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于复合工艺中粉尘及烟雾分离的
可不间断连续运行的成熟技术

模头部分的烟雾捕捉

干式除尘器的应用可减少能源
消耗。
湿式除尘系统配备水循环系统。
优质部件的配置确保了优良强大
的系统性能。

CLEACOM
系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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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在处理复合及挤出工艺
中产生的粉尘、气体（烟雾）及
粘性气溶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

通过我们成熟完善的技术，可对
排放点的排放物质进行有效捕
捉，进而通过集中式或单机式系
统进行分离。

填充剂、纤维、添加剂以及液体
（固化剂和润滑剂）都会对排放
物质的性质产生不同的影响。

考虑到粉尘也会有着火或爆炸的
风险，KELLER也会根据客户项
目需求提供建议及相应分析指导
服务。

高效可靠的24/7分离技术

应用于复合及挤出
工艺并可达到最高
分离效率的一体化
解决方案

KELLER可以针对各
个特定的工艺进行
分析，并提供一体
化的交钥匙解决方
案。

在塑料造粒阶段，加工和封装塑
料的过程对所有功能部件有着
极高的要求，以达到最高生产效
率。

与此同时，粉尘和烟雾的捕捉以
及车间空气质量也是一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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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专业理论及实践经验

在挤出工艺中产生的气溶胶及烟
雾被吸风罩捕捉，并与水结合传
输到湿式分离器中。

在湿式分离器中水为介质 - 即使
在处理黏性粉尘的过程中，生产
安全也可以得到较高的保障。

原材料处理过程中（混合、称
重、供料）产生的粉尘通过干式
除尘器进行分离。

车间污染物及地面粉尘通过真空
除尘器进行手动分离。

通常情况下，我们也可根据客户
要求及特定的粉尘排放方式提供
其他解决方案。

三套分离系统配合
使用可最好地满足
所有除尘要求

通过KELLER模块化的系统部
件，我们可以提供多样化且个性
化的定制方案。

多条复合生产线可以配备具有相
同高效分离效率的单机系统。
类似沉积的淤泥之类的有害物质
会被多次收集处理（详见第11
页）。

借 助 对 复 合 工 艺 的 熟
悉，KELLER系统可极佳地适用
于首次装配、后期翻新及对现有
系统的改造。

针对首次装配、改
造及翻新项目的理
想解决方案

示例:
原材料的输送和供给依据需求量
及工艺的要求进行不同处理。
此手册中以大袋或料斗供料为
例。
挤出机上层为配料区域，配料区
上层为原材料供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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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挤出机排放物及烟雾的有效捕捉

在生产如聚合物熔体、聚酰胺、
聚丙烯、聚甲醛、聚碳酸酯和丙
烯腈之类的合成塑料时，烟雾、
裂化产物以及黏性气溶胶会在脱
气段及模头进行大气脱气。

若不进行有效捕捉，这些物质会
被直接排入大气。

因此必须重视工作场所的空气以
及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挤出工艺中的脱气
过程

模头脱气（图像前景）以及初步脱气阶段（图像背景）产生的烟雾被
KELLER设计的吸风罩捕捉并进行后期分离

德国工程师协会准则 2262-3中
规定了工作场所空气质量及降低
有害物质爆炸风险要求。

联邦劳动保护及职业病管理所在
TRGS 900中规定了工作场所有
害因素接触限值。

不同的要求规范不
同的空气镜湖标准

必须对有害物质进
行有效可靠地捕捉

挤出机产生的有害物质必须得到
可靠捕捉。达到理想的高效捕捉
效果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安装
最优最合适的吸风罩。

因为多数情况下挤出机为客户定
制规划，KELLER可以提供多种
多样的吸风罩设计，包括固定的
以及可移动的吸风罩。

通过运用合适的捕
捉元件达到理想的
抽吸效果

烟雾抽吸与真空脱气段联结

吸风罩
预喷淋
回流管道

便于清理预喷淋及管道的折叠式吸
风罩（可选项）

可移动的吸气罩 通过移动式吸气臂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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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式分离中的预喷淋

在分离有害物质的过程中，存在
黏性的气溶胶堵塞抽风管道的风
险。这可能会损坏系统功能并导
致系统宕机，甚至可能会造成管
道起火。

黏性的气溶胶可能
会附着在脏空气管
道内…

空气中粉尘等杂质
被水凝结冲刷下来
后同预喷淋的水一
起被排出

… 但是在捕捉点后
设置预喷淋可从根
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吸风罩后设置于中央水循环系
统连接的预喷淋（液化及预分
离）。

预喷淋时会产生细密的水雾帘，
提高系统内的空气湿度并对分离
物质进行冷却。 通过隔热冷却，高沸点化合物之

类的气体物质在预喷淋段后的管
道内便已被液化。

上图:
用于预喷淋的供水软管安装于抽吸
管道上方铺设的桥架内。供水站可
同时分别为每个预喷淋点连续循环
供水。

粉尘等空气异物被水凝结后的混
合物同预喷淋水一同经由一个泄
水口流出脏空气管道，然后通过
单独的脏水管路回流至水处理淤
泥池中。

预喷淋后的水经由一套单独的管路
（地上或地下）回流至水处理淤泥
池中处理后循环使用。

被抽吸过来的剩余
的空气异物结合水
滴一起进入到湿式
分离器中

通过润湿粉尘可以最大程度避免
脏空气管道堵塞，进而使得抽吸
效果与预喷淋效果长期得到保
障。

湿式分离器VDN-TA的设计基于文
杜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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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空气与含尘水滴的分离

湿式分离器VDN-TA KELLER的湿式除尘器VDN-TA
由多种不同功能的部件组合而
成。

KELLER湿式分离系统提供了包
括预喷淋和主喷淋在内的两级分
离过滤。

 
主喷淋

被抽吸进入的气流通过文杜里喉
管处被加速，在喉管处喷淋进
入的水被最大程度地雾化，形成
的水幕将固态和液态的气溶胶润
湿。

清洁空气与水滴的分离 

沿切线方向进入液滴分离器中
的气水混合物利用离心力原理
被分离。

凝结了粉尘等空气异物的水流
入水处理淤泥池中。

风机

在湿式分离中应用特制的专用离
心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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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的水可循环使用

由于需要大量用水，喷淋系统以
水循环为基础进行设计。仅仅需
要对蒸发的水以及排除淤泥的水
进行补充。

可根据需要在循环水中加入添加
剂（如润湿剂），以处理挤出机
产生的较难分离的化学污染物。

水循环

中央水处理

污水通过管道从湿式分离器中被
传输到水处理淤泥池中。

此外，喷淋后的污水也经由一条
单独的管路回流到相同的水处理
淤泥池中（也可根据情况用泵泵
回）。

水中的杂质沉积或漂浮分层后，
可以得到足够干净的水，可重新
循环用于喷淋。

若需要对油脂等表面漂浮物进行
分离，可考虑加装撇油器。

水处理

... 配备一体化淤泥
池

淤泥池与污水、循环水及新水的
特定流动状态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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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处理时的粉尘抽吸

填充料罐时对松散物
料的除尘

在此处的示例中，原材料通过大
袋向塑料复合设备中进行添加。
在对一个密封系统进行上下料
时，产生的粉尘碎屑可被抽吸分
离。

一些料罐可通过阀门进行填充袋
装物料。在这种情况也可应用抽
吸除尘系统。

上图为原料处理区域运用大布袋加料或人工加料的原料处理层，其下为称
量配料层。

用吸风罩在称重给料器的入料口进行抽风

用吸风罩在挤出机的入料口进行抽风

扬尘的抽吸和分离 在填充称量给料器的时候会产生
扬尘，可以通过特制的吸风罩进
行抽风。

原材料通过称量给料器后通过一
个下行管被输送到挤出机中，在
下行管末端的余尘通过优化设计
的吸风罩进行捕捉。

封闭式抽吸系统对原料上料（大布
袋或人工加料）时产生的粉尘进行
抽吸并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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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式过滤与分离

不同型号的干式除尘器VARIO
系列可以满足分离不同干式粉尘
的要求。

KLR滤芯可以对脏空气中的粉尘
颗粒进行高效可靠的分离。

借助高效的分离过滤效果，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净气回
流。

在系统运行期间可以通过压缩空
气脉冲反吹清洁滤芯。

干式分离器 VARIO

上图：标配的干式除尘器VARIO

左图：干式除尘器VARIO
（ATEX认证）配备防爆设计的外
壳和相应的旋转卸料阀。另外通
过阻火泄爆箱Q-Box和单向止回阀
ProFlap进行无火花泄压。

根据粉尘性质和组成成分不同，
脉冲反吹清灰的过程可能会形成
爆炸性气氛。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我们的网站 www.exschutz.net

注意！
粉尘爆炸风险

如果根据ATEX 95/137准则的要
求，需要防爆保护措施，则必须
强制性采取相关措施。

阻火泄爆箱 Q-Box

为干式除尘器VARIO配备Q-Box
可以在室内进行无火花泄爆。若
设备安装点靠近外墙或在室外，
则可配备泄爆片。

单向止回阀ProFlap

通过单向止回阀ProFlap也可进
行结构性防爆保护。一旦产生爆
炸冲击波，脏空气管道会自动封
闭。

旋转卸料阀

作 为 另 一 种 防 爆 保 护 措
施，ATEX认证的干式除尘器
VARIO也配备了防火抗压的卸
料单元。

依据ATEX准则的结
构性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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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吸尘

中央真空清扫系统 除了上述的两种除尘系统，也
有必要针对车间的环境清洁安装
一个高效的中央除尘设备。对此
KELLER可以提供相应的真空清
扫系统。

真空清扫系统由以下部件组成:
•  吸嘴
•  快速接头 
•  管道
•  坚固结构的圆形除尘器与灰桶

组成的分离过滤单元
•  真空单元（若需要）
 

通过预分离区域将粗颗粒分离之
后，细微尘粒与空气的混合物附
着到滤材上，粉尘从空气中分离
出来落入灰桶，或通过特定的卸
料单元排出。 

 

通过多级离心风机、高压鼓风机
或罗茨风机形成真空。

 

许多粉尘具有易燃或易爆的性
质。详情请参照第9页。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ATEX及防火
防爆保护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exschutz.net

部件

粉尘分离

真空的形成

着火爆炸风险？

真空吸入式集尘器
通过外接真空泵

运行

带有可更换喷嘴的吸风软管。
可同时对多个抽吸点进行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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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制方案

湿式和干式分离系统，所有部件在同一楼层

系统布置分配在三个楼层

应用于配料层和挤出机的干式分离系统

挤出机的湿式除尘

排水管路（预喷淋）

废水循环 

粉尘抽吸

中央真空清扫系统的抽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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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淤泥池的湿式除尘器 干式除尘器 中央真空清扫系统

挤出工艺中烟雾和气溶胶的捕捉

CLEACOM
项目咨询

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改造、翻
新、优化或新项目的方案咨询
服务。

如果您的项目还未完全敲定，
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提供咨询
服务。

尤其在防火防爆领域，我们也很
乐意解答您的疑惑并提供建设性
的意见。

请访问我们的网址 
www.exschutz.net

垦乐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Keller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Shanghai) Co., Ltd.
电话: +86 21 5888 4408
传真: +86 21 5888 4410
info@keller-china.com
www.keller-china.com

Keller Lufttechnik GmbH + Co. KG
Neue Weilheimer Straße 30
73230 Kirchheim unter Teck 
Fon +49 7021 574-0
Fax +49 7021 52430
info@keller-lufttechnik.de
www.keller-lufttechnik.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