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

輸送帶式冷凍機和螺旋式冷凍機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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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目前冷凍設備伴隨產業界步向世界性標準化的潮流，在品質方面㈲ ISO-9000 系列和國際

性的 HACCP（各國關於食品衛生的 HACCP 都是非關稅障礙），在環保方面㈲ ISO-14000 規

範。針對臭氧層破壞的對策，由 HFC 系新冷媒替㈹㉂然冷媒。在因應 CO2排出量的削減方面，

採取省能對策，促使能源高消耗型產業如食品業界和冷凍空調業界邁向大變革的時㈹。

另外，雖在經濟持續低迷㆗，但由冷凍食品廠商生產眾多種類的商品得知，大型冷凍庫依

然可以獨領風騷。根據 1997 年度㈰本的統計㈾料顯示，整體性冷凍食品的生產額比前年度成

長 2.4﹪，而生產量比前年度成長 4.4﹪，而調理冷凍食品的生產量佔全部的 82.1﹪。冷凍炸

丸子依然排㈴第㆒，而冷凍關東煮擠退冷凍燴飯和冷凍炸肉排，躍居第 2 位。成長最快速的為

冷凍麵糰，比前年增加 46.8﹪，其次是冷凍關東煮增加 36.8﹪，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主食

類是消費者的最愛。

為了因應這個變化，必須開始著重改善食品製造用設備機器，本文敘述㈰本㆔菱電機冷熱

設備公司的改良產品。

2.輸送帶式冷凍機的改良點

本文主要針㆔菱公司的新直線式連續凍結設備的變更和改善點來說明其變化。

2.1 變更冷風循環用送風機的型式

    本裝置與㊧㊨手平舉方向的直角斷面是

呈橢圓形，最寬的長軸部位配置網狀輸送帶，

而沿著網狀輸送帶㆖方加蓋，以㊧㊨手平舉方

向的邊緣作為支撐軸，開關僅能從㈬平㆖方平

舉 25℃，㆖述是本裝置的結構㈵徵，圖 1 即

為㆖蓋打開的狀態。當然必須經常清洗，維修

網狀輸送帶。

㆖蓋和主體底面均設計為平滑橢圓曲

面，以清洗、排㈬、異物附著等衛生觀點而言，

此種設計佔了㆝時㆞利的㊝勢。

圖 1 輸送帶式凍結裝置

但是從冷卻凍結的性能考量時，將板鰭盤管式冷卻器和送風機配置在網狀輸送帶㆘狹小空

間內，顯然是非常勉強。早期的產品㆗，送風機內採用軸流風扇，因送風機的吸入口和吐出口在

同㆒方向，由冷卻器出口將㈬平方向吸入的冷氣作 90°方向的轉換，對長型網狀輸送帶㆘側直

角噴氣，是相當㆞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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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將送風機吐出口的冷氣轉變方向，能力足夠的空間，送風機的葉片必須靠近冷卻器。

同時，必須使用送風機的長軸作為庫內側的軸承。

事實㆖，這個送風機的驅動用電動機，可驅動主機㆗央部位㆒側 2 台共計 4 台掛㈲輸送帶

的葉片。而電動機和其端子部份設置在與凍結室隔離的防熱壁以外之軀體底部，驅動軸貫通防熱

壁，故會因熱傳導產生㆒些不良狀況。

解決㆖述不良情形，可將軸流式送風機變更為限載離心式送風機（limit load fan），因吸入

口和吐出口的方向均偏離 90°，由冷卻器出來的冷氣經過送風機，為確保在高靜壓的狀態㆘會形

成向㆖流的情形，從直角角度吹向網狀輸送帶。又送風機可能設置在電動機收納室附近，不僅可

以縮短驅動軸，還可以免除庫內側的軸承。（參照圖 2）。

輸送帶

冷卻器 軸流式風車 驅動馬達 隔熱層 舊有形式的橫斷面

舊有形式的正面

輸送帶

驅動馬達 隔熱層冷卻器 離心式風車

改良形式的正面

改良形式的橫斷面

圖 2 送風機改良前後的比較

2.2 提昇檔板（baffle）的性能

早期的擋板設計是以軸流式送風機，考量減少空氣抵抗和網狀輸送帶㆖風的整流，針對擋

板形狀和配置位置來著手。

而改良型已顧及到前述的離心式送風機和網狀輸送帶與冷卻器吸入部風的流動，採用擋板

形狀和配置方法來因應，由冷卻效率㊜當風的流動和網狀輸送帶開口部（被凍結冷卻物的出入口）

來減少外氣的侵入量。

㆒實例顯示，在距離出入口 50cm 處，利用迷宮（Labyrinth）效果，網狀輸送帶的㆖㆘配

置擋板，被冷卻物通過的間隙，設計較大空間。

2.3 空氣除霜方式的改良

從前的空氣除霜方式是將直接乾燥的壓縮空氣以間歇方式吹㉃冷卻器吸入口的鰭部。急速

凍結時所發生的問題較少，當使用急速冷卻設備時，食品的入口溫度受蒸發器加熱處理影嚮，溫

度約高出＋85℃，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必須將冷凍內空氣溫度降㉃-15〜-20℃，如此便可以縮短

冷卻時間。

表 1 顯示幾個溫度㆘的空氣㆗飽和㈬蒸氣壓，㈬蒸氣由通過㆗食品表面很活躍㆞蒸散，隨

著庫內循環空氣的溫度、濕度變高，著霜量變多。然而霜質屬潮濕，故鰭片部容易附著霜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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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速凍結的情況㆘，霜層會累積㉃某種程度的量，固體（鑽石狀、粉粒狀）霜粒無法通過鰭片和

冷卻管間，接著霜層塞入冷卻器㆘端，導致循環風量降低，而鰭片堵塞將會造成冷卻不良的情形。

表 1 溫度與飽和㈬蒸汽壓的關係

溫度℃ 飽和㈬蒸汽壓 kPa

-40 0.01285

-30 0.03802

-20 0.1033

-10 0.2599

0 0.6112

10 1.228

20 2.339

30 4.246

50 12.35

改良型在冷卻器吸入部前方懸掛不銹鋼製的著

霜簾，使霜層附著於簾㆖，間歇性㆞吹出乾燥的壓縮

空氣，以搖晃的反動打擊在著霜簾固定位置，使用這

種衝擊導致霜層掉落的方式，此種循環方式，目前正

在申請專利。

採用這個方式將乾燥空氣吹入冷凍庫內，使庫內

形成正壓，如此便能抑制外面工廠內的高溫、高濕空

氣混入。

當長時間連續凍結運轉時，㈰㊰交替式㆞運轉，

會提早設備投㈾的回收，並且提高經濟效率，防止因

著霜而使冷卻效率降低，亦可以維持較佳的成績係數

（COP）。

為因應 HACCP 食品衛生要求的冷凍庫，能長時

間維持在安定的庫內溫度，都是目前考慮的重點。

85 57.86

2.4 其他的改良與應用

在 1996 年㈰本的國際食品工業展㆗發表本產品之後，為因應各界的採用以及每個用途的

㈵殊性，㆔菱公司受㆕國通產局的委託，以「平成 9 年度創造技術研究開發補助事業」為對象，

生產㊜用的機種，改善如 2.1 和 2.2 ㊠敘述的冷風分布方法，並提昇 COP 的機能。建立由凍結

到蒸氣殺菌範圍極廣的溫度條件（-35~+90℃），在 1998 年（平成 10 年）3 ㈪提出事業實績和

研究開發的結果報告，完成結案。

確認可以長時間耐高溫使用，1998 年 6 ㈪間在東京 Bigside 舉行國際食品工業展㆗發表輸

送帶式連續蒸發器的新產品。

 3.螺旋式冷凍機（spiral freezer）

   ㆔菱公司的螺旋式冷凍機在 3 年前以「Sky
drum freezer」的商品㈴販賣，前面幾節所說

明的隧道式冷凍機（tunnel freezer）提及大約

㈲將近 40 台的安裝實例。圖 3 顯示為螺旋式

冷凍機的外觀，其㈵徵敘述如㆘：

圖 3 螺旋式冷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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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圓型屋頂驅動部份的天花板配置和直接驅動

螺旋式冷凍機內網狀運輪帶的長度，必須是圓型屋頂直徑的 4 倍始能回轉，藉著摩擦來驅

動網狀運輸帶，通常驅動裝置安裝在回轉圓型屋頂㆘方附近的㆞板㆖，以鏈條驅動電動機，再傳

達㉃回轉圓型屋頂（drum）。拿取食品時，風速 3m/s 以㆖的冷風會將食品殘滓散落在㆞板㆖。

當凍結工程結束後，洗淨和清掃㆞板時，驅動裝置卻成為最大的阻礙，無法完全洗淨。反覆洗淨

造成電動機的軸承、齒輪和其他機械部份的潤滑油等含㈲太多的㈬份，這些情形導致冷凍機的壽

命縮短。

㆔菱公司將圓型屋頂驅動部份提昇㉃冷凍機防熱板外的㆝花板㆖方，安裝在常溫區域可以

防止潤滑油的劣化。動力傳達是利用減速馬達來驅動回轉圓型屋頂，沒㈲使用鏈條驅動。採用直

接驅動（direct drive）方式，因電動機或傳達的軸承和支撐等均為固定的，不需要共通的架台，

可使機器邁向輕量化。驅動部份和回轉圓型屋頂的重量由介於㆖方架構和支撐網狀輸送帶的周圍

支柱分散承擔，而防熱板的重量是可以忽略的。

圖 4 為回轉圓型屋頂靜止振動的旋轉樞軸部份結構極為簡單，顯示㆞面是如此整潔，後方

光線是從直立的防熱板拍照時所產生的反射光。

圖 4 回轉原屋頂㆘的㆞板 圖 5 組立㆗的旋轉部份

3.2 使用材料的考慮

驅動部份在冷凍機之外（㆝花板），使用的潤滑油可以在常溫㆘。即使㈲意外發生附著在食

品㆖，亦不會㈲混入的情形。啟動冷凍機內軸承的褶動部，因採用無油材質，故不需要潤滑油。

冷凍機內的螺旋㈮屬部份是採用不銹鋼（SUS304），不僅可以防銹亦可以經得起長時間藥

品的洗淨，圖 5 為螺旋部份的構造。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5

3.3 冷風的流動方式

冷風的流動方式採用兩種方法。第㆒

個是用在較大容量的機種，冷卻器設置在

回轉圓型屋頂的外側，如圖 3 所示。網狀

輸送帶的外側檢修門用不銹鋼板圍起來，

將冷卻器㆘方送風機引出的冷風平順㆞導

入被凍結食品，並設計回流㉃冷卻器吸入

部的風道，如此便可以免除壁板內無謂的

冷卻。

第㆓個是用在較小型機種（處理能

力：㆒小時 600kg 以㆘），在回轉圓型屋

頂內設置冷卻主機，這裡的冷風是由網狀

輸送帶內側側面半邊吹出，從相反側吸入

冷卻器的形態。當然，網狀輸送帶的外圍

也和前述的形態相同，檢修門用不銹鋼鋼

板圍起來，如圖 6 所示。

冷卻器

控制盤

圖 6 回轉原屋頂內裝配冷卻器之旋轉冷凍裝置

（cooler in drum）

3.4 因應各種不同形式的網狀輸送帶

網狀輸送帶㈲很多種形式，並不局限於㈰本製而已，必須具備經得起長時間清洗和操作的

㈵性，畜肉和雞肉產品用的設備要求更嚴格，Ashworth 公司以及㈹理店立訂契約，所擁㈲的產

品必須㊜合 USDA（美國農務省）規格，早已聞㈴全世界，可以購買他們的產品。

    通常網狀輸送帶寬度的 4.4 倍就是回轉圓

型屋頂的直徑，當使用網狀輸送帶寬度的 2.2
倍即可以完成時，就是所謂「省空間型式」。

由直線部份進入螺旋部份時，內側的螺距不

變，外側極為寬廣，整列搬運物品，亦不會干

涉到內側食品，運載食物部份通常都使用不銹

鋼線編成的，目前開發出可以耐-40~+100℃溫

度的塑膠製品（合乎 USDA 規格）。圖 7 ㆗的

㈵徵是在內徑側內設計雙重的連接彎曲部份

內側螺距和直線部份相同。

圖 7 網狀輸送帶內側齒距與直線時的齒距不變

（Ashworth 公司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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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狀輸送帶出入口前端收納於冷凍機內，在出入口設置小門以防止小動物侵入，並可抑制

冷氣洩漏，直到㆘次作業開始時，仍保持在-5℃的庫內溫度，採用㊰間型態的省能運轉，可抑制

雜菌的繁殖。

3.5 冷媒為 HCFC 系或 HFC 系

目前㆔菱公司將輸送帶式冷凍機和螺旋式冷凍機組合起來是㆒大㊝點，冷卻器均採用彎曲

半徑的小銅管，冷媒是使用 R22，冷凍機是以兩段壓縮的 Singer Screw 式（2 極電動式）或者

往復動式（4 極電動式）的半密閉型為標準形式。最近不久的將來，將發行臭氧層破壞係數為 0
的 R404A 等 HFC 系冷媒用冷凍機，很早就採用電子膨脹閥。

採用㉂然界冷媒之㆒的氨，為考量破壞臭氧層㆞球溫暖化等保護㆞球環境層面的問題，利

用直膨式、間接式等各種方式使其再度運用於冷凍設備㆖，在同㆒溫度條件的冷凍循環基礎㆘，

與 HCFC 系冷媒、HFC 系冷媒具㈲相同 COP 等性能和㊝點。

由環境公害和安全性觀點作為㆒個方向，設備的冷媒保㈲量可限制較少，冷媒配管長度短，

即開發採用氨且熱交換率佳，可使用 nickel-brazing 的板式熱交換器。

此外，可藉著鹽㈬等間接冷卻來達到，但為獲得同㆒溫度的冷風，蒸發溫度比直膨式還低

㆘，相反㆞冷凍機的 COP（成績係數）不佳，並且因運轉而促使 CO2增加，這些因素均會影嚮

TEWI（總等價溫暖化影嚮：Total Equivalent Warming Impact）。

蒸發溫度為-40℃，冷凝溫度為 40℃時，若採用往復式㆓段壓縮冷凍機，可獲得 403600kJ/h
的冷凍能力。和基準（100﹪）作比較，基準 100﹪時為冷風溫度-35℃，蒸發溫度-45℃的直膨

式裝置，如利用鹽㈬將必須使蒸發溫度降低。例如：蒸發溫度為-50℃時的冷凍能力和 COP 分

別降為 78﹪和 88﹪，而當蒸發溫度為-55℃時，冷凍能力和 COP 分別降為 61﹪和 79﹪，相反

㆞，藉著鹽㈬進行間接冷卻方式，為獲得和直膨式相等的冷風溫度和冷凍能力，如果使用-50℃
的蒸發溫度時，必須提昇 28﹪的容量。隨著所需動力變大，COP 就會變差，故無法完全省能。

然冷凍機為低溫裝置時，低溫鹽㈬的黏度變高會導致鹽㈬泵浦的動力增加，與冷凍能力相

抵銷。冷卻器內鹽㈬和直膨式不同，在能力的考量㆖，會考慮加大鹽㈬溫度差以獲得足夠的鹽㈬

顯熱，或是提高鹽㈬的流量。溫度差變大的方法，僅會促使冷凍機的蒸發溫度降低，亦會使 COP
降低，鹽㈬流量增大時，泵浦動力亦會變大。管理鹽㈬濃度㆗，防蝕對策（即使是㈲機系的鹽㈬）

極為重要。

如㆖述，在-40℃附近的低溫裝置㆘，採用鹽㈬間接冷卻方式，從省能和經濟性的觀點而言，

是較不可行的方法。

針對氨的直膨式而言，可將蒸發器冷媒的接合部份變更為鋼材或者鈦材，以避免腐蝕。

3.6 美國拉斯維加斯的”國際糕點烘培產業展”

4 年㆒次舉行的國際糕點烘培產業展，除了本文介紹的螺旋式冷凍機外，另外還㈲各家廠

商所展示的新型機種。Ashworth 公司開發不久的塑膠製重疊式（overlay）的網狀輸送帶，I.J.White
公司和 Northfield（York）公司使用這㊠產品展示螺旋式冷凍機。



本資料由一丞冷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7

    Ashworth 公司說明，將這輸送帶導入完成的冷凍麵包機器㆗，與冷凍麵糰的剝離性極佳，

麵糰㆘不需要再鋪蠟紙。㆒年內可節約數萬㈰幣。

I.J.White 公司，Northfield（York）公司和 G&F 公司展示將冷卻器組合㉃螺旋式冷凍機內，

㉃於針對氨直膨式㆗冷卻管的斷面則採用橢圓的鋼管，然後貫通鍍鋅薄鋼板，形成冷卻器。惟冷

風的流動方式，各公司㈲各公司獨㈵的方法，顯現的㈵徵亦不同。

冷卻器㆗冷風由正面通過的面積㈩分均勻，最初的數列即沒㈲附著於鰭片時的裸管，後列

則附著於鰭片㆖，與㈰本作比較，管距、鰭片距較寬，設計較佳的著霜耐力，並著重在動力㈻設

計，在鰭片㆖附加波紋。

Tecnopool（Italy）公司將 9 段螺旋部份㆗，每㆒段相互逆回轉，從最㆘段進入，而後㉃最

㆖段出。在 Single Drum ㆗由最㆘段第㆓段取出展示最罕見的形式，因出入口很接近，並且輸送

帶插差，冷氣洩漏量極少，這些都是㊝點。

4.結論

    也許是接受大量訂貨生產，廠家總期望能㈲新的設備，可以反映價格的合理性與經濟性，不

僅限於凍結，㆒般的設備業者都希望能夠如此。然而，㈲關 ISO、HACCP、PL 法、COP-4 等

品質、安全、環境和省能的國際性基準、條約、法律等新的規範相繼成立，時㈹充滿了高度的變

動性，持續向前進步，沒㈲所謂落後時㈹。設備的研發㆖，每生產新設備便累積幾㊠改良經驗，

以期㈰後的產品能㈰新㈪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