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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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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泰電子有限公司創立於1996年，初期以專業生產各種交流

電源、自動電壓穩壓器及變壓器為主，產品遍佈國內各大軍、

公民營企業，更行銷於世界各國，在電源設備製造領域佔有一

席之地；有鑑於全球環保意識抬頭，台灣空氣污染日益嚴重，

於2014年成立「環保綠能事業部」，以創新前瞻的設計理念，

開發一系列「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乾濕兩用吸屑機」，

「高效能油水分離機」，為工業空氣污染防治盡一份心力。

    空氣污染令人聞之色變，其主要為車輛和工廠兩大污染排放

來源，PM2.5是對空氣品質的追求目標。

    郡泰電子有限公司更專注工業空氣污染防治，並不斷地研發

創新「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系列，近期以工業設計及流體力

學全新改良的「AI智能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在中正大學、

台南大學及南臺科技大學等多所頂尖大學研發團隊共同合作下

，研發設計出具備最新「全智能」高端科技功能，顛覆傳統油

霧機運行思維，具有獨特出色的性能，採用離心式原理及多層

過濾，有效達到PM2.5，且功效持久恆定，減少耗材物料更換

的成本及人力維護成本，高效節能，無論外觀、設計及性能，

皆為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業界佼佼者。

    郡泰電子有限公司始終堅持「誠信、品質、服務、創新」的

經營理念，不斷的精益求精，更以實事求是、一步一腳印的精

神，不斷研發、創新，以達到「產品多元化、價格合理化、銷

售國際化」的目標。   

『以人為本，品質技術為導向，
            創新科技為半徑，創造完美人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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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證書及國際認證

適用機器設備

CNC加工中心機
CNC車床
CNC銑床
磨床
螺帽成型機
塑膠射出成型機

雷射雕刻機
複合加工機
立式加工中心機
臥式加工中心機
其他加工設備



智能型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規格
JT-AI-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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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規格、結構設計若有變更恕不通知

JT-AI-100-600 JT-AI-100-300

 型 號 單 位 JT-AI-100-300  JT-AI-100-600

馬力 HP/KW 1HP/0.75KW

電壓 V 3Ø 220V 380V

頻率/電流 HZ/A 50HZ 3A 1.7A

60HZ 2.9A 1.6A

最大風量 M³/min 33 風量皆不含濾桶所測量

轉速 RPM 2820/3395

噪音 dB(A) 70

吸入口徑 mm Ø150mm

捕集效率 ﹪ 99.9﹪

最高吸氣溫度 ℃ 60℃

濾桶高度             mm 300mm   600mm

外觀尺寸

(L*W*H) 
mm 768*460*487

重量(不含濾桶) kg

 

48

(不含濾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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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型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規格
JT-H-100

JT-H-100-600 JT-H-100-300

尺寸規格、結構設計若有變更恕不通知

 型 號 單 位 JT-H-100-300  JT-H-100-600

馬力 HP/KW 1HP/0.75KW

電壓 V 3Ø 220V 380V

頻率/電流 HZ/A 50HZ 3A 1.7A

60HZ 2.9A 1.6A

最大風量 M³/min 33 風量皆不含濾桶所測量

轉速 RPM 2820/3395

噪音 dB(A) 70

吸入口徑 mm Ø150mm

捕集效率 ﹪ 99.9﹪

最高吸氣溫度 ℃ 60℃

濾桶高度             mm 300mm   600mm

外觀尺寸

(L*W*H) 
mm 768*460*487

重量(不含濾桶) kg

 

48

(不含濾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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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流程

法蘭座

圓型不鏽鋼過濾球

百葉油霧擋油板

高效率過濾桶

jt09
打字機
不銹鋼編織網

jt09
打字機
透浦式風葉輪



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流程

第一道 金屬濾網
油霧經由前端金屬濾網時，油霧受到金屬濾網攔截82%之油霧被攔
截採集回收經由油霧機管道回流到機台

第二道 百葉油霧擋油板
直接將風流方向改變可成功攔截油霧，使油霧在第二道時即呈現
油滴狀並將油霧採集回收再利用

第三道  
當油霧通過收集過濾網時，油霧會分流及擴散，拍擊在濾網上而成
油滴狀，循濾網而下滴流到回收槽內，經由設計收集管道回收濾網
油霧，讓採集回收達到效果

第四道 特殊設計透浦式葉輪
以超強吸力及離心力產生高速氣旋效果，使油霧在葉輪轉動中附
著於內壁，並經葉片擋流欄截油霧並加以收集

第五道 高效率過濾桶
當油霧在歷經前面幾道油霧收集過程中，仍會有未完全消除的油
煙，此時透過高效率過濾桶中的濾材(聚脂纖維棉/玻璃纖維棉
/HEPA⋯等)，依油霧、煙塵等狀況選擇適用材質，製作濾桶使其
達到回收淨化效率高達99.9%達到PM2.5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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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
遠端控制流程

WIFI
與乙太連線

PLC
傳輸與控制

選配
工具機
微控制器

選配
廠房

終端管理
系統連結

選配
遠距多台
PC監控

AI智能型—遠端管理系統



智能型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功能
JT-AI-100.

一、智能型螢幕顯示功能
    1. 7吋觸控型彩色LED顯示螢幕
    2.具有使用中英文語言互換
    3.具有加工時間計數
    4.濾桶使用壽命情況顯示，由LED燈(綠、黃、紅)顯示及螢幕顯    
       示，即時了解濾桶狀況
    5.具有故障記錄/保養通知
    6.具有顯示馬達運轉溫度及時間
    7.具有可參數更新
    8.程式線上更新(網路版)(選配)

二、選配
    1.WiFi通訊模組
    2.開放式Modbus通訊(Ethemet or WiFi)提供第三方整合



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基本特性

新型專利第  M573247號

一、智能型、高效型、標準型油霧回收空氣淨化機
    電氣基本特性

二、智能型、高效型專利油霧導流器特性(選配)

1.具有高低壓，保護功能
2.具有突波保護EMI
3.具有DI/DO動作保護
4.具有電源啟動/關閉控制功能
5.具有工具機連接啟動/關閉控制功能
6.具有馬達溫度過載保護控制功能及欠相保護
7.安裝簡易提供乾接點直接安裝(CNC機床、互控)

專為延長濾桶壽命所研發出的一款油霧導流設計。
在油霧機前段攔截80-85%油霧後，剩餘的15-20%油霧會直
接通過往濾桶衝撞，使濾桶的過濾效果很快到達滿載，使用
壽命也相對地減短許多。所以我司開發本導流器在不影響風
量的情況下，將其風向轉面向下，不但改善了油霧直接衝撞
濾桶頂端造成濾桶阻塞問題，還能達到增加濾桶的使用壽命
。在不斷的實測中證明郡泰所研發的油霧導流器可以做到攔
截油霧及延長濾桶使用壽命的功能，進而為客戶精打細算、
看緊荷包也成為油霧導流器的主要功能之一。



過濾桶結構

(1)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棉可有夠攔截油霧，使機器作動後產生 
   的油霧附著於濾材上並能自然滴流再回流至托盤上回收再利用
(2)玻璃纖維棉(吸油棉)
    它的功能和聚酯纖維棉類似亦能阻攔
    油霧再凝結成油滴之外更能有效攔截油霧中所含的懸浮粒子，
    使過濾出來的空氣能達到對人體無害的空氣品質
(3)高效率HEPA濾材
    為主要濾桶最後一道防線，油霧經過聚脂纖維棉和玻璃纖維二
    層有效阻攔後，再次將殘餘的油霧及油氣產生的懸浮粒子，經
    由HEPA過濾後，將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做有效的阻擋淨化率到
    99.9%。
(4)臭氧(O3)具有殺菌除臭功能
    使用臭氧(O3)利用氧的還原過程，完成殺菌、除臭、解毒、淨
    化的功能。(選配)

因使用環境，切削情況的產生，水霧、油霧、煙霧、灰塵…等造成
環境汙染為了環保及環境清潔，則選用不同材質，聚酯纖維、樹
脂纖維及高效率HEPA及玻璃纖維或臭氧(O3)來組合製成高效油霧
回收空氣淨化率達到99.9%的過濾桶

一、過濾桶材質



過濾桶選購指示

300mm過濾桶

此型過濾桶適用於輕油霧、水霧，水性切削及油性輕切削，加工
過程中，如果產生輕水氣及油霧則選購此型即可

600 mm過濾桶

此型過濾桶適用於水性油性切削及機器重切割產生水氣油霧，加
工切削過程中，產生繁多水氣，油霧及因重切削產生油煙，則選
購此型即可

300mm及600mm過濾桶適用情況





安裝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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