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nking Universal
 臻至完美： 
 可在内部循环利用能源和水的 
 多功能隧道式洗衣机

•  极其用户友好：可在全球各地选择多种语

言同时进行灵活操作，例如，西班牙操作

员使用隧道洗衣机 PPC，美国操作员使用

压榨式脱水机，中国操作员使用烘干机。

•  统一控制所有工厂组件的硬件 

•  得益于基于 Windows 的显示器和单个机

器上相同的板状结构，操作极为便利 

•  在现代存储媒介上快速简单地进行数据

备份 

•  清晰的生产统计 

•  详细的维护程序，可以生成未来特定期限

的维护计划。

此外， JENSEN 还拥有由优秀的销售和服务

中心以及分销商组成的全球网络，可提供

优质的售后服务，而且他们拥有自己的维

护和备品备件服务。

安装

从规划，设计和技术支持，JENSEN 都是您

强大的合作伙伴。 JENSEN 的服务工程师和 

JENSEN 特约经销商为您提供专业的设备安

装服务。

服务

JENSEN 团队和 JENSEN 全球的代理商为您提

供本土化的售后服务和零配件支持。 

JENSEN 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提供电话和现

场全方位的售后服务支持。

联系我们...

JENSEN 可为洗衣行业提供整体化的重型工

业洗涤方案，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规划、

交付和安装。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我们的各地销售公司和特约经销商。您所

在地的联系人的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请访

问网站 www.jensen-group.com

联系方式

www.jensen-group.com

•  无蒸汽操作版本 (JENSEN CleanTech) 含

有气动式加热系统

•  模块化级联过滤系统 LintEx

•  额外的纤毛过滤器结合双滚筒上专门设

计的纤毛截留盒。 

•  Senking AutoFilter （集成在隧道式洗衣

机中、具有回收功能的全自动控制盘式

过滤器，含有不锈钢外壳） 

•  自动控制冷却和 4 个高位洗涤搅拌

器，如用于处理涤棉工作服

•  专门设计的回收水箱，用于处理尘垫 

•  EcoTank 是附加的大容量储水箱系统，

用于改善分离，达到 100 % 的高工艺

用水回收率，尤其适用于颜色频繁变化

一切尽在掌控：智能自动化 

近期开发的机器控制可为用户提供便利

的操作界面，提高效率和安全性。使用

具有触控屏幕的工业计算机显示和控制

操作。模块化控制的互联总线设计可使

整个机器群组联网，以便从每台工业计

算机查看和操作整个洗涤生产线中的每

台机器。对于传统的控制器，如果一个

操作终端出现故障，通常会影响整个系

统，导致停机。新的控制系统具有复合

冗余的独特优势，意味着可从网络中的

其他计算机继续操作洗涤系统，从而提

供安全操作，避免生产故障。这种高可

用性可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即使出现

设定错误或数据丢失，也可以快速轻松

地恢复此前保存在闪存卡上的设置。用

户友好的控制系统具有下列优势： 

•  实时显示整个洗涤过程 

•  独立配置多达 100 种洗涤程序 

•  提供最高的安全标准，防止生产故障

和数据丢失 

•  为多达 40 个用户分配独立访问权限，

有效避免设定错误或误用 

.调至完美

为适应不同类型的布草和优化介质消

耗，可从我们的系列产品中对 Senking 

Universal 配备下列选项： 

•  QuickSoak（专利申请中）为可选项，

可对第一隔舱的布草进行额外的淋洗，

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浸泡和浸透，获得最

佳的洗涤性能和最高的生产效率。

 •  EcoSafeguard 可自动监测和记录 pH 

值、电导率和水硬度，确保洗衣店提

高质量水平，提升客户满意度，提高

生产效率。 

•  EcoTune（标准配置）  

完善调整概念： EcoTune 由两部分组

成：旋转编码器与水位控制器，旋转编

码器用于控制各个旋转角度，而水位控

制器安装在双筒之间，可改善洗涤质

量，减少磨损，降低能耗。 

•  采用压榨式或离心式脱水机剩余的工艺

用水进行预清洗，可减少清水消耗 

•  集成式 «Spiraliser» 热交换器可对清水

进行预热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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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自动化：得益于复合冗余原理的高可用性储水箱系统 EcoTank级联纤毛过滤系统 LintEx旋转头（截面）配有快拆紧固件和窥镜的排水阀 阿基米德螺旋线

CHIN  l  Senking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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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推出的 Senking Universal 隧道式洗

衣机给市场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这款洗衣

机是功能最齐全的隧道式洗衣机，可在内

部循环利用能源和水。它不仅能够处理绝

大多数类型的布草，同时将能耗保持在极

低水平，配以 QuickSoak、EcoSafeguard 以

及 EcoTune，这两方面实现完美的有机结

合，工作效率提高至更高水平。近年来，

通过持续的创新发展，这种效率和生产率

的组合得到了不断优化，奠定了 Senking 

Universal 如今在全球市场上的领导地位。

全球销量达 3,000 多台 Senking 隧道式洗

衣机（2015 年数据）是其有力的证明。

深入了解 

在 Senking Universal 的基本配置中，洗涤

程序是在预洗区和主洗区的独立式洗涤舱

中进行的（换水洗涤程序），而漂洗则采

用逆流方式。 JENSEN 是全球首个开发此

项工艺并将其引入市场的制造商。每个批

次都停留在各自的洗涤舱中，直至漂洗区

开始，并且都有自己独立设定的洗涤剂数

量、工艺水温、浸泡水位等。在 Senking 

作用力！

Senking Universal 的主要特色是其高效的

洗涤作用力和可靠的输送方式。相对于其

他需要超大滚筒直径的隧道式洗衣机， 

Senking Universal 得益于偏心式阿基米德

螺旋线专利设计，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滚动

直径，达到较高的下落曲线以获得显著的

洗涤作用力。搓衣板形状的螺旋线使其进

一步得到增强。优化的滚筒设计可确保

获得显著的机械作用力和最可靠的批量传

送。采用变频驱动电机调节滚筒速度，可

以根据处理的布草，对所需的机械作用力

进行特定的控制。 

 

如何节省能源和成本

具备卓越重复利用技术并经过反复验证的

洗涤作用力使 Senking Universal 隧道式洗

衣机的资源消耗大幅降低。将从各个区域

回收的工艺用水供应至多个水箱，可达到

惊人的 100 % 回收率。这种水回收系统允

许在预洗、主洗和漂洗区域重复利用工艺

用水中经过感应流量计准确测量和控制的

热量和化学成分。 Senking Universal 隧道

Universal 基础版本中，漂洗过程采用逆流

方式。专利漂洗过程可确保清水的消耗量

减少多达 10 %。多次打开第一漂洗舱的排

水阀，快速稀释工艺用水，从而达到良好

的冲洗效果和显著的纤毛清除，并且只需

少量的漂洗水。对于特殊应用，比如在批

处理过程中颜色频繁变化，可采用完全分

离的洗涤舱作为漂洗区（作为一个选项）

，使漂洗也能使用换水洗涤程序 FlexRinse*

。 FlexRinse 程序已在 Senking 隧道式洗

衣机版本中成功实践 20 多年。作为另一

选项， Senking Universal 可以安装一种设

备，利用压榨式或离心式脱水机剩余的水

量，从而节省 40 % 左右的清水。在后续处

理区， Senking Universal 带有配备自动排

水阀的双滚筒，可根据程序降低洗涤舱水

位，这也将大幅减少洗涤添加剂的消耗（

酸、淀粉浆、柔顺剂等）。排放的工艺用

水回收在隧道式洗衣机的特制水箱中。

式洗衣机的多功能性意味着可应用广泛

的洗涤工艺来满足个性化需求。当然，

还具有低温循环功能。此外，各种可选

包使 Senking Universal 能够满足特殊需

求，比如工作服、尘垫等的洗涤。 

Senking Universal 的核心 

隧道式洗衣机的核心是其滚筒，偏心

式阿基米德螺旋线可以充分利用滚筒容

量，从而产生高效的洗涤作用力，并能

稳定地输送布草批次。 JENSEN 的智能

滚筒设计在减轻滚筒重量的同时无损于

强度，因而可以节省运行能量。这种独

特的设计，再加上完全焊接在内滚筒的

螺旋线（无纵向舱壁），使得滚筒具有

极高的强度和稳定性。因此， Senking 

Universal 无需超大的滚筒压板，由于

重量较轻，可大幅减少驱动功率消耗。

相对于类似直径和深度的传统洗衣机，

偏心式螺旋线设计更能充分利用滚筒容

量。较深的搅拌器可确保布草和工艺用

水充分混合，而能够提供多向机械作用

力的搓衣板形状螺旋线可提高洗涤作用

力效率。滚筒由变频齿轮电机和极其坚

固耐用的齿形链条驱动。经过最严苛条

件下的上千次验证，这种驱动设计的可

靠性非常之高。 

变频驱动的运行平稳，并能保护所有驱

动元件。自动电子监控系统可确保链条

始终充分润滑。双滚筒上专门设计的排

水阀可确保清除洗涤舱中的固体物质，

如工作服上的沙子或金属颗粒，并能安

全避免催化作用造成的损坏。设计大

方、配有球阀的排水口可以完全打开开

口，以缩短排水时间，提高换水洗涤效

率，避免纤毛堆积。专门设计的洗涤搅

拌器有助于加快换水洗涤，提高布草批

次的输送效率。所有排水阀都配有夹持

器，便于维护，并且无需使用工具即可

打开进行检查，这对洗衣房经理来说具

有极大的优势，因为可以节省时间和成

本。可通过排放喷嘴中的检查孔检查排

水阀的功能是否正常。特别设计的蒸汽

喷嘴完全符合滚筒的几何形状。位于双

滚筒底部意味着蒸汽能够快速进入工艺

用水，这样即使在循环时间特别短的情况

下也能缩短加热时间，使热量均匀分布在

批次内。因此，不会像在滚筒下面配备简

单加热箱的传统洗衣机那样浪费时间。

* 装载斜槽自动滑门（如预洗温度较高时）

滚筒轴承 齿形链条驱动 具有自动润滑系统的

宽溢流和高滚筒 穿孔可以快速而有效地 生产效率
清除纤毛

先进的洗涤工艺： JENSEN ，工艺技术大师。

EcoSafeguard 过程监控可提高

调至完美：QuickSoak、EcoSafeguard 和 EcoTune 可实现完美的洗涤效果

Senking Universal
 臻至完美： 
 可在内部循环利用能源和 
 水的多功能隧道式洗衣机

预洗 主洗 漂洗

清水 - 20° C (68° F)

压榨式
或
离心式
脱水机

水 100 % 回收！

后续处理

FlexRinse：支持完全批次分离，具有极高的灵活性

热水箱 - 50° C (122° F)
冷水箱 - 28° C (82°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