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油空气离心式鼓风机无油空气离心式鼓风机

ZB 5-6 VSD+



ZB 涡轮鼓风机：成熟ZB 涡轮鼓风机：成熟
高效的独特设计高效的独特设计
凭借新一代 ZB 电磁轴承涡轮鼓风机，阿特拉斯·科普柯发布了一款市

场上在各个方面均具有最高效率的无油涡轮鼓风机。ZB 系列拥有最高

效率，经证明具有无以伦比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而且对工艺更改不敏

感。

ZB 5-6 VSD+



为涡轮鼓风机采用磁性轴承是阿特拉斯·科普柯为确保用户完全放

心而做出的选择。由于系统不使用空气来运行机器，因此压力变化

一点也不会影响鼓风机的操作。这项技术与断电时不需要移动电源

的事实相结合，使得阿特拉斯·科普柯 ZB 成为有史以来最简洁的

磁性轴承鼓风机之一。

拥有非常高效的涡轮技术还不够。为了真正增强其能力，每个部件

都经过设计和选择，以提供最佳性能和最长使用寿命。

比较鼓风机可能是一项困难而令人困惑的工作。我们的动机很简

单：您会得到我们所承诺的。我们不希望您对进气或排气流量、轴

或机组功率之间的差异感到困惑。我们将准确告诉您我们的机器将

为您的流程产生多少流量和压力，以及它总共消耗多少电力。如果

您感到困惑，请电话联系我们，我们将会为您提供帮助！

耐用的技术、智能的设计耐用的技术、智能的设计

不仅仅是涡轮技术不仅仅是涡轮技术

无意外隐性开销无意外隐性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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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 系列：适合您应用的可靠解决方案ZB 系列：适合您应用的可靠解决方案
ZB 系列所采用的主动电磁轴承技术和完整的设计使其成为市场上最可靠的涡轮鼓风机之一，确保它非常适合所有低压应

用。

ZB 鼓风机具有非常广泛的流量和压力工作范围，使其适用

于不同的污水处理应用。通常，这些工厂的主要能源消耗

设备是鼓风机。不过，ZB 的高效叶轮和轴承设计可以帮助

您大幅降低能耗成本。

污水处理污水处理

输送是一个微妙的过程，需要 100% 清洁无油的空气才能

确保无故障地连续运行。ZB 鼓风机非常适合这类应用，确

保为您提供可以信赖的经过 Class 0 认证的节能无油压缩

空气。

气力输送气力输送

ZB 5-6 VSD+



ZB 可为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各类应用提供 100% 纯净无油的

空气，例如发酵、包装、污水处理曝气。经过 Class 0 认

证的 ZB 鼓风机可避免影响最终产品的纯度，确保零污染

风险。

食品和饮料食品和饮料

在全天候运行的火电厂中，压缩空气解决方案需要高度可

靠并且不允许停机。有了 ZB 鼓风机，您无需再担心这个

问题。它们旨在以最低的能源成本提供稳定可靠的气流。

烟气脱硫烟气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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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和高可靠性高效率和高可靠性

• 与机械部件分离以确保适当的冷却性和紧凑性

• 包括保护机器和整个电网的所有必需部件（RFI 滤波器、交流阻
流器、LC 滤波器、正弦滤波器等）

• 通过集成式冷却风扇和加热系统控制温度，在所有条件下保持恒
温

• 高频变速驱动是保证电动机最佳运行的部件

• 水冷式，提供最低热消耗，同时也最紧凑。

• 收集来自位置传感器的信息，对轴的位置进行动态调整

• 通过磁力调整来保证对转子的完全控制

• 断电时既不需要外部电源，也不需要 UPS。通过直流/直流转换
器从变频驱动中提取能量。

1. 保护电柜1. 保护电柜

2. 紧凑型低热消耗变频驱动2. 紧凑型低热消耗变频驱动

3. 磁性轴承控制器3. 磁性轴承控制器

ZB 5-6 VSD+



• 降低永磁电动机和驱动器的冷却水温度

• 冷却机器内部的机械部件，确保最低的工作温度和最长的使用寿
命

• 向机器顶部的一个公共位置集中供应热冷却空气，以便于输送和
排热

• 工厂安装的集成式调制放气阀，可防止鼓风机过热。

• 先进的控制算法，允许机器在更广泛的工作流量范围（从 100%
到 0%）内以最高效的方式运行

• 工厂安装的集成式放气消音器，可降低放气操作中的噪音

• 通过内部转弯衰减噪音

• 分离式工艺气道，确保最低进气温度和最高质量流量

• 并联高效过滤器

• 易于从机器背面接触，并且可以更换

• 歧管将空气从进气点直接引导至鼓风机叶轮，以将空气与内部热
量分离

• 将工艺空气温度保持在最低，以增加鼓风机输送的质量流量

4. 使用散热器冷却风扇后实现的最低内4. 使用散热器冷却风扇后实现的最低内
部温度部温度

5. 致动调制放空阀5. 致动调制放空阀

6. 集成式放空消音器6. 集成式放空消音器

7. 高效工艺空气过滤器7. 高效工艺空气过滤器

8. 分离式工艺空气进口8. 分离式工艺空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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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机器和网络所需的所有部件保护机器和网络所需的所有部件

ZB 系列电柜结合了最先进的系统之一，确保机器的可靠性以及机器

与以下部件之间的连接网络：

• RFI 滤波器（减少网络中的谐波干扰）

• 交流阻流器（可耐受高电压峰值）

• 单元控制器

• 高频变速驱动

• 直流/直流转换器（在断电时接通磁性轴承控制器）

• 磁性轴承控制器（动态调整鼓风机轴的位置）

• LC 滤波器（保护谐波永磁电动机）

高级部件高级部件

ZB 5-6 VSD+



所有部件的工作温度最低所有部件的工作温度最低

阿特拉斯·科普柯 ZB 涡轮鼓风机的设计包括冷却气道方面的先进设

计。三个不同的冷却气道连接到机器顶部的一个出口源。下面详细介

绍了每个冷却气道：

• 磁性轴承冷却气道利用来自鼓风机外部的新鲜清洁空气，并直接输
送到轴承上

• 内部冷却气道还使用来自机器外部的新鲜清洁空气，围绕机械部件
（例如永磁电动机）循环

• 电柜冷却气道将新鲜空气从电柜底部输送到顶部，冷却每个部件

用于一个公共出口的分离式冷却气道用于一个公共出口的分离式冷却气道

有了通过导管或管道连接入口和出口冷却气道的可能性，有可能实现

更大的节能。当空气来自温度较低的地方（例如鼓风机室外部）时，

其冷却能力甚至更高，并且降低了专用冷却风扇的使用率。此外，将

热出口空气排到鼓风机安装位置外，将减少鼓风机室冷却的需求，从

而提高节能性。通过这两个简单的连接，从长远来看可以更加节省！

导管输送式冷却气道，更加节约！导管输送式冷却气道，更加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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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环境到您的流程直接从环境到您的流程

以最高效的方式将空气输送到您的流程中，将通过两个简单的原则来

确保：将进气温度保持在最低水平，并尽可能减少通过工艺气道的每

个部件的空气阻力。这两个原则都是通过 ZB 系列的封装方式实现

的：

• 工艺空气和冷却空气没有相混合，这保证了叶轮中的低温，并带来
最高效的压缩

• 为工艺空气从鼓风机外部流向您的流程提供最顺畅的通道，没有转
弯或剧烈的方向变化（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压力和效率损耗）

最小温升和压降是关键最小温升和压降是关键

ZB 5-6 VSD+



类型
工作压力

最大容量
FAD

噪音级别 (1) 电动机最大装机功率

外形尺寸

L W H 权重

mbar(g) psig m3/hr cfm dB(A) kW hp mm in mm in mm in kg lb

50 Hz

ZB 5 VSD
+

1200 17.4 6000 3531 69 140 190 1900 75 1200 48 1954 77 1500 3307

ZB 6 VSD
+

1200 17.4 12000 7062 75 250 335 2265 90 1200 48 1954 77 2500 5512

技术规格
ZB 5 VSD+ - ZB 6 VSD+

(1) 工作站的 A 级加权发射声压级，Lp WSA (re 20 μPa) dB（不确定度为 3 dB）。
根据噪音级别测试规范 ISO 2151 和噪音测量标准 ISO 9614 测定的值。



技术规格技术规格
您在下面可以找到有关阿特拉斯·科普柯 ZB 涡轮鼓风机的所有技术信息，以及一款基于您的流量和压力要求的便利预选

工具。

阿特拉斯·科普柯涡轮鼓风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先进的部件整合在

一个灵活的设计中，将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几十年来，阿特拉斯·科

普柯已经证明了它在将关键功能与高级机器配对方面的优势。

这些即插即用机组的范围可以通过其标准化选件系列进行扩展。有关

更多信息，请随时联系您当地的代表。

全套涡轮鼓风机系列，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全套涡轮鼓风机系列，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ZB 5-6 VSD+



笔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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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力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力

无论是对我们的客户、
环境还是周围的人，我们都尽职尽责。我们的产品性能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这就是我们宣扬的可持续生产力！

www.atlasco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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