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杜里湿式分离器 VDN

分离易燃，易爆，湿润，黏性粉尘

带废料桶的一体式湿式分离器 
VD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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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里湿式分离器系统几乎可
以分离所有干式处理工艺很难
或者不能处理的粉尘。这种高

效的分离器是按照文杜里原理
运行的，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
的工业领域。

按照实际需要配置的捕捉元件
在粉尘产生源处将异物捕捉起
来，通过管道系统输送到分离
器的进风口。在那里有一个喷
淋区域。在管径最小的的位置
通过气流的急速提速将水以密
集的雾状喷射而出。由此可形
成一个均匀的水雾帘将粉尘润
湿。分离器外壳产生的强大旋
转力借助气流离心力的力量将
水滴分离出来。被分离干净的
气体被风机吸入并通过消音器
进入循环系统。被分离出来的
粉尘则沉积下来，通过垃圾处
理系统被输送出来。

•  会产生碎屑的工艺：打磨、
抛光或其它会产生飞溅、高
温粉尘的加工工艺。

•  轻金属合金的喷丸、打磨和
抛光（铝、镁合金），此种
合金粉尘是可燃的和爆炸性
的。 

•  除了会产生粉尘外还会产生
冷却液蒸汽或气雾的压铸机
或其它工艺。

•  可能产生湿式或黏性粉尘的
铸造以及陶瓷或玻璃生产加
工。

•  可能在干燥、冷却或挤出过
程中产生含尘蒸汽的化学和
塑料行业

•  木材板和纤维板生产当中产
生的模压废气。

针对易燃，易爆，
湿润以及黏性粉尘

功能

应用领域

断面图：在喷淋区域中密集的水滴层

图：水滴层中的小液滴吸附空气中的
颗粒，如发光区域所示，以此颗粒将
被去除

VDN-TA的主喷头

功能

带垃圾收集桶的一体式湿式分离器 VDN-E

1. 进风口
2. 喷淋区域
3. 分离器外壳
4. 消旋段
5. 径向风机
6. 出风口接口
7. 水位调节箱
8. 自来水龙头
9.  (作为垃圾收集容器)

灰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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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优点

所有设备包含水位感应器、自
来水补充器和溢流坝。一旦水
位低于设定值，水位传感器就

会自动打开自来水补充器内的
磁片阀，将水补充到应达设定
值的位置。

水位调节

VDN系列设备既可设计为封闭
式结构，也可设计为开放式结
构。易沉降的颗粒选用封闭式
结构，在该结构中，水位显示
器中的水位通过直接位于文杜
里喷嘴缝隙边缘的水平面来调
节，在分离器中的水将向上喷
射并雾化。它的优点是出于经
济考虑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不
使用水泵。在开放式系统中，
水箱和喷淋区是分开的，存在
一个开放式的水面。如果需
要，可以手动撇去漂浮物（例
如泥或油），在溢流边缘上清
洗掉，使用撇渣器部分撇去。

在开放式系统中，文丘里喷嘴
必须通过泵供应循环水。 回流
通过一根浸入式的管路进行，
其安装高度由系统真空度决
定。 在这样的开放系统中，除
了文氏管喷嘴之外，可以在收
集点附近提供附加的喷嘴来冲
洗管道并且使其中的结块最小
化。 通过流过的空气的文丘里
效应，在两个系统的喷嘴中发
生水的雾化。 这可以省去供水
的横截面收缩，如在实心锥形
或中空锥形喷嘴中实现。 这消
除了堵塞并提高了整个系统的
可用性。

开放和密封系统

如何处理混合物或者淤泥取决
于其物理-化学特性。如果其组
成成分没有任何疑问则可以直
接排入废水排放系统。在此过

程中应当注意有关废水和垃圾
处理装置的接入和验收条件。
可能造成水污染或者毒化的物
质需要进行特殊的垃圾处理。

垃圾处理

在特定的作业，如淬火或喷塑
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黏性或可
燃蒸汽及粉尘。为避免沉积物
或可燃物的形成，脏空气在收
集后进入吸收管道，并做喷水

处理。通过隔热冷却后蒸汽在
管道中已部分液化，这样会进
一步提高其分离率。

吸尘管道喷淋，避免
沉积物及可燃物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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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品系列一览

文杜里一体式湿式分离器包括
五 种 不 同 的 型 号 （ V D N -
E，VDN-T,VDN-TE,VDN-
AS,VDN-TA），每种都能提供
不同的大小并且拥有不同的垃

圾收集和处理方式。该产品系
列涵括的风量从2500 m3/h 到
28000 m3/h。

设备型号

新的HydronPlus已被授予德国
巴登符腾堡州环保科技大奖，
其特别适用于在刷磨，抛丸和
打磨过程中废气清洁和吸收。
HydronPlus将湿式分离器的优
点与干式分离器的高度分离度
相结合，因此可以实现清洁的
空气回流。带变频器的风机会

根据当前情况自动调整功率。
这两个方面都有助于提高系统
的能源利用效率。 凭借每小时
1 5 0 0 立 方 米 的 空 气 流
量，HydronPlus是一款灵活的
装置，可在工作站移动时随时
随地移动。

用于空气循环的
HydroPlus-一体式湿
式分离器

用于空气循环的HydroPlus-一体式湿
式分离器

Keller的工作台以及刷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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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N-E型号的分离器是将分离
出来的粉尘排放到一个安装在
下部的可拆卸的废料桶内。过
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必须要停机
清倒该废料桶。这种垃圾处理
方式只适用于那些粉尘量少、
容易沉积的粉尘。

带废料桶的VDN-E系
列产品

带废料桶的VDN-E系列产品

VDN-E 2,5 3,6 5,6 8 12,5

额定体积流量 体积 
（总计） 2500 3600 5600 8000 12500

操作功率 千瓦 3,3 5,5 7,5 15,0 22,0
含水量 约 升 410 410 600 910 1250
直径 总计 总径 毫米 894 894 1095 1365 1495
高度 总计 总高 毫米 2614 2725 3042 3555 3980

尺寸和重量没有相互约束！保留更改权力。

VDN-E系列产品

VDN-E系列产品概况

VD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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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N-T

VDN-T型号的分离器采用的是
储水斗的结构。分离出来的粉
尘聚集在斗嘴处，可以通过一
个手动插板阀或者远程控制的
卸料阀按照一定的时间频率进

行手动或自动的垃圾清卸。该
型号适合于处理粉尘量相当少
或者粉尘可溶于水以及乳化液
状态的物质。

带有漏斗形水箱
VDN-T系列

带水箱的湿式分离器VDN-T

尺寸和重量没有相互约束！保留更改权力。

VDN-T 3,6 5,6 8 12,5 18 22,4

额定体积流量 体积
（总计） 3600 5600 8000 12500 18000 22400

操作功率 千瓦 5,5 7,5 15 22 30 37
直径 总计 总径 毫米 894 1095 1365 1495 1705 1905
高度（标准） 总计 总高 毫米 3170 3530 4100 4520 4910 5340
高度
（开放系统） 总计 总高 毫米 3770 4130 4700 5320 5710 6140

VDN-T系列（标准） VDN-T系列（开放系统）

VDN-T系列产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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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N-TE型号是“T”和“E”垃圾处
理类型相结合的分离器，通过
漏斗和废料桶之间的一个插板
阀可以实现不用关机的淤泥处
理。

VDN-TE系列带有漏
斗和废料桶组合型处
理方式

湿式分离器VDN-TE

VDN-TE 3,6 5,6 8 12,5 18 22,4

额定体积流量 体积
（总计） 3600 5600 8000 12500 18000 22400

操作功率 千瓦 5,5 7,5 15 22 30 37
直径 总计 总径 毫米 894 1095 1365 1495 1705 1905
高度（标准） 总计 总高 毫米 3170 3530 4100 4520 4910 5340
高度 
（开放系统） 总计 总高 毫米 3770 4130 4700 5320 5710 6140

尺寸和重量没有相互约束！保留更改权力。

VDN-TE系列（标准） VDN-TE系列（开放系统）

VDN-TE系列产品概况

VD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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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N-AS型号的分离器有一个
全自动的淤泥清扫装置。刮板
将那些淤泥状沉积的粉尘持续
地或者按照一定时间频率清扫

出来。这种垃圾处理方式适合
于粉尘量特别大并且要连续运
转（2-3 班倒）的状况。

VDN-AS系列带自动
污泥去除装置

VDN-AS系列带自动污泥去除装置

VDN-AS 3,6 5,6 8 12,5 18 22,4 28

额定体积流量 体积
（总计） 3600 5600 8000 12500 18000 22400 28000

操作功率 千瓦 5,5 7,5 15 22 30 37 45
直径 总计 总径 毫米 800 1000 1250 1400 1600 1800 2000
高度（标准） 总计 总高 毫米 2630 2890 3630 3980 4270 4600 4930
高度
（开放系统） 总计 总高 毫米 3230 3490 4230 4780 5070 5400 5730

尺寸和重量没有相互约束！保留更改权力。

VDN-AS系列（标准） VDN-AS系列（开放系统）

VDN-AS系列产品概况

VD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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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风量大的系统有VDN-TA
型号可供选择。该型号产品拥
有分体独立的文杜里喷嘴、液
滴分离器、风机和淤泥清理
槽。因而可以适应每个理想的
风量大小需求。在该设备组成
的大风量系统中用到的外部一
个或多个文杜里喷嘴往往需要
一台水泵来给这些喷嘴供水。
此外，与风机始终安装在侧面-
与安装的风机相比，这有助于
维护。

VDN-TA系列作为
更大空气流量的灵
活理念

在湿式分离器系统VDN-TA
中，喷嘴，除雾器，淤泥池和
风机可以是分体独立的。这可
以使规划更自由，例如多台
VDN-TA系统可以共用一个淤
泥池进行操作。

干净气体
出口

消声器

风机

水珠分离器

带隔音
外壳（可选）

带有自动排污的沉降池

泵

残渣回收

主喷头
预喷淋
(可选)

收集

新水

浮球开关控
制阀

防溢流

废水

带有预喷淋的
水排放

废气排放

VDN-TA

带淤泥池的湿式洗涤器VDN-TA

可能构建VDN-TA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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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9日，联邦排放控
制条例（第四十二章“蒸发冷却
系统，冷却塔及湿式分离器条
例”）生效。 这规定了关于冷
却系统和湿式分离器中菌团预
防的强制性规定。

Keller的湿式分离器满足该规
定对于设备建造的规定，例
如，
• 可以通过检查门或直接从水箱
进行采样

•输水部件可以清空
• 通过除雾器将滴液喷射降至最
低如果湿式洗涤器站在密闭空
间中，并且空气会返回该空间
（尽可能使用HydronPlus）
，则不属于应用范围。 

然而，由于湿式分离器的残留
粉尘量，处理后的空气在大多
数情况下会排放到外部，这就
是为什么这些系统属于应用范
围。

第42次BImSchV：
有关防菌的新规定

大多数已知的工业粉尘可被文
杜里湿式分离器分离，且不需
要其他辅助剂。 然而，在某些
情况下，需要添加剂。 润湿剂
引起颗粒的快速润湿，从而可
以加快或者有利于分离过程。

消泡剂可以防止某些类型的灰
尘产生强烈的起泡。 用于清除
浊度的沉淀剂使得被分离的细
尘絮凝而容易沉降。 为了使沉
降剂起作用，可能需要添加硬
度形成剂（例如氯化钙）。
分离沉积金属或易燃粉尘时需

要使用缓蚀剂。 它们可以防止
系统中生锈。 包含废气酸化
剂，如二氧化硫，以及必须提
供中和手段。 用于液体添加剂
的注射装置可作为附件提供。

化学助剂

如果用湿式分离器分离铝镁粉
尘，则必须符合DGUV 109-
001或DGUV 109-002的准
则。 这些准则要求如下：

•有流量监控电子装置用于检查
管道中的流量以防止沉积。

•有低水位指示器用于检查湿式
分离器是否配有自来水供给，
例如用于供给蒸发的水。

•流量监测（应用于湿式分离
器，开放系统和VDN-TA），
以确认泵正在向文丘里管供
水。

•将工作设备与湿式分离器的开
关和控制系统锁住，以确保湿
式分离器在加工过程中正常工
作。

VDN系列产品已准备好对于这
些预防措施的后续改进。 Kel-
ler还为需要满足DGUV 109的
新设备提供上述安全组件。

削磨，刷磨和抛光
过程中，根据DGUV 
109的附加设备

根据被分离物质的特性，为了
确保湿式分离器的功能可能要
用到一种或多种添加剂。
因此我们与hebro chemie紧密
合作。默认情况下我们一版在
系统发货时也会随机配一套取

样套件，以便借助粉尘、水和/
或淤泥样品的极限值，同时还
会随机发运 Oplax-P，以便每
次开机或者清理时进行喷淋以
更方便清理粘附的粉尘。

添加剂

针对不易沉淀的粉尘可以往工
业水理添加凝结剂，以便加速
或者形成沉积。 

-> hebro®prenol FL 115 沉淀剂

准则和规定



11

沉淀剂只有当湿式分离器内的
工业用水达到一定的硬度时才
有效。同样当温度升高时硬度
也会相应的升高。推荐通过添

加泵来进行添加。
-> hebro®stabil 3

固化稳定剂

除沫剂主要是为了防止由于一
些粉尘特性而引起的大规模起
泡。
-> hebro®d-foam 2060

除沫剂

为了防止因水生锈需要添加防
腐剂，特别是分离出来的物质
会发生酸化反应时。这主要是
在分离金属粉尘和铁鳞粉尘时

有必要采用。这里可以通过泵
来进行添加。
-> hebro®protect 95-103

防腐剂

为了防治生菌 (auch Legionel-
len), 污染, 水藻和由此产生的
嗅觉刺激， 这里应该交替使用
2种灭菌剂以防止生成抗体(参

见联邦排入保护第42号规定 
42.BImSchV)
-> hebrocid 79-106
-> hebrocid 97-152

灭菌剂

为了更方便的清理粘附的粉
尘，可以喷洒脱模剂
-> Oplax-P

脱模剂

如 果 需 要 添 加 相 应 的 添 加
剂，Keller公司可以提供添加
装置。

添加装置

尘-水-添加剂混合物的垃圾处
理必须征询相应联邦部门(如巴
登州的SAA-特殊垃圾处理网
点)。一般情况下，添加的成分
会被车间用水极大的稀释，所
以问题不会很严重。

特殊说明

Keller公司和hebro chemie一
起合作

hebro chemie
Rostocker Str. 40
41199 Mönchengladbach
Fon: 0 21 66 – 60 09 – 0  
(Ralf Totten先生 直线号-112)
Fax: 0 21 66 – 60 09 – 99
Email: info@hebro-chemie.de
www.hebro-chemie.de

添加剂合作伙伴

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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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乐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Keller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Shanghai) Co., Ltd.
电话: +86 21 5888 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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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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keller-lufttechnik.de
www.keller-lufttechnik.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