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瑞得制药设备 
CONIWITT锥式磨粉机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 

HAMMERWITT锤式研磨机 



粉瑞得制药设备集团是磨粉技术领域的领先国际公司，

致力于为制药、化工和食品业提供采用单独磨粉台结

合多步磨粉工艺的创新型科技的FreDrive多功能粉

碎机。 

 

 

模块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模块化概

念：FreDrive使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要求，从5

种粉碎尺寸的粉碎刀中选择合适的粉碎刀进行细磨，

破除团聚或可控性过筛。 

 

更灵活——无与伦比的多功能性：FreDrive 可使客

户快速容易地适应粉碎机操作，无论生产环境或生产

场所条件如何，都可以满足当前或未来的生产要求。 

 
更高效——性能提升了5倍：经实践证明，在客户要

求的工艺范围内，从小批量生产到大规模生产， 

FreDrive具备同样的高性能和灵活性。 

 

更划算——提高投资回报，降低经营成本：通过

FreDrive，三种粉碎工艺可适用于同一台粉碎机，从

而使客户可以选用5种不同的粉碎刀  ，这样一来便

可降低70%的投资成本。 

 

新特点 / 新优势 

 3 种工艺 > 5 种粉碎刀 > 1 台机器 

 5 种粉碎刀可简便地交替运用于同一单独的三片

夹式法兰。 

 提高了粉碎能力，从小批量生产到大规模生产，其整

体粉碎能力成倍增长。 

 粉碎刀自动检测和相应的速度范围自动调节 

 直观的彩色触摸屏多功能用户界面 

 通过整套起吊设备，适用于有防爆认证的1区域

和21区域的的移动版。 

 通过综合诊断，持续监测运行状态。 

 机器内生产方式的整合和管理  

 运行参数的实时监测和报告 

 CFR 部分的 11 项功能整合进了控制模块。 

 无需惰化处理就可用于EMI＞1mJ的物料。 

粉瑞得制药设备 
模块化，更灵活，更划算，更高效 

3 种工艺 ——5 种粉碎刀 —— 一套系统 

该创新型系统是一台独特的多工艺机器。其无与伦

比的灵活性和卓越的性能造就了极高的成本效益。 

最多可使5种不同的粉碎刀交替用于同一底座组件的设计，

使FreDrive多功能粉碎机可进行锥形筛网磨粉、锤石磨粉

以及可控性过筛等操作——所有操作都可在同一台一体化

机器上实现。 





CONIWITT锥式磨粉机的优点  

 适用范围广，各种干、湿、有热敏性的物料均适用。 

 多种使用情况，可单机使用，也可嵌入整体装置中

使用。 

 明确的GMP理念使生产顺畅并可反复生产，以及规模

化生产。 

 符合0/20区域的ATEX防爆认证的建造和低至1mJ以上

的MIE范围，确保了生产的高度安全性。 

 符合无菌等级OEB5（即＜1μg/m3）防护要求的高度

操作安全性。 

 清洗简单方便——WIP、CIP和SIP清洗方式均适用。 

 模块化设计使生产灵活性极高。 

 粉碎组件极广的选择范围确保了离心式筛分机的通用性，且

粉碎组件的更换简单方便。 

 能量输入的降低和优化降低了物料的加热速率。 

CONIWITT锥式磨粉机是将颗粒状物料破除团聚并

整粒过筛的高性能高质量的锥形筛网粉碎机，最细

可处理150μm。 

 

得益于紧凑模块化的设计， CONIWITT锥式磨粉机

可以轻易地融入各种生产线中。由于拥有显著的多

样性和高性能，锥式磨粉机可用于任何需求的粉碎

过程，如要求达到最佳粒度分布或高流速的粉碎，

以及粉碎热敏性物料或可能爆炸的物质。  

 

CONIWITT锥式磨粉机 
更灵活，更紧凑，更有效 

 
150    200    250 

 

工艺特点 

产品密度 

产品温度范围  −20 ℃ 至 +60 ℃ 

工艺特点 

颗粒规格范围 5 cm-150 μm 

产量  

CONIWITT-150 

CONIWITT-200 

CONIWITT-250 

500–1500 kg/h 

1000–2500 kg/h 

2000–5000 kg/h 

产品密度 可达  2 kg/dm3 

产品温度范围 −20 ℃ 至 +60 ℃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 
高性能，模块化，创新性 

 
C20    C25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是一种圆柱形的筛网粉

碎机。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配备一个旋转筛

鼓，非常适用于颗粒状物料均质化和过筛，其粉碎细

度可低至150μm。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的旋转筛鼓有实质性的好

处。通过筛孔，在离心力和两个可交换的定子臂的

作用下，产品缓慢有效地进行传送。紧凑的模块化

设计使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可以轻易地嵌入生产

线中。 

 

TURBOWITT离心式筛分机的优点 

 适用范围广，各种干、湿、有热敏性的物料均适用。 

 多种使用情况，可单机使用，也可嵌入整体装置中使

用。 

 明确的GMP理念使生产顺畅并可反复生产，以及规模

化生产。 

 符合0/20区域的ATEX防爆认证的建造和低至1mJ以

上的MIE范围，确保了生产的高度安全性。 

 符合无菌等级OEB5（即＜μg/m3）防护要求的高

度操作安全性。 

 清洗简单方便——WIP和SIP清洗方式均适用。 

 模块化设计使生产灵活性极高，也使粉碎刀可在

两分钟中内完成更换。 

 粉碎组件极广的选择范围确保了离心式筛分机的通用性，

且粉碎组件的更换简单方便。 

 能量输入的降低和优化降低了物料的加热速率。 

工艺特点 

颗粒规格范围 可达150 μm 

产量  
TURBOWITT C20 

TURBOWITT C25 

1000–15000 kg/h 

2000–25000 kg/h 

产品密度 可达  2 kg/dm3 

产品温度范围 −20 ℃ 至 +60 ℃ 



HAMMERWITT锤式研磨机 
高性能，更灵活，高精度 

 

  3        6       15 

 

HAMMERWITT是一种锤式研磨机，它确保了可将

坚硬的结晶状纤维状物料细磨和研磨至30μm。 

 

HAMMERWITT锤式研磨机可用于实验室或者小批

量产品生产以及大规模生产。其紧凑的模块化设计

使得它可以整合进任何工艺中。它的构造确保了最

佳的可靠的生产符合GMP标准和高防护性要求，甚

至是非常坚硬的产品，其生产也符合GMP标准和高

防护性要求。 

 

HAMMERWITT锤式研磨机的优点  

 适用范围非常广，适用于各种干湿性物料。 

 多种使用情况，可单机使用，也可嵌入整体装置中

使用。 

 明确的GMP理念使生产顺畅并可反复生产，以及规

模化生产。 

 符合0/20区域的ATEX防爆认证的建造和低至1mJ

以上的MIE范围，确保了生产的高度安全性。 

 符合无菌等级OEB5（即＜1μg/m3）防护要求

的高度操作安全性。 

 清洗简单方便——WIP和SIP清洗方式均适用。 

 模块化设计使生产灵活性极高，也使粉碎刀可在几

分钟中内完成更换。 

 粉碎组件极广的选择范围确保了离心式筛分机的通用性，

且粉碎组件的更换简单方便。 

 粉碎的快速性降低了能量输入，也使产品温度增加

速率最低。 

工艺特点 

 

 

产量 

产品密度 可达2 kg/dm3 

产品温度范围                             −20 ℃ t至+60 ℃ 

颗粒规格范围 

工艺特点 

颗粒规格范围 1 cm-30 μm 

产量  

HAMMERWITT–3                    

HAMMERWITT–6 

HAMMERWITT–15 

可达700 kg/h  

可达2000 kg/h 

可达 5000 kg/h 

产品密度 可达  2 kg/dm3 

产品温度范围 −20 ℃ 至 +60 ℃ 





Frewitt manufacturer of machines Ltd. 

粉瑞得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Route du Coteau 7 

1763 Granges-Paccot 

瑞士 

 

供货地址 

邮箱（P.O.Box）615 

1701 Fribourg 

瑞士 

 

电话：+41 26 460 74 00 

info@frewitt.com   

www.frewitt.com 

 

Frewitt Pharma Machinery (China) Co.,Ltd 

粉瑞得制药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1029 Shenfu Road, 

Xinzhuang Industrial Zone 

201108 Shanghai, PR China 

 

上海莘庄工业区 

申富路1029号 

邮编：201108 

中国 

电话：+86 21 548 32950 

info@frewitt-china.cn  

www.frewitt-china.cn 

Frewitt USA, Inc. 

(粉瑞得美国公司) 

249 Homestead Road, 

Building 5, Unit 8 

Hillsborough, NJ  08844  

美国 

 

电话：+1 908 829 5245 

info@frewitt-usa.com  

www.frewitt-usa.com 

FREWITT （粉瑞得）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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