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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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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3

ALSIDENT® SYSTEM  25 可以配备多种直径的

法兰以联接通风系统。

型号1 和型号2 工作箱法兰的安装方式可

选。标准型号3 工作箱默认的安装法兰为直

径Ø75 mm (2.95˝) ，但也可以订购直径Ø50 
mm (1.97˝) 的法兰。

工作箱法兰有6种不同的直径，由红色或白

色PP材料制成。 标准的工作箱上，法兰都

用螺丝固定在后面的面板上，但是也可以

订购特殊位置的安装。

更多详情，请参阅带订货号的插页，也可

以登录我们的网站www.alsident.com或联系

我们在当地的代理商。

ALSIDENT® SYSTEM 25的配件

... 法兰的多种安装方式

ALSIDENT® SYSTEM 25
 创造一个更洁净工作环境的工作箱

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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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ALSIDENT® SYSTEM  25 工作箱的设计风量为 117 - 850 
m3/h (68-500 CFM)。

ALSIDENT® SYSTEM 25非常适合用于工作过程如：粉末

的称重和转移，化学物质的混合，染发和永久卷发的焗

油，小的打磨工作，测量和分析操作，用溶剂对小物件

如印刷电路板进行清洁，粘接等。因此工作箱可用于各

种工作场所，如医院，实验室，发廊，牙科诊所和牙科

实验室等。   

ALSIDENT® SYSTEM 25
 - 工作箱的三个型号

ALSIDENT® SYSTEM 25提供3个型号的多个尺寸和设计的

工作箱。

风量取决于开口的尺寸。标准工作箱的推荐风量参阅插

页上的说明。

ALSIDENT® SYSTEM 25
  ...有效的隔离和独特的设计

工作箱

– 创造一个更洁净的工作环境

在污染性工作过程中使用工作箱可以隔离污染物并防止污

染物扩散到整个房间。这是创造更洁净工作环境的一个非

常有效的方法。 

容易清洁

ALSIDENT® SYSTEM 25 工作箱由 PETG和铝材制成。PETG 
是一种防震而且非常稳定的高透明度塑料。

工作箱容易清洁且对当前所有的清洁材料和清洁方法都具

有较强的抗侵蚀性。

效率的测量

丹麦技术学院对工作箱的推荐使用风量进行了测定。更

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代理商或登录我们公司的网站   

www.alsident.com。

型号1
– 3个规格，3个风量

型号 1 配置有一个透明的热成型的PETG顶，在顶上有一个

安全玻璃制成的观察窗，确保对工作过程有一个良好的观察

视野。PETG材质的透明面板在角落处都有铝材支撑装配在

一起。这种型号柜体面板有三个不同的高度约200，500和
750mm(8˝, 20˝ or 30˝)。比较高的柜体有较大的开口，因此可

以使用较大的风量。 

为减少运输成本，型号1分拆包装并配有所需的螺丝。

型号2
– 带小开口的热成型的工作箱

型号2是一个热成型的透明PETG工作箱，带有安全玻璃支制

成的观察窗，确保对工作过程有一个良好的观察视野。

带一个小开口的宽体工作箱为手和手臂留下充分的工作空

间。因此这种工作箱很适合于一些小的工作任务，如打磨或

清洁。

型号2工作箱也可以提供半透明（蛋白白）的版本。

型号3
− 带大开口的小工作箱

型号 3也配有一个透明的PETG顶。柜体的面板为白色喷塑的

钢板。这种型号也是分拆发货的，由发兰，2个松开的接头

和1个带有调节阀的、可以实现与通风系统很好的连接关节

组成。这种工作箱经常用作混合箱，例如在美发沙龙。小的

工作箱不需要很大的空间，而且大开口也使得进出过程变得

很容易。 

客户定制的解决方案
– 交货时间短

除标准产品外，ALSIDENT® SYSTEM  25 还提供客户定制的解决

方案。定制的工作箱可以是不同的尺寸，还可以配备移门，

侧挂或顶挂门，倾斜开口或内置吸气臂。

在开始生产之前我们的技术部门会先设计出定制方案的图纸

给客户确认。

交货时间短– 无论标准产品还是客户定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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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1

    型号 3

    型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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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大风量 [m3/h] 说明 基本
订货号

+ 角落的颜色红

 红 白

A cleaner working environment产品一览

System 25 工作箱

工作箱法兰（PP) 直径 
[mm]

基本 
订货号

 + 颜色

 红 白

50 4-50-13- 4 5

75 4-75-13- 4 5

80 4-80-13- 4 5

100 4-100-13- - 5

125 4-125-13- 4 5

160 4-160-13- 4 5

ALSIDENT® SYSTEM 25 型号1  
由两部分组成，需分开订货: 工作箱
和法兰。   
型号 1 的尺寸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 
定制。关于工作箱和其他产品的更 
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alsident.com

配

代理商

型号 2

透明的 
PETG* 117 法兰 

需要分开订货 25-604535- 4 5

型号 3

透明的 
PETG* 顶,  

喷塑的钢制面板
204

含法兰, 连接短管
和带阀门的关节，

阀门直径:  
 75 mm

25-4030 - -

白
型号 3                                 

要求的变径接头

风管的直径: 
80-75 mm 4-8075 - --

风管的直径: 
100-75 mm 4-10075 - -

型号 1

透明的 
PETG*

220

法兰 
需要分开订货

25-106020- 4 5

550 25-106050- 4 5

850 25-106075- 4 5

*)  PETG: 二元醇改性聚对苯二甲酸
二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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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1

也可以发送图纸给我们定购不同大

小的法兰以及安装位置。

型号 2

也可以发送图纸给我们定购不同大

小的法兰以及安装位置。

型号 3

该型号工作箱标准配置含：
连接短管，带阀门(Ø75)的关节以及
风管。

产品一览 A cleaner working environment

法兰的标准安装位置

除非订货时特别要求，否则工作箱的法兰都按标准位置安装。(所有尺寸的单位：毫米)

标准安装

位置

标准安装

位置

标准安装

位置

标准安装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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