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制化的通风和过滤解决方案

您是否控制焊接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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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想过清洁空气的价值？

为何选择Plymovent（蒲利美）
  对顾客需求的真诚承诺
  系统解决方案
  数十年的专业知识积累
  高品质的产品
  全球业务

是的, 我们有想过. 30余年来, 确保您的工作环境空气清洁就是我们的
业务. 我们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不仅保护您的焊工, 也保护周围的工作
人员不受吸入有害焊接烟尘的伤害. 我们提供一个抽气和过滤系统的
广泛产品系列, 并提供完整的工程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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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抽排烟雾？
焊接烟尘、打磨粉尘、油雾: 金属行业产生各种各样的污染. 工作场所的焊工和工作人员都会接
触到这些空气污染物, 要建立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 必须降低这些健康风险, 采取保护措施是一
个重要方面, 事实上, 其重要性已使得国际上建立了严格的标准来规范. 焊接烟尘、微小颗粒和熔
化金属的残留物必须经过高效抽吸和过滤的有效处理, 确保工人有更好的感觉, 从而有更好的工
作表现, 这将带来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少的因病旷工.

烟雾/粉尘 可能的即时影响 可能的长期影响

焊接烟尘 (一般) 声音嘶哑、喉咙痛、眼睛发炎、金属烟雾病 支气管炎、生殖毒性
铬 (不锈钢焊接的焊接烟雾) 致癌
镍 (不锈钢焊接的焊接烟雾) 金属烟雾病 致癌
铝 呼吸器官刺痛、金属烟雾病
锰 肺炎 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锌 金属烟雾病
铜 金属烟雾病
镁 呼吸器官刺痛、金属烟雾病
铅 血液和肾脏病变 生殖毒性
气体 可能的即时影响 可能的长期影响
氮氧化物 支气管和眼睛刺激、肺水肿 支气管炎
一氧化碳 呼吸困难、神志不清 生殖毒性
臭氧 支气管和眼睛刺激、肺水肿

吸入焊接烟雾和气体的健康风险 资料来源: 保持您的身体远离焊接烟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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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做

根据我们数十年来在空气处理行业的经验, Plymovent (蒲利美)已开发出一套绝对全可
靠的方法, 我们称之为工程解决方案. 这种方法通过一个具有成本效益和易于操作的系
统, 确保您的工作环境空气清新. 这一过程有7个阶段, 从分析、设计到供货、安装、调
试和维护, 都打包在一个物超所值的套装内.

我们调查
每个客户都有具体的要求. 为了能够满足这些要
求, 进行彻底的调查至关重要, 要回答许多关于焊
接工序的问题、工作场所的焊工人数和焊点、车
间设施布局、过滤需要、当地法律和系统控制的
需要. 将来是否有扩展计划？完成了第一阶段我
们才知道需要做什么.

我们规划
基于我们在调查阶段收集到的信息, 创建一个在
工作环境中实现最佳空气的路线图, 从我们广泛
的产品系列中选择产品, 量身定做做一个系统, 提
供经久耐用的最佳解决方案, 确保操作方便和健
康的工作环境.

  

调查 规划 设计 安装 调试 培训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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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
在设计阶段, 通过计算压降、过滤器尺寸、风机尺
寸等等, 我们精心调整规划阶段选择的产品设备, 
我们产品的模块化和灵活性, 使我们能够在模块
化、安全性、经济和操作方面优化您的系统, 这样
设计的系统更符合您今天的需求和未来的扩展.

我们安装
在设计阶段完成后, 我们就能安装您的客制系统
了. 在全球范围内, Plymovent (蒲利美) 已安装有
超过30,000套系统, 确保健康的工作环境. 我们有
丰富承包解决方案的经验, 运作完美无瑕, 使您能
够专注于核心业务.

我们调试
当安装阶段完成后, 我们校正系统, 确保所有参数
都设置正确. 我们不断追求完美, 创造一个您在今
天也在未来数年都值得信赖投资的空气净化系统.
 
我们培训
作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合作伙伴, 我们非常乐
意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我们能给您做手
把手的培训, 充分利用我们的系统.

我们保养和维护
生产线的操作安全对确保生产的高效率至关重要. 
我们因此提供持续的服务协议, 我们的维修工程师
将确保您的抽气系统状况良好, 运行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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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FlexHood (如意罩)
模块化吸气罩特别适用于机
械式焊接应用, 并可以根据
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减少烟雾
要在您的工作环境中创造清新的空气, 第一步是要确保在您的应用中
使用最好的焊接工艺, 如果合适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使用一个替代的
焊接方法, 除了焊接的工序, 材料应该清洁, 比如清除油污、涂料和锈
蚀等等, 鉴于质量原因, 我们的许多客户已经考虑到了这第一步骤. 我
们建议联系您的焊机供应商, 征询他们的焊接经验, 可惜要确保安全
的工作环境, 这第一步往往是不够的, 需要采取额外的步骤.

尘源捕捉
第二步要考虑的是从尘源上消除焊接烟雾. 只有通过尘源抽气, 才能
保护焊工, 并防止工作车间内焊接烟尘的积累, 尘源捕捉方法最好是
在工作区内和吸风式净化工作台等相结合, 这是一个工作台和烟尘抽
气机的组合. 其他方法有带一体化烟尘抽吸的抽气臂, 方便定位在尘
源或焊枪附近. Plymovent (蒲利美) 有全套的控制和配件, 可按您的
当地需求客制系统. 设计参数易于使用, 在灵活性、能源消耗和噪音
水平上都能得心应手.

隔离/分隔
如果不可能在尘源附近抽吸, 下一个最好的方法是将尘源与车间的其
他部分分隔开来, 如果可能的话, 甚至可以使用机械化焊接或焊接机
器人, 将之与焊工隔离开来. 带保护帘的吸气罩形成一个封闭的焊接
工序, 也是这些情况下的首选方案, 吸气罩附近的工人因此得到保护, 
但吸气罩内的工人仍需额外的个人防护.

通风和个人防护
有时, 尘源捕捉和焊接罩无法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情况
下, 全面的空气净化和通风结合个人防护就成为首选的方法, 采用这
种方法来捕获和过滤车间内积累的烟雾.

不同的方法 (按效能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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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最适合您的解决方案？  
根据您的需要, 我们可以提供尘源抽吸系统、吸风式净化工作台、
吸气罩系统或全面的通风系统.

抽气臂
我们的抽气臂可用于各种工作
区域, 如有延长需要, 可以安装
在加长吊杆或导轨上, 没有实
际长度限制.

控制
我们的控制设备可以自动控
制整个抽气系统, 根据用途
及其他条件调节气流.

风机
我们提供广泛的风机
系列, 满足各种应用中
最常见的需求.

DraftMax
设计稳健的吸风式净化
工作台, 确保有效的排烟
和过滤.

MdB（组合滤筒式收尘
器）过滤器 
Multidust Bank (组合滤筒式收
尘器) 过滤器是一个模块化滤筒
收尘系统, 可根据您今天的需要
组合, 也能随着明天的业务增长
而扩展.

其他过滤器
我们提供一个广泛系列的
固定式和移动式过滤器设
备, 请联系我们或访问我
们的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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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源捕捉

为什么要作尘源捕捉: 
 健康原因

投资于危险环境中的尘源捕捉系
统, 减少了因病旷工, 也能更好地
留住雇员.

 环境原因
从尘源上捕捉可以有效地防止空气污
染在工作场所的蔓延, 这些污染不仅危
害工作中的操作人员, 也危害工作场所
内所有的其他人员. 自动控制抽气系统
还能降低您的能源消耗, 节省您的开
支, 与此同时, 您又为改善全球环境做
出了贡献.

尘源捕捉 
Plymovent (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Plymovent (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
1.0蒲8.8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Plymovent (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Plymovent (蒲蒲蒲) 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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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罩

为什么使用焊接罩：  
 健康原因

通过在危险环境中投资FlexHood系统, 
您可以将工人与焊接源隔离开来.

 环境原因
有了FlexHood系统, 您能有效地防止
污染在您的设施内蔓延.

焊接罩捕捉烟尘
Plymovent (蒲利美) 按您的需要客制吸气罩FlexHood可以安装在
底脚上或吊装在天花板上; 两个选项都可以很容易在您的具体工
作区域内为吸气罩定位, 配上照明灯和焊接保护帘, 您有各种选项
用来完善FlexHood. 

传统的抽气罩往往都是中心抽气, FlexHood则有个具创新意义的
侧吸罩框, 从抽气罩的边缘捕捉烟尘. 有效地防止了烟雾从吸气罩
边缘逃逸.  

FlexHood旨在保护焊工和在其他工作区内的工作人员、您的设
备和厂房设施, 吸气罩内的折流板控制气流并减少火花进到过滤
器的风险. FlexHood的模块化部件搬运方便, 且可以很容易地现
场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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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推挽系统：
 健康原因

Plymovent (蒲利美) 推挽系统将您设
施内的环境烟雾降低到oeS (职业影
响限值)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环境原因
有了推挽系统, 您能有效地防止污染在
您的设施内蔓延.

何时应当使用推挽系统来创造更清洁
的工作环境？
• 尘源抽排非常困难
•大型工件
• 变换焊接地点

全面通风

全面空气净化及通风
如果工件太大, 抽气臂无法覆盖, 或者如果焊工要不断在各点
间移动, 不能够进行尘源抽气, 针对这个问题, Plymovent (蒲利
美) 现在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推挽系统, 该系统采用成熟的技
术, 捕捉环境焊接烟雾, 将其过滤, 然后再将洁净的空气推送入
工作区. 这样, 宝贵的热空气被保留在工作区, 而职业性风险也
易于保持在公认的标准.

Plymovent（蒲利美）的推挽系统由4部分组成: 挽管、过滤器
设置、中央风机和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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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系统

为什么使用控制设备:  
 经济原因

一个全自动的控制系统大幅度降低电
力和整体能源的消耗, 给予更短的RoI 
(投资回报率).

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有适合消除焊接烟雾中的每一个步骤所需要的产品. 我们提
供的系统解决方案经过工程设计, 并以我们广泛系列的风机、控
制设备和过滤器充实完善.
• 风机有从0,37 Kw 至22 Kw, 其他的按需索取
• 系统控制有从简单的手动控制到最尖端的全自动控制.
• 我们的过滤器有从小型固定单元到自清洁的大型模块化设计

的设置.

我们的专业知识来源于许多年的积累, 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我们对
客户要求的真正承诺, 使我们能真正为您提供所需要的解决方案.

投资于Plymovent (蒲利美) 系统也就是投资于环境及投资于您未
来的竞争力.



 

www.plymovent.com

Plymovent (蒲利美) 授权分销商:

Plymovent (蒲利美) 关心您呼吸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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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我们的专业知识来
源于多年的积累, 我们对客户要求的真正承诺, 使我们
能真正为您提供所需要的解决方案.

分公司
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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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