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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的全新标杆
阿特拉斯·科普柯推出 GA 90+-160 系列压缩机

向中国市场推出
SMARTLINK 智联星智能程序

GA VSD+ 变转速喷油螺杆压缩机
拓展至 37kW



GA VSD+ 变转速喷油螺杆压缩机拓

展至 37kW

首席执行官 Ronnie Leten 点评阿特

拉斯 · 科普柯第二季度业绩

能效的全新标杆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推出 GA 90+-160 系列压缩机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向中国市场推出

SMARTLINK 智联星智能程序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庆祝节能鼓风机技

术开创 5 周年

必康美德发布全新“生命线”汇流排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成立亚太物流中心

高效的转子再制造中心门到门兑换

业务

压缩机技术部中国客户中心官方微

信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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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应用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携手格力集团实现

高效制冷生产

革命性的 GA VSD+ 系列变频压缩机

首台落户河南洛阳

无油压缩机帮助 Kolak Snack Foods 

公司提高产量

新压缩机概念为轮胎制造商每年节

省约 30 万欧元

阿特拉斯 ·科普柯帮助 ZF Wind Power 

优化空气用量并最大限度降低能耗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在挪威矿山

的极地条件下运行

阿特拉斯 · 科普柯设备在半导体制造

商的能量回收系统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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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业务伙伴和读者们，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期的杂志中与大家

交流。大家应该已经发现，我们的杂

志换上了崭新的新版面。衷心希望大

家都能喜欢我们的新面貌，并继续通

过这本杂志与我们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压缩机业务领域沟通交流。

2014 年的上半年，我们向中国

市场推出了 SMARTLINK 智联星智能程序。伴随着 SMARTLINK 的问世，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维护与服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智能连接、数据监测和商业

智能化，阿特拉斯 · 科普柯能帮助客户更好地了解机器的维护需求，延长正常生产

运行时间，最大程度地降低能耗，以尽可能减少运行成本。

在日常生产运行中，智能的压缩机可以解决客户对高效压缩空气的迫切需求，

而这就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赋予我们压缩机的独特之处。配备 SMARTLINK 的压缩

机能帮助客户在保养安排上掌握主动性，还能为客户找到在整套压缩空气系统中可

以优化生产并节约能源的环节和方式。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正计划于今年内将 SMARTLINK 集成到全球的十万台空气生

产设备中。在中国，SMARTLINK 也已成为多款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的标准配置。

借助 SMARTLINK，您将对压缩空气的实时表现了如指掌。让我们一齐携手，

致力于可持续的生产力。

祝大家阅读愉快。

Paul Hense
韩诗璞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压缩机技术部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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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VSD+ 变转速喷油螺杆压缩机
拓展至 37kW

2013 年 4 月，阿特拉斯·科普柯发

布了革命性的 GA VSD+ 系列喷油螺杆

压缩机，如今已将其拓展到 37kW。该

系列机型平均节能高达 50%，性能大幅

提升（自由空气排量提升超过 13%），

占地面积仅为传统定转速压缩机的一

半。这一突破性的变转速喷油螺杆压缩

机不仅得到业内的广泛认可，更是被市

场迅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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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特拉斯 · 科普柯于 1994 年率

先开发变转速（VSD）螺杆压缩机以来，

这项技术一直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骄

傲。变转速压缩机可调整压缩转子的速

度，以精确匹配压缩空气的需求，平均

降低能耗 35%。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最新

独立研发的 GA VSD+ 将这一节能优势

推向更高：它采用了内置式永磁电机驱

动螺杆转子，与定转速机型相比，平均

降低能耗高达 50%。此外，GA VSD+

的自由排气量提升 13%，在满负荷运行

的情况下仍能表现出比同类定转速压缩

机更出色的性能。

为使该项创新技术能够服务于所有

压缩机用户，GA VSD+ 系列喷油螺杆

压缩机的市场定价将与标准变转速机型

保持一致。阿特拉斯 · 科普柯希望采用

这一市场战略，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

出进一步的贡献。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更多关于 GA VSD+ 喷油螺杆压缩机的具体信息，
请点击：

www.atlascopco.com/gavsdplus

所有压缩机用户都能实现节能
GA VSD+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提升至 37kW 后，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将能为全世界 75% 的喷油螺杆压缩机用户提供该项技术。特别是

37kW（50hp）的机型，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功率为 7-15kW 的 GA 

VSD+ 系列于 2013 年 4 月发布，随着功率范围的进一步扩展，将有更

多客户受益于压缩机的节能表现，也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防冷凝控制逻辑”确保可靠性
与此款机型同时问世的还有阿特拉斯 · 科普柯首次向市场推出的

专为变转速压缩机设计的“防冷凝控制逻辑” 。内置在 GA VSD+ 系列

喷油螺杆压缩机 Elektronikon® 彩屏控制器中的控制算法，确保在任何

情况下压缩机油都不会产生冷凝水，即便是在压缩机性能远高于实际

应用需求，需要极低负荷运行（每小时工作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防

冷凝控制逻辑”确保用户放心选择变转速压缩机，获得降低压缩机耗

电量 50% 的收益。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业

务领域工业空气部市场副总裁 Sanjeev 

Sharma 表示：“在过去的 8 个月里，我

们已经成功销售更多变转速机型。随着

VSD+18-37kW 机型的推出，我们将帮

助客户实现更多的能耗节省，进一步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相信，今后所有

的压缩机都将是变转速的。”

2014 年 7 月 16 日，瑞典斯德哥尔

摩：领先的可持续方案提供商阿特拉

斯 · 科普柯今天公布第二季度订单量增

长报告。

得益于制造业需求的持续增长，以

及收购企业的表现，第二季度订单量较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1%，达到 234.5 亿

瑞典克朗，订单的有机增长率为 1%。

收入总额 233.48 亿瑞典克朗，运营利

润达到 43.39 亿瑞典克朗（45.33 亿），

利润率为 18.6%（20.8）。

“鼓舞人心的是，来自制造业的需

求持续增长，同时来自采矿设备的订单

量已趋稳定。”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onnie Leten 表示，

“相较第一季度，二季度利润有所增长，

这要部分归功于集团所执行的效率提升

措施。”

第二季度，集团在中国上海成立了

全新的区域物流中心，它将成为整个亚

太地区物流服务业务的枢纽。

Ronnie Leten 指出：“我们的服务

业务持续增长，广泛的覆盖面将使来自

更多地区的更多客户受益。”

今年 5 月，阿特拉斯 · 科普柯收购

了一家约有 120 名雇员的美国压缩机公

司。

今年 6 月，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新

闻周刊》的全球可持续排名中荣获第七

名，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可持续发

展排名之一。

据预计，集团设备和服务的整体需

求量将在短期内有所增长。

首席执行官 Ronnie Leten
点评阿特拉斯·科普柯第二季度业绩

公司简讯 空气动力

2 3



2014 年 8 月 4 日，中国无锡：阿

特拉斯 · 科普柯发布全新 GA 90+-160

系列压缩机，帮助客户在提升生产力的

同时，降低运行成本。获取专利的转子

采用了全新的升级设计，相比之前的设

计最高可提升性能 5%。此外，多个创

新性能进一步提升了该系列压缩机的可

靠性和寿命。

如今，全世界已有数千台阿特拉斯· 科

普柯 GA 系列压缩机广泛服务于电力、

采矿、水泥、玻璃和金属等行业。全新

GA 90+-160 系列更是阿特拉斯 · 科普

柯丰富的行业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巧妙结

合。

GA 系列配备高效冷却器，可在任

何苛刻的工况，甚至高达 55℃ / 131oF

的环境温度下稳定运行。通过智能操作

能效的全新标杆
阿特拉斯·科普柯推出 GA 90+-160 系列压缩机

系统 Elektronikon® 和 SmartLink®， 压

缩机的运行表现和降耗节能得到了进一

步的优化。同时，更长的保养时限和更

短的保养时间也能帮助降低运行成本。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不断创新，致

力于实现客户价值的最大化。能效是我

们的基因，我们首要关注的就是降低客

户的能耗成本。我们能提供的还包括：

易于维修、安装简单、一体化和智能控

制系统。全新 GA 90+-160 系列是我们

将专业技术转化为客户利益的又一次创

举。”无油空气部总裁 Chris Lybaert

表示。

GA 90+-160 融 合 了 多 项 节 能 技

术，包括 IE3 电机、100%

去除冷凝水的内置水分离

器、能量回收系统和集成

式干燥器。独特的集成式

干燥器能提供清洁、干燥

的压缩空气，从而提高系

统的可靠性，降低能耗。

更小的占地面积和一体化

的设计，能将安装成本降

至最低。

“在现今的工业领域，我们的客

户都在寻找能帮助他们可持续发展、提

升效率和生产力、同时降低运行风险的

解决方案。我们非常高兴在我们的产品

组合中加入了全新 GA 90+-160 系列。

节省更多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阿

特拉斯 · 科普柯将继续推进对能效的不

断追求。”无油空气部市场副总裁 Anil 

Hingorani 说道。

阿特拉斯·科普柯向中国市场推出
SMARTLINK 智联星智能程序

压缩机和压缩机房的保养通常为

定期和被动两种。定期方式即服务技术

人员按照保养合同规定定期来访；而被

动则是在不可预期的情况发生时进行处

理。如今，通过 SMARTLINK 智联星智

能程序的推出，客户可以全天候了解空

压机的实时运行。

SMARTLINK 帮助企业全面深入地

了解其压缩空气的生产过程。它不仅能

帮助客户在保养安排上掌握主动性，还

能为客户找到在整套压缩空气系统中可

以优化生产并节约能源的环节和方式。

SMARTLINK 是一种安装便捷、方

便查询且易于调节的智能程序。它可以

随时收集、比较并分析数据，并在必要

时及时发出警告。这样一来，服务技术

随着 SMARTLINK 智联星智能程序在中国的推出，阿特拉斯·科普柯的维护与服

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智能连接、数据监测和商业智能化，阿特拉斯·科普

柯能帮助客户更好地了解机器的维护需求，延长正常生产运行时间，最大程度地降

低能耗，以尽可能减少运行成本。

人员可以在故障发生之前就有所计划和

准备，以主动的方式应对和预防问题的

发生，不仅能提高服务效率，更能节省

时间和成本。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正计划于 2014

年内将 SMARTLINK 集成到全球的十万台

空气生产设备中。在中国，SMARTLINK

也即将成为多款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

机的标准配置。通过这一智能工具，客

户的生产工艺将更趋稳定，效率可以得

到提升，压缩空气的生产也将更具可持

续性。

REPORT

睿视模式

ANA LYSIS 睿能模式

排除所有不确定性因素。在智联星睿

视模式的悉心呵护下，安排保养服务

将变得更轻松便捷：轻松点击即可完

成您的服务记录；和阿特拉斯 · 科普

柯保持在线连接，让发送服务请求、

接收配件报价等额外服务更加快捷。

确保设备的性能。借助智联星的睿能

模式可以持续监控并分析压缩机房

的能源效率。您可以设定性能指数

参考值，由智联星来帮您分析和报

告，以帮助您迅速、准确地对压缩机

网络的能效进行改进。你还可根据

ISO50001 标准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

效率进行监控。

确保空压机的稳定运行。您可以通过

邮件或者短信提前接收与设备有关的

指示（警报或停机等），提醒您采取

必要措施避免停机的风险。

W ARNING

!
睿知模式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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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讯 空气动力

节能的巨大潜力
一家典型的生化污水处理厂的曝气鼓风机系统消耗的能源通常会占整个污水

厂能耗的 70%。目前，这类污水厂大部分都采用能效较低的罗茨技术。通过降低

这类污水厂的曝气鼓风机系统的能耗，污水厂将降低能源成本，同时以更为环保

的方式运作。阿特拉斯 · 科普柯了解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变化趋势，正因为此，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一如既往地不断革新，从而确保为客户带来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此外，2012 年通过对 Houston Service Industries 的节能高速涡轮鼓风机系列的

投资，阿特拉斯 · 科普柯着力为全球客户的低压应用继续寻找能够降低能源成本的

解决方案。自第一款 ZS 鼓风机推出以来，阿特拉斯 · 科普柯持续进行技术投资，

目前已拥有市面上最多的产品系列（涵盖 100m3/hr 到 9100m3/hr 的流量范围）以

及受其售后团队全球支持的庞大装机客户群。

高能效的可靠技术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油空气部市场营销副总裁 Conrad Latham 补充道：“阿

特拉斯 · 科普柯致力于在开发产品和服务时始终将总体使用周期成本铭记于心。纵

观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能耗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的重点是降低我们

所有产品的能耗并

提高客户的收益。

ZS 螺 杆 鼓 风 机 正

是我们能够将 140 

余年的产品和应用

知识运用于开发真

正具有开创性的鼓

风机技术的充分例

证。”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下生产医疗产品的专业品牌必康美德日前发布全新

“生命线”汇流排，以应对客户对医用气体不断变化的需求。

全新“生命线”汇流排完全符合世界三大医用气体标准，即 NFPA、ISO 和

CSA，满足客户的不同标准。

经多项测试验证，全新“生命线”已通过美国军用环境测试标准 MIL-

Standard 810F 和流量及绝热测试标准 ISO10524，改进型设计确保其可靠性，

降低了泄漏的可能。NEMA 4 防护等级外壳及环境测试使汇流排满足室外安装

要求，为极端情况使用汇流排提供便利。

产品特点
● 全 新 的 锻 件 设

计：“生命线”汇

流排采用全新的锻

件设计，使现有设

计的接口数量减少 50%，从而减

少泄漏现象。一级减压阀和二级

减压阀全部集成于一体化设计锻

件内，减压阀采用活塞式设计，

适用于所有医用气体。

●无需 NPT 接头：这种新型设计

将 NPT 接头更改为 O 型圈密封

接头，不必使用 Teflon 胶带，同

时可防止接头过度旋紧。O 型圈

接头确保现在、将来均不会出现

泄漏，可实现更高等级的可靠性。

●流量：“生命线”汇流排提升

了流量，经测试达到 ISO-10524

标准（医用气体调压器）。

●电子元件：“生命线”汇流排

有两种型号，标准型和 TAE 型（内

置网络报警型）。标准型压力开

关由压力开关控制；TAE 型包含

压力传感器实现远程监控。

● NEMA 4 防护等级外壳：电源

和控制板安装在 NEMA 4 防护等

级外壳内部，使产品完全适合室

外环境安装。

●全新不锈钢电磁阀设计：全新

电磁阀将圆顶式偏压压力导向其

中一个一级减压阀，保证气瓶之

间无障碍切换。O 型圈接头改进

设计，确保阀门无泄漏。

必康美德发布全新

“生命线”汇流排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对 ZS 螺杆鼓

风机的性能胸有成竹，因此在 2009 

年推出该鼓风机后不久，便邀请 

Technische Überwachungs-Verein  

( 德国技术监督协会或“TÜV”) 根据

国际标准 ISO 1217（第 4 版）独

立完成了 ZS 螺杆鼓风机与三叶罗

茨风机的性能比照测试。测试结

果表明，在 0.5 bar(e)/7 psig 时，

ZS 比三叶罗茨风机的能效要高 

23.8%，在 0.9 bar(e)/13 psig 时，

ZS 的能效要高 39.7%。ZS 的高能

效主要归功于卓越的螺杆技术。其

它确保更高效率和更高可靠性的特

性包括一体化的齿轮箱、润滑油系

统以及创新的机组设计（将所有单

个组件集成在一个即装即用的解决

方案中）。通过采用螺杆技术取代

传统的罗茨技术，许多行业和应用

已从节能中获益，例如污水处理、

气力输送、发电、食品和饮料、制

药业、化工业、造纸业、纺织业、

水泥和普通制造业。

广泛用于众多鼓风应用的节能型 ZS 螺杆鼓风机自推出迄今已 5 周年。通过 ZS

螺杆鼓风机，阿特拉斯·科普柯可提供压力介于 300mbar 到 1200mbar、流量从 

100 m3/hr 到 9100 m3/hr 的全面产品。过去五年来，不同应用领域中的许多客户都

已从这项节能技术中获益。

开创      周年5 阿特拉斯·科普柯
庆祝节能鼓风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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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亚太物流中心位于上海浦

东一处物流工业园区内，临近浦东

国际机场。占地超过一万平方米，

该中心将成为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三

个业务领域的统一物流中心，即压

缩机技术、建筑技术、工业技术领域，

为中国及亚太区的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品牌和集团多品牌客户提供服务，

有助于降低客户的物流成本。阿特

拉斯 · 科普柯投资约 1900 万人民币 

（1800 万瑞典克朗）用于新设施的

建设。

“随着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业务

的持续增长，有必要建设一个新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成立亚太物流中心

的集中的区域物流中心来满足客户

的物流需求。”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

团压缩机技术业务领域总裁 Nico 

Delvaux 在出席该中心落成典礼时说

道 ,“新中心将提升我们的仓储能力，

处理订单将更快捷。这也是我们在

新兴市场持续投资，超越客户期望

的最好证明。”

该物流中心目前约有 60 名员

工，中心按照高环境标准建成，包

括安装低能耗照明设备和伺服控制

开关等。预计未来三四年内，物流

处理能力将提升到目前的三倍。

2014 年 5 月 9 日，中国上海：可持续生产力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

阿特拉斯·科普柯宣布在中国上海新成立亚太物流中心，将服务于中国和亚

太地区的客户。

2013 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售

后服务部在转子大修个数上实现了

51% 的增长；2014 年 1-4 月也保

持了 15% 的维修数量增长速度。

这说明，只要能提供符合客户需求

的转子服务，转子大修业务还是可

持续的。

“效率、质量、客户价值”是转子

大修的核心，“效率”更是客户关注的

重中之重，转子兑换便是阿特拉斯 · 科

普柯推出的一项为客户缩短停机时间、

提高转子大修效率的重要服务。2014

年 1-4 月份兑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133%，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目前阿特拉斯 · 科普柯售后服务部

转子再制造中心推出的“门到门服务模

式”，是转子兑换的一大亮点，让客户

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为了满足客户的兑换需求，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做了充足的准备，包括提高

转子库存量、在各地车间配备专业的工

程车、安排培训提高服务工程师的现场

服务能力、优化整个转子兑换的流程等

等。

2014 年 4 月，转子大修代理商 B2B

平台开始正式面向代理商全面开放，截

止 6 月，共收到接近 50 个转子业务，

其中超过 1/3 是代理商转子的兑换，大

部分转子收到兑换订单后当天就能发

出。随着转子业务线上线下通道的打通，

该平台也将越来越发挥出作用，极大提

高了销售效率和大修及兑换效率。

转子兑换不仅能让客户有更好的体

验，而且对车间的计划生产也非常有利。

我们相信随着客户对“门对门兑换模式”

体验的提升，我们的转子业务也将会成

为区域业务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高效的转子再制造中心
门到门兑换业务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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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并打开腾讯微信 App，在“查找公众号”中搜索：“阿特拉斯科普

柯压缩机技术部”或者“atlascopcoct”。

若您有任何建议或想法，
欢迎发送微信告诉我们，
谢谢！

2014 年 4 月，阿特拉斯·科普

柯压缩机技术部中国客户中心的官

方微信平台正式上线。 

如今，社交网络的发展日趋成

熟，而微信平台的壮大，正为企业

开辟了通向与客户紧密沟通的另一

扇大门。通过微信平台，客户可以

更便捷地了解阿特拉斯·科普柯产品

和服务的最新信息，查询各地销售

和服务网络的联系方式。每月发布

的新闻速递，更将囊括近期企业新

闻和产品资讯。

压缩机技术部

中国客户中心官方微信
正式开通

欢迎您关注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部中国

客户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您可通过以下方式：

◆  轻松一扫二维码：

无油空气在食品和饮料
加工中的应用

无油空气压缩机适用于食品和饮料行业

的众多应用：

●灌装和封盖 - 瓶和罐

●包装 - 中高压吹瓶和清洗

●清洁 - 加压水和清洗系统自动化

●混和 - 在易爆环境中搅拌机和混

    料机的气动马达

●增压 - 对各类食品加压，确保平

    稳均匀的流量

●曝气池 - 发酵工艺

●气动输送 - 在压力下通过管道输

    送粉末等物质

●仪表 - 阀门的操作、执行装置、

    自动化操作

●冷却、干燥和喷洒

●分拣 - 气动分拣系统

●其它应用 - 鼓风曝气 - 废水处理

注：有些应用需直接接触食材，有些间

接或偶尔接触

为什么需要零级无油压缩机？

近年来，诸多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顾虑重重，食品厂为了
确保自己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迫切需要肩负起社会责任，更严格地
遵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100% 无油压缩空气是您的最佳选择。因为您知道，食品的安
全和质量是企业之本。无油意味着零风险。最重要的是，无油意味
着公司来之不易的声誉不会受损。

为食品行业提供
零风险的优质压缩空气

零级无油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无油空气
解决方案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首家为食品和饮料行业提供节能且

可靠的无油空气解决方案的制造商，早在 60 年前便率先开发

出无油空气技术。为了确保您生产高品质产品以满足消费者

的要求，我们为食品和饮料企业提供全系列无油空气压缩机，

可提供最高级别的空气纯度，为您解决所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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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是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动力来源，但同时也消耗

了生产企业 15% 以上的能源，其应用

涵盖了所有的工业生产领域，包括钢

铁、金属冶炼、化工、纺织和能源等。

现在减少碳排放的呼声在各行各业都

越来越高，制冷行业也面临着同样的

市场需求，而非电制冷正是一项符合

制冷行业低碳运行的行业需求的技术。

非电制冷并不依赖传统电力制冷的无

氟利昂环保型制冷技术，主要利用工

业废热来制造冷源，自从上世纪 60 年

阿特拉斯·科普柯
携手格力集团实现高效制冷生产

代被发明以来，现在发达国家制冷行业

已有 40% 被非电制冷所取代。

作为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空调企业，

格力集团一直致力于将环境保护贯穿于

商品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并在全国各产

业基地严格实施节能降耗的精细化管

理。单单在珠海的生产基地，格力就配

置了 30 多台空压机。格力设备动力部

门的魏工很早就和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销售技术人员多次沟通过这些设备节能

降耗的问题。当了解到阿特拉斯 · 科普

柯热能回收解决方案不仅能降低空压机

能耗，还能将空压机的热能转化成冷源

加以利用，便申请项目立项。

从 2013 年初开始，格力集团与阿

特拉斯 · 科普柯合作开发“空压机热能

回收制冷节能项目”。整个项目包括回

收 17 台 250kW 空压机的热能，用于

溴化锂机组制冷使用，以取代原来生产

工艺冷冻水系统，还有水塔变频节能改

造、800 米水利输送、中控节能显示等。

该项目已于 2013 年底顺利运行。

每 当 谈 到 格 力 项 目 时， 阿 特 拉

斯 · 科普柯的销售主管张明都会说：

“格力之所以会选择我们，主要是去

年我们先期在格力珠海基地完成的六

台空压机的热能回收项目，用于生活

热水的供应和 1.5 公里热水输送，让

格力领略了我们节能的技术实力。最

终，我们在二期项目招标中脱颖而出，

以最高分顺利中标。”

项目主管魏工表示：“改造完成

后的整体热源输送和监视系统可以直

观地展示非电制冷设备的流程和性能，

节能效果明显。将空压机的热能回收

用于制冷，取代原电力制冷系统，满

足格力基地的日常生产工艺用水，每

年直接节省电费约 150 万元，相当

于减少 1600 吨碳排放量，这无疑是

制冷家电行业和空压机行业合作的典

范。”

目前，博世、宝洁、大众、红塔集

团等一大批的知名企业都在使用阿特

拉斯 · 科普柯的热能回收方案降低生

产营运成本。除了 ER 能量回收系统，

阿特拉斯 · 科普柯还提供 ES+DCS 中

控节能、SMARTLINK 等多项综合节

能解决方案，始终坚持不懈地推动节

能解决方案与产品在各个领域的广泛

应用，为企业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

关键词 家电行业，非电制冷，热能回收
解决方案，ER 能量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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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正式向中国市场推出了业内首创领先科

技的高效节能产品 GA VSD+ 系列变频

压缩机。该系列为压缩机行业带来了巨

大的变革，相比传统非变转速驱动压缩

机，VSD+ 系列平均可节能 50%，是空

气压缩机能源效率的新里程碑。这一突

破性的变转速喷油螺杆压缩机不仅得到

业内的广泛认可，更是被市场迅速接受。

革命性的
GA VSD+ 系列变频压缩机
首台落户河南洛阳

宏泰冶金的激光切割机

该机型在国内发布不久就迎来了第

一位用户——河南洛阳的宏泰冶金材料

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8 月初开机运行

以来，GA VSD+ 压缩机的性能表现获

得了用户的高度肯定与赞赏。

宏泰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有“千

年帝都，牡丹花城”之称的美丽城市洛

阳，是洛阳市伊滨新区一家专业从事

激光切割和高精密钣金加工的科技型企

业，为客户提供产品配套加工服务和钣

金结构设计服务。主要加工设备有瑞士

百超激光切割机、数控折弯机等。

2013 年 7 月初，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销售工程师王乐乐了解到宏泰冶金的

瑞士百超激光切割机需配套一台空气动

力设备。在王工仔细了解了客户设备压

缩空气需求、生产线工艺等情况后，推

荐选用功率为 15kW 的压缩机型，并

配套 FXe6 冷冻式干燥机、C-1/10 储

气罐和 DD/PD 过滤器。同时，关注到

客户对空压机能效的特别重视，当时正

值最新的高效能 GA VSD+ 系列向中国

市场推出，王工便将 GA15VSD+ 的方

关键词 冶金行业，变转速喷油螺杆压
缩机，高能效，GA VSD+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案推荐给了客户。王工向客户详细演示

了 GA15VSD+ 变 频 机 与 标 准 GA VSD

压缩机的各项数据对比、投资回报等分

析。根据目前的用气情况，按照一年运

行 4000 小时（加载 1000 小时，卸载

3000 小时）， 工业用电 0.7 元 / 度来

计算，工频空压机采用加 / 卸载控制，

卸载功率占额定功率的 20-35%；变频

式压缩机采用加载 / 停机技术，可根据

管网压力和末端用气量，把压力始终恒

定在一个点，和最终用气量紧密配合起

来，即用多少气消耗多少电。那么，使

用变频压缩机每年能为企业节约电费约

1.1 万人民币。如此，选用变频式压缩

机多投入的 1.6 万元，不到一年半即可

收回投资。

听了王工的详细介绍后，客户对

GA15VSD+ 的显著效能非常地肯定，

同时也对生命周期成本的概念受到了极

大的启发；GA15VSD+ 也因此在与其

他竞争对手的竞标中脱颖而出，最终获

得订单。洛阳宏泰冶金材料有限公司也

成为了中国 GA VSD+ 压缩机的第一个

受益者。

王乐乐说道：“阿特拉斯 · 科普柯

以服务客户为第一，为客户利益所想，

走在创新科技的前列，给客户带来最高

效最节能的产品的同时，我们也同样重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A15VSD+ 压缩机
在现场

视客户服务。宏泰冶金所采购的第一台

GA15VSD+ 压缩机，公司为配合客户的

生产进度，特批采用空运方式发货，提

前一个月设备到位，保证了客户的准时

生产开工。”

开机调试运行后，洛阳宏泰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贾龙先生竖起大拇

指说：“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A15VSD+

压缩机噪音小，占地面积也不大，还省

电，原装进口，简直就是压缩机

中的‘战斗机’！”

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GA7-37VSD+ 系

列为压缩机行业带

来了巨大的变革，

采 用 创 新 的 直 立

设计方式。该系列

压缩机以变转速驱

动作为标准供货，其

紧凑的电机，得益于来自比利时设计的

现场型以及 IPM（内置式永磁）技术。

GA7-37VSD+ 系列压缩机可平均节能

50%，可以在最恶劣的工况下保持机

器正常运转。阿特拉斯 · 科普柯现场

型 GA7-37VSD+ 系列压缩机将是空

气压缩机的未来发展方向，会为将来

设立新的标准，而阿特拉斯 · 科普柯

也再次确立了在空气压缩行业遥遥领

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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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业务回升，Kolak Snack 

Foods Ltd 需要提高其伦敦工厂的产量，

因此他们决定对工厂中的压缩机等生

产设备进行升级。Kolak 选用了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新型无油空气压缩机，因

为他们看重了这款机器的高可靠性和高

性能，能够确保提供优质的无油空气。

Kolak Snack Foods Ltd 是英国一

家领先的薯片和零食生产商，旗下品牌

有 Kolak Diamond Crisps and Snacks 

和 Dylans Hand Cooked Crisps。其伦

敦工厂生产一系列标准的螺旋形低脂薯

片、挤压制品、粒状零食、虾片和小薄饼，

均以自有品牌和私有品牌产品向独立零

售商和主要的商业街连锁超市供货。

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无油压缩机
帮助 Kolak Snack Foods 公司

提高产量

关键词 食品加工行业，零级无油压缩机，
变转速驱动，FF 全性能机型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Kolak Snack Foods 十分注重质

量，因此在升级现有空气设备以确保

可靠性和持续生产时，公司还希望能

够规避加工操作过程中产品受污染

的风险。为了实现这一点，Kolak 选

择了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油螺杆全性

能压缩机（两台 ZT 90 FF 压缩机和

一台 ZT 90 VSD FF）以更换现有设

备，保证供应优质空气。设备更换

后，Kolak 伦敦工厂的工艺空气符合 

ISO 8573-1 (2010) CLASS 0 标准空

气纯度，拥有 Class 0 工业级标准。

Class 0 是对以下三种油污染形式的

测定标准：悬浮状油、油蒸汽和液态

油。阿特拉斯 · 科普柯生产的 Z 系列

固定式压缩机实现了无油和零风险，

是全球首家达到 TÜV 认证标准的压缩

机制造商。

Kolak 伦敦工厂为了满足生产需

求，施行全天不间断运行，这意味着

在选用新压缩机时必须将能效作为一

项重要的考虑因素。正如 Kolak Snack 

Foods 总监 Rikin Lakhani 说道：“阿

特拉斯 · 科普柯 VSD 压缩机搭配基本

负载压缩机，确保工厂内所有 7 bar 主

要空气应用的正常运行，包括热交换器、

蒸汽锅炉和填充操作。VSD 压缩机能

够应对现场的额外负载，这些因素都确

保以最具能效的方式使生产与需求相匹

配。”

投资未来的解决方案
这三台新压缩机都是全性能总

装机型 - 预敷线和预管接解决方案，

开箱即用。压缩机的 IMD 干燥机

及其变速驱动相集成，使紧凑的机

组能够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优质的

干燥压缩空气。

IMD 吸附式干燥机在湿气进入

空气网管前将其去除，从而确保可

靠的工艺和无污染的最终产品。干

燥空气无需耗费外部能量，同时干

燥机不需要使用净化空气，避免了

压缩空气的浪费。干燥机中的压降

实现最小化，进一步减少了运行成

本。从总体成效来看，与传统型干

燥机相比，这类干燥机实现了显著

节约。

为了确保压缩空气装置获得

全面保护以及实现最佳运行性能，

Kolak Snack Foods 与阿特拉斯 · 科

普柯签订为期 10 年的压缩机系统

维护和保养的全面护理协议，阿特

拉斯 · 科普柯负责监测和维护装置

的性能。Rikin 表示：“我们投资了

最佳的保养服务，为我们今后的设

备运行提供了保障。”

能效是选用新压缩机的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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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压缩机概念
为轮胎制造商每年节省约 30 万欧元

关键词 汽车行业，零级无油压缩机，
变转速驱动，提高能效

在米其林的德国洪堡工厂，阿特拉斯 · 科普柯生产的无油变速驱动 ZR 空气压

缩机是新压缩机概念的核心，第一年已为公司节省了六位数的能源成本。系统高

效运行，对压缩空气供给的特定能源需求从每标准立方米 0.143 kWh 降至 0.108 

kWh。

洪堡工厂主要生产 22.5 英寸卡车前轮胎。整个生产过程均在洪堡生产基地完

成：从橡胶混炼、轮胎衬底和外壳制造、硫化及质量检验，直至轮胎生产完成。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速度调节和主控制系统
节省能源成本

众所周知，现有的压缩机及其制

造商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现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提供的主控

制系统和 ZR 315 VSD FF 无油螺杆

压缩机已成为压缩空气新概念的核

心。ZR 315 VSD FF 为变速驱动，工

作速度可调节。因此，该压缩机只产

生所需用量的压缩空气，再也不是不

断生产而导致超过所需的用量。

系统运行效率提高 25%
该主控制系统和新型压缩机解

决方案已节省大量能源：以前每标准

立方米所需特定能源为 0.143 kWh，

现在平均用量为 0.108 kWh，这意味

着系统运行效率提高了 25%。

没有一滴油，
绝不会影响质量

打动米其林的另一方面是新型压

缩机为水冷式压缩机，完全采用无油

方式压缩空气，因此绝对没有任何风

险。生产过程中的油会影响产品质量，

这对轮胎制造商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如果橡胶混炼过程中有一滴油进入，

材料就无法使用。

内置于压缩机中的 MD 吸附式干

燥机同样可调节速度，以便于干燥空

气并将空气冷却到-30℃的压力露点。

集成干燥机还可使压力降至最低。由

于采用速度调节系统和压缩热量再生

利用，MD 干燥机所需能源极低。

提高能效可实现每年
节省 30 万欧元的成本

使用新系统和压缩机，按照

每小时 10,000 立方米空气和指定

的效率增幅计算，预计一年至少

可节省 300,000 欧元。尽可能使

用封闭圆管以避免压力损失，这

样可使工作压力从 8bar 降至目前

的 7bar，额外节省约 7% 的能源。

VSD 压缩机两年内
可收回成本

内置于 ZR 压缩机的 MD 吸附

式干燥机利用压缩热直接再生干

燥剂非常符合米其林质量与可持

续性并重的理念。在洪堡，米其

林利用硫化过程中产生的蒸汽为

工厂回收能量，并将多余热量输

送到洪堡镇集中供热网。这样一

来，一台新型压缩机两年内便可

收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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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风力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

快的能源。当比利时的 ZF Wind Power 

需要在其位于洛默尔的工厂扩展压缩空

气流量时，阿特拉斯 · 科普柯建议使用 

GA 160 VSD FF 压缩机和 ES 中央控制

系统来优化其压缩空气用量。洛默尔工

厂的高级技术人员 Rob Loos 说：“了

解我们的业务并且能为我们提供支持至

关重要，显然阿特拉斯 · 科普柯就是最

佳选择。”

ZF Group 是 全 球 领 先 的 传 动 系

和底盘技术汽车供应商，该集团的 ZF 

Wind Power 分部，专门从事为风力涡

轮机设计、制造和供应定制齿轮箱。ZF 

Group 已在风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阿特拉斯·科普柯
帮助 ZF Wind Power 优化空气用量
并最大限度降低能耗

关键词
风 能，ES 中 央 控
制 系 统，GA 变 频
驱动全性能机型

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高效支持

结合高级专业知识与快速响应时间，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服务团队提供的

支持可满足洛默尔工厂的期望。

Rob Loos 说：“我需要确保生产平稳进行。必要时，阿特拉斯 · 科普

柯会提供适当维修和快速干预。每天上午，当我们启动装配线时，GA 将会

运行作业。现在，我们不必担心压缩空气，而能够将精力集中到其它工作上。

总之，我们很高兴能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成为合作伙伴。”

自动监测和控制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A 160 VSD FF 喷油螺杆压缩机能够帮助 ZF Wind 

Power 节省安装、电力和维修的成本，这也是选择该压缩机的原因。凭借一

体化的变速驱动，GA 160 VSD FF 通过监控和自动调节对空气需求的供应，

将能耗保持在最低水平。GA 160 VSD FF 的一体化变速干燥机为干燥压缩

空气提供了绝佳的露点，同时实现能源节约。压缩机完全一体化的紧凑设计

还减少了占地要求，降低安装成本。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ES 中央

控制系统提供所有压缩机的同

步监测和控制。ES 系统能够

为机房中的压缩机定义最佳排

序，并帮助进一步减少能耗。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确定潜在的节能

在 ZF Wind Power 洛默尔

工厂的扩建期间，该公司就针对

增加压缩空气生产的问题与阿特

拉斯 · 科普柯取得了联系。在初

期，阿特拉斯 · 科普柯进行了能

源审计并对该工厂的空气消耗量

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而确定和计

算出能源节约的潜力。

压缩空气在洛默尔工厂发

挥着重大作用。例如，用于运输

重达 400 吨的齿轮箱的气垫运

输装置，将齿轮箱从装配部门运

输到测试部门，运输过程中需要

每秒输送约 800 升的空气。因

此，对公司来说，压缩空气装置

能否高度稳定地输送充足的气流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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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偏远地区 Sydvaranger 铁矿

山在冬季温度可能会突降至 -35℃。矿

山依靠阿特拉斯 · 科普柯提供的空气干

燥机、喷油螺杆压缩机和无油压缩机保

持业务继续发展。Sydvaranger 选择阿

特拉斯 · 科普柯作为供应商主要有三个

原因：“机器的高可靠性、较低的使用

周期成本和可观的能源节省”。

Sydvaranger 铁矿山位于挪威偏远

的东北部，在北极圈以北约 400 km。它

坐落在希尔克内斯和 Bøkfjorden 小镇上

关键词 采矿行业，零级无油压缩机，
干燥机

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
在挪威矿山的极地条件下运行

的山岭地区，有一条水道和附近的巴伦

支海相连。

高级矿业顾问 Einar Berg 了解一

切值得关注的关于露天矿以及矿石和岩

石质量的信息。“天气状况是在该地区

采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夏

季阳光明媚、气候温暖，而冬季的气温

会低至 -35 ℃。”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空气干燥机、

喷油螺杆压缩机和无油压缩机用于在该

矿山作业。“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极端

温度条件下需要使用一种可靠的空气干

燥机。”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

地 区 经 理 Rune Mjørud Hansen 说，

“Sydvaranger Gruve 为他们的工厂选

择 BD- 干燥机，用于保障露点至少为 

-40℃ 的清洁、干燥空气。压缩空气是

生产的核心。空气一旦冻结，生产即会

停止。”

Bjørnevatn 矿井距离俄罗斯边界

仅 2 公里。经粗碎处理的矿石通过一条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8 公里长的铁路轨道（欧洲最北端的铁

路）运往希尔克内斯。在这里，矿石将

做进一步研磨和分离处理并转变成精矿

运往亚洲或欧洲的冶炼厂。

“而在某些人看来，偏远位置可

能是一个优点。”Berg 说。2010 年从 

Sydvaranger 运往中国的铁矿石是通

过北海航线运输的第一批贸易货物。与

传统航线相比，该航线减少了 40% 的

时间、燃料和排放物。

矿山的维护经理 Arnfinn Mentyjærvi 

表示，Sydvaranger 选择阿特拉斯 · 科

普柯设备主要有三个原因：“机器的高

可靠性、较低的使用周期成本和可观的

能源节省”。

节能在采矿行业内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而且还存在能源短缺的问题。“1996 

年因矿山关闭在该地区产生了剩余电

力，”Mentyjærvi 说，“当矿山恢复

生产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供应链，

而用电并不是无限制的，因此就将重点

放在了使用节能设备上。”

Hansen 指出，尽管压缩机并不是 

Sydvaranger Gruve 最 耗 电 的 设 备，

但最大程度降低运营成本能实现卓越的

生产力。“低压降和使用露点关联切换

的动态控制必不可少。”他说，“我们

的无油压缩机 ZR400VSD 能提供精确压

力控制，因此节能 35% 并不是稀奇的

事情。”

Sydvaranger Gruve 和阿特拉斯 · 科

普柯签订了一份 24 小时服务合同，有 

20 名员工在现场对设备进行维护、保

养和修理。Einar Berg 表示做好工作安

排非常有用：“我们每天召开例会计划

并调整生产维护工作，这样更灵活，也

不容易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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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半导体制造，ZR 水冷式无油螺
杆压缩机， ER 能量回收系统

阿特拉斯·科普柯设备
在半导体制造商的能量回收系统中
发挥关键作用

半导体制造商 Nanium SA 使用 5 台阿特拉斯 · 科普柯水冷式螺杆压缩机提供

可靠的高质量压缩空气，同时使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 ER900 能量回收系统大幅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并实现卓越节能。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该公司选择变速驱动压缩机是为了

帮助改进工厂的能耗。“做出这一选择

是考虑让设备能够满负荷运行，而变速

压缩机能够让压缩空气生产适应设备的

消耗量，始终确保压缩机保持高能效水

平并在最佳工作条件下运行。”Costa 

指出。 

除了这 5 台压缩机，Nanium 最近

还购买了 1 台阿特拉斯 · 科普柯 ER 900

装置，用于水冷式无油空气压缩机中热

量回收的热水管理系统。 

ER 900 利用热水从压缩机回收热

量。为了满足 Nanium 的需求，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对该公司的压缩机进行改动，

使排出的冷却水温度约为 80℃。热水

被泵至一个热交换器，其辅助回路将回

流水送回锅炉。“这让我们几乎可以不

使用燃气锅炉。”Costa 说道。正因如此，

工厂天然气的消耗量减少了约 90%。

此外，鉴于压缩机在热量回收系统中发

挥的作用，其消耗的能量成本相对也较

便宜。 

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仅基

于设备，还包括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设

备维护服务。对此 Costa 称赞道：“保

障我们的压缩机持续工作 15 年，全天 

24 小时运作，无重大故障，节省了大

量成本。” 

Nanium 的压缩空气生产能力超过

了当前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需要增

加 装 机 容 量。 但 是，Carlos Costa 对 

Nanium 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合作表示

肯定：“毫无疑问，我会推荐其他人使

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设备。”

Nanium SA 是一家位于葡萄牙维

拉多康德的半导体制造商，已和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合作了 16 年。从一开始，

Nanium 就选择搭配干燥和过滤系统的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油压缩机，以获得

优质压缩空气。Nanium 基础设施管理

主管 Carlos Costa 说道：“半导体工

厂设施在可靠性和压缩空气质量方面有

非常严格的要求，而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目前，Nanium 在其工厂内安装了 

5 台阿特拉斯 · 科普柯水冷式无油螺杆

压缩机—— 3 台 ZR 300，1 台带变速

驱动的 ZR 315 VSD 和 1 台 ZR 400。

压缩空气几乎全部用于洁净室，与产品

直接接触。因此，每台压缩机都配有

一台加热鼓风机净化吸附式空气干燥

机（BD 干燥机），以获得高质量的露

点（PDP < -40C）。 此 外，Nanium 

要求达到无油条件以及符合标准 ISO 

8573 Class 0 的低颗粒数量，以满足其

严格的生产标准。 

能量回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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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汽车、加气站设备展览会”于 2014

年 5 月 7-9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盛大召开。本次展览面积达

60,000 平方米，500 家公司参展，吸引了约 30,000 人次到场参观。作为压

缩天然气行业内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阿特拉斯 · 科普柯携 INTERMECH 可

变进气压力（VIP）压缩机亮相展会。

INTERMECH VIP系列压缩机是双极成套压缩机设备，专为子站运作设计，

确保高效快速地卸载拖车上的气体。产品最大操作区间为 250-15bar， VSD

变频驱动技术可以根据进气压力以不同速度运行，尤其在低压条件下能获得

最优性能。其系列产品无故障运行、保养周期长和运营成本低的出色性能表现，

受到了加气站站主的青睐。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压缩天然气行业拥有 35 年的丰富经验，其专业的

售后服务团队遍及全球 180 多个国家。

2014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汽车、
加气站设备展览会

“IE expo 2014 第十五届中国环博会（原 IFAT CHINA+EPTEE+CWS)”

于 2014 年 5 月 20-22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

最高品质的环境技术交流盛会，IE expo 2014 荟集了全球顶级污水处理、泵

管阀、固体废弃物处理、资源回收利用、大气污染治理、室内空气污染治理、

场地修复、环境监测、环境服务业等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前沿技术与最新解

决方案。本次展会展示面积突破 50,000 平方米，880 家展商和 38,000 名观

众到场参观。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携 ZS55-700 无油螺杆鼓风机亮相展会，受到了众多

业主、设计院和总包等新老客户的广泛关注。

ZS 系列曝气鼓风机能提供符合 ISO 8573-1 CLASS 0 (2010) 认证的 

100% 纯净空气。CLASS 0 意味着无污染风险、无产品受损或不安全风险、

无运营中断而导致损失的风险，以及无损害公司专业信誉的风险。与现有风

机技术相比，ZS 系列鼓风机平均可降低 30% 的能耗。一体化的 VSD 变频技

术可根据空气需求自动精准地调节压缩空气流量，从而进一步降低能耗。

IE expo 2014 第十五届中国环博会

“2014 中国制药产业高峰论坛”于 5 月 29-30 日在南京召开，共吸引

了来自 20 多家制药公司约 120 名听众参会。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业

务领域无油空气部发表了主题为“无油压缩空气在制药行业的应用”的演讲。

新版《GMP 实施指南》对制药生产用压缩空气制订了严格标准，对药

品生产企业选择合适的无油空气压缩机设备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此大背景之

下，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演讲贴近实际需求，介绍了无油压缩空气在药品生

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在场听众的热切关注。同时，作为首家通过空

气纯度工业标准 ISO 8573-1 第三版 CLASS 0 含油量认证的压缩机制造商，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新一代无油螺杆 Z 系列机组能够确保压缩空气 100% 不

含润滑油，排除制药和包装过程中任何油污染的风险。

作为压缩空气技术领域的领导者，阿特拉斯 · 科普柯始终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高品质的压缩空气。新一代无油螺杆 Z 系列机组已经服务于罗氏、拜耳、

葛兰素史克、赛诺菲、诺华、礼来和雅培等知名企业。 

2014 中国制药产业高峰论坛

展会与论坛 空气动力

2014 年中国国际酒、饮料制造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日期： 2014 年 10 月 13 - 16 日

场地： 北京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天竺裕翔路 88 号） 

展位号：E1 馆 B31 展位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展览会

日期：2014 年 10 月 28 - 31 日 

场地：北京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北京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6 号 ）

展位号：2 号馆 2506 展位 

展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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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鼓风机技术开创 5 周年
阿特拉斯·科普柯符合 ISO 8571-3 零级标准的无油螺杆鼓风机技术
能帮助您节省能源多达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