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尘系统

过滤解决方案和服务支持 
最大化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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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确的过滤器和优化的产品组合是确保除尘系统效率的关键因素。科德
宝提供全套的除尘产品和服务：从DIN标准滤筒、旋转固定式滤筒、卡扣固定
式滤筒，到除尘滤袋、板滤、滤材以及配件一应俱全。Viledon®除尘系列包
含了您所需的一切有效的除尘产品。

VILEDON除尘解决方案
客制化的除尘理念

可靠的除尘保护

得益于科德宝半个多世纪的过滤技术
和产品应用的经验累积，我们为客户
开发定制化的除尘解决方案，保护生
态环境、工作场所，回收高价值物料
等。Viledon®过滤器为众多应用领域
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解决除尘的相
关问题。应用领域包括：焊接烟尘净
化，例如：激光和火焰切割、粉末喷
涂和等离子涂层、喷丸喷砂、研磨以
及木屑粉尘净化等。

除了全系列高品质的除尘产品之外，
我们还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例如，当
您在计算系统尺寸时，可以参考我们
的专业意见。

通过专业的技术分析，我们将根据您
项目应用的具体要求，选择最合适的
过滤材料以及除尘产品，包括产品的
形状、安装高度、名义直径以及褶纸
结构。不同的粉尘性质决定了不同的

除尘方案，因此专业的分析是定制化
除尘理念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过滤器
实验室，我们细致地进行粉尘种类和
特性分析，准备相关的危害分析。凭
借丰富的应用经验，我们为客户提供
最佳的过滤方案，解决棘手的除尘问
题。

在本宣传册中，简单地介绍了我们除
尘产品。欲了解更多的详情，请与我
们的销售和技术人员联系。

并非所有的粉尘
都一样：电镜图
像显示了其中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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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edon® 除尘滤袋拥有多种尺寸、长度、型号以及不同的上下筒径。无论粉尘的
浓度多少 - 粘性或者油性 - 都可通过选择适合的涂层处理来实现除尘效果。根
据您的具体要求，为您选择正确的除尘滤袋。

Evolon®

独特的环状微丝结构具
有良好的韧性和机械稳
定性。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
料，节约资源。

VILEDON除尘滤袋
满足各种除尘要求的正确之选

除尘滤袋

经木材制造工业多年验证的除尘效果

在实际应用中，该滤袋可实现较高的捕集效率和较低的
压降，尤其是针对纤维粉尘。与传统的针刺无纺布滤袋
相比，有效使用寿命更长，同时具有超高的耐磨性。采
用再生的聚酯原料，经济节约，绿色环保。

NEXX 除尘滤袋,采用Evolon® 技术

新一代表层除尘过滤器

与传统针刺无纺布袋滤相比，拥有显著的优势：超细纤
维层可快速地去除粉尘。得益于其优化的过滤性能，清
洁时只需少量的压缩空气，同时减少风机能耗。低排放
（持续洁净气体值< 1 mg /m³)，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可减
少50%的原材料 - 达到相同甚至更高的过滤性能。

NEXX
MADE WITH

EV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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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形状、安装高度、直径和褶纸结构，我们将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提供最
适合的Viledon® 除尘滤筒，确保客户获得真正需要的过滤解决方案。

VILEDON除尘滤筒

高性能，使用寿命长

.

  

 

 

卡扣固定式滤筒

滤袋和滤筒系统最佳的配置

该系列滤筒独特的卡扣设计，在不需要金属套筒和弹簧
片辅助的条件下，同样具有极佳的紧固密封效果。安装
便捷，洁净空气一端无需任何工具和复杂的工序，只要
轻轻一压，就能通过专利技术的卡扣把滤筒固定在安装
孔上。

旋转固定式滤筒

高性能滤筒，解决任何棘手的除尘问题

中心定位圈与滤筒完美配合，给滤材提供了最佳的保
护。专利的法兰双边加强筋确保滤筒的紧密匹配以及对
滤前空气的最佳密封效果。双边发泡密封圈分隔滤前空
气和洁净空气。可根据不同市场应用的特殊要求，定制
不同规格尺寸的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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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标准滤筒

符合所有市场标准的除尘系统

通过选择合适的过滤材料和褶纸结构的最优组合，提供
最佳的除尘性能和较低的过滤阻力。合成的滤材已通过
IFA测试(德国职业安全卫生研究院),与传统的纺粘无纺布
相比，拥有更加卓越的高品质。容尘量大，甚至能承受
清洁时压缩空气作用下的交变载荷。

sinTexx Plus 纳米滤筒

高效过滤烟尘和细颗粒物

针对焊接、切割和涂层工艺中产生的烟尘，专门开发的
一款除尘产品。其瓦楞聚酯材料结合纳米纤维衬里，与
传统材料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而瓦楞聚酯材料结
合PTFE覆膜处理后拥有更好的初始捕集效率和更低的风
阻，同时免预涂层处理，避免除尘问题的可能性。提供
多种规格尺寸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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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EDON除尘滤板和滤材

高性能、运行可靠

Viledon®除尘滤板是紧凑型、节省空间的除尘方案。 
Viledon® 滤材是构成我们过滤器的核心。根据不同除尘系
统的特殊要求开发和定制除尘材料，满足最严格的质量规
定。

满足各种应用的除尘滤材

为了提供定制化的除尘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了
采用专利生产工艺制造而成的高性能除尘滤材。专用的热
粘合聚酯和聚丙烯无纺布，有不同的生产工艺（短纤、湿
法、纺粘），确保滤材符合最严格的技术要求。

除尘滤板

紧凑型、节省空间的选择

为了符合法定的排放标准，我们为每个应用领域提供了
高性能的除尘滤板。可供应市面上通用的各种尺寸。该
滤板使用寿命长，维护和运行成本低。由于其紧凑的结
构和打褶的合成滤材，可为您节省空间。同时，还能水
洗后重复使用。



7

“正弦工艺”除尘滤材

经打褶后的聚酯滤材拥有“正弦”形
状的横截面和超细纤维层。在使用过
程中，可节省35%的能源成本。那是
因为正弦褶纹能够大幅降低压降，减
少材料的使用。由于整体的热粘合工
艺，滤材表面比线性压花纺粘无纺布
更加平整。同时，滤材在除尘性能方
面的优势，可延长其使用寿命，降低
维护成本。专利技术的褶纸稳定性，
即使在过滤和清洁阶段的交变载荷作
用下也能可靠运行。采用正弦工艺除
尘滤材制成的滤筒，由于有效过滤面
积大，通过的风量也相应增加。

抗静电除尘滤材

采用聚酯和聚丙烯无纺布，正反两面
都经过专利光栅打印技术和碳悬浮液
的处理。该滤材运行可靠性高，且不
会限制过滤性能。其抗静电效果不会
因为捕集粗糙颗粒或水洗后而受到影
响。经DEKRA测试验证，滤材表面电
阻< 108 欧姆。

sinTexx Plus 纳米除尘滤材

Viledon®sinTexx Plus 纳米除尘滤材是
Viledon® 正弦工艺滤材的升级版。经
过多年现场使用的验证增加了优化
的纳米纤维表面层。Viledon®sinTexx 
Plus 纳米除尘滤材初始捕集效率优于
迄今为止的所有滤材，并且始终保持
较低的风阻，因此不但能降低能耗和
压缩空气的使用量，还能延长滤筒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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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完美匹配的替换零件

除了全系列高品质的除尘产品外，我们还提供多种配件的选择。

文氏管

文氏管一般用于除尘骨架上，与滤筒
完美匹配。在滤筒运行中，通过诱导
二次空气的进入来改善气压。

在使用标准直径为 145, 218,324 
和327mm的Viledon®除尘滤筒或其
他品牌的滤筒时，通过卡扣技术，文
氏管可轻松与滤筒连接。

旋转翼

旋转翼可用来替代脉冲式反吹清洁。
旋转翼在清洁过程中形成复合反吹气
流，对滤筒内壁进行均匀吹刷，震落
滤筒表面的粉尘。在灰斗压力较低的
条件下，旋转翼能确保低噪音、节能
高效地运行。

灰斗料位计

使用灰斗料位计可显著提高清洁强
度，从而降低运行和投入的成本。灰
斗的压力必须限制在3巴（1巴=100
千帕)，当灰斗内压力达到规定值
时，卸灰阀打开将灰尘排出，从而降
低灰斗内的压力，使料位计的刻度下
降。

气动元件

有效和个性化清洁滤筒的理想之选：
抗腐蚀的电磁阀门，优化性能以获得
最大的反吹气流和最小的脉冲长度。
配合最佳尺寸的压缩气缸，确保平稳
但有效地清洁滤筒表面。集成阀和角
阀通过螺纹管和快速接头与滤筒完美
匹配。

同时，我们还提供即用型定制清洁装
置，包括压缩气缸，阀门和导气管。
例如在安装大型滤筒时，连接好的总
线系统可减少安装和连接的工作量。
另外，我们还提供不同版本和尺寸的
过滤墙连接头，用来简易安装清洁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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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筒保护套（CPs）

滤筒保护套可有效对抗不可逆的粉尘沉积，防止滤筒内
的褶纸被纤维、碎片或大面积的粉尘颗粒堵塞。采用全
合成的PES过滤材料,透气性好,约3,880 l/m².s，平均孔径
约为50μm。细颗粒可以穿透保护套的滤材，而粗颗粒将
被滤材阻挡。

FHM 1500 过滤助剂

FHM1500过滤助剂用于全新的滤筒，一次性预涂在滤材
表面(约10g/m2)。该预涂层提高滤筒的清洁性能，确保压
降更低且平稳上升。典型的应用包括：等离子/火焰和激
光切割金属、焊接、粘性粉尘、涂层工艺，如镀锌和镀
铝，以及原料气体浓度较低的环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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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品质的除尘产品外，Viledon® 也是优质服务的代名词。我们将根据客户
的特殊要求，提供定制化的除尘系统和filterCair管理整包服务。只有根据系统
的配置参数选择合适的过滤器，才能有效地发挥除尘系统的作用。

VILEDON服务与优势
为您的除尘系统增值

提供专业的尺寸推荐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系统，进行必要的工程计算，提供专业
的尺寸推荐。基于这个目的，经过分析现有的除尘问题和
工艺，开发定制化的滤材以及形状、高度、名义直径和褶
纸结构适合的过滤产品。在实验室我们对粉尘进行各种细

致的分析：通过粒子测量仪器，测定粉尘的浓度、体积重
量以及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分析。另外我们还提供现
场测试服务。所有的分析结果，加上我们多年的经验，构
成了我们定制化除尘解决方案的基础，以获得最佳的成本
效益和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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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正确选择

我们全系列的除尘产品加上高品质的空气过滤产品（包
括：袋式过滤器、盒式过滤器以及亚高效/高效/超高效
过滤器）是您值得信赖的正确选择。根据不同的要求，
选择合适的产品组合，以获得最佳的过滤效率。

在处理油雾粉尘时，可选择多级过滤系统。经现场实践
证实，选择T 60袋式过滤器（ISO 16890: ISO ePM10 60%; 
EN779: M 6 )作为第一级过滤，MX 95盒式过滤器(ISO 
16890: ISO ePM1 70%; EN779: F 8)作为第二级过滤是最佳
的配置；在处理大厅循环风时，H13和H14过滤级别的高
效和超高效过滤器可确保最佳的过滤效果。

Viledon® 为您创造价值

• 定制化的除尘理念

•	 filterCair管理系统

我们的整包服务包括：过滤器更换、泄漏测
试和废弃处理。

• 技术弱点分析

我们帮您解决除尘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
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SEM,EDX)
，分析和检测目标粉尘。

• 内部和第三方检测

Viledon®过滤器经过最严格的内部和第三方
检测，包括IFA检测（健康危害物质的捕集效
率）和DEKRA测试报告（抗静电滤材检测）
以及符合食品级质量标准LMBG（德国食品和
日用品法定标准）。

•	 EUROVENT认证

安装在除尘过滤器下游的中效过滤器通
过 EUROVENT和能效分级系统认证，例
如：Viledon®袋式和盒式过滤器（ISO 16890: 
ePM1,  ePM2.5和ePM10;  EN779: M6 - 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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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德宝·宝翎过滤器中国

科德宝·宝翎无纺布（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 1588 号
电话：+86(0)512 6824 1535 | 传真：+86(0)512 6824 1942
网址：www.freudenberg-filt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