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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世界上第一台多动力干冰清洗机，为您的清
洗方案升级！Elite 20包含一个24V直流电机，利
用更高扭矩消除冻结现象。对干冰和压缩空气的
精确控制，以及简便的检修，Elite 20带来卓然不
群的干冰清洗体验。

• 全不锈钢机身

• 仅喷气选项

• 自行控制的喷枪射灯

• 更强劲的马达

• 独立悬挂，隔热型干冰料斗

使用全不锈钢机身，符合动力学设计的Elite 20能
够进行柔和而彻底的清洁。是食品药品行业轻型
应用的完美选择，一台机器解决全部清洗维护工
作。简易的控制面板能让您方便的对机器进行使
用和维护。

什么使得我们
与众不同

我们的系列产品提供最新的干
冰清洗技术。新设计的定量配
冰盘能够快速更换，减少停机
时间，维护费用更低。隔热料
斗仓门和料斗消除了干冰的结
块现象，确保顺畅喷射。全不
锈钢机身，高强度，并且防刮
伤，应对较好工况的同时，也
能适应恶劣的环境。

IceTech干冰清洗机:

• 拥有多项可调功能

• 环保无污染

• 无损的清洁方式

• 没有毒性

• 不导电 

• 完全干燥

• 没有二次污染

• 在线清洁设备

• 直接清洁设备，无需冷却

• 有高压和低压喷射选项

• 耗电少

• 运行成本低

技术参数: Elite 20 3/4”

尺寸 mm/inch:
长度：
宽度：

含把手高度：

739.7 / 29
450 / 17.7

1080 / 42.5

重量：
kg:/lbs: 104 / 230

干冰容量：
liter: / ft3: 20 / 0.71

耗冰量：
kg/hr:

lbs/min:
30 - 100
1.1 - 3.7

供气压力：
bar:
psi:

min 5 - max 16
min 72 - max 232

喷射压力：
bar:
psi:

min 2 - max 16
min 29 - max 232

耗气量：
Nm3/min:

cfm:
(取决于喷嘴组合)

0.7 - 10
25 - 353

压缩空气连接: 1” 爪型连接

空气质量: 根据 ISO 8573-1 三级
环境温度在+ 5°C / 41°F以下

耗电量: 500 W. 100V - 240V AC 50/60 Hz + PE (GND)

喷射管: 3/4” 单管系统

噪音: 噪音最高120分贝
取决于喷射压力，喷嘴组合和基材表面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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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组合

选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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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Tech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Elite 20配有7.5m/24ft喷射管，10m/32ft气管，带喷嘴和
射灯的喷枪，在任何应用中都能有效清洁。

为了应对各种不同的清洗应用，我们推荐使用组合喷嘴。从标准圆喷嘴到延长喷嘴，弯角喷
嘴，我们有不同的配置适应您的使用要求。IT3喷嘴箱可以组合出多种喷嘴样式，能应对任何
清洁挑战。

喷枪系列 IceTech喷枪设计可以和
多种喷嘴及配件组合使用

包括:
喷枪/有射灯
喷枪/无射灯

喷射管 高密度喷射管是用耐磨、
天然导电的合成橡胶制成的

规格:
7.5m / 24ft
3/4英寸喷射管

10m/32ft气管
1英寸气管

气管耐磨性强，
使用寿命长

规格:
10meters/32 ft气管
1英寸

Elite 20 3/4”
¾” HD喷射管
长度 (m/ft)

1.5 / 4.9, 部件号: 504725
5 / 16, 部件号: 504726

7.5 / 24, 部件号: 504727
10 / 32, 部件号: 504728
15 / 49, 部件号: 504729

喷射管

Elite 20 3/4”
1”气管

长度(m/ft)
10 / 32, 部件号: 90200; 
20 / 65, 部件号: 90198; 

气管

包含所有常用的喷嘴种类，装在一个航空箱内。
不同喷嘴适应不同应用。

尺寸 (mm/inch) - 长度: 460 / 18.110; 宽度: 350 / 13.779
重量(g/lbs): 3500 / 7.716

部件号: 90399

IT3喷嘴箱

美国总部 + 1800 337 9423    欧洲 +32 (0) 13 53 95 47    德国+49 (0) 6551 9606-0    中国 +86 (0)21 5296 7161 
www.coldjet.com      www.icetechworld.com



喷嘴

延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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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们高性能喷嘴来拓展您的清洁应用范围，这些喷嘴能够让清洗机适应各种应用，包括
塑料行业的各种应用。您可以选择圆形、扁平和锥形的不同尺寸喷嘴。

IceTech延长杆，可以帮助清洁标准喷嘴难以到达的地方。另外可选配绝缘配置。

扁平喷嘴，20mm
包括喷嘴接头Ø 7-16
（喷幅大约20mm）

尺寸(mm/inch)
长度: 305 / 12
宽度: 40 / 1.57
重量: g: 500 / lbs: 1.102

部件号:
502714

45°延长杆
包括转接头，部件号 91003
和锁紧螺母，部件号 91009

尺寸 (mm/inch)
长度: 310 / 12.2 直径: Ø14
重量: g: 140 / lbs: 0.308

部件号:
91204S

90°延长杆
包括转接头，部件号 91003
和锁紧螺母，部件号 91009

尺寸 (mm/inch)
长度: 310 / 12.2 直径: Ø14
重量: g: 160 / lbs: 0.351

部件号:
91203S

延长杆
转接头（配件）
部件号: 91003

尺寸 (mm/inch)
长度: 250 / 9.84 直径: Ø14
重量: g: 120 / lbs: 0.26

部件号:
91224

延长杆,部件号 91222
转接头（配件）
部件号: 91003

尺寸 (mm/inch)
长度: 500 / 19.6 直径: Ø14
重量: g: 220 / lbs: 0.48

部件号:
91222

扁平喷嘴，50mm 
包括喷嘴嵌件Ø 7-16
（喷幅大约50mm）

尺寸 (mm/inch)
长度: 310 / 12.2
宽度: 56 / 2.2
重量: g: 340 / lbs: 0.749

部件号:
502666

特殊喷嘴，Ø 7 mm 
带POM保护

尺寸 (mm/inch)
长度: 160 / 6.30
宽度: Ø7
重量:g: 100 / lbs: 0.22

部件号:
503045

特殊锥形喷嘴，
360° A型

尺寸 (mm/inch)
长度: 147 / 5.787
重量: g: 74 / lbs: 0.163

部件号:
9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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