必得粉碎机的又一项重大

改进就是优化了入口设计，大大

减少在清洗或维护保养时停机等

待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高品质粉碎料 

由始至终平稳整齐的切削成就了高

品质粉碎料。

  CCC 恒定的切削轨迹： 
Constant（稳定）&  Cutting（切

削）& Circle（循环） 

乐必得稳定的切削以及独特设计集

成转刀端板可消除摩擦热能，可最

大限度地减少灰尘和细粉。

  优秀的抓切功能 
超能切削室设计为可轻易抓切体积

大而轻的粉碎件。

  超强省电 
转刀架融合低速运转，做到最小能

量消耗。倡导节能环保。

  快速换刀 
方便开启式切削室以及用于阶梯式

刀架的盒式刀，或者开放式转刀架

的可调整式刀片，都让换刀更为快速

简单。

乐必得作为粉碎机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长期致力于粉碎机的改良、制造与推广，
并为塑料工业客户提供全套废料回收解
决方案。
在广阔的粉碎机领域，无论是台式机还
是大型机器，我们都能完全满足您的需
求。
一直以来，乐必得粉碎机在其领域都被
公认为最精良、最可靠、最耐用的产品。
完善的配件保养方案使得整机能一直保
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乐必得长期致力于成为您的合作伙伴。
七十多年的专业经验，超过100,000台
塑料粉碎机已经被安装到世界各地，诠
释着乐必得产品的卓越性能。与此同
时，我们为你提供专业的技术、人员与资
源支持。
在塑料回收领域，乐必得粉碎机坚持超
越您的期待！

乐必得粉碎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紫秀路100号3号楼3A室，201103
电话：021-67601875 传真：021-67601832
电邮：info@rapidgranulator.cn

Rapid worldwide: 

Sweden info@rapidgranulator.se
USA  info@rapidgranulator.com
Germany info@rapidgranulator.de
France info@rapidgranulator.fr
Italy  info@rapidgranulator.it
Singapore  info@rapidgranulator.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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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系列

重载传动
重载的传动由于飞轮效果功能强大并且节省能耗。

能耗低：因为配合最优的转子速度
200系列提供三个不同的转子速度档：260、400和840

转/分钟。根据不同应用配置最有效的转速。能量消耗

最小化。

最高品质粉碎颗粒
乐必得的切削技术，依靠整齐的剪式切削和稳定的切

线轨迹，即使最坚硬的材料也可保证颗粒均匀和最小

的粉尘含量。

最高标准配件
我们选择值得信赖的知名品牌配件。

以上单位为毫米。

200-24 200-36 200-48 200-60

转子直径（毫米） 200

  类型 阶梯式型（标准型），开放式（配选）

动刀数

 阶梯式结构 3  2 3  3 3  4 3  5

 开放式结构 3  2

转速（rpm） 260 400 400 400

进料入口尺寸 240 x 220 360 x 220 480 x 220 600 x 220

刀腔开口， 切线型/预切型 240 x 230 360 x 230 480 x 230 600 x 230

      超能型 240 x 270 360 x 270 480 x 270 600 x 270

电机功率（KW） 4.0 5.5 5.5 5.5

可选功率（KW） 4.0, 5.5, 7.5, 11

最大产能（可达，公斤/小时） 75 100 150 200

设备重量（公斤） 500 550 650 750

规格参数

机器尺寸 A B C D

200-24 650 240 210 330

200-36 770 360 330 450

200-48 890 480 450 570

200-60 1100 600 570 690

产品特点

刀腔配置：超能型，切线型，预切型

盒式刀片/可调刀片

双剪式切削

重载传动

可选项

转速（rpm）260（备选400，840）

“Power Tech”，耐磨处理

不同料筒用于片材/管材/型材，带式输送器，滚轮进料

根据产能要求可选额外定刀，增加产能，切线型刀腔

筛网直径  标准（毫米）6 / 可选择（毫米）4/8/10/12

料位指示器

刀具调整夹具（用于开放式转刀结构中的刀片预调）

切削室结构
乐必得200系列有3种刀腔结构，
每种都有它的针对性。Super-T
超能型（如下图）应用于处理
体积大又轻的部件。
  阶梯式转刀架结构（如右一
图）是标准型。可选择“开放
式转刀架”（如右二图），适
用于直线部件切削。

超能切削室
乐必得200系列粉碎机专为轻量级的大件产品配备了

超能切削室。例如瓶子、容器和注塑件都能被有效地

夹住和切削，避免在转子上弹跳。

转刀架结构
乐必得200系列配有开放式转刀架和阶梯式转刀架。两

种都采用剪式切削提供了高效粉碎。 

开放式转刀架可预调刀片，阶梯式转刀架配置盒式刀

片，两者都能快速简单更换刀片。最大限度地减少维

护、保养的停机时间。

可翻转型筛网
筛网可以翻转使用，提供了更长的使用寿命，耐用性

能最大化。 具有耐磨处理（可选）提供更长的使用寿

命，粉碎硬质材料。

拆卸型挡帘
挡帘可有效地防止物料飞溅。当您更换物料或者给物

料上色时，滑动托盘可轻易拉出挡帘来清洗。

进料口结构 
根据不同的应用和喂料

方法，有数种不同

的进料筒可选。

几乎所有标准的

料筒为模块化设计，根

据需要易于重新组合。

进料输送皮带

人工加料，托盘

辊轮进料

人工加料， 
不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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