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12, K24 和 K50 EVO, 
BRAVO 巧克力制作的演变

巧克力调温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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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的革新

新            系列
改型
仪表板和运行控件的图形风格改变

程序

传统程序
非常灵活，无论拥有何种知识，您都可以用任何类
型的巧克力进行加工。直接在机器中手工进行回火
操作，不可能出现失误！

自由程序
非常快速，需要精确和准确地了解所选巧克力的回
火温度。

自由程序

传统程序



K24 和 K50 可选配件

  倾斜和加热的侧台面，以方便巧克力的滑落，
使其返回到缸内避免浪费。

  宽大的振动架，装有可拆卸的多孔橡胶，可
放置模具，最大限度地保持静音。

 中间防侵入加热网架。

*不适用于K12机型

EVO 振动台*

观看EVO 
振动台视频！

专利产品



Magic Carpet EVO
用于部分和全部裹衣的皮带

 三区带，可以部分或全部裹衣
产品，能通过变频器调节速度。
带尾部切除的出口区域的速度和
高度也可调节，以避免浪费。裹
衣区域有一个可调节的振动装置

用于滴落巧克力。

 配备解锁装置，方便清洗巧克力的
脏部件。

 得益于“易切割装置”，可以
快速轻松地切割纸张，而不会
减慢裹衣周期并且不会
损坏皮带。

 配备长鼻钢管，简单易于调
节，可为扩散器弧供应巧克
力，从而获得完整的裹衣。

 即使在启动期间也能防止网
带破损的离合器

 由于为用户设计了快速系统，
因此能够自行更换金属网。

 配备轴调节装置，使皮带与机
器完美对齐。

 可用配件，能够完美均匀包裹
奶油巧克力碎

 配备巧克力流的防凝固灯，
使其返回缸内。

 流量可调的空气流能去除多
余的巧克力。

  单个瀑布和双瀑布机型的配
件，可制作完美的部分裹衣。

 可选配的部分淹没产品由扩
散器、管和压网格弧组成

  可选配带可互换喷嘴座的加
热铸造板。可根据需要定制喷嘴
数量。

专利产品

 可以锁定小车的装载区域，
以便精确定位产品。

 配备一个用于完美张紧纸张
的装置。 。

K12, K24 和 K50 的可选配件



Magic Carpet 是一台独特的裹衣机而松露裹
衣机的方向可以逆转

 反向运转开关，用于调整
松露巧克力涂层时网格运
行方向。

TRUFFLE TABLE EVO: 
用于松露裹衣的台面

观看视频

  带所需简易钩的气流定
位系统，能够进行松露

的裹衣

松露台面用于裹衣谷物、可可、
椰子或其他巧克力果仁。

专利产品

技术规格
• 旋转工作台直径：80 cm
• 总高度：98 cm
• 功率：150 W
• 电压/相位/频率：230 V /1/50 Hz
•吸收：0.6 A

配备两个板，一个后板一个前板，用
于促进果仁的混合，以获得完美裹衣
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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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通道

为手工和工业制作间设计的巧克力产品冷却通道。

完美地与K24 和 K50两个机型兼容，通道配备有从调温机拾取预结晶、加模
或覆层产品的食品输送带 - 并在内部对它们进行冷却和结晶。

Bravo通道完全采用不锈钢制造，配备温度和湿度控制，由独立模块组
成（每个2米），每个模块都配有自己的制冷单元。因此可以选择所
需的模块数量（建议最少3个和最多12个 - 推荐4个） 。

可以要求两种模式的内带： 
•用于裹衣的硅树脂 
•用于模具的网带。

K24 和 K50 可选配件

• 最佳通道运行温度：18°C – 30°C
• 每单位功率：3.5 KW
• 电压/相位/频率： 400 V / 3+N / 50 Hz
• 单元吸收: 16 A
• 带速度：10至80厘米/分钟
• 产品通过高度: 8,5 cm

• 输送带宽度: 25 cm
• 通道高度 (H): 1,71 mt
• 通道深度 (A): 1,12 mt
• 通道深度 (B): 1,84 mt
• 通道长度 (C): 8,034 mt
• 通道长度 (D): 6,73 mt

照片中的BV6型技术规格（3个模块）



     

专利产品

专利产品

可可脂程序 
通过该程序，可以快速改变巧克力的
类型/颜色，避免复杂的手工操作。

自动温度平衡 
热自动控制系统，可根据机器中留存
产品的数量管理温度

控 制温度
由于其粘度，很难监测其温度的变化。在K12、K24和
K50 EVO机型中一种算法控制新一代探头：它以0.1的

精度检测温度，确保巧克力的“核心”温度的恒定。

防凝固灯 
抗凝固灯加热格栅以防止格栅本身上面

的巧克力凝固和在裹衣机皮带上保持
巧克力的柔软。

程序存储
机器保持存储使用人用于自由程序
的预设温度。因此运行参数将被保
存，而不必为每次加工操作设置运
行参数。还能提供10多个可定制的

程序。

振动台
 它可以使模具中的巧克力变得紧实，消除里面的空气

。  易于拆卸，便于清洁。

 其他优点
可设定的容量检测计脚踏定量给料器。

 通过方便的后管快速清洗清空缸，以
便排出巧克。。  实用的侧接口可以连接

任何插座（shuko）。

板式加热器
通过薄板电阻器（蚀刻箔）进行加热，可以
精确控制巧克力的温度，免受外部环境温度的干扰

螺旋丝杠 
丝杠由不锈钢制成，可防止长时间使
用的磨损，它还可反转以便于清洁。

自动关闭
情况下机器不会在发出信号时立即停止，但会在
运行中止前自动检测回火的输出。以这种方式
便于重启运行。

显示器和键盘
显示器能够轻松读取，简单直观的数字命令，
并对要执行的操作提供视频参考。

延迟启动
可以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启动后进行设定，以使巧
克力融化或在需要时回火

K12, K24 和 K50 EVO



巧克力脆皮
巧克力喷枪 
可可脂
烘干

自由程序
传统程序
10 种可定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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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vo S.p.A.
股份公司总部

Montecchio Maggiore 
Vicenza, 意大利
 
电话: +39 0444 707700  
电子邮件: info@bravo.it 
www.bravo.it

BRAVO 法国分公司

Zac Les Radars
Immeuble La Multitech
13, Rue Jean Jacques Rousseau
91350 Grigny - 法国

联系电话: +33 01 69 43 50 50 
bravofrance.fr
info@bravofrance.fr

BRAVO 亚洲分公司

16, Jalan Kilang Timor #02-03
Redhill Forum 
新加坡 159308

电话:+65 62 71 72 30
bravo.asia 
info@bravo.asia

BRAVO 北美分公司

810 Tyvola Road, Suite 130
Charlotte, 
NC 28217

电话: +1 980 237 2474 
bravonorthamerica.com
info@bravonorthamerica.com

BRAVO 德国分公司

Briennerstraße 55
80333 慕尼黑

info@bravodeutschland.de
电话: +49 160 1007072

BRAVO 中东分公司

PO Box 16111
Ras Al Khaimah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info@bravomiddleast.com
电话: +971 559 896516

 Bravo 
分支机构遍布
全球:

是在世界各地
与您并肩合作
的合伙人

CHOCOLAT K12 - K24 - K50

 K12  K24  K50
技术规格

缸最大容量 [kg]                        12 24 50  

建议缸最小容量[kg] 6 8 8

最大功率[kW]                     4 5.7 7,5 

平均功率 [kW]*                     1.7 2.3 3 

电压/相位/频率           400 V / 3+N / 50 **

吸收 [A]  5.8 11 14 

磁热 [A]  16

氟利昂 R404A

冰箱冷凝 ARIA o ACQUA

宽度 (A) 42.5 54.5 54.5

带台面宽度 [B] 80.5 80.5 80.5

带Magic Carpet宽度  [cm] 178 178 178

深度 [D] 73 73 90.5

巧克力板高度 [E] 99 99 99

Magic Carpet/振动台高度 [F] 105.5 105.5 105.5

Magic Carpet 带宽度 [cm] 25 25 25

总高度 [G] 155 153 153

重量 [kg]                                                     145  178 195

Magic Carpet 带重量 [kg]                            60 60 60

振动台重量 [kg]                         12 12,5 12,5

* 只有在维护的机器，且没有外部用户
**也可提供单相 230V / 1 + N / 50 机型机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