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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0 50D-1505 T2进料罐 20027-C1505-01 筒体/封头：S30408 1 0

设计压力（Mpag）：0.124/-0.1

设备尺寸：Φ1400×1400；    V=2.9m3

设计温度（℃）：340/40

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D-1502 密封罐 20027-C1502-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1200 1200

型式：立式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操作介质：矿物油/T2

一

2

3

设计温度（℃）：340/40

0 1450 1450

设备尺寸：Φ400×2000；    V=0.3m3

D-1523 密封罐回收罐 20027-C1523-01 筒体/封头：Q345R 1

D-1512 矿物油吹扫罐 20027-C1512-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280 280

操作介质：矿物油

设备尺寸：Φ200×540；    V=0.02m3

50 50

型式：立式

D-1505 T2进料罐 20027-C1505-01 筒体/封头：S30408 1 0

设计温度（℃）：340/40

操作介质：T2

设计压力（Mpag）：1.4/-0.1

型式：立式

设计压力（Mpag）：1.4/-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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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5
D-2001
D-2002

丙烯脱硫罐 20027-C2001/C2002-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1

型式：立式

设计温度（℃）：340/40

型式：立式

设备尺寸：Φ1400×1400；    V=2.9m3

设计压力（Mpag）：0.124/-0.1

操作介质：矿物油/T2

操作介质：丙烯

设计压力（Mpag）：2.98/0.951

设计温度（℃）：90/340，-70

设备尺寸：Φ2000×8230；    V=28.1m3

6
D-2016
D-2018

丙烯干燥罐（二级） 20027-C2016/C2018-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1

型式：立式

设计压力（Mpag）：2.98/0.951

设备尺寸：Φ2100×6400；    V=24.9m3

设计温度（℃）：90/340，-70

操作介质：丙烯

型式：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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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8

设备尺寸：Φ610×2337；    V=0.76m3

7
D-4040
D-4047

筒体/封头：Q345R 2 0

设计压力（Mpag）：FV/0.951

浆料进料罐 20027-C4040/C4047-01

D-4056 矿物油储罐 20027-C4056-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230 23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催化剂浆料

设计温度（℃）：60/340

设备尺寸：Φ800×1600；    V=0.9m3

设计温度（℃）：60/340

8

9

设计压力（Mpag）：FV/0.951

2 0 1015 203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给电子体

设计压力（Mpag）：FV/0.365

设备尺寸：Φ600×800；    V=0.27m3

D-4056 矿物油储罐 20027-C4056-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230 230

操作介质：矿物油

型式：立式

设计温度（℃）：60/340

D-4060
D-4062

给电子体进料罐 20027-C4060/C4062-01 筒体/封头：Q345R



6              24    .

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11

设计温度（℃）：180/-53

设备尺寸：Φ1600×2170；    V=5.5m3

操作介质：聚丙烯树脂及少量丙烯气体

D-4101/D-4106
D-4105/D-4107 1号产品仓/2号产品仓/3号产品仓/4号产品仓 20027-C4101/C4106-01 筒体/封头：09MnNiDR

设计压力（Mpag）：4.02/0.951

10 2 0

型式：立式

D-4103/D-4108
20027-C4103/C4108-01 / 09MnNiDR 2 0

设备尺寸：Φ1500×2160；    V=4.8m3

设计压力（Mpag）：4.02/0.951

设计温度（℃）：180/-53

操作介质：聚丙烯树脂及少量丙烯气体

11

型式：立式

D-4103/D-4108
D-4110/D-4112 1号产品吹出罐/2号产品吹出罐/3号产品吹出罐/4号产品吹出罐 20027-C4103/C4108-01 筒体/封头：09MnNiDR 2 0

12

设计温度（℃）：100

设计压力（Mpag）：0.35

设计尺寸：ID8790/4880/4220×5700/24600/6700(TL/TL) V=1299m3

1 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树脂/碳氢化合物

D-5009 产品净化仓 20027-C5009-01 筒体/封头：Q34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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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13

14 D-5229 轻组分回收缓冲罐 20027-C5229-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计压力（Mpag）：4.85

设计温度（℃）：45/-90

厂家提供

D-5024 尾气回收分离器 -- 筒体/封头：SS 1 0

型式：立式

16 D-5290 丙烷回收罐 20027-D5290-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0

型式：立式

15

设计压力（Mpag）：2.95/0.951

设计温度（℃）：140/-53

设备尺寸：Φ1500×5000；    V=9.8m3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计温度（℃）：70/-53

设备尺寸：Φ3000×9000；    V=71.3m3

D-5257 回收塔脱气罐 20027-C5257-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0

型式：立式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计压力（Mpag）：1.52/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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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设备尺寸：Φ1500×5000；    V=9.8m3

设计压力（Mpag）：2.65

设计温度（℃）：100/-46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17 D-6213 过氧化物罐 20027-D6213-01

设计压力（Mpag）：0.00686

筒体/封头：S30408 1 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过氧化物

设计压力（Mpag）：0.00686

设计温度（℃）：60

设备尺寸：Φ700×2100；    V=0.92m3

设计温度（℃）：130

设计压力（Mpag）：0.18/FV

18 D-9001 蒸汽冷凝液罐 20027-C9001-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3050 305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冷凝液

设备尺寸：Φ1200×2500；    V=3.3m3

19 D-9301 高压火炬放空罐 20027-C9301-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13310 13310

型式：卧式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计压力（Mpag）：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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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设计温度（℃）：200

设备尺寸：Φ3000×6800；    V=55.7m3

20 D-9302 低压火炬放空罐 20027-C9302-01 筒体/封头：Q345R 1 0 2370 2370

型式：卧式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计压力（Mpag）：0.35

设计温度（℃）：340

设备尺寸：Φ1200×3600；    V=4.7m3

不含塔盘重量1 C-2008 筒体/封头：09MnNiDR

设计压力（Mpag）：2.98/0.951

0

型式：浮阀塔

丙烯脱气塔 20027-C2008-01

设备尺寸：Φ3200/1600×21082 V=  m3

操作介质：丙烯

二 塔器类

1

21 D-9303 火炬加热罐 20027-C9303-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0 28175 28175

型式：卧式

设计压力（Mpag）：0.58

设计温度（℃）：-53/200

设备尺寸：Φ2500×7000；    V=28.4m3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备尺寸：Φ1200×3600；    V=4.7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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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不含塔盘重量

设计温度：90/-53 ℃

设计压力（Mpag）：2.78/0.951

操作介质：丙烯/丙烷

设计温度：100/-46 ℃

设备尺寸：Φ2200/2470×32775 V=  m3

2 C-5260 回收塔 20027-C5260-01 筒体/封头：09MnNiDR 1 0

型式：浮阀塔

1 E-2009 丙烯脱气塔冷凝器 20027-E2009-01 壳体/管程：Q345R/09MnNiDR

型式：BEM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循环水/丙烯

壳程：设计压力（Mpag）：2.28/F.V

管程：设计压力（Mpag）：2.98/0.951

2 壳体/管程：09MnNiDR/09MnNiDR 1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丙烯/蒸汽

20027-E2010-01

壳程：设计温度（℃）：90

管程：设计温度（℃）：90/-53

热负荷：2513KW

0

型式：BEU

1 0

三 换热设备类

E-2010 丙烯脱气塔再沸器

壳程：设计压力（Mpag）：2.98/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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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壳体/管程：09MnNiDR/09MnNiD 13 E-2011 丙烯冷却器 20027-E2011-01 0

型式：AEL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丙烯/循环水

管程：设计压力（Mpag）：2.28/F.V,0.655

壳程：设计温度（℃）：230/-53

管程：设计温度（℃）：230

热负荷：3900KW

壳程：设计压力（Mpa）：2.98/0.951

5 E-4002 循环气冷却器 20027-E4002-01 壳体/管程：Q345R/S22053 1 0

4 EH-2114 氮气加热器 YKZL 1364-15PD(M)-00 壳程/加热元件：S30408/S30408 1 0

型式：电加热器

操作介质：氮气

设计压力（MpaG）：1.0/F.V

设计温度（℃）：400

设备尺寸：

额定功率：225kW

管程：设计温度（℃）：180/50

热负荷：738KW

壳程：设计压力（Mpa）：2.98/0.951

管程：设计压力（Mpa）：2.28/F.V

壳程：设计温度（℃）：1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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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冷却水/循环气

壳程：设计压力（Mpag）：3.47/FV

管程：设计压力（Mpag）：4.33

壳程：设计温度（℃）：200

管程：设计温度（℃）：200

设备尺寸：     换热面积：

丙烯蒸发器6 E-4005 20027-E4005-01 壳体/管程：Q345D/09MnNiD 1 0

型式：BEM

型式：BEM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蒸汽/丙烯

壳程：设计压力（Mpag）：3.88/FV

管程：设计压力（Mpag）：0.951/4.85

壳程：设计温度（℃）：200

管程：设计温度（℃）：-53/200

额定功率：339kW

丙烯蒸发器6 E-4005 20027-E4005-01 壳体/管程：Q345D/09MnNiD 1 0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循环水/碳氢化合物

壳程：设计压力（Mpa）：0.6

管程：设计压力（Mpa）：0.6

壳程：设计温度（℃）：180

E-5224 尾气回收冷却器 20027-E5224-01 壳程/管程：Q345R/Q345R 1 0

型式：B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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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型式：BEM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循环水/碳氢化合物

壳程：设计压力（Mpa）：3.88

管程：设计压力（Mpa）：4.85

壳程：设计温度（℃）：180

8 壳程/管程：Q345R/S30408 1 0E-5230 压缩机后冷却/冷凝器 20027-E5230-01

管程：设计温度（℃）：180

额定功率：241kW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碳氢化合物/碳氢化合物

E-5261 回收塔冷凝器 20027-E5261-01 壳程/管程：Q345R/09MnNiDR 1 0

壳程：设计温度（℃）：180

型式：BEM

壳程：设计压力（Mpa）：4.85

管程：设计压力（Mpa）：4.85

壳程：设计温度（℃）：45/-90

管程：设计温度（℃）：45/-90

额定功率：A:40KW B:13KW C:356KW

10

型式：BEM

9 E-5231 自冷式换热器 20027-E5231-01 壳程/管程：S30408/S30408 1 0

管程：设计温度（℃）：180/-46

额定功率：155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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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型式：BEU

11 E-5268 回收塔再沸器 20027-E5268-01 壳程/管程：09MnNiDR/Q345R 1 0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循环水/丙烯

壳程：设计压力（Mpa）：2.21/FV

管程：设计压力（Mpa）：2.78/0.951

壳程：设计温度（℃）：100

管程：设计温度（℃）：100/-46

额定功率：3706kW

管程：设计压力（Mpa）：2.21/FV

壳程：设计温度（℃）：200/-46

管程：设计温度（℃）：200

额定功率：3756kW

型式：BEU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丙烷/蒸汽

壳程：设计压力（Mpa）：2.78/0.951

1235 123512 E-9002 蒸汽冷凝液放空冷凝器 20027-E9002-01 壳程/管程：组合件/组合件 1 0

型式：AEM

操作介质（壳程/管程）：蒸汽/冷却水

壳程：设计压力（Mpa）：0.66

管程：设计压力（Mpa）：0.85

壳程：设计温度（℃）：130

管程：设计温度（℃）：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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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四 泵类

1 P-1503 1 0

型式：双隔膜泵

操作介质：T2

设计流量（m3/h)：0.011

壳体：SS316；隔膜：SS316 107T2输送泵 107H98006

扬程(m)： 463

设备尺寸：Φ400X2974 换热面积：19.79 m2

2

3

扬程(m)：463

107

设计流量（m3/h)：0.011

操作介质：T2

电机功率(KW)：0.55

电机功率(KW)：0.55

P-1504 1 107

1 0 107

H98006 壳体：SS316；隔膜：SS316 0T2输送泵 107

型式：双隔膜泵

扬程(m)： 463

型式：双隔膜泵

操作介质：矿物油/T2

P-1522 密封罐回收泵 H98007 壳体：SS316；隔膜：PTFE

设计流量（m3/h)：0.013

扬程(m)：461



16              24    .

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4

P-2007

P-1514 壳体：316SS 隔膜:PTFE 1 0 9.2

电机功率(KW)：0.55

矿物油泵 XPX1/SSAAA/TEV/TF/STF/001K

扬程(m)：16.15

设计流量（m3/h)：1.36

操作介质：矿物油

9.2

型式：气动隔膜泵

5

6

7

扬程(m)：15

P-2012
P-2013

丙烯进料泵 GSB-L1-43/440 壳体：316SS 叶轮:316SS 1 1

操作介质：丙烯

设计流量（m3/h)：130

P-2010 废碱泵 EAP 25KJ-250-G 壳体：316SS 叶轮:316SS 1 0 807 807

P-2007
P-2037

脱气塔冷凝水泵 KCC125X100-200

操作介质：循环水

型式：离心泵

壳体：球磨铸铁 叶轮:CF8 1 1 331 331

设计流量（m3/h)：178

扬程(m)：440

1109 2218

型式：高速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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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P-4055 矿物油抽桶泵 XP.025/SZPPP/TEL/TF/STV/0014 壳体：316SS 隔膜:PTFE 1 0 4 4

操作介质：矿物油

操作介质：NaOH溶液

8

设计流量（m3/h)：8

扬程(m)：49.9

设计流量（m3/h)：0.227

型式：气动隔膜泵

型式：离心泵

10

催化剂罐卸料泵 XPX200/SSAAA/TEU/TF/STF 壳体：316SS 隔膜:PTFE 1 0 9 9

操作介质：催化剂料浆

设计流量（m3/h)：5.472×10-3

扬程(m)：49

9 P-4054

P-4043
P-4044

浆料进料泵 12P2 SJY 3DBE-X
壳体：316SS 

转子:17-4PH（全表面镀

铬）

1 1

型式：单螺杆泵

操作介质：催化剂料浆

设计流量（m3/h)：1.2

扬程(m)：397

型式：气动隔膜泵

设计流量（m3/h)：0.227

扬程(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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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扬程(m)：17.5

电机功率(KW)：75

11 P-4004 循环水泵 KPS20-350 壳体：球墨铸铁；叶轮：双相不锈钢 1 0 755 755

电机功率(KW)：3

操作介质：循环水

型式：离心泵

设计流量（m3/h)：1062

型式：隔膜泵

设计流量（m3/h)：0.0065

扬程(m)：449

电机功率(KW)：0.55

12 P-4069 给电子体抽桶泵 XPX1/SSAAA/TEU/TF/STF/0014 壳体：316SS 隔膜:PTFE 1 0 9 9

型式：气动隔膜泵

13
P-4061
P-4063

给电子体进料泵 MD93H8M/9.CZ.VV3.Z
缸体：316SS 
隔膜:316SS

1 1 120 240

操作介质：给电子体

扬程(m)：13

设计流量（m3/h)：1.363

操作介质：给电子体



19              24    .

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14

15 P-5269/P-5270 回收丙烯泵 GSB-l1-43/440 壳体：316SS；叶轮：316SS 1 1 1109 1109

型式：离心泵

78P-5259 回收塔增压水泵 KCC100X65-200 壳体：铸铁；叶轮：CF8 1

电机功率(KW)：5.5

0 78

型式：离心泵

操作介质：循环水

设计流量（m3/h)：78.1

扬程(m)： 13.4

P-5291/P-5292 丙烷回收泵 GSB-l1-43/440 壳体：316SS；叶轮：316SS 1 1

16

17

操作介质：水

设计流量（m3/h)：0.0000164

扬程(m)：140

电机功率(KW)：0.55

型式：离心泵

P-5275 注水泵 MD23H4M19 DAM CZ.v v3.Z 壳体：316SS 1 0 120 120

型式：双隔膜计量泵

型式：离心泵

操作介质：丙烯

设计流量（m3/h)：12.5

扬程(m)： 490

电机功率(KW)：55



20              24    .

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扬程(m)： 50

电机功率(KW)：10

18 P-6214 过氧化物进料泵 MD140H20H 19 CZ.v v3.Z 壳体：316SS 1 0 120 120

型式：隔膜计量泵

操作介质：过氧化物

设计流量（m3/h)：0.033

设计流量（m3/h)：15

操作介质：丙烷

P-9003/P-9004 蒸汽冷凝液泵 KCC40×25-200 壳体：QT500-7 1 1 52 104

型式：离心泵

操作介质：水

19

20

1 0 9 9

型式：气动隔膜泵

操作介质：过氧化物

设计流量（m3/h)：1.36

扬程(m)：4.3

设计流量（m3/h)：7.5

扬程(m)：161

电机功率(KW)：0.55

P-6215 过氧化物抽桶泵 XPX1/SSAAA/TEV/TF/STF/0014 壳体：316SS

设计流量（m3/h)：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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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五 压缩机类

扬程(m)：48.9

电机功率(KW)：5.5

1

型式：往复式

进出口压力(MPa(G))： 2.2/4.5

操作介质：氢气

设计流量（kg/h)：100

K-1208/K-1209 氢气压缩机 D123LC5.5 组合件 1 1

2 K-4003 循环气压缩机 组合件 1 0

3

进出口压力(MPa(G))： 3.26/3.37

电机功率(KW)：1840

进出口压力(MPa(G))： 0.015-0.052/4.11

型式：往复式

操作介质：碳氢化合物

设计流量（m3/h)：8167

进出口压力(MPa(G))： 2.2/4.5

电机功率(KW)：88

设计流量（Am3/h)：35860

K-5214 尾气回收压缩机 4K-300MG-63/(0.34～0.71)-41.29 组合件 1 0 79517 79517

型式：离心式

操作介质：循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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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六 分离设备类

1

电机功率(KW)：2500

型式：滤筒

S-1115 氮气过滤器 XJF15-S088-00 框架：Q345R；滤筒：聚酯 1 0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1.0

操作介质：氮气

设计流量（Nm3/h)：2191

2

3

S-1117

S-1211 氢气过滤器 XJF15-S086-00 框架：10；滤筒：聚酯

设计温度（℃）：70/-10

设计压力（Mpag）：1.0

操作介质：氮气

设计流量（Am3/h)：36

型式：滤筒

S-1116 高压氮气过滤器 XJF15-S089-00 框架：10；滤筒：聚酯 1 1

设计温度（℃）：40/-10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4.85

1 0

操作介质：氢气

设计流量（Am3/h)：40

型式：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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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6

S-2022

设计温度（℃）：40/-10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5.05

操作介质：丙烯

设计流量（m3/h)：130

型式：滤筒

S-2020 丙烯过滤器 XJF15-S090-00 框架：09MnNiDR；滤筒：聚酯 1 1

过滤面积(m2)：

7

8

型式：袋式

操作介质：PP粉尘/碳氢化合物

设计温度（℃）：100

S-5019 产品净化仓低位过滤器 XJF15-S082-00 框架：CS；滤袋：Goretex-PP 1 0

S-5010 产品净化仓过滤器 XJF15-S081-00 框架：CS；滤袋：Goretex-PP 1 0

型式：袋式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0.5

操作介质：PP粉尘/碳氢化合物

设计流量（Am3/h)：76950

设计温度（℃）：110/-46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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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9

操作介质：PP粉尘/碳氢化合物

设计流量（m3/h)：11728

设计温度（℃）：100

S-5243/5244 压缩机入口防护过滤器 XJF15-S085-00 框架：CS；滤袋：Goretex-PP 1 0

型式：滤筒

设计流量（Am3/h)：720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0.5

七 反应器类

1

操作介质：聚丙烯、氮气 滤袋：聚酯+PTFE

设计压力（Kpag）：6.86

设计温度（℃）：-10/100

挤压机厂家供货

10 S-7011 挤压机进料料斗/尾气过滤器 XJF15-S083-00 筒体：S30408 1 0

型式：立式

操作介质：聚丙烯/丙烯/氢气等

1 0

设计流量（m3/h)：11728

R-4001 反应器 筒体：Q345R

设计温度（℃）：140

过滤面积(m2)：

设计压力（Mpag）：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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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八 搅拌器类

1 1 340 680

桨叶型式：4PP/V4PP

设计温度（℃）：180

筒体尺寸：底部Φ5800×19180mm 顶部φ8920×6910mm；   V=506m3

A-4041
A-4048

浆料进料罐搅拌器 KT34-DMR-2.2H
搅拌轴：35#；搅拌桨：

Q235
1

设计压力（Mpag）：4.07

操作介质：催化剂浆料

九 其他类

1

2

3

转速（rpm）：79

产品净化仓旋转进料器 20×20EDKME-5015

设计压力（Mpag）：0.931

设计温度（℃）：340

桨叶直径（mm）：457

电机功率(KW)：2.2

能力（kg）：907

CS 1 0

操作介质：催化剂浆料

ME-4045 翻桶机 1 0

能力（kg）：363

ME-4046 转筒机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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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备注

操作 单重 总重
序号 制造材料设备位号 设备名称和规格 图号或型号

备用

重量（kg）

操作介质：粉料树脂

设计流量（m3/h)：300

型式：--

电机功率(KW)：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