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X 文丘里喷射器–粉体输送设备 
- 苛刻工况的可靠气动粉体输送解决方案 - 

www.tomarsprocess.com 

“我们需要一非常可靠的、少

维修的系统来处理极其热与磨损

的物料…采用 FOX 文丘里喷射器

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从开始使用

起，它一直是 100%可靠… 
 
FOX 加拿大客户，2005 年 7 月 

这是这个项目的 佳选择。没有任何问题、

运行良好，耐用。每袋 1360kg 的盐仅需 8 分钟。

 
FOX 美国 Ohio 客户，2005 年 4 月 

“FOX文丘里喷射器每周运行 5
天，每天 3 班运行。我们用它配以

DN100mm 的管道来输送金属碎

片…50m 输送距离…使用 9 年来，

没有任何的维修。 
 

FOX 美国 Tennessee 客户，2002 年 1 月 

…创始于 1963 年

- 建筑材料的生产领域：  

如水泥、陶瓷、瓦片、石膏灰

 

- 电力/能源及与之相关领域的

污染控制： 

如加注碳黑，石灰石投入锅

炉，输送燃料及输送热烟灰 

 

- 食品行业 



FOX 文丘里喷射器 - 无运动部件的粉体输送设备 
 
- 无维修      
- 无反冲 
- 小物料破损 
- 易于清洁（CIP 系列） 
 
 
 
 
 
  
 
 
 
 
 
 
 
 
 
 
 
 
 
 
 
 
 
 
 
 
 
 
 
 
 
  
 
 
 
 
 
 
 

FOX 文丘里喷射器是如何工作的？ 
FOX 文丘里喷射器采用由鼓风机产生的正压空气

流经喷射器时产生吸力，抽吸走位于喷射器上方的

物料，并使之在正压气动输送系统中输送粉体、颗

粒及散装物料。因为无任何运动部件，FOX 输送

器无需维修。 

在输送过程中，文丘里喷射器压缩固体物料与空气

的混合物，由此提供足够的压力来弥补下流管道的

压力降。喷管输送器有三种连接口： 

1. 动力气源（与鼓风机连接） 
2. 吸料口（物料进口） 
3. 出料口 

文丘里喷射器是怎样用在输送系统中的？ 
文丘里喷射器用于正压稀相输送系统中，来输送散

装固体物料如水泥、矿石、灰、奶粉、碎屑及塑料

颗粒。文丘里喷射器通常来取代转阀、螺杆喂料机

及其它物料处理设备等，确保整个输送可靠，无尘

输送。 
 
通常，文丘里喷射器被安装于如下设备下面： 

- 粉尘收集器、袋滤捕尘室、旋风分离器 
- 螺杆输送器与称重输送带 
- 喷雾干燥器、锻烧炉、干燥器 
- 混合器、研磨机、过筛机、磨粉机 
- BIN、料仓、漏斗 

谁在用 FOX 文丘里喷射器？ 
自 1963 来，FOX 文丘里喷射器已被各国的许多公

司应用。FOX 公司有超过 4000 例的不同应用的数

据库，这其中包含被安装应用的超过 10000 台文丘

里喷射器。 

为什么文丘里喷射器用于气动输送系统？ 
● FOX 文丘里喷射器无任何运动部件。这确保了

输送无需维修。当您的输送系统需要高要求的

可靠性时，如输送活性碳或香料或水泥 – 选择

文丘里喷射器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 FOX 无回气。所有的旋转阀多有回气。如果输

送的物料是非常细的或易磨损的，回气可造成

及其的磨损问题，高维修费用，低输送性能及

粉尘飞扬。 
 
● 各种文丘里喷射器满足不同应用。40 多年的经

验，FOX 已研发了各种用途的文丘里喷射器，

通常备有库存，保证 1-2 周的交货期。除碳钢

及不锈钢材质的文丘里喷射器，FOX 还提供：

- 陶瓷及工具刚内衬文丘里喷射器 
- 卫生级符合 CIP 清洗要求的文丘里喷射器 
- 大口径吸料口的文丘里喷射器 
 

● 文丘里喷射器/鼓风机配套装置。FOX 文丘里喷

射器通常与相配套的鼓分机一起提供，这样可

确保运行满足客户的工况要求。 

FOX 鼓风机/文丘里喷射器的输送系统是如

何设计的？怎样证明其可靠性？它们能保

证输送系统正常工作吗？ 
FOX 文丘里喷射器的设计是在 40 多年实际经验下

的努力成果。FOX 配备完整仪器的测试实验室。

这些保证了 FOX 所提供的鼓风机/文丘里喷射器

输送系统具有可靠的性能。 
 



关于 FOX 文丘里喷射器–十个 常被关注的问题 
 
 
 
 
 
 
 
 
 
 
 
 
 
 
 
 
 
 
 
 
 
 
 
 
 
 
 
 
 
 
 
 
 
 
 
 
 
 
 
 
 
 
 

1）难道文丘里喷射器不需要均匀定量喂料

否则它们将堵塞吗？难道不需溢流漏斗否

则会堵塞文丘里喷射器吗？ 

2）难道文丘里喷射器不需要压缩空气吗？ 
不需要。98%FOX 文丘里喷射器使用的空气压力

小于 0.84bar(12 psig)，大约 50%喷射器使用的空

气压力小于 0.42bar (6 psig)。仅当用户的电力是免

费时，考虑使用 3-5bars 的压缩空气才是有意义的。

FOX 能提供与喷射器相配套的鼓风机，与压缩空

气相比，能减少 60-80%的能力消耗 

3）其它公司声称他们能生产文丘里喷射器

用于输送固体粉料。FOX 能提供什么功能是

其他公司无法提供的？ 
很多。FOX 是仅有的发起了近 2 年的研发努力，

包括对不同物料的成百实际经验的流体试验，物料

密度从 0.08-2.4 kg/l，输送距离从 15 – 60m。这些

数据被收集整理成数据库，以便预测喷射器输送不

同性能与形状的物料的输送效果。这一数据库加上

自 1963 年以来 FOX 已有的 4000 余例的应用及

FOX 所拥有的测试中心，FOX 公司已在这一领域

处于领先。 

4）FOX 设计的输送速度为多少？ 
同其它类型的气动输送系统。易碎物料缓慢输送，

黏附物料快速输送。FOX 喷射器能使用户很容易

调节输送速度至 低，这对处理易碎物料如颗粒，

食品，花生与金属小球等。每个喷射器多非常仔细

选择匹配的鼓风机，保证输送系统所需的合适输送

气体。 

文丘里喷射器不需要均匀

喂料。它们总是能自由地

流动而不会过量或堵塞。 

5）是否有一些简单的经验方法可以推算输

送系统所需的空气消耗？ 
没有！太多的因素影响气动输送系统的设计。为确

保一合适的鼓风机与喷射器的组合来满足实际工

况的需要，提供详细的输送要求，FOX 给出合理

的解决方案. 

6）是否可以就客户的

物料做输送试验?能
让客户目击测试的整

个过程吗?能做破损

试验吗？ 
是的,没问题!许多物料已

列出在 FOX 的 4000 个

具体场合中,因此大部分

物料无需做测试来预测

实际的输送能力及鼓风

机的具体型号（右图为

FOX 的测试中心）。预测

易破碎物料的破损程度

通常需做实样测试。 
7）文丘里喷射器能否输送非常热的物料？ 
不锈钢文丘里喷射器（316SS）能输送 600-650℃
的物料。采用镍铬合金 Inconel，FOX 文丘里喷射

器可处理温度高达 850℃的物料。 
8）文丘里喷射器是如何控制输送速度的？ 
不能。文丘里喷射器不能调节输送速率。FOX 文

丘里喷射器安装于大开口的出料容器如料仓，BIN，

大袋卸料站等的下面，能达到 大的输送能力。 
9）文丘里喷射器

需要多高的安装

位置？ 
FOX 文丘里喷射器

仅需 180mm 高的安

装位置。 
10）文丘里喷射器用于哪些场合？ 
FOX 文丘里喷射器应用于任何需粉体输送的场合。

● 建筑业：石膏灰，浮石粉，水泥行业 
● 非金属：陶瓷，玻璃，石英，硅石，云母 
● 环保及污染控制：活性炭，碳酸钠，吸附剂 
● 食品：糖，盐，香料，奶粉，咖啡豆等 
● 金属：铝粉，铁粉，金属粉，镍矿石（600℃）

● 塑料：注塑机的塑料颗粒，塑料薄片 
● 电力/焚烧：煤，焦炭，燃料，吸附剂，活性炭，

抑制炉渣产生的助剂，碳酸钙，烟道脱硫 



FOX 文丘里喷射器在气动输送中的应用图例 

 
 
 

 
 
 
 
 
 
 
 
 
 
 
 
 
 
 
 
 
 
 
 
 
 
 
 
 
 
 
 
 
 
 
 
 
 
 
 
 
 
 
 

替换旋转气锁 安装于粉尘收集器底部 

一鼓风机驱动 5 台 FOX 文丘里喷射器，来输

送 5 台粉尘收集器的粉体。没有回气，无需

维修，没有运动部件 

FOX 文丘里喷射器常常被用于替换旋转气锁，

消除回气及额外电机，提供更可靠的输送系统。

输送至干燥炉及锅炉 污染控制：烟道脱硫；活性炭等 

FOX 文丘里喷射器输送干淤泥至一水泥干燥

炉（英国，0.8bar 空气）。 
当需要 24/7 可靠运行的工况时，许多 FOX
文丘里喷射器被用于输送助剂 - 消除使用

旋转气琐。 

安装于螺杆输送器下面 输送热矿石 

FOX 文丘里喷射器安装于许多螺杆喂料器出

来口下面。不会有回气进入喂料器。典型应用

有燃烧及污染控制的助剂及食品行业的香料。

这里再也没有比 FOX 文丘里喷射器更可靠的

方法来输送来自干燥炉，锻烧炉或反应器的热

矿石，水泥，烟灰。 



FOX 文丘里喷射器型号及特性 

 
 
 
 
 
 
 
 
 
 
 
 
 
 
 
 
 
 
 
 
 
 
 
 
  
 
 
 
 
 
 
 
 
 
 
 
 
 
 
 
 
 
 

FOX 公司已研发制造了一系列文丘里喷射器。许

多喷射器型号听起来可能感觉很特殊，其实对 FOX
公司来说是标准并通常有库存，很快时间内就可交

货。对许多应用，与喷射器相配套的鼓风机也能很

快交货。 

标准，现货供应 
FOX 公司维持大量库存的喷射器： 
●  标准型尺寸：DN25 – 200mm 
●  材质：不锈钢 304，不锈钢 316，碳钢 
●  卫生/CIP 清洗型：DN25 – 100mm 
●  陶瓷内衬的喷射器：DN38 – DN150mm 
●  连接方式：NTP，BSP，法兰等 
喷射器可提供材质：如镍铬合金 Inconel，蒙乃尔

Monel，哈氏合金 Hastelloy，陶瓷喷涂等 

FOX 陶瓷内衬的文丘里喷射器 
易磨损性物料能造成旋转阀的过度磨损 终导致

停止生产。FOX 陶瓷内衬与工具钢内衬的喷射器

可输送极其磨损性物料，保证长工作时间及很高的

可靠性。 

安装于小推车的喷射器/
鼓风机输送系统 
不同于旋转气锁与 PD 鼓风

机系统，一完整的 FOX 喷射

器/鼓风机输送系统能灵巧地

安装于小推车上。根据需要，

移动到各种不同设备。 

FOX 卫生级文丘里喷射器- USDA 认证 

制药及食品行业要求设备符合卫生标准，FOX 已

设计出符合 CIP 清洗要求的喷射器，该装置经

USDA 认证。材质采用 304/316 不锈钢，内表面抛

光处理。该装置也经常被用于如输送调色剂，颜料

等物料，每批料完成后进行 CIP 清洗保证产品间不

交叉污染。 
 
FOX 在输送易碎性食品物料也积累了许多经验。 

大进料口的文丘里喷射器 

有时，客户要求物料进入喷射器的形状不是圆形或

增大进料口的口径。尤其当喷射器安装于粉尘收集

器下面时或输送不规则及易架桥的物料时。FOX
能提供与用户现有的连接方式匹配的喷射器。 



上海腾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Add.）：上海丰顺路645弄71号203室   邮编：201108           网 址（Website) : www.tomarsprocess.com               
电话（Tel）：021-64580371     传真（Fax）：021-54438671         电子邮件（E-mail）：info@tomarsprocess.com 

物料性能调查表 （FOX 文丘里喷射器） 

 
请填写并传真给我们。以便我们对你的输送系统提供合理快捷的建议。传真： 021-54438671 
 

用户信息 

客户：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网址： 

物料性能 

物料名称： 化学分子式： 

堆密度：         kg/dm3 颗粒尺寸：最大              最小           平均： 

物料是否易磨损？ 

流动性：  □易流动    □易架桥   □黏附    □其它流动性能： 

物料为：  □易静电    □易爆炸    □易燃    □有毒    □对某些材质有腐蚀性： 

最大温度： 物料的其它性能： 

装置 

生产能力：          吨/小时           吨/天           吨/班次       其它间隔： 

总输送距离：      m  水平距离：      m 垂直距离：      m 弯管数： 

喷射器的材质：      □不锈钢        □碳钢           □耐磨         □卫生  

喷射器与管路连接方式 ：□法兰     □螺纹     □软管     □其它 

物料的温度：          °C 环境的温度：          °C 吸料位置的温度：         °C 

物料的湿度：                    % 周围空气的湿度：                     % 

吸料位置：  □料仓     □漏斗     □螺杆喂料机     □粉尘收集器      □其它： 

出料位置：  □料仓     □混合设备   □焚烧炉   □反应容器      □其它：  

安装于：    □室内                      □室外                   □室内与室外 

鼓风机：    □现有                      □没有 

其它信息： 
 

  签  名：  
  日  期：  

                                     

                                                                 
 



 
 
 
 
 
 
 
 
 
 
 
 
 
 
 
 
 
 
 
 
 
 
 

 

 FOX 文丘里喷射器–粉体输送设备 
- 苛刻工况的可靠气动粉体输送解决方案 - 

www.tomarsprocess.com 

FOX 能提供整个完整输送系统 

- 鼓风机：提供两种输出空气压力，小于 0.5bar 型及小于 1bar 型

- 漏斗：提供定制，方便与用户装置及喷射器连接 

- 换向阀： 控制一台喷洒器输送至多个位置 

- 滑片阀：打开/关闭喷射器上方的漏斗，大袋卸料站，料仓等 

- 除尘装置：根茎输送系统的要求，提供合适的除尘装置 

- 弯管及管卡：合适弯曲半径的弯管及管卡 

FOX 文丘里喷射器/鼓风机案例 

每一新客户新应用，FOX 公司多整理成案例。这里提供部分

案例供参考，如您针对以下某一案例感兴趣，请联系我们，

更详信息将及时提供于您。 

食品： 

1、玉米粒 
2、水果冻 
3、爆米花 
4、磨碎的咖啡 
5、糖 
6、香料 

塑料： 

10、筛分机  
11、低温研磨 

尿布/卫生： 

19、尿布中的吸水树脂

建筑材料： 

12、浮石（粉尘收集器） 
13、酚醛树脂（夹板生产）

金属： 

7、煅烧铜 
8、铝 
9、铜粒 

矿石： 

20、石英砂 

电力/环保： 

14、石灰石 
15、烟灰 
16、锅炉助剂 
17、活性炭 
18、干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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