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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BRAND.
公司简介.
我们的产品在真空技术领域已有50多年的经验累积。 
VACUUBRAND在全球有200多名员工，提供范围很广的真空泵、 
设备、真空规和真空控制器，适用于中低真空范围。

从1961我们开始以VACUUBRAND
商标生产真空泵。从那时起，位于
Baden-Württemberg的Wertheim
成为我们广泛产品线唯一的生产基
地，并始终代表“德国制造”的高质
量水平。

VACUUBRAND 具备高水准的纵
向一体化以及卓越的技术能力。

最新的数控车削加工中心，电脑控
制测量和测试设备，内部工作流程
的不断优化，有助于提供持久的工
艺改进。

通过个性化培训及发展规划，我们
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员工。在公司
的各个部门间，我们都进行广泛的
跨学科的知识交流。这些都有助于
我们产生极大的动力，使我们员工
的工作有效而多产。

VACUUBRAND——竞争力来自于
德国家族企业长久以来的经验和技
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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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经验证的技术.
凭借持续的创新性、可靠度和个性化，以达到最高的质量要求，从而实现客户满意度最大化是我们的指导原则。

通过创新，心系客户需求，为客
户打造可持续的未来一直被当做
VACUUBRAND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而贯穿始终。

所有研发的新型泵都需通过长时间
的性能检测，之后才能获批进行批
量生产。每个真空泵在出厂前都需
通过一个严格的、精确的最终检测
环节才能交付客户。先进的生产方
式和创新的技术，确保我们的产品
满足世界级的最高质量标准。 

生产过程采用的全自动测量和测
试，及最终测试和监测环节中的再

次全自动检测，确保了产品的性能
和质量标准。我们确保我们的产品
不仅在品质上具有技术优势，而
且通过我们的泵可以超过平均的泵
的期望寿命这点，给客户带来真正
的经济上的收益。经过长时间使
用、即使经过维修和更换掉磨损部
件后，真空性能仍然很稳定，确保
能持续满足客户对可靠工艺控制需
求。

我们维持一个与Iso9001和公司内
部环境管理方案相一致的综合管理
体系，进而为质量、客户、员工及
环保等各方面定下了基准。

经验证的技术 — 现同样可用于工
业需求。

 



世界级品牌.
源自德国WeRTHeIM.
VACUUBRAND品牌享誉全球。 
在欧洲，美国，中国及印度都有销售办事处，以此为基础使我们可为当地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支持。

作 为 一 个 传 统 的 德 国 家 族 
业，VACUUBRAND一直致力于研
发和生产创新型产品。 

数十年来，我们在实验室，公斤
级实验室，科研及生产等领域的
真 空 应 用 引 入 了 很 多 前 沿 的 新
技术。VARIo®变频真空控制及
耐化学腐蚀的隔膜泵就是这样两
个“Made in Wertheim”研发的事
例。

我们的很多发明创造都有助于节约
资源，并改善用户的日常工作条
件。

多年以来，VACUUBRAND通过众
多国际性展会和活动展示其产品。
通过人力支持与得力的指导，给用
户的日常工作带来帮助。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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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油真空.
“绿色”技术.
环保的生产工艺，高效能的产品，小心利用宝贵的资源，对未来负责，
这些一直被作为我们环境友好型真空科技的生产哲学。

除了内部的环境管理体系，我们的目
标是生产符合严格环境标准的产品。
简而言之，我们生产“绿色”产品！从
产品的设计、生产、直至其整个使用
阶段，我们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地降低
资源消耗。这样也会降低碳排放量，
为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

在化学实验室和公斤级实验室的多
项应用中，VACUUBRAND现已用
现代化的无油化学隔膜泵取代了传
统的真空技术如油封旋片泵、水喷
射泵及液环泵。对油和水等资源的
节约是此转换过程中愈发重要的考
量因素。

VARIo®变频隔膜泵能够直接、精
准地控制真空度，为高效的溶剂回
收创造了最佳条件。此外，我们的
新型永磁电机也大大降低了能量消
耗。

具备这些特征的产品会用我们新
的GReeN VAC®商标来标识，用
以凸显其为不消耗油或水、拥有
更长的使用寿命、并最大限度的
降低能源消耗的环境友好型真空
产品系列。

技术、效益和环境保护对我们同等
重要。

GReeN VAC® - 环境友好型真空产
品系列。

 



设计理念.

从实验室到生产，从化学领域到制药工业，绝不妥协的耐化学腐蚀性，无油
无水，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泵体配置，标准配置真空控制，无干扰的运行方
式，清洁又环保。

除了久经考验的化学隔膜真空泵，
我们新增了VAC 24seven系列，目
前可用于中试及工业规模的应用。
经验证的可靠的单一泵模块经组
合，变为性能强大的模块化工业真
空系统。

当应用里包含腐蚀性或易冷凝气体
或蒸汽时，该真空系统可提供一个
洁净、无油及无污染的真空源。进
气口缓冲瓶能够保持泵体清洁干
燥。这些前置装置易于检修。
 
VACUUBRAND VARIo®控制系统
根据”需要”提供真空。中央控制单

元会确定所需的功率，并据此在整
个过程中调控单个泵单元的运转
速度。从而确保最大程度地节能降
耗，延长维护周期。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能够独立维修单
个泵单元的特殊能力，使得VAC 
24seven具有每天24小时、每周七
天的设备利用率。

 

耐化学腐蚀 
100%干式无油
模块化 
精准控制 
节约能源
无停机时间 



12 .13

www.VACUUBRAND-pRoCess.com





14 .15

www.VACUUBRAND-pRoCess.com

化学耐受性.

VACUUBRAND化学隔膜泵通用的耐腐蚀性，采用氟材料和全氟橡胶以确保不间断的工作，全球唯一的稳定核心设计
使其由非常长的工作寿命，干式、100%无油技术

隔 膜 泵 是 干 式 无 油 的 ， 因 此 不
会 消 耗 水 或 油 ， 也 不 会 产 生 废
水 和 废 油 。 隔 膜 技 术 将 抽 气 腔
室 与 驱 动 腔 室 完 全 密 封 分 隔
开。VACUUBRAND提供的化学隔
膜泵所采用的技术，即使在严酷的
化学应用中，仍有最佳的工作表现
和长久的可靠性。

即使是最高应力的组件，如泵头盖
和隔膜夹紧盘，也都经过精巧的多
阶段生产制得，拥有独特的稳定核
心技术。氟材料和全氟橡胶不仅拥
有优异的耐化学腐蚀性，其极低的
表面能还能将表面粘附降至最低。

VACUUBRAND只使用那些高品质
的材料用于所有的化学隔膜泵。

因此，制造工艺迸发出全新的可
能。从而不再需要为特殊应用设计
特定的真空泵。

VACUUBRAND化学隔膜泵——化
学领域的质量基准。

 
 

耐化学腐蚀 
100%干式无油
模块化 
精准控制 
节约能源
无停机时间



模块化.

以应用为导向的泵模块（70 mbar 和5 mbar），带中央控制单元及整合的真
空控制器。.

VAC 24seven产品线是一个模块化
系统。依照客户要求，至多将三组
泵模块简单、经济的组合并共用一
个控制模块。这项新的组合选择将
VACUUBRAND化学隔膜泵的优异
性能从实验室引入至工业应用中。 

每个泵模块的核心部件为两个独
立的变速真空泵。泵模块有两种
不同的控速版本可选：真空度为
5 mbar、最大抽速为30 m³/h，或
真空度为70 mbar、最大抽速为40 
m³/h。

基于VACUUBRAND久经验证的

CVC3000真空控制技术，控制模
块能够实现真空控制，并根据需求
控制对至多三组泵模块进行速度调
节。 

VAC 24seven -可靠技术及经济耐
用的完美结合。

 

耐化学腐蚀
100%干式无油
模块化 
精确控制 
节约能源
无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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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块 
用于控制泵模块

2组泵模块 
5 mbar， 60 m3/h  或 
70 mbar， 80 m3/h

3组泵模块 
5 mbar， 90 m3/h  或  
70 mbar， 120 m3/h

1组泵模块 
5 mbar， 30 m3/h  或
70 mbar， 40 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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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能源，
精确控制.
按需控制的VARIo®技术结合高效永磁电机，能耗最大可减少90%，有耐化学腐蚀的精确的真空传感器，带模拟与数字
接口。

VAC 24seven产品线的真空控制功
能由CVC 3000真空控制器提供。
它拥有性能稳健的、耐化学腐蚀的
电容陶瓷隔膜传感器，可为工业应
用提供绝佳的测量结果及控制精
度。

除了大显示屏和直观的用户界面
外，该控制器还能提供数种操作模
式和编程功能以供选择。

VARIo®控制技术可依照需求，将
高效率的GReeN VAC®永磁电机的
转速控制在0-100%之间。与采用
恒定转速泵的传统控制技术相比，

能耗最大可减少90%。

为工业需求而设计，该控制模块有
多种接口选项，用于整合到中央控
制系统（BMs）或者直接控制外
界的阀门。内置的LAN接口已包含
一个基于网络的软件，通过一台电
脑即可实现远程控制并记录工作进
程。

VARIo®控制——实现最佳的真空
控制。

 

耐化学腐蚀 
100%干式无油
模块化 
精准控制
节约能源
无停机时间 



维护简单.
无停机时间.
100%的可用性保证不间断工作，维护可在运转中轻松实现，无需备用泵，维
护间隔最长可达两年，根据需要提供维修服务。

泵头盖与隔膜夹紧盘的耐化学腐蚀
的稳定核心设计，确保隔膜泵经过
长时间运行仍然能满足参数要求。
根据应用的不同，平均的维护间隔
在15,000小时左右。

考虑到真空泵偶尔才会全速运转，
故多组泵模块可以分单元进行单独
维护而不会影响整个真空过程。控
制器会自动调节剩余泵模块的运转
速度。因此，VAC 24seven 能够
保证系统最大的可用性，而无需备
用泵。

单个泵单元结构紧凑，单人即可取

出。当然，VACUUBRAND也提供
上门维修服务。

VAC 24seven的维护理念—只为最
长的工作时长。

 

耐化学腐蚀 
100%干式无油
模块化 
精准控制 
节约能源
无停机时间 



20 .21

www.VACUUBRAND-pRoCess.com



控制模块.

VAC 24seven 控制模块

  内置的真空控制器带直观的文字菜单指引，用于精
准的、无滞后的控制工艺

  基于性能，中央集成，将泵模块在0-100%之间按
需运行，达到最高的能源利用率。

  模拟和数字接口，方便整合入工厂控制系统，通过
LAN接头及内置的基于网络的软件，可以直接远程
控制并记录真空度

  清晰的信号指示，显示当前的能量需求及工作状
态，便于监控



22 .23

www.VACUUBRAND-pRoCess.com

货品配置
VAC 24seven控制模块，可后续安装至多3组泵模块，附带说明书。

真空控制器 已内置

真空规探头 外置，电线2米（最长30米），测量接口为 KF DN 16小法兰

测量原理 陶瓷薄膜（氧化铝），电容式，不依赖于气体种类，绝压

测量上限 1080 mbar/810 torr

测量下限 0.1 mbar/0.1 torr

防护等级 Ip 42

电源电压和频率 400 V /50-60 Hz，三相电，16安培(eU, IN, CN)
 208-240 V/50-60 Hz，单相电，30安培(Us)

接口 Rs 232/以太网/可选 0–10 V

尺寸（长x宽x高） 385 x 775 x 449 mm

重量  15.6 kg  

技术参数



泵模块.

VAC 24seven 泵模块

  VACUUBRAND化学隔膜泵带有稳定核心设计的泵
头盖和隔膜夹紧盘，因此具有无与伦比的耐用性及
耐化学腐蚀性

  100 % 无油真空，将抽气腔室与驱动腔室完全密封
分隔开以避免污染

  VACUUBRAND VARIo®技术及先进的永磁电机将
能源消耗降至最低 - GReeN VAC®

  内部的沾湿部件区域遵循ATeX设备分类3的要求，
可用于偶尔或短时间内抽取爆炸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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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真空（绝压） 70 mbar

极限真空（绝压），使用气镇 100 mbar

最大抽速 40 m³/h

最大出气口压力（绝压） 1.1 bar

环境温度范围（工作时） 10–45 °C

ATeX规格 II 3G IIC T3 X 仅限于内部气路

防护等级 Ip 42

额定电机功率 2.0 kW 

进气口接口 KF DN 40 小法兰

出气口接口 KF DN 25 小法兰

尺寸（长x宽x高） 765 x 896 x 503 mm

重量  106 kg

极限真空（绝压） 5 mbar

极限真空（绝压），使用气镇 7 mbar

最大抽速 30 m³/h

最大出气口压力（绝压） 1.1 bar

环境温度范围（工作时）  10–45 °C

ATeX规格 II 3G IIC T3 X 仅限于内部气路

防护等级 Ip 42

额定电机功率 2.0 kW

进气口接口 KF DN 40 小法兰

出气口接口 KF DN 25 小法兰

尺寸（长x宽x高） 765 x 896 x 503 mm

重量 106 kg

技术参数
VAC 24seven泵模块# 70 mbar

技术参数
VAC 24seven泵模块# 5 mbar

货品配置
VAC 24seven泵模块安装完毕，连接即可使用，附带说明书。仅可与VAC 24seven控制模块配合使用。



附件.

用于在进气口和出气口连接两组泵模块
连接组件

将泵的出气口朝下
泵的出气口改口套件

隔膜扳手及垂直的泵底座
工具箱

2L的玻璃容器，用于收集泵出气口的冷凝液
缓冲瓶，用于收集冷凝液

用于将真空泵单元从系统里隔断
球阀VKe 40

M 10 螺纹，用于泵模块的运送
吊环螺栓套件

独立安装的管路和连接件，按需定制
其他附件

用于泵模块在地面上的安装和排列
可调节脚架套件

包含CVC 3000和连接件，用于维护时测试单个泵模块
测试工具包

用于冲洗泵单元
清洁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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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将控制模块与泵模块相连，并开展功能测试
初次安装

阐释设备的操作及编程功能，对设备作深入讲解
培训

隔膜、阀门、滤板、盲板法兰及密封塞，用于维护一个
泵模块

维护套组

IQ安装确认，oQ运行确认
认证服务

真空传感器的校准
DAKKs

包含如更换磨损配件，功能测试及校准控制器。
服务安排

请与我们联系
深度服务



联系方式.

France
West/North 电话 +33 1690 906 78
 patrice.toutain-keller@vacuubrand.com
south/east 电话 +33 3889 808 48
 sebastien.faivre@vacuubrand.com

United Kingdom 
North  电话 +44 1706 370 707
 georgina.cape@vacuubrand.com
south  电话 +44 1280 700 061
 edward.gill@vacuubrand.com

switzerland  电话 +41 52 384 0150
 roland.leu@vacuubrand.com
suisse Romande  电话 +33 3889 808 48
 sebastien.faivre@vacuubrand.com

China  电话 +86 21 6422 2318
 info@brand.cn.com

India  电话 +91 22 42957790
 info@brand.co.in

UsA  电话 +1 860 767 5341
Toll free in UsA   电话 +1 888 882 6730
 info@vacuubrand.net

GeRMANY
VACUUBRAND
GMBH + Co KG 
Alfred-Zippe-str. 4 
97877 Wertheim 

+49 9342 808-0
+49 9342 808-5555
+49 9342 808-5550
+49 9342 808-5660

info@vacuubrand.com 
www.vacuubrand-process.com

电话
传真 
销售
售后服务

邮箱
网址



技术信息.

真空控制器 已内置

真空规探头 KF DN 16 小法兰

测量原理 陶瓷隔膜（氧化铝），电容式， 
不依赖于气体种类，绝压

测量上限 1080 mbar/810 torr

测量下限 0.1 mbar/0.1 torr

电源电压和频率 400 V/50–60 Hz， 
三相电，16安（EU, IN, CN） 

208-240V/50-60Hz，单相电，
30安（US）

接口 RS 232/以太网/可选 0–10 V

VAC 24seven控制模块 VAC 24seven泵模块#5mbar

VAC 24seven
ATEX规格 II 3G IIC T3仅用于内部气路

进气口接口 KF DN 40 小法兰

出气口接口 KF DN 25 小法兰

气镇接口 ID/OD 4/6 mm

防护等级 IP 42

额定电机功率/泵模块 2.0 kW

环境温度范围（工作时） 10–45 °C

环境湿度范围（工作时） 30–85 %

尺寸（长x宽x高） 见图纸

重量/泵模块 106 kg

重量/控制模块 15.6 kg

重量(3组泵模块) 333.6 kg

地板负重（3组泵模块） 487 kg/m²

VAC24seven泵模块#70mbar
极限真空（绝压） 70 mbar

极限真空（绝压），使用气镇 100 mbar

最大抽速 
(1/2/3 组泵模块) 40/80/120 m³/h

极限真空（绝压） 5 mbar

极限真空（绝压），使用气镇 7 mbar

最大抽速 (1/2/3 组泵模块) 30/60/90 m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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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技术文件仅用于告知我们的
客户。针对一些特定应用的测试条
件获得的实验数据和结果，其有效
性尚依赖于许多我们不可控的因
素。因此，用户有责任根据自己特
定需求仔细核实上述结果的有效性
和产品的适用性。根据该目录中所
列信息引起的争议将不予支持。技
术参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