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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每年在业内

举办一系列的冲压专题会议，邀请全产业链的

企业参会，其中就有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该公司周昆总经理在深拉伸会议上分

享过针对冲压行业的专题报告，推介新型零排

放的工业清洗技术，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2019 年 5 月，MFC 的记者在洁力美的工厂

采访了周昆总经理，希望让更多企业了解工业

清洗的相关知识。

苏 州 洁 力 美
先进工业清洗助力环保升级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COVER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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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苏州洁力美成立于 2012 年，一直积极致力于工业

制造领域高端清洗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公司以“安全、环保、

低耗、高效”为首要目标，成功研发出业内领先的“单槽式

全自动真空碳氢清洗机”以及“全自动真空碳氢蒸馏再生机”，

其超低的溶剂消耗量和废液零排放的优异性能引领了工业清

洗行业一次新革命。产品已全面应用于航空部件、齿轮加工、

汽车部件、轴承制造、金属冲压、热处理、光学仪器和医疗

器械等各行业。

在创办洁力美之前，我们几个创始人已经在工业清洗行

业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最初购买日本的清洗设备对外加工。

我们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应用，发现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于是从 2012 年成立洁力美，开始研发自己的设备。前后投入

了两千多万，陆续迭代推出清洗机和蒸馏再生机，操作界面、

清洗效率和效果都有了显著提升，成为业内少数掌握高端无

污染清洗核心技术的公司。

周昆：工业清洗应用非常广泛，产业链包括工业清洗剂、

工业清洗设备和工业清洗应用及服务三大行业。

工业清洗与制造业密切相关，是很多生产工艺的一个局

部工序或者辅助工序。清洗不提供最终的产品，不创造附加

价值，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而轻视它。但事实上，

清洗的好坏决定着最终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特别是在当今的

高科技产业中，清洗的作用尤为突出。

精密工业清洗包括各种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的清洗，各

种材料及设备表面的清洗等，以能够去除微小的污垢粒子为

特点；超精密清洗包括精密工业生产过程中对机械零件、电

子元件，光学部件等的超精密清洗，以清除极微小污垢颗粒

为目的。

近年来，干式清洗发展迅速，如激光清洗、紫外线清洗、

等离子清洗、干冰清洗、真空清洗等在高、精、尖工业技术

领域得到快速发展。

MFC：首先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的整体情况。

MFC：目前金属加工行业的清洗主要有哪些方式？各有什

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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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冲压成形工序要用到拉伸油和润滑油，落料、成形、

冲裁、抛光和去毛刺等工序会产生金属颗粒吸附在工件上，

这会影响后续的加工。后续的如真空离子镀膜如 PVD 涂层 ( 物

理气相沉积涂层 )、CVD 涂层 ( 化学气相沉积涂层 )、喷漆、

粘接、软焊、铜焊、熔焊和组装等对金属表面清洁度有极高

的要求，肉眼看不见的颗粒、油污和水渍等都可能导致出现

气泡、起皮、松动和疵点等残次品，这就需要在这些工序之

前进行彻底的清洗。

目前工业清洗剂主要有水基溶剂、碳氢溶剂和卤代烃溶

剂。卤代烃溶剂是 ODS 消耗臭氧层物质，受各种国际公约限

制，所以从 2010 年起，曾经广泛应用的四氯乙烯、三氯乙烯

等卤代烃类溶剂被禁止用于工业清洗。

所以目前主流的是水基溶剂清洗和碳氢溶剂清洗，二者

都广泛应用于金属加工清洗行业，用来除油和金属颗粒。但

是一个显著的趋势是，碳氢真空清洗技术发展迅速，在精密

五金零件的逐渐成为主流的清洗方式。

周昆： 2010 年之后，毒性大的卤代烃溶剂被禁止之后，

水基溶剂获得较大发展，理论上优点是化学性能稳定、不易

挥发，毒性小、安全、投资成本低、清洗剂成分提炼容易、

溶解效率高，这在环保要求不高的时候，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但是实际应用中，水基型清洗使用成本很高，污染严重，

VOC 排放比较高。清洗液往往有酸碱腐蚀性，相对于不同的

材质、类型的工件，必须要使用不同的清洗液来清洗，同时

产生的废水也需要用不同的工艺来处理；水的汽化热高导致

能耗大，干燥时间长，单位能耗是碳氢清洗的 3 ～ 5 倍以上；

水系统容易产生水垢，定期产生大量废水，其中除了定

期更换的清洗废液外，还有漂洗产生的大量含油废水，成分

复杂，处理比较困难。目前一般企业的清洗废水处理成本在

4000 ～ 6000 元 / 吨，这对企业是巨大的负担。现在环保监

督严格，企业不再可能像以前可以那样偷偷把污水排放掉，

同时这种工艺通过环评的难度也陡然增大。

这个时候碳氢溶剂清洗的优势就突显出来了，中国的碳

氢清洗技术最早是由日本企业于上世界 90 年代引入中国的。

碳氢化合物是指只有碳元素和氢元素的化学物，已经结构的

烃有 2000 多种，其中常温下为液态称为碳氢溶剂，其中烷烃

化学性能稳定，而且毒性很低，所以被用来做工业清洗剂。

MFC: 刚才您带我们参观工厂的时候，反复强调你们的碳氢

清洗技术和水基清洗的差别，能给我们读者介绍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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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烃溶剂从石油中经过复杂的提纯之后，去除了有毒的

硫醇和芳烃，经口毒性、吸放毒性和接触毒性可以做到超级低；

同时可以达到 50 ～ 60 度以上的闪点，馏程适中，足够快的

蒸发速度，加快清洗效率。

和水基溶剂相比，碳氢溶剂公认有超强的除油效果，而

且残油很容易和溶剂分离开，进行回收或者燃烧处理都很便

捷；清洗后，碳氢溶剂在工件上几乎没有残留，也不会像水

基溶剂那样，因残留液导致金属产生水印或锈斑。

针对碳氢清洗工艺的攻击主要集中在毒性、安全性和清

洗效率方面。从技术角度讲，这三个问题都已经解决 , 那就是

用优质可靠的碳氢真空清洗设备，配上优质纯净的碳氢溶剂，

运用合理的工艺进行清洗。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品质低劣的溶剂充斥市场，迎

合了部分用户图便宜的需求。同时碳氢清洗设备行业的密封

性、安全性、稳定性和自动化水平异于平常，对工艺设计和

制造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很多碳氢清洗设备制造商没有自主

开发能力，囫囵吞枣地仿制日本产品，不懂其中的诀窍，没

法个性化工艺开发，也不具备匹配的制造水平，当然最终产

品也卖不上价格。这导致市面的设备鱼龙混杂，品质和性能

参差不齐，实际应用效果是，设备、溶剂和工艺任何一个环

节不达标，就不能把碳氢清洗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目前业内主要是水性超声波清洗设备和传统多槽式碳氢

清洗设备，这两种都存在环保和技术缺陷。

以传统多槽式碳氢清洗机为例，一般采用敞开式非真空

清洗槽清洗，VOC（有机化合物）排放比较高，而且因为

传统的碳氢清洗机的蒸馏能力不彻底，排出的废液事实上是

HW06( 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 )，已经受到各地环保

部门的严格限制。清洗剂损耗巨大，同时很难满足防火防爆

的安监要求，为了降低成本，购买廉价含杂质的碳氢溶剂在

所难免，对环保和劳保都是挑战。

洁力美的设备，颠覆了传统的设计，已经做到完全密封、

真空、无挥发、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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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昆：洁力美的单槽式真空清洗机已经是升级到第三代，

我给大家简单讲讲洁力美设备的几个典型的特点：

⒈清洗槽全真空状态，无燃爆风险。安全第一，真空优先，

一旦有空气进入，所有的管道自动锁死；

⒉全密闭系统，零挥发损耗，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清洗槽

内实现所有的清洗和干燥工艺，清洗槽自动锁闭防泄漏；

⒊全循环使用，零污染排放。对清洗液进行连续的真空

间接加热，低温蒸馏再生 , 有效防止清洗液高温裂解、酸败氧

化。全自动清洗液添加，全通量过滤系统、液上喷淋过滤系

统能将固体杂质彻底过渡；每小时能回收 300 ～ 400 升碳氢

溶剂；

⒋全工艺清洗，清洗无死角，通过对零件的旋转或者摆

动来提升洗净和干燥效果，通过真空、超声波作用提升洗净

效果，清洗效率是多槽的 2 ～ 3 倍，单位清洗成本低；

⒌全数码操控，APP 实时监控，支持客户对清洗工艺步

骤编程和存储，操作面板提供丰富的设备运行、维护和故障

诊断信息，有远程调试、诊断功能。用户可以用手机 APP 可

以随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清洗节拍自动计时，清洗篮筐数

量自动记录。

洁力美的清洗的效果是工件表面张力不低于 42mN/m，

金属、非金属颗粒物的清理也控制得非常棒，防锈效果在三

个月以上，业内人士知道，这个标准非常高了。

周昆：第一步：进料抽真空。通过料台，将清洗篮放入

清洗槽中，清洗槽抽真空至设定值后导入清洗液；

第二步：真空预喷淋。通过高压预喷淋系统用加热后的

碳氢将产品表面油污冲洗，冲洗下来的脏液进行持续蒸馏回

收；

第三步：旋转超声波。真空状态下超声波清洗工件至设

定时间，工件可选择旋转或摆动；

第四步：粗洗后排液。将粗洗后的清洗液导入到储液槽

并被连续的蒸馏再生；

第五步：液上喷淋。导入再生后的纯净清洗液对工件进

行液上喷淋循环过滤，为了将超声波打下来的颗粒物冲走；

第六步：蒸汽清洗排液。用高温碳氢蒸汽进行气相清洗，

清洗后进行排液；

第七步：真空干燥防锈。蒸汽后对工件进行真空突沸干燥，

如有需求可选配防锈处理。

以洁力美主流的单槽工筐（尺寸 1300mm×470mm×300mm）

为例，清洗节拍 10 分钟一个完整清洗流程，年使用量只需要

MFC：洁力美针对冲压行业清洗的设备是怎样的？

MFC：洁力美单槽真空清洗机针对冲压行业清洗的工艺是

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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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桶碳氢，这就没有必要图便宜买劣质的碳氢溶剂；兼容多种

清洗剂，有磁性吸附，五级过滤，洁力美的设备只需要一个

工人就可以操作，而且车间内没有溶剂的气味，工作环境干

净舒爽，对于工人的健康保护远甚于传统方式。

传统多槽碳氢只有超声波和干燥两个工序，洁力美集成

了预喷淋、喷淋、旋转超声波、涌流、蒸汽、干燥等复杂的

工艺，所以对于金属颗粒、油污等清洗效果才能有质的飞跃。

这样一年下来，所有的油品和滤芯耗材不过 15000 元，

每个月的耗材不过 1000 多元，使用成本很低，主要的成本就

是设备投资。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技术，走在业内的前列，这也

是为什么我们有底气在业内说，我们对传统的工业清洗进行

了革命化的创新。

周昆：清洗中，设备蒸馏回收系统一直将清洗后的液体

通过真空低温蒸馏的方式，将碳氢变为蒸汽，经水冷系统冷

却后，新液回至储液槽。

废液中的杂油经浓缩后排至废油收集罐，冷却后排出。

我们可以通过对排出的废油进行闪点检测判定是否含有碳氢。

排出后的废油，如为单一油品，经长时间沉淀后，仍可继续

使用。

排出后的废油，如为多种油品混合，可交由专业废液处

理公司处理。

普通碳氢设备排出的废油含有大量碳氢，废液等级为

HW06 有机溶剂废物，处理成本极高。洁力美设备排出的废

油不含有碳氢，废液等级为 HW08 废矿物油，作为一般废油

处理。

周昆：2015 年 1 月 1 日，时隔 25 年修订的《新环保法》

正式生效，改变以往各级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的发展模式，

MFC：最终清洗出来的废油怎么处理呢？

MFC：目前的环保政策对工业清洗行业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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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开始真正掌握对排污企业的生杀大权，环保也列入

对政府官员的考核。

具体而言，旧法是定额罚款，违法成本低，新法罚款是

按日计罚，上不封顶，还可以查封和扣押；新法罕见地把行

政拘留作为处罚措施，板子直接打到违法单位的负责人身上，

威慑力大增；新法还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监督，对重大的环境

违法事件直接让分管领导引咎辞职。

从 2017 年开始，政府改变了对企业一家一家以点监督的

方式，改为把行政区域划分成小格子的片区，安排环保督察

员无死角巡视。

在这种情况下，高污染的石油冶炼化工首当其冲，自不

必说。金属加工行业的电镀、酸洗、喷涂等被重点监控，然

后就是清洗冲压、切削、磨削、淬火等工艺的辅助用油的污

水排放也被严格管制起来。比如一个企业如果以前没有污水

和 VOC 排放资质，现在想上传统的清洗设备，那么就根本不

可能通过环评。

严格的环保政策对工业清洗行业整体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对高污染、高排放的清洗工艺是限制发展的。

周昆：以前环保管的松的时候，污水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确实触目惊心，让人痛心疾首！对于国家加大环保治理，我

一百个赞成，不仅仅给我们这些高科技企业带来机遇，而是

这是关系子孙后代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大事。

我们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提升清洗效果、效率、降低成本，

造福用户企业和工人，这让企业切换清洗方式的痛苦大大降

低。

现在，国家通过税务等手段，对碳氢等化工制品实行登

记管控，你买了多少吨，废料处理多少吨，都要对得上。如

果出现差额，就可以认定你是挥发到空气中了，造成污染就

给予重金罚款。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通过技术进来满足排放要

求。

洁力美正在做的事情：除了持续降低能耗和物耗，第一

是要实现傻瓜相机式的自动化工业清洗。像傻瓜相机一样，

自动对焦，把白平衡、感光度、快门速度全部根据不同的材

质自动设置好，不需要工人不停地调试各种参数。

还有就是通过自动化料道，清洗篮装好工件进入清洗室，

自动清洗完，经过洁净房、零件打包，然后空篮子返回，开

始下一个轮回，提升清洗效率。

第二是针对不同行业的零件开发新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碳氢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工件清洗问题，比如针对切削液的清

洗，碳氢效果不好。我们就开发出改性醇替代碳氢工艺，还

是利用洁力美的设备，加一个水分离装置，就可以清洗水性

液体加工的工件了，效果非常好；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来自轴承行业：轴承有很多部件，

需要自动化连线生产，中间有两个煤油清洗的环节。生产线

是现成的，我们的清洗设备没法嵌入，但是可以用洁力美的“全

自动蒸馏碳氢再生设备”来帮助他们清洁煤油溶剂。原本他

们行业需要定期处理旧的废煤油，几十吨地购买新的煤油，

两头都要花钱，这下全部都省掉了，而且煤油的洁净度也比

以前干净很多。

周昆：感谢感谢！我通过创迈精密的马锐总经理介绍，

参加 MFC 的深拉伸论坛，结识了很多深拉伸冲压的客户。听

了我的推介，一些客户总觉得我在吹牛，非要到用户那里眼

见为实，然后心服口服。

我公司第一个大客户是中国航发，他们在听取了我们理

念之后，在没有样机的情况下就给我们订单，终于把样机做

出来，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现在已经买了我们四台设备。

还有一家我们苏州新区日本冲压加工客户，因为环保查

得严，四台进口的多槽碳氢清洗剂每台每月销售 8 ～ 10 桶，

每个月废液量高达总液量的一半，一年采购碳氢 60 多吨，是

园区点名整改的高污染企业。

他们了解我们的设备之后，很谨慎，不相信我们是原创，

回日本去找同类型设备，没有！来中国好不容易找到同类设

MFC：感谢您把工业清洗的行业特点和工艺讲得这么清楚。

您对洁力美和工业清洗行业有什么展望？

MFC：如果真的这么多明显的优点，我们 MFC 真的要大

力协助你们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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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比较，各项指数都达不到，最后终于从洁力美采购，物耗

降到以前的百分之几，而且一台设备就干了以前四台的活，

这就是中国制造技术进步的力量！

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 MFC 的平台，让更多的客户用上我

们的节能环保高效的工业清洗技术，创造青山绿水的美好明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