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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幅机的排气过滤和热回收

一个系统-两个目标

从拉幅机排出的空气中含有相当多的灰尘和油性气
溶胶，但也含有来自生产过程中的许多有用的热
量。因此，如何对废气进行适当的处理是制造商面
临的根本任务。作为拥有60多年商业经验的领先解
决方案提供商，KMA追求两个目标：清洁纺织工

®
业的空气，并同时回收热量。KMA ULTRAVENT  
解决方案将污染废气的提取和过滤，以及高效回收
热能结合在一个系统中。KMA的创新过滤技术为
生产、员工和环境提供了节约成本的传统排气处理
方法的替代方案。KMA为客户提供定制的过滤器
解决方案，可用于过滤在拉幅机中加工的各种纺织
面料：
• 天然纤维：羊毛、棉花
• 合成纤维：聚丙烯酸、聚酰胺、聚酯
• 天然化学纤维：粘胶、醋酸纤维

空气过滤
在纺织品生产和热固过程中，纺织品经过化
学和热处理，产生的废气中含有污染物排
放。国家和地方对纺织企业在空气质量、职
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法律规
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政策也要求我们重视
空气污染。

KMA的静电滤芯，即使是面对高度污染的废
气和粘稠或油腻的气溶胶，也能对烟雾和气
溶胶进行高度分离。具有分离效率高、耐久
性好、能耗低等特点。根据废气的混合情

®
况，ULTRAVENT 静电滤芯可与紫外光管结
合用于气味的氧化。由于配备过滤器自动清
洗系统（CIP），滤芯无需更换。

拉幅机每年排放的油 （吨数）

1

7200吨，无过滤器时

0.18吨，使用KMA过滤器后
台拉幅机

3.6吨，无过滤器时

（如浙江省 绍兴市）：180吨，使用KMA过滤器后

3600吨，无过滤器时

1000台拉幅机

（如中国 浙江省）： 360吨，使用KMA过滤器后
2000台拉幅机



根据生产模式或织物类型，拉幅机可以在
200℃以上的温度下工作。该拉幅机的运行要
求较高的能源消耗–常通过高成本的天然气和
热油来加热。实际上，能源成本平均占纺织行
业总运营成本的20%以上。能源回收是纺织行
业降低经营成本的有效手段。

®
运用KMA ULTRAVENT 过滤系统，可有效地

®回收并再利用有价值的余热。在ULTRAVENT  
系统中集成的热交换器能够回收过程中的热
量。回收的热量用于后续过程: 可以用来加热
供气（如拉幅机）和/或加热水（如染厂的洗
涤水）。
一般来说，回收潜力非常大，可以使整个系统
的回收期低于两年。这就使得环境可持续性与
不断增长的盈利能力以理想的方式联系在一
起。

应用实例：
®

通过一个实例可以验证使用KMA ULTRAVENT  系
统可以节省多少钱：客户使用一个拉幅机（6个段
位），排风量为20,000立方米/小时，每年运行
5,000小时。排气温度为180℃，工厂平均环境温度
在20℃左右。回收的能量用于加热供气和水。节能
潜力为：

每小时潜在热回收为   513千瓦
每小时节省能源成本  12.82欧元
每年节省能源成本  64,000欧元

假定天然气价格为0.025欧/千瓦

拉幅机排出的热污废气
温度：180℃|  风量：20,000立方米/小时

棉絮预过滤网

热水流出
温度：95℃
性能：501千瓦

冷 水 流 入
温度：20℃

自动清洗系统

静电过滤器

冷污空气

洁净空气
温度：60℃

产能潜力：513千瓦

水热交换器

水热交换器

®
KMA  ULTRAVENT  的优点一览：
• 一个小小的系统，可以高效地分离油烟和气溶胶并且同时进行创新的热回收。
• 低能源消耗和油回收的可能性等同于低回收期
• 使用自动过滤器清洗系统，无需更换滤芯。
• 坚固部件（不锈钢外壳），无易损件–德国制造
• 可加装的模块化系统
• 适用不同容量大小
• 可选项：高效除臭及/或综合消防系统

热回收



®ULTRAVENT 系统
可持续运行模块

4) 自动清洗系统（CIP）

3) 静电过滤器

1) 棉絮过滤网：

2) 热交换器：

1) 预过滤–棉絮分离

从粗编织纤维中加工原材料通常会产生大量的
绒球颗粒。在这一步骤中，必须进行预过滤。
因此，KMA在这种情况下提供了一个棉絮预过
滤器。其由坚固的不锈钢丝网构件组成。不锈
钢丝的特殊形状能够高效地分离棉絮球等粗尘
颗粒。

2) 高效热交换器的热回收

®
通过在ULTRAVENT 系统中集成热交换器，不
仅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回收过程中的热量。
从废气中回收的热量可用于后续工艺(如空气或
水加热)。对于供气的预热，可采用横流换热器

®
(空气-空气的运行方式)。此外， ULTRAVENT  
还提供液体/空气热交换器，用于加热像水这样
的液体（最高可达90℃）或太阳能液体（最高
可达160℃）。紧邻在过滤器区域旁边安装的热
交换器，可以通过自动过滤器清洗系统进行常
规的清洗。

3) 采用高性能静电除尘器进行颗粒过滤和油回收

®
ULTRAVENT 静电过滤单元，能够有效地分离烟
雾、粉尘和细雾。过滤器的特点在于其超坚固的
设计: 不锈钢制成的框架，电极和承载杆，铝或不
锈钢制造的收集板、耐油陶瓷绝缘体和液体或粘
性物质分离的优化设计。这些特点确保静电过滤
器是一个应用广泛的经济和耐用的过滤介质。通
常可在静电收集单元中采集到两类污染物。一种
过滤物质为从收集板上滴下来的液体，会被收集
于回收槽中。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油可以进
行回收再利用。第二种污染物在过滤器表面形成
油脂或固体沉淀物。不适配的过滤器类型会使得
过滤器迅速堵塞，使其失效，导致更换和处理过
滤器的成本过高。然而，KMA静电除尘器绝不会
阻碍空气通过排气系统。

用于预过滤

用于热回收
Ÿ 空气-空气
Ÿ 空气-水

用于颗粒过滤和油
回收

用于过滤单元自动清洗



4) 自动清洗系统（CIP）维护费用低

作为标准，自动过滤器清洗系统可用于
®

ULTRAVENT  排放控制系统中。其适用于清洗所有
集成的过滤模块，如静电收集单元或换热器单元。在

®
舒适性和清洗效果方面，ULTRAVENT 自动清洗系
统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在过滤器清洗过程中，其可移
动的喷嘴杆在收集单元上方来回移动。它可以进行常
规的和省力的过滤槽清洁，以达到其最低的维护要
求。清洗系统的智能控制，可以同时降低水和净化剂
的消耗。在标准设计中，洗涤水由蒸汽加热。另外，
洗涤水也可以通过电加热器加热。

用于气味处理的紫外灯

对于气味问题，KMA过滤器系统配备一个集成
的紫外线模块，用于节能的气味消除。为了消
除气味 ，KMA 在防潮设计中使用了真空紫外
线灯管。由于强光处理，有气味的有机挥发物
分子就会发生 化学氧化。这样会使气味问题得
到显著改善。

消防灭火系统

®
如果有火灾危险，ULTRAVENT 系统可以选择
配备火灾传感器和灭火系统。一旦发生火灾，
该系统将确保过滤器装置充满灭火气体。因
此，可以避免设备的进一步损坏。

通风机

作为进一步的可选配件，可提供带有消声器和
变频器的通风机。一般情况下，由于过滤系统
内部的压力损耗较低，原有的拉幅机通风系统
往往可以进一步使用。

可编程控制器–PLC

可编程控制（西门子S7 1500）监控所有的过滤
功能，并根据排风温度、体积和进一步的目标参
数控制换热器内传热流体的流量。可显示实际热
回收率(当前产量千瓦)和回收能量的累计值。
PLC集成的安全监控持续监控系统入口温度，当
拉幅机温度过高时自动切换旁路操作。同时会发
出信号（例如启动灭火程序）。

此外，PLC可控制CIP清洗系统，实现清洗间隔、清洗水温等参数的适当编程。
所有的操作数据都是长期存储的，如果需要可以提供（例如ISO 14000管理章
程）。舒适的触摸屏提供了直观的操作指南。交通灯系统（绿-黄-红）可显示所
有组件的当前运行状态。通过以太网将所有相关信息转发到中央控制系统或集成
到远程维护系统中。该系统配有空调控制柜。

附加选项



热回收，用于加热空气和水

采用节能KMA串联模块，回收的热量可用于加
热供气和/或处理水。因此，相对于高成本的传
统加热方法（如燃气或热油加热）所需要的能
量更少，从而拉幅机的总体能耗也会降低。

串联模块中的KMA废气过滤系统配有静电颗粒
分离滤芯、热回收换热器、过滤模块自动清洗
系统以及可选的紫外灯气味消除模块。

®KMA ULTRAVENT  系统有三种规格的过滤器，依排风量分别为15,000立方米/小
时，20,000立方米/小时，和30,000立方米/小时。对于更大的排风量，两个或多个
KMA系统可以轻易地进行相互连接。

KMA排气系统是基于一个模块化的系统，它结合了几个系统组件。因此， 
®ULTRAVENT 系统可以准确地适应拉幅机的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每个系统都

可以配备合适的换热器模块。因此，一个KMA排气系统带有一个或两个换热器模
块和两个静电过滤单元的是很常见的。

塔型模块
热回收，用于节水采暖

KMA塔型模块使用从废气中回收的热量加热工艺用
水（最高90℃）或太阳能液体（最高160℃）。因
此，染房或洗衣房用水加热的总能源需求也大大降
低。

塔型模块中的KMA过滤器配有颗粒分离用静电滤
芯、热回收用热交换器以及过滤单元的自动清洗系
统。

串联模块

过滤器尺寸和模块



一个10段位的拉幅机实现了720千
瓦/小时的能量回收，每年节省了
9万欧元的能源成本。与此同时，
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680多
吨。

客户应用
一位客户正在为他的新拉幅机寻
找一种节能的热回收和废气净化
方式，排风量为30,000立方米/小
时。其目标是降低拉幅机的高能
耗，并利用从排气中获得的宝贵
热量。排气温度平均为180℃。

KMA的解决方案
KMA提供了一个带有双换热器和

®
双静电除尘器的ULTRAVENT 系

®统。KMA ULTRAVENT 系统以一
种非常节能的方式再利用废气中
的有价值的能量。从废气中提取
的能量通过两种方式提供给生产
过程: 一是加热拉幅机的送风。这
样可以节约200多千瓦的热能。此
外，能量回收系统将用于染色的
11m³工业用水加热至58℃。

结果
系统的能量回收约为720千瓦/小
时，每年可节省约90,000 欧元的
能源成本。回收期不到两年。同
时，废气得到有效净化，公司的
每年碳排放量减少了680多吨。

*基于燃气能源成本0.025欧元/千瓦计算

热回收用于加热工艺用水
某纺织企业采用KMA过滤器，在
净化其拉幅机废气的同时，将其
日能耗降低了300欧元。此外，二
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600多吨。

客户应用
一个客户有一台6个段位的拉幅
机，排风量为18,000立方米/小
时。他正在寻找一种排气系统，
既能净化废气，又能减少拉幅机
的能量损耗。排气温度平均为
180℃。其目的是利用废气中的有
价值的热量来加热工艺用水。

KMA的解决方案
KMA为该项目提供了一套
ULTRAVENT® 20,000过滤器系
统，配备了棉絮预过滤器、双静

电过滤器和双空气/水热交换器。
可以保留现有的通风机和管道。
回收的热量用于加热洗衣和染料
厂的水。从20℃到83℃，能源回
收系统每小时加热6.3m³左右的
水。另有一个边带效应，被空气
过滤器分离的油被收集在桶里，
可以二次使用。

结果
由于每小时450千瓦的高能量回
收，公司通过KMA过滤系统每天
节省近300欧元。二氧化碳排放量
每年减少600多吨。此外，客户每
天还回收了35 - 50升的工艺油供二
次使用。上述成本优势使得摊销
期少于2年。

个案研究
双重热回收，提高效率

18000立方米/小时，
拉幅机废气180℃ 120°C 65°C

5000立方米/小时，周围空气20℃

155℃预热空气供应拉幅机

洁净空气
空气 -空气
热 交 换 器
200千瓦

空
气

-水
热
交
换
器

静
电
过
滤
器

11立方米/小时，洁净水20℃

58°C 

静
电
过
滤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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