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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压式缩管设备目录

肇庆市飞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滚压式缩管机覆盖民用电热管，

工业电热管，热流道电热管，单头管电热管生产中机器有 8 组，10 组，

12 组，14 组，16 组和 18 组缩管机，缩减规格可缩 1.5mm - 45mm 不

同材质的电热管，长度范围 30mm-无限长均可，可缩圆管，方管，扁

管或者椭圆管。

可选择整体铸造或者分体组合型缩管机，电机速度可做等速或者不等

速，每分钟缩 3米-25 米不等，根据客户产品要求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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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理由为什么选择飞虹的缩管机

1. 品种多，规格多，适应范围广

a. 紧凑型、市场通用型、改良板、升级型、加强型;

b. 适应范围广：缩管直径由 1.5mm--45mm不同材质的发热管；

c. 单组功率范围广；由 0.55KW---2.2KW均可；

d. 缩管长度：由 30mm--无限长不等；

e. 机器结构，有分体组合、有整体铸造；

2. 分体组合结构特点：其中轧辊总成是铸造整体结构的，保证了机器的精度与整体铸造机

型的精度是一至的；轧辊总成与机座配合成整机，适合 1机换多组不同规格的总成，减小

换规格时因频繁换模具而降低机器的精度;分体组合机，确保精度，灵活、多变。

3. 整体铸造机型：适合 1机 1种规格的原理；频烦换规格的拆、装，会降低机器的精度, 同

时增加工人装、拆 模具的工作时间。

4. 特色传动结构：采用汽车双传动万向轴结构，（特点）使之起到减小轧辊轴与减速箱（电

机轴）产生的附加附荷，同时使 2者之间有着互补作用，保证所连接两轴能均匀运转，使

之传动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结构简单，维修容易。

5. 电机（马达速度）：匀速、不等速，客户可根据产品需要而量身定做。

6. 机器速度，可由每分钟 3米—25米不等，可根据客户同产品的需要而定。

7. 缩管管状： 双头加热管、单头工业管、热流道小方管、圆管、扁管、椭圆等。

8. 传动保质期超长，部分机型最长免费保用 10年。

9. 近 30年老厂，厂家直销，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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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管机主要结构

主要轴承采用进口型号轴承（TLRIKO)，确保机器精度、耐用；具体参数细节如下：

1. 分体组合机型，整体铸造机型；

2. 轧辊总成；

3. 快速更换轧辊总成起吊处；

4. 线割整体轴承座;

5. 调直总成；

6. 模具；

7. 上万向轴；下万向轴；

8. 轧辊轴+万向轴+电机轴成一直线；

9. 多组齿轮减速箱；

10.大功率电机 。

以上为缩管机各结构明细图

对于细节的追求，我们抱有虔诚之心，越简单，越时尚，把心思放在细节之处，看得见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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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缩管机各型号明细参数，图片和参数仅供参考（具体机器以订单确认为准。）

1. 紧凑型缩管机

此款机器主要是针对生产热流道发热管缩管工序而设计制造的小型缩管机，体积小，噪音

小，高精度；可缩圆管、方管、椭圆管、扁管等型状。具体参数如下：

紧凑精密型 中心距：95mm 小型缩管机

型号 FH-SG-A1 8 组 10 组 12 组 14 组 16 组 18 组

最佳缩管管长(mm) / 订货 30-2000 现货 订货 订货 订货

最佳缩管管径(mm) / / 1.5-8 / / /

模具材质 /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模具

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单组功率/总功率(KW) / 0.55/5.5 0.55/6.6 0.55/7.7 0.55/8.8 0.55/9.9

缩管速度：（m/min) /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传动结构（万向轴） /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传动保质期(减速电机) / / 2 年 / / /

机器结构 / 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净 重（KG） /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体 积（长*宽*高）mm /
1200*1100*

1250

1400*1100*

1250

1600*1100*

1250

1800*1100*

1250

2000*1100*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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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通用型缩管机 (促销机)

此款机器主要是针对民用发热管管径小而短的缩管工序而设计制造的中型缩管机，（由于

传动结构简单，不宜缩大管径、长管）。

市场通用型缩管机 中心距：105mm （促销机）

型号 FH-SG-A2 8 组 10 组 12 组 14 组 16 组 18 组

最佳缩管管长(mm) 30-1500 30-1500 30-2000 30-2000 30-2500 30-2500

最佳缩管管径（mm）
1.5-8 1.5-10 1.5-12 1.5-12 1.5-12 1.5-12

模具材质
合金,高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

钢,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单组功率/总功（KW） 0.75/6 0.75/7.5 0.75/9 0.75/10.5 0.75/12 0.75/13.5

缩管速度（m/min)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传动结构(万向轴）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传动保质期(减速电

机)
1 年 1年 2年 2年 3年 3 年

机器结构： 分体 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体 积

(长*宽*高)mm

995*1200*

1300

1200*1200*

1300

1415*1200*

1300

1630*1200*

1300

1840*1200*

1300

2050*1200*

1300

机器净重:（KG) 1000 1200 1600 1800 2000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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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缩管机改良版

此款机器主要是针对“通用型”缩管机单轴传动，容易损坏电机的不足，增加了 1对过桥

双轴齿轮，中间用双万向轴连接电机与轧辊轴，使机器平行传动，扭距增大，从而减少电

机与轧辊轴的直接受力，起到保护作用。

改良型缩管机 中心距：115mm

型 号 FH-SG-A 8 组 12 组 14 组 16 组 18 组

最佳缩管管长(mm)
30-1500 30-2000 30-2000 30-2500 30-2500

最佳缩管管径（mm）
1.5-12 1.5-16 1.5-118 1.5-20 1.5-22

模具材质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

钢,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模

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单组功率/总功率(KW) 0.75/6 0.75/9 0.75/10.5 0.75/12 0.75/13.5

缩管速度（m/min)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 可选

传动结构（双万向节）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传动保质期(减速电机) 5 年 5年 5 年 5年 5年

机身结构： 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净重（KG) 1400 1800 2000 2200 2400

体 积

（长*宽*高）（mm）

1300*1500

*1300

1750*1500

*1300

2000*1500

*1300

2250*1500

*1300

2500*15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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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管机升级版缩管机

此款机器的传动，主要是针对大管径，长管而设计的传动结构；减速箱采用多组大毛数齿

轮组合，连接电机，型成 1组大扭距的齿轮减速电机，这就避免了缩大管、长管而经常发

生的传动不够力或容易损坏电机的烦恼。中间用双万向轴连接电机与轧辊轴，使机器平行

传动，扭距增大，从而减少电机与轧 辊轴的直

接受力，起到保护减速电机的作用。

传动升级版缩管机 中心距 115mm

型 号 FH-SG-B 8 组 10 组 12 组 14 组 16 组 18 组

最佳缩管管长(mm) 30-1500 30-2000 30-3000 30-4000 30-5000 30-6000

最佳缩管管径（mm） 3-15 3-18 3-20 3-25 3-30 3-30

模 具 材 质
合 金 , 高 速

钢,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

钢,模具钢

单 组 功 率(KW) 1.1 1.1 1.1/1.5 1.1/1.5/2.2 1.1/1.5/2.2 1.1/1.5/2.2

总 功 率(KW)
单组功率*段

数

单组功率*段

数

单组功率*段

数

单组功率*段

数

单组功率*段

数
单组功率*段数

传 动 结 构

（双万向轴）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缩管速度：（m/min)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10-20 可选

传 动 保 质 期

(电机减速箱）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机身结构： 分体 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整体/分体

体 积

（长*宽*高）（mm)

1300*1700

*1300

1550*1700

*1300

1750*1700

*1300

2000*1700

*1300

2250*1700

*1300

2500*1700

*1300

机器重量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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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缩管机加强版

此款机器，无论从结构、机体、万向轴、轴承、齿轮箱、电机功率等，都是加粗、加大的；

转速：每分钟：2-15米不等 主要是针对大管径，密度大，长管而设计的传动结构；减速

箱采用多组大毛数齿轮组合，连接电机，型成 1组大扭距的齿轮减速电机，这就避免了缩

大管、密度大，长管而经常发生的传动不够力或容易损坏电机的烦恼。中间用加强型双万

向轴连接电机与轧辊轴，使机器平行传动，扭距增大，从而减少电机与轧辊轴的直接受力，

起到保护减速电机的作用。

缩管机加强版 中心距 135mm

型号 FH-SG-BD 8 组 10 组 12 组 14 组 16 组 18 组

最佳缩管长

(mm)
200--无限长 200-无限长 200-无限长 200-无限长 200-无限长 200-无限长

最佳缩管管径

（mm）
5-18 8-25 8-30 8-35 8-40 8-45

模具材质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合金,高速钢,

模具钢

单组功率(KW) 1.1/1.5/2.2 1.1/1.5/2.2 1.5/2.2 1.5/2.2 1.5/2.2 1.5/2.2

总功率(KW) 单组功率*段数 单组功率*段数 单组功率*段数 单组功率*段数 单组功率*段数 单组功率*段数

缩管速度

（m/min)
2-20 可选 2-20 可选 2-20 可选 2-20 可选 2-20 可选 2-20 可选

传动结构（加强

型双万向节）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汽车传动

净 重（KG） 2300 3000 3600 4200 4800 5300

机器体积(mm) 1200 160 1900 2400 27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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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飞虹”公司部份产品，我们的宗指是： 客户的需求，是我们研发

的动力。

1. 机器的特殊的结构，运转平稳，输出扭矩大，适合高负荷运作。

2. 采用万向轴传动，齿轮减速、配进口等级轴承等，为缩管机的使用寿命保驾

护航。

3. 超长质保，终身有配件提供，无需担心售后问题，维修持师 1 对 1 为您全程

服务，让你的担心变放心。

4. 非“飞虹”的产品，经销商不能提供的配件，我们有；零售商不能维修的机

器我们可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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