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tration Products

技术数据表
深层过滤
BECO® SELECTTM A 系列
用于烈酒和香料过滤的深层滤网 过滤板（所有文件中的多处都
有此错误，请注意修改。下文中不再重复标出。“深层滤网”全
部改为“深层滤板”，不再逐一标柱出）
伊顿的 BECO SELECT A 深层滤板用于优质烈酒（如
干邑白兰地、阿马尼亚克
酒、桶酿白兰地和威士忌）的严格过滤。在以仁果类水
果、去核水果、无核水果、酵母、葡萄，杜松浆果（杜
松子酒、琴酒）、谷物（白兰地）为原料的烈性酒过滤
中，也可实现出色的过滤效果。该产品系列的等级从粗
粒子分离到精细过滤，准确满足所有烈酒和香料过滤的
需求。

BECO SELECT A 深层滤网的具体优点包括：

-

钙、镁和铁离子含量低，可避免二次生成霾物质

-

深层滤网的最低颜色吸附力可实现保色过滤

-

可选择性地分离长链脂肪酸酯

-

通过理想的孔隙结构实现待分离成分的可靠过滤

-

采用优质原料制成，具有高澄清效力

-

具有高纳污能力，使用寿命长，更加经济

-

所有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全面质量保证和严格的工
艺控制可确保始终如一的成品质量。

极细霾物质的精细过滤
BECO SELECT A 20
实现高澄清效能的 BECO 深层滤网。该深层滤网类型能
够可靠过滤微细颗粒和高级脂肪酸。该特性使其尤其适
合无霾储存和填料。

澄清过滤
BECO SELECT A 40
用于澄清过滤和中强度霾物质分离的 BECO 深层滤网。
本深层滤网具有超强的纳污能力，尤其适用于高杂醇油
含量烈酒的过滤。

物理数据
本信息为选择 BECO 深层滤网的参考信息。
类型

订货号

公称
过滤精度

厚度

含灰量

湿
强度

不同条件下的透水性

µm

mm

%

kPa

Δ p = 100 kPa*
2
l/m /min

SELECT A 20

27620

0.8

4.4

43.0

> 40

160

SELECT A 40

27640

2.5

4.4

43.0

> 40

300

透水性是不同 BECO 深层滤网的实验室值，而不是建议流量。
* 100 kPa = 1 bar
所示图表基于当前知识标准。随着 BECO 深层滤网的进一步质量改善，图表内容将会变更。 可根据要求发布经
DIN EN 10204 认证的制造商证书。

成分
BECO 深层滤网采用纯天然材料和阳离子电荷载体制
成。使用不同数量采自落叶和针叶树、硅藻土、珍珠岩
的富含原纤维的纤维素纤维。

用蒸汽杀菌
蒸汽质量：
温度：

最高 121 °C （饱和水蒸气）

持续时间：

待蒸汽从所有过滤阀中排出后持续约

正确使用说明

20 分钟。

将 BECO 深层滤网插入板框式过滤器时需小心处理。避
免碰撞、弯曲和摩擦滤网。切勿使用受损的深层滤网。
插入
每个 BECO 深层滤网都有一个粗糙面和一个平滑面。深
层滤网的粗糙面为待过滤滤液面；平滑面为滤液面。插
入滤网时应始终确保滤液面与空滤板保持接触。

消毒和杀菌（可选）
可使用温度高达 121 °C 的热水或饱和水蒸气为湿润的
BECO SELECT A 深层滤网杀菌。应稍稍放松被施压的
过滤包。确保对整个过滤系统进行彻底杀菌。在过滤包
未冷却之前不得施加最终压力。
用热水杀菌
热水的流速应至少等于滤网的过滤量。
水质：

蒸汽不得含有其他
微粒和杂质。

水应为软化水且不含杂质。

冲洗：

杀菌后用 50 l/m² 的水以 1.25 倍的流
量进行冲洗。

过滤器准备工作和过滤
除已在杀菌之后完成冲洗以外，伊顿建议在进行首次过
滤之前用 50 l/m² 的水以 1.25 倍的流量对封闭的滤网进
行冲洗。由于应用的不同，冲洗时间通常从 10 到 20 分
钟不等。在最大运行压力下检测整个过滤器有无泄漏。
在不容许用水进行事先冲洗的高度酒精溶液和化学产品
应用中应循环 10 到 20 分钟。冲洗后将冲洗溶液清理干
净。

安全
如果使用并处理得当，该产品无已知的不良影响。
提供 EC 安全数据表备索。

温度：

85 °C

持续时间：

待所有阀门处的水温
达到 85 °C 后持续 30 分钟。

废物处理

过滤器出口处的压力至少为
50 kPa, 0.5 bar。

BECO 深层滤网的成分属于生物可降解产品。必须遵守
相关现行法规（根据待过滤产品的不同而不同）。

压力：
存放

获得 DIN EN ISO 9001 认证的质量保证

BECO 深层滤网采用强吸附材料制成。在运输和存放过
程中须谨慎处理。应将深层滤网存放在干燥、无味且通
风良好的地方。

伊顿的质量管理系统已获得 DIN EN ISO 9001 认证。

避免深层滤网受阳光直射。
BECO 深层过滤纸板倾向于直接使用，并且应于生产日
期后 36 个月内使用。
可选样式
供应所有常见的方形或圆形过滤器尺寸。可应要求提供
特殊样式。

该认证充分证实公司已应用了一个贯穿于产品开发、合
同控制、供应商选择、接收检查、生产、最终检查、库
存管理和运输方面的全面有效的质量保证系统。广泛的
质量保证措施包括严格遵守德国食品和饮料法规规定的
技术功能标准、化学纯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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