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CLAIM 干式分离

适用于湿式喷漆过程的全自动高效过滤技术

新的KLR®滤芯确保了在滤 
芯阻力极低的情况下非常高 
的透气量

采用两个过滤单元的RECLAIM
回收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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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IM工艺系统

* 5 % 

在喷涂系统中，空调新风供应的
超高能耗需求已经不能满足今日
的基本标准了。

通过控制漆粉分离、过滤装置及
喷漆房之间的回流空气，可进一
步的减少现代化喷涂设备所需的
能耗。

RECLAIM确保了经过空调机组
处理的干净空气中的95%都可以
回流到喷漆房。

* 只有5%的空气来自外界，用
于改善空气质量。

高效节能，适用于24小时运行的过滤系统

SIMATIC-控制柜用于系
统和过程的控制

控制参数和所有功能

供应中心BIG-BAG

为过滤涂层储存预涂材
料（滑石粉）

给料器DOS-K

给料站有送粉泵，可自动 
填充预涂层到VARIO  
RECLAIM回收过滤装置中

捕捉和管道

量身定做的优质方案可降
低管道内沉积物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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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BAG垃圾处理

使用过后的预涂层材料的
垃圾处理是通过将其从
VARIO RECLAIM 除尘器
单元中抽吸出来。
如果粉量比较大的话可以
采用料仓作为垃圾站(参见
第8页).

VARIO RECLAIM过滤装置

提取的喷涂通过干式过滤
器分离出来。在提取的空
气中95%可在喷漆房里循
环使用。

借助"流化转子"的预涂层

借助"流化转子"的预涂层处
理用过的和新的滑石粉被吹
散和流化。
借助流化作用，干燥的滑石
粉颗粒上升至过滤间，然后
一部分与漆粉和气溶胶混合
粘结在一起。

不间断全自动化运行

此处所展示的配置可以确保
RECLAIM可以在生产过程中
不间断运行(未考虑检查或复
核时间)。

该图例演示一个全自动化的
RECLAIM漆雾回收系统。

安装细节和组件分配视具体
的要求和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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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运营成本，保护环境

利用高达95%的循环
空气，RECLAIM可
降低高达50%的能耗

湿式喷漆系统需要非常高的能
耗。

借助KLR ®滤芯的高效分离效
果，脏空气当中95%的风量会作
为混

合后的干净空气重新送回喷漆房
喷漆房和过滤装置之间理想的最
短路线

最简单的滑石粉可用
作预涂材料

市售的滑石粉将漆粉颗粒粘附在
滤芯表面，该滑石粉末是一种天
然产品，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当
颗粒物达到饱和时，该混合物会
被清除掉或者是持续再利用。

降低运营成本保
护环境

含有RECLAIM的干式分离工艺
与传统的湿式分离相比有很多的
优势。

• 减少高达80%的采暖费

• 电能消耗减少高达50%

• 未使用化学产品

• 无泡沫产生

• 无淤泥处理装置

• 饱和预涂材料

• 可重复使用

• 压缩空气供应充足

• 模块化设计，使用灵活

•  用于分离VOC的供气系统可以
设计得更小

高品质干净的循环空气实现能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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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运行控制

全部功能的主控制

若需要可配置触摸屏显示器

可根据系统的大小为控制柜配
置一个带有合适的用户界面的
SIMATIC S7-300 (如触摸屏显
示器).
RECLAIM控制程序采用模块化
设计且可根据系统的配置扩展。
系统的完整功能都是通过上级控
制指令(如启动喷粉)来自动开启
的。

在调试运行时各个功能的确认可
以根据所使用的物料来单独完
成。
可通过V P N 线路（ 虚拟专用
网）来执行对话或保养任务。

模块化结构和
PROFINET-BUS
总线
可拓展

通过阀门上的控制面板模块来控
制气动阀门、泵和传感器可以在
给料器（图1）

和VARIO回收过滤装置（图2）
中找到。

尽管该系统比较复杂，但是这种
配有PROFINET-总线或者其他
总线系统的结构保证其可靠性。

过滤阻力监测 为了监测滤芯过滤阻力何时超过
限定值，会测量在滤芯的原气侧
(滤芯室)和净气侧的压差。

滤芯及其反吹清灰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以下页面。

截面:                 原气处             净气处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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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风量的滤芯设计

KLR®-滤芯特别为
我们的RECLAIM 
工艺技术研发

为了充分利用现代干式分离方法
的优点，凯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
的KLR®滤芯提供了在单一滤芯
框架内的最大过滤面积。

所有材料不含硅 

滑石粉末作为预过滤
涂层

滑石粉末不仅适合湿式油漆喷涂
过程中分离也适合在其他领域如
镀膜喷涂工艺中。

其作为辅助工具在过滤器表面
上，用于吸附喷涂颗粒。 

过滤效率
的优化
余尘含量 
< 0,1 mg/m3

KLR®滤芯的褶皱结构提供了
在更窄小结构内更大的过滤表
面和较高的硬度。

PTFE薄膜作为滤芯表面和漆粉
之间的"隔离层"附着在滤芯表
面。

这就保证了滤芯的清灰有效可靠
而借助纯的表面过滤也能大到极
高的分离率。

非常高的过滤质量
甚至优于DIN EN 1822标准的
E12等级

过滤器是由聚酯涤纶摇粒
绒制成

PTFE-薄膜

利用经济实惠的石灰粉
形成的预涂层(着粉)用来
帮助构成一层微孔过滤辅
助层

预涂饱和KLR®-滤芯 - 带有
石灰粉预涂层

密封垫片

稳定的结构设计

由于密褶的过滤设计和单独的过 
滤空间使得硬度高

较高的分离率使得空气循环畅通



7

无故障运行

VARIO RECLAIM过
滤单元的集中功能
预涂层的循环利用是
自动实现的

通过检测滤芯阻力或净气侧和原
气侧的压差或者通过设定的时间
间隔，启动清灰程序. 成对清除
饱和涂层后, 滤芯表面会被重新
涂上涂层。.

Weiche Kante außen 14
Weiche Kante innen 8 

Weiche Kante außen 14
Weiche Kante innen 8 

Weiche Kante außen 14
Weiche Kante innen 8 

Weiche Kante außen 14
Weiche Kante innen 8 

借助滑石粉还附加实
现了过滤器单元的惰
性化

借助离心作用，滑石粉上升进入
到过滤器区域，部分会附着在漆
粉和气溶胶颗粒上。

他们或者沉降掉落下来或者被滤
芯表面的预涂层阻挡分离出来。

滑石粉混合物形成一个相对的蜂
窝状尘饼，该蜂窝状尘饼有助于
节能并帮助形成一个较长的反吹
清洗循环。

滑石粉的密集应用 由于“流化转子”(流化作用)的作
用，滑石粉是恒速输送的。

大的尘饼掉落下来。

这样可以确保优化形成滤芯预涂
层的滑石粉的消耗量，以及可以
持续填充到主机内部。

一旦清洁完尘饼后，未板结的滑
石粉借助压缩空气脉冲反吹形成
一个新的隔离层。

滑石粉被吹散并借助旋转转子的流
化作用被持续输出

漆粉颗粒自动的
附着在滑石粉颗
粒上，混合形成
预过滤涂层

…漆粉颗粒和气
溶胶的混合物。
漆粉/滑石粉混合
物形成了一个蜂
窝表层

达到设定压差值
后，通过脉冲压
缩空气反吹方式
进行清灰

同时预涂层粉末
被分散并均匀分
布到滤芯表面

预涂层的机械流化确保了功能上的
最高实现率

气缸装置保证饱和的预
涂层被完全反吹掉，客
户需要提供连续稳定的
压缩空气。

清洁后的KLR®滤芯
吸附新的滑石粉 - 这样
预涂层过程得到更新

压缩空气脉冲吹起来
的新鲜滑石粉形成预
涂层

滑石粉被“流化转子”
持续的吹散并被流化

计量秤是为了控制预
涂层的饱和度

密封垫片

稳定的结构设计

由于密褶的过滤设计和单独的过 
滤空间使得硬度高

较高的分离率使得空气循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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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加料和排料

预涂物料(石灰粉)
的加料仓

蓝线表示新鲜石灰粉的供应途径 -
自大袋供应站至VARIO RECLAIM
除尘器过滤单元中。

使用后的石灰粉排空是采用从除尘
器过滤单元中抽吸出来(红线)。

带泵站的加料仓

通过大袋站
或者料仓的
石灰粉供给

这种加料仓装配有一个固体膜片泵。
再结合螺杆输送器和石灰粉的流化，
可以将石灰粉进行计量和顺利的泵
入VARIO RECLAIM过滤单元中。
这使得滤芯表面的预涂层可以无需
停产进行。

要对加料仓进行加粉，可以直接通
过一个大袋容器的夹具来进行
（见上图）。
如果是采用料仓系统来储存石灰粉
（见右图），则加料仓同时也可以
直接用作石灰粉的排粉。 左侧料仓: 消耗量极大时通过料仓储

存新鲜石灰粉 - 加料站的添加
右侧料仓: 使用完的预涂层石灰粉
的垃圾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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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下的
阀门控制

借助直接安装在阀门岛处的控制
元件,密相供应系统中的和预涂
层供料中的气动程序被释放和监
控。

计量加料仓的
阀门控制岛

VARIO RECLAIM-过滤单元的
阀门控制岛

计量加料仓底部的称重传感器监测
石灰粉重量及每次吸入以及排出的
量。

在VARIO RECLAIM除尘设备上的
计量秤也可用于监测预涂层材料的
饱和度

借助内置式计量秤的
双流量控制 

称重传感器可监测设备中粉末状
态及调整输送料的重量。

大袋容器的
或者料仓的
垃圾处理站

带有底部计量称的
大袋垃圾处理站

垃 圾 处 理 站 自 动 控 制 的 将 
VARIO RECLAIM除尘器过滤单
元中使用过的预涂层物料抽吸出
来,再将散粉储存仓内的散粉填
入进去。

按照系统尺寸,可以选用大袋桶
或 者料仓作为散粉储存仓。

如有必要还可以使用ASP容器或
者 圆桶作为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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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摘选

在斯堪尼亚汽车公司过多喷漆粉末清理每周能达到35 – 300 Kg 斯堪尼亚汽车公司喷漆系统中使用的废物回收生产线
设计风量36,000 m3/h 最大到121,000 m3/h
脏空气风量: 10 mg/m3 最大到30 mg/m3

在Allgaier汽车有限公司的分离器
风量：86,000 m3/h
污浊的空气质量：高达130 mg/m3

每周喷漆量约： 800 Kg

在Allgaier汽车有限公司的带高架式输送器的循环空
气喷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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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证明

RECLAIM回收组件 除尘器过滤单元VARIO RECLAIM 
用于漆粉干式分离的过滤系统. 
确保当前喷漆系统可以进行节能
高效的内循环。也可以手动操作
配置.
•  紧凑型设计 

占地面积：1646x1632 mm 
 高度：约3920mm

•  符合RECLAIM工艺的专业外 
壳设计

•  单台基本结构的设备 
风量高达14,000m3/h

• 配置有KLR® 滤芯（不含硅）

• 排放值< 0.1 mg/m3

• 最低的压力损失

•  滤芯可以直接在脏空气侧更换 
,以便在更换的过程中不对 
净空气造成污染 

SIMATIC控制器 
对所有系统和工艺功能进行参 
数化、控制和调整。

•  SIMATIC HMI操作面板用于 
视化:TP 1200 带 12寸操作
面板

•  PROFINET的BUS技术用于连 
接操作面板，除尘器过滤单元
和计量添加站。

•  通过交换机可实现远程访问： 
前提条件是VPN连接已建立。

• 带有耗材数据优化的过程分析

•  带触摸屏的交换机可以进行数 
据读取：以文件名.csv格式的
测量值和状态记录

气动化 
带有内置监控功能的气动单元

•   压力调节阀用于设置合理的 
压力和流量

•  真空挤压阀，优化运输效果 
延长维修保养间隔

•  高峰负荷控制，用于压缩空 
管理的稳定

•  读取耗气量以观察和降低压 
空气阀的消耗量

•  没有脏空气回流的无排气流
化阀

添加剂供应系统

用于给一台或多台VARIO  
RECLAIM设备提供石灰粉

•  容量: 1 m3的大袋 
以及200kg中间储存用于保 
石灰粉

•  中间储存带有内置式流化单元 
和泵式给料螺杆

•  可根据不同大袋的高度调节，
带有容量可至2m3的特制大袋
支架

•  借助叉车或内置式起重装置的
大袋搬运

•  采用料仓技术替换大袋结构时
其容量可以随意匹配。一般情
况下料仓容量为30-80m3

•  膜片式泵的输送能力可达 约
1000 kg/h

•  传输管道管径： DN50 - DN76

•  传输方式：用于密相-或类密相
传输的膜 片式泵

•  最大传输距离：带膜片式泵技
术 约 80m

• 借助称重单元的物料输送监控

垃圾处理站

使用过的预涂层物料会从
VARIO-RECLAIM除尘器过滤单
元中被抽吸出来，以大袋散粉储
存仓的方式处理掉

• 带真空鼓风机的圆形除尘器

•  传送距离: 标准的可达50m，
特殊情况可以更远

•  对物料运输和通过称重单元 
对大袋的填充量进行的监控

•  根据系统布局，可采用容量 
为30 -80 m3的大袋料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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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
项目咨询

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更多关于 
RECLAIM干式分离系统的详细
信息，以及KLR®滤芯在湿式喷
漆过程中的作用。请随时联系我
们。

凭借多年来我们在过滤行业中的
经验，RECLAIM干式分离系统
在湿式喷漆工艺中采用了干式分
离及节能式的空气循环技术。

 
请登录以下网址查看关于REC-
LAIM干式分离系统的动画演示：

www.reclaim-keller.de

动画演示

RECLAIM工艺

为保护环境，凯乐空气净化技术
有限公司遵循绿色平衡原则，致
力于对所有资源进行长远的且值
得信赖的处理，以期带来技术革
新及可实现的生产及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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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