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制造业的健康与安全

您是否清除来自机器人焊接和激光切割的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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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提供安全又健康的工
作环境吗？

我们有。在汽车制造业、要确保您的
员工拥有一个愉快并合规的工作场
所、您需要控制焊接、切割、研磨所
产生的烟气、（油）雾和烟尘。

金属加工在汽车行业的制造流程中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了更高效
地生产汽车零部件、像焊接机器人那
样的自动化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Plymovent（蒲利美）在抽吸和过滤
金属加工业的污染方面已有超过35
年的专业经验。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
将工作场所与焊接及激光切割烟尘
的接触限制在法定范围内、符合国际
准则。

汽车制造业以及目前更高的要求

汽车制造业是全球最大和最重
要的经济部门之一。

目前对汽车行业的要求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大、例如、从重量、
安全性到耐久性、车辆都按照
更严格和更精确的参数进行分
级。

此外、汽车制造商和供货商都
必须就他们生产设施所面临的
更高要求做出响应、提供一个
更安全、更健康和更环保的工
作环境。

法规并非是汽车制造商和供货
商采取措施改进工作环境健康
和安全的唯一原因。

其它原因有：
■ 提高生产效率。
■ 保护敏感的生产和控制设 
 备。
■ 减少设备的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量。
■ 降低整体运营成本。
■ 吸引和留住高技能的工人。
■ 减少员工流失成本。

Plymovent（蒲利美）提供的解决方案为工作场所提供
清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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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的火灾风险

众所周知、汽车行业广泛用油、与使用干式焊接的其它金属加工业相比
较、使用油和/或低闪点1的液体对烟尘抽吸和过滤系统形成了更大的火灾
风险、例如、机器人焊接挤压件、冲压件或油性部件时、会产生低闪点的含
油烟雾、这些烟雾很容易被火花点燃或因集尘箱的闷烧2而自燃。
过滤器不仅是在安装时会失火、即使是在数年后也会。

这种潜在的火灾风险存在于金属加工的许多环节中。不幸的是、抽吸和过
滤系统的火灾在汽车制造业内司空见惯、为生产的停机时间及成本带来重
大的未预知性。

Plymovent（蒲利美）能够将火灾的风险及其潜在成本降至最
低限度。

控制火灾风险

Plymovent（蒲利美）与一级
和二级汽车供应商紧密合作、
为最大限度降低过滤系统的火
灾风险共同开发并测试了各种
各样的解决方案。
SHIELD*消防安全解决方案
即是这一合作的结晶!

SHIELD*消防安全解决方案:
■ 将火灾的风险降低到最低
 限度。
■ 增加过滤器使用寿命、
 降低过滤器更换成本。
■ 将生产的停工时间降到最 
 低。
■ 增加抽吸和过滤系统的整
 体性能和寿命。

1 闪点是液体/油产生足够蒸汽、形成可燃混合物的最低温度。
2 闷烧是一种产生热量的化学转换、可能导致自燃和火灾。 * Patent pending、请参见第6页。



4

FLEXHOOD (中小型抽气系统)

FlexHood -  Plymovent（蒲利美）的吸气罩 – 清除焊接机器人和激光
焊接机的焊接烟尘烟雾和气雾。结合了过滤器、风扇和节能控
制、FlexHood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模块化结构能够按
需组合。您可以选择其（覆盖工作间）所需的宽度和长度、使用整体吊装
孔挂装在天顶上或使用可选配的铝脚支承。为安全起见和优化抽排效果、
我们强烈推荐使用焊接幕帘。焊接幕帘非常适合用于隔离工作区、覆盖焊
接区或创建一个密闭空间。根据焊接所用的工艺、您可以选择透明、半透
明或不透明的焊接幕帘、保护焊工和周围的员工免于焊接电弧和闪
光。FlexHood可以安装在任何Plymovent（蒲利美）的中央过滤器装置
上、满足您对容量的确切要求。

推挽系统(通用过滤系统)

如果您需要覆盖更大的范围、Plymovent（蒲利美）建议您使用推挽系
统。推挽系统是一种通用抽气过滤系统、非常适合用于装备了多台机器人
和起重输送装置的汽车工厂。

推挽系统的重点在于它可以以各种各样的设置安装、例如U型或并行。通
过其推挽栅格、中央过滤装置、风扇、控制及整体系统设计、推挽系统在
您的生产设施内持续不断地推挽（抽吸）烟尘、清除烟霾或烟雾“毯”。推
挽系统在一个特定的高度（通常在4- 6米之间）以受控方式清除这一烟雾
层。然后、对空气进行过滤、并通常被再循环。

Plymovent（蒲利美）的FlexHood和推挽系统主要用于捕捉
并清除焊接烟尘、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

机器人焊接

机器人焊接起始于1980年代。
汽车行业首先将机器人广泛用
于点焊作业。从此、机器人焊
接迅速地成长起来、在汽车制
造业中被普遍使用。

工作间内的机器人焊接工艺和
激光焊接产生大量的烟
雾、Plymovent（蒲利美）因
此开发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来捕捉并清除这些烟雾。每个
系统性解决方案都有其独特的
特性和优点。

吸气罩可以有效地捕捉并清除
焊接烟尘、隔离机器人焊接区
域。而另一方面、一套推挽系统
那样的通用过滤系统可以覆盖
大型车间、控制焊接烟雾、确
保焊接烟尘不逾越工作场所的
法定限制。

图片:推挽系统（通用抽吸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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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您的需要量身定制

要确定对您的生产设施最为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您需要作全面的考
虑；制造流程、现存通风、气流、车间的整体空间及一般建筑结构。

FlexHood系统和推挽系统都是工程解决方案、必须经过适身量裁才能适
合您汽车工厂的需要和要求。制造商的设施形形色色、Plymovent（蒲利
美）因此提供系统设计的咨询和服务。

节约能源

抽气系统结合适当的过滤装置、风扇及控制设备、不仅十分有效、由于经
过过滤的清洁空气被再循环到工作场所内、也同样是一种节约能源的解决
方案。正确地设置编程能够控制和优化气流、降低运营成本和能源成本。

“Plymovent（蒲利美）的吸气罩非常的有效。焊接烟尘和其它金属蒸汽根本没机会在车间内累积、直接就被吸走
了！这意味着工作面上尘土更少、避免员工发生比如滑倒那样的小事故、这样、工作环境比以前更安全了。此外、
空气质量也好多了。烟尘烟气更少、对我们的员工来说、这地方更加健康了。我们的员工立刻就注意到了这种差
异。Plymovent（蒲利美）考虑周到。我们现在已经合规、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又健康的工作环境、
综合火花过滤装置(偏转板)降低了火灾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们节省了能源和运营成本!”

过滤技术

Plymovent（蒲利美）的过滤技
术享誉全球。我们在过滤方面已
是超过35年的专家。工业污染
和焊接烟尘一直是一个特别受
到关注的领域。作为这一行的专
家、我们了解每天焊工所要面临
的不适和风险。因此、我们按照
国际准则开发了各种解决方案。
创新的技术、实用的知识和多年
的经验造就了一个广泛系列的高
品质系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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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ymovent(蒲利美)对过滤系统的
火灾风险非常重视、尤其是高风险
的焊接应用、比如焊接油性部件。
因此我们开发了SHIELD*消防安全
解决方案。

SHIELD*方案包括数个组件、能够
组合创建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每
个产品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优点。
这些组件都经过数个国际认证机构
的测试和认证。

SHIELD*消防安全解决方案将火
灾的风险降至最低程度、并且、一
旦发生火灾、确保间接损失的轻
微。

Plymovent（蒲利美）比任何人都
更了解金属加工过程中的火灾肇
因。SHIELD*方案结合了我们的专
业知识和行业经验、使火灾风险的
控制成为可能。我们提供量身定制
的解决方案、能将任何汽车工厂的
火灾风险都置于掌控之下。

预防
第一步就是防火。一个有效的火花
过滤装置能防止火花、火星和烟蒂
进入管道、接近可燃性滤芯和集尘
箱内的垃圾。此外、我们还提供一
种石灰石加注器、将石灰石注入通
风管道和油/油性烟尘相混合、降低
油的可燃性、防止发生自燃。

侦测
万一着火、立即发现火灾的第一迹
象异常重要、比如高热、火花或烟
雾。控制面板能做出充分反应、启
动抑制措施。

抑制
一旦警报触发、ShieldContro l停
止风扇运转、用滑阀隔离过滤器、 
切断气流。在数秒钟内控制火
势。FlameShield则确保损害的轻
微。

* Patent pending.

预防（火花过滤器）。 侦测（烟雾报警器）。 抑制（灭火器）。

使用SHIELD*消防安全解决方案控制火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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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时的油雾

除了焊接和切割流程、Plymovent（蒲利美）还为修形、成型、钻孔、压缩等机械加工和制模工序提供了解决方案。
有效地捕捉、过滤和清除油雾对确保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延长机械和刀具的使用寿命至关重要。

金属加工液(MWF)

许多汽车业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生产零件和组件（例如、发动机、底盘、车身、车架、传动、悬挂或车座）、会用到金属
加工液(MWF)。MWF被用来冷却金属工件、机械和/或刀具本身。MWF还被用作润滑剂、通过减少金属和刀具之
间的摩擦、保证工作流程的顺利进行。取决于不同的生产流程、MWF会产生油烟、烟雾、烟气、蒸汽、气体、滴液或
气雾。

MISTELIMINATOR

Plymovent（蒲利美）提供了一系列模块化过滤器、无论您使用的是全闭式、半闭式还是开放式数控机床、都能有
效地降低油雾的背景浓度。根据所需的容量、我们提供单一的过滤装置及大型的过滤器组列、MistEl iminator是专
门开发用于捕捉和清除油雾、烟雾及您的汽车厂内由加工和制模工序所产生的任何可能污染物。

整体优势

符合健康和安全标准。
■ 将您员工的健康风险降至最低限
 度： 
 -  限制和焊接烟雾、
  烟气和油雾的接触。
■ 安全的工作环境： 
 -  减少火灾的潜在风险。 
 -  保持地面防滑。
■ 提高生产效率： 
 -  由于工作场所空气清新、
  工作士气更加高昂。 
 -  数控机床环境清洁、
  缩短了操作人员的干预时间。
 - 停机较少。
■ 减少维护/运营成本： 
 -  延长机械和刀具的使用寿命。 
 -  保护敏感的高科技设备和控制。
■ 节能： 
 -  空气得到再循环。 
 -  使用控制设备。

图片:MistEl iminator过滤器组列ME-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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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ymovent（蒲利美）保留对设计更改的权利。 0000101774/O

Plymovent （蒲利美）关心您所呼吸的空
气质量、我们向全球提供产品、系统和服务、
确保工作环境的空气洁净。

我们尊重环境和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多年来积
累的经验以及真诚满足客户要求的态度、
使我们能真正为您提供所需要的解决方案。

PLYMOVENT（蒲利美）提供空气
净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Plymovent（蒲利美）对于汽车制造业的焊接切
削烟尘的抽吸和过滤拥有丰富的知识。另外、
我们在抽吸过滤金属加工业的研磨粉尘和油雾、
消除工厂、修理车间和维修服务站的车辆尾气、
确保工作场所的空气清洁方面也是行家里手。

一体化配套

Plymovent（蒲利美）不仅仅是一家生产厂商、
我们提供专业咨询、设计和工程服务、
提供适合您特定需要及要求的解决方案。
此外、Plymovent（蒲利美）还提供预防性维护
服务、使您的系统保持最佳运行状态、
令您充分满意。

要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
请和我们直接联系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International Distributor Sales
Plymovent Group BV
P.O. Box 9350
1800 GJ  Alkmaar
The Netherlands 

T +31 (0)72 5640 604
F +31 (0)72 5644 469
E export@plymov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