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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科普柯扩展其真空解决方案

Ronnie Leten 评价阿特拉斯 . 科普柯

2015年第二季度业绩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实现向中国高铁提

供 1000 台压缩机的目标

强动力、高可靠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发布全新 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

全新大功率变频式无油螺杆压缩机

面世

保养 = 零件 + 人工？你 out 了！

全性能一体式压缩机引领空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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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

欢迎阅读本期《空气动力》杂志。

首先，请允许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压缩机技术业务领域中国客户中心新上任的

总经理，于今年四月刚刚开始我在中国的这一新工作。这是我在这本杂志中发布的

第一条消息，很高兴和各位通过这一平台交流。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将与各位分享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最新发布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

中国已经进入高铁的快速发展期，预计建设热潮将持续升温。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如今已为中国高铁行业提供 1000 台压缩机，这是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的一大里

程碑。基于对这一行业的深入了解，我们将通过提供高品质的压缩空气系统，保证

轨道交通车辆平稳和安全的运行。

今年三月，阿特拉斯 . 科普柯推出创新智能型变转速驱动真空泵，将真空泵的

设计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得益于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声誉卓著的即插即用型设

计原理，该系列真空泵可在客户需要的工作压力段轻松达到最佳的性能，适用于塑

料、玻璃、制瓶、制罐、木材、包装、印刷、造纸、肉类包装、中央吸尘真空系统、

厂务中央真空系统等各类应用。

在售后服务领域，我们有全新的保养计划，通过原厂零件、技术团队的专业支

持、仓储和配送中心以及派工中心的快速响应，确保客户设备的完好率始终处于高

水平，帮助客户将故障停机的风险降至最低，同时确切了解设备全年的正常运行时

间。

希望各位喜欢本期杂志中的内容。我们将始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助您实现 2015 年的业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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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空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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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扩展其

真空解决方案

2015 年 3 月 12 日， 中 国 青 岛： 阿

特拉斯 . 科普柯推出一款创新智能

型油润滑螺杆式真空泵 GHS VSD+

系列，其融合了阿特拉斯 . 科普柯

领先的 VSD 变速驱动技术，将真空

泵的设计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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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S 250-4200 机械增压泵基于简单的罗茨原理，是对于

压力范围在 0.01-50 mbar 需要大抽速应用的最佳选择。一般需

要配套一台前级泵使用，前级泵可以预抽到增压泵的启动压力。

机械增压泵的操作压力相对较低，不会暴露于前级泵所受的同

等浓度的腐蚀性工艺介质中，因此极为可靠。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LS 250-500 系列滑阀泵已销售超过

10000 台，凭借其业内最高效、最紧凑的设计，树立了性能和

可靠性的标准。经过改进、升级和精细调整后，GLS 系列性

能更可靠，效率更高，同时将维护保养和停机时间保持在最

低水平，这对于要求严苛的应用领域如汽车行业、航空航天

业及其供应链相关行业至关重要。

GVD40-275 系列双级油润滑旋片式真空泵以真空度高、

抽速快、噪音低和水蒸汽处理能力强而著称。GVD 直联旋片式

真空泵结构紧凑、无振动，且配备防伤手风扇和联轴器壳体，

以保证产品操作起来安全可靠。针对各种不同真空应用，我们

还提供各类附件。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得益于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

声誉卓著的即插即用型设计原理，GHS 

VSD+ 真空泵不仅坚固耐用，还可在客

户需要的工作压力段轻松达到最佳的性

能，适用于塑料、玻璃、制瓶、制罐、

木材、包装、印刷、造纸、肉类包装、

中央吸尘真空系统、厂务中央真空系统

等各类应用。

采用最尖端的螺杆技术、VSD 变

速驱动技术及创新设计的电机，GHS 

VSD+ 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实现节能

约 50%，同时能显著降低生命周期成

本。超强的保油能力大幅优化废气排放

质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可避

免常规油泵经常发生的喷油现象。

GHS VSD+ 噪音水平极低，仅相当

于其它真空技术的一半左右。紧凑的设

计将所有部件都安装在一个整洁的外罩

内，使其成为市场上占地面积最小的设

备之一，同时让维护更简便。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目前可提供的

一系列真空解决方案包括：

“基于在螺杆技术研发中超过 60

年的积累，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全球最

先将高效、高可靠性的螺杆压缩技术应

用于真空泵应用的企业之一。”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工业真空部业务总监杨怡说

道，“全新 GHS VSD+ 系列代表了真空

技术的巨大飞跃，亦兑现了我们对创新

和‘致力于可持续生产力’的承诺。”

GVD0.7-28 系列小型油润滑旋片式真空泵具有优异

的极限真空压力、抽速快、蒸汽处理能力强，且运行噪音

低。其性能稳定可靠且久经考验，为科研行业真空应用树

立了行业标杆。所有泵均通过第三方测试机构检测，符合

UL 和 CSA 标准，并配备了我们专有的模式选择开关，意

味着同一个型号可以满足高真空或大排量两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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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实现向中国高铁提供                台压缩机的目标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与战略伙伴在北

京共同签订了压缩机及配套设备合作协

议。通过该协议的签订，双方进一步巩

固了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的战

略伙伴关系。不仅如此，这一协议的签

订也意味着目前已有超过 1000 台来自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压缩机应用于中国

的高铁领域。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一家专业的空

气压缩机生产商，是全球压缩空气和空

气处理技术方面的市场领导者。140 年

来，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一直被公认为轨

道交通行业中高品质压缩空气设备生产

和服务的技术领导者。这些产品旨在为

行业中所有应用类型提供高品质的压缩

空气而专门开发，适合于各种轨道交通

车辆，包括机车、高速列车、动车组、

轻轨、地铁等。

阿特拉斯 . 科普柯轨道交通压缩空

气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全球数百条轨道交

通线上。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是

何种应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都可通过

标准化设计或为客户量身定制来提供各

种规格的高可靠性的产品及服务，以满

足轨道交通及其它车辆对高品质压缩空

气的需求。

近年来，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与诸多

战略伙伴携手，通过 CRH380A 高铁项

目、广深港高铁项目和兰新线高铁项目

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成功运作，携手助

力中国高铁行业的建设，共同获得中国

业内的广泛认可。

中国已经进入高铁快速发展期，预

计建设热潮将持续升温。在中国，阿特

拉斯 . 科普柯将深入了解轨道交通建设

的需求和挑战，通过提供高品质的压缩

空气系统，保证轨道交通车辆平稳和安

全的运行。

1000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Ronnie Leten 评价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2015 年第二季度业绩

2015 年 7 月 16 日，瑞典斯德哥尔

摩：可持续生产力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于今日公布了其第二

季度的稳固业绩，包括创纪录的运营利

润，服务业务持续增长且在欧洲的订单

量有所上升，对集团的整体需求在近期

亦有望上升。

受强劲的货币汇兑影响，第二季度

的订单获取量增长至 267.75 亿瑞典克

朗。在本国货币流通中，欧洲实现 10%

的订单增长并获得了多年来最高的有机

增长率。从全球来看，订单量与去年同

期数字相比，有机平稳，而利润有机下

降 3%。受到汇率的积极影响，利润额

达 261.11 亿瑞典克朗，且运营利润额创

历史新高，达 50.72 亿瑞典克朗，相应

利润率为 19.4%。

“尽管资本投资水平普遍较低，但

我们还是能看到对工业工具、装配系统、

真空解决方案及中小型压缩机的强劲需

求。”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 Ronnie Leten 说，“我们的服

务业务日益强大。我们将专注于为客户

创造价值并密切关注效率。”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在本季度推出了

几个创新的产品，包括高性能的喷油螺

杆压缩机、高效的螺栓拧紧工具、应用

于建筑应用及小型采石场的高速露天钻

机及应用于筑路设备的智能监测系统。

“创新已嵌入我们的基因中，且我

们致力于提供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来帮助

客户提高生产力。”Ronnie Leten 说。

集团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提供

更高的生产力、更智能的人体工程学、

提高安全性并提升能源效率。



6 7

全新

“这一全新的大功率变频式无油螺杆压缩机在中国市场可谓独一无二。

其内置的变频驱动技术，所带来的高能效意味着最大节能，这将帮助我们的

客户不断提高生产力，降低运行成本。”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业务

领域无油空气部总裁 Chris Lybaert 说道，“阿特拉斯 . 科普柯致力于可持续

的生产力。多年来我们不断努力，将最具能效的解决方案带给市场。”

公司简讯 空气动力

为了帮助客户将运行成本降

至最低，全新的大功率变频式无

油螺杆压缩机 ZR400-500 VSD 致

力于提高能效。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独特、卓越的转子涂层，确保了

压缩机的整个生命周期的持续高

能效；先进的压缩机转子由高效

变频电机驱动，确保压缩机整机

高效运行。变频技术 (VSD) 的使用，

使压缩机节省了大量能源，进而

保护了我们的环境。

大功率变频式无油螺杆压缩

机 ZR400-500VSD 结合离心压缩

机的混合动力型方案，是最高能

效的压缩机房方案。能帮助用户

将整个压缩机房的能耗降至最低。

离心压缩机用于满足恒定的用气

需求，变频式无油螺杆压缩机匹

配客户波动用气量的需求，精准

调节电机转速以输出所需气量。

离心机无需放空， 这样达到了全

离心机机房无法做到的高能效。

因为单纯的全离心机组合，在用

气量波动的时候，放空压缩空气

是唯一的方法，而放空恰恰是最

大的耗能，是高能效的杀手。只

有阿特拉斯 . 科普柯能生产如此大

功率的变频式无油螺杆压缩机，

使得螺杆离心混合动力压缩机最

高能效的解决方案成为现实。

除了能效，可靠性也同样重

要。ZR400-500 VSD 螺 杆 压 缩 机

能确保机器的持续运转，以确保

用户生产不间断。阿特拉斯 . 科普

柯经过岁月打磨的无油螺杆主机、

不锈钢冷却器、AGMA Q13 / DIN 

5 高品质齿轮、瑞典 SKF 优质轴

承和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变频驱

动系统，都是高可靠性的保证。

所有 Z 系列压缩机都基于阿特拉

斯 . 科普柯长期的生

产 和 客 户 经 验， 按

照 国 际 和 中 国 的 标

准 制 造 和 测 试。 全

世 界 各 地 的 上 万 客

户 是 我 们 的 忠 实 的

拥趸。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生产无油

螺杆压缩机的历史长达 60 年，在

不断的经验积累和创新过程中推

陈出新。全系列提供 100% 纯净

无油空气的压缩机。阿特拉斯 . 科

普柯是首家通过 ISO8573-1CLASS 0

认证 的 制 造 商。ZR400-500 VSD

压缩机能提供 100% 纯净无油的

压缩空气，符合 ISO8573-1（2010

版）CLASS 0 认证标准。

高能效

可靠性
空气质量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为中国市场带来持续研发的成果——全新

的大功率变频式无油螺杆压缩机，在高能效、可靠性和优质压缩

空气质量上树立了新的标杆。

公司简讯空气动力

          大功率变频式
 无油螺杆压缩机面世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发布全新 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

强动力、高可靠

2015 年 6 月 25 日，中国无锡：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发布经久耐用的 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包括 G7-11、

G15-22 以 及 G37-45。 秉 承 阿 特 拉

斯 . 科普柯一贯的客户承诺，全新的

G 系列为中小用户提供强动力及高可

靠的螺杆式压缩机。

采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成

熟领先的螺杆压缩技术，全

新的 G 系列可确保 100%

的连续运行。与其它

皮带传动系统相比，G 系列所使用的 V

型皮带的效率高 2-3%，具有无与伦比

的可靠性，维护间隔更长。选用可靠耐

用的部件，设备的运行温度可高达 46

摄氏度，即使在环境恶劣的特殊应用场

合亦能可靠运行。新型专利的 SNAPIN

冷却器具有防冷凝水倒流功能，可避免

因此而产生的风险，包括导致润滑油乳

化、主机损坏等问题。

得益于线缆隐藏设计，G 系列可即

插即用，是安装公司及 OEM 期望的理

想机型。高效的主机、优化的部件设计

和巧妙的布局，使整个机型更紧凑，占

地空间小。由于从顶部排放冷却空气，

G 系列可以靠墙放置，同样为用户节

省了空间。获得专利的冷却器使压缩

机的维护和清洁保养更简单快捷；独

立的维护窗设计也使保养点触手可及，

同时可大大缩短保养时间。

目前 G7-11、G15-22 和 G37-45

都有地面安装式 PACK 机型，而

G7-11 和 G15-22 还拥有储气

罐安装型和全性能储气罐

安装型可选，丰富用户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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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当我们谈起压缩机保养服

务的时候，“用多少零件”和“需要多

少人工”始终是两个核心话题，许多人

甚至已经接受了“保养 = 零件 + 人工”

的概念。当客户追问我们的保养与对手

的差异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原厂

零件”、“专业服务”。可是这些差异

对于客户究竟意味着什么？好处在哪

里？答案各异。当我们感受到越来越多

客户对于原厂保养服务的质疑，甚至直

接与替代品比较价格的时候，我们不得

不承认，“保养=零件 +人工”的时代，

结束了！

压缩机的保养需求说来简单，就

是通过预防性服务使设备始终处于可用

状态。换言之，如何让我们的客户对压

缩机运行感到“放心”就是保养合约的

核心价值。于是，“完好率”的概念应

运而生。完好率是指压缩机全年处于可

用状态（无故障）的时间比重，即（全

年 365 天 - 故障停机时间）/ 全年 365

天 ×100%，是国际通用的评价设备可

靠性的标准，同时也代表了服务水平的

高低。100% 完好率即意味着客户 100%

放心，这源自于坚持原厂零件、专业服

务团队、仓储配送中心、派工中心等。

“臻选、优选、智选”年度保养

合约正是集合了上述优势的保养产品，

其创新之处在于将客户的“放心”量化

为完好率，并设定全年目标；同时把帮

助客户降低能耗作为标准保养服务的内

容。产品自 2014 年发布以来吸引众多

销售以及客户的眼球，更创下了北区半

月内收获订单近 30 台的记录。

保养 =零件 +人工

你 out 了！

使用专业设备对压缩机进行全年跟踪
测量，通过专业服务确保您的压缩空
气系统完好率在 99.5%以上。

“臻选”年度保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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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能一体式压缩机
引领空气应用新方向

全性能一体式压缩机好处有哪些？ 

两套独立的压缩机和干燥机的配管、配线和阀门连接等通常需要消耗很大的

人力物力，如运输时的额外包装、起吊设备的多次使用、配管配线的额外支出、排

热管道的分开布置、冷凝液的集中排放等，都需要花费两倍甚至更多的时间和人力

投入，而且现场施工的质量没有在工厂中做得完备。

把干燥机和压缩机的控制合二为一，使集中运行管理成为现实，无需额外的

联控设计和布线工程等，轻而易举地实现压缩机房的在线监控，只需按一个按钮即

可同时开启 / 停止压缩机和干燥机。此外，一体化设计箱板能降低设备的噪音，同

时也提高防护等级，尤其适合压缩机房环境相对不理想的情况。

由此可见，全性能一体式压缩机不仅可以节省很大的工程安装和运行管理费

用，而且还有设计简单、噪音低、防护等级高、灵活移动等优点，这种理念的建立

必将改变传统压缩机房的应用。

什么是全新能一体式压缩机？ 

全性能一体式压缩机是指集

成压缩机和干燥机的一体化设计

的机组，相当于把压缩机和干燥

机的现场安装提前在工厂完成、

并可以实现集中运行管理的压缩

空气机组。这种压缩机对客户来

说可以节省整体投资成本，使采

购、运输、安装、验收、运行更

加方便可控。

我们的过滤器、干燥机和全性能压缩
机能提供干燥清洁的压缩空气，不仅
提高压缩空气系统的可靠性，同时保
障您的产品质量。

空气处理设备
 提供高质量的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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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多级离心鼓风机
在环保领域的应用

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深圳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之一，于 1997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日均处理垃圾

超过 3500 吨。为实现再生资源利用，

避免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环境，下坪填埋

场对填埋气（沼气）进行收集提纯制造

民用天然气及用于发电，是目前国内最

大的垃圾填埋气提纯工程项目。

2014 年中旬，下坪填埋场为配合

二期扩容需求，再次采购两台阿特拉

斯 . 科普柯 ZM 多级离心鼓风机用于填

埋气收气系统的动力系统。下坪填埋场

自 2008 年来一直使用同款机型，目前

共有 6 台 ZM 多级离心鼓风机为整个沼

气收集项目提供动力。

负责现场项目运行管理的深圳利赛

公司张尚勇经理告诉我们：“空气动力

系统是整个填埋气体收集系统非常重要

的环节，我们最关注的就是风压提升、

安全稳定运行及耐腐蚀。最初我们使用

的是罗茨风机，但是效率、稳定性、特

别对填埋气中硫化氢的耐腐蚀性均不能

达到要求，造成维修率及维护费用非常

高，对我们的产能影响很大。后来寻求

香港同行技术团队的帮助和推荐，全部

更换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多级离心鼓风

机，一直稳定运行至今。”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M 系列无油多

级离心鼓风机采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开

发而成，采用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及

计算流体力学分析，新型节能，提供可

靠的压力和流量输出、高效的气动效率、

宽广的调节范围、便利的操作使用和低

成本的维护保养，充分满足不同客户和

应用的实际需求。此外，其维护次数减

至最少，维护过程快速简单，维护部位

易于接近，只需极少的时间和材料就可

完成基本的维修工作，可大大降低用户

的保有成本。

“今年元旦，我们的瞬时气体收集

量突破 15,000m3/h，实现填埋气体收集

率 90% 以上，而国内其它同类填埋场

还只能达到 70% 左右，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ZM 多级离心鼓风机功不可没。”张

经理说道，“作为环保领域新兴行业，

我们也在不断累积经验，希望阿特拉

斯 . 科普柯能给予我们技术上的支持。

很快就将启动的三期项目，我们依然选

择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ZM 多级离心鼓

风机。”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M 无油多级离

心鼓风机至今在全球已有数千个成功的

应用案例。这些可靠的鼓风机成为从空

气到特殊气体、从正压到真空各种应用

的理想选择。在环保领域，从供水和污

水的相关应用领域到垃圾填埋气回收系

统，阿特拉斯 . 科普柯凭借多年的经验

以及强大全球服务网络支持，确保 ZM

鼓风机满足包括池底曝气、沼气、土壤

修复、过滤反冲洗系统及其它工艺在内

的所有环保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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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王实业集团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是东北最大的民营铁矿生产

集团，目前在抚顺、本溪、辽阳、湖

北丹江口等地拥有 10 多家铁矿企业，

已获得数亿吨铁矿现有储量及前景可

观的资源总量规模，具有年生产铁精

粉 200 万吨的能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与罕王集团早

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合作。当时罕王主

要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进行铁矿采

集，几乎全线使用了阿特拉斯 . 科普

柯移动压缩机设备。在这十多年的合

作中，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设备以其

高性能、高稳定性以及优质的售后服

务，赢得了罕王的肯定与信赖。

自 2011 年起，罕王部分矿山开

始由露天开采转为地下开采。为配合

地下作业的需求，阿特拉斯 . 科普柯

为罕王专门制定了固定式空气压缩机

的配套解决方案。根据目前罕王所有

地采作业面大约都在地下 50-150 米，

并综合考虑主要作业班次及用气设

备风镐的使用频率等，阿特拉斯 . 科

普柯为罕王地采工程设置了地面空压

站、配备 GA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的

解决方案。目前罕王的主要矿山共有

近 30 台阿特拉斯 . 科普柯固定式喷油

螺杆压缩机，包括 GA 355、GA250、

GA132、GA110 等型号。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作为空气系统

专家，深谙压缩空气在各个领域的应

GA 固定式螺杆压缩机
助力罕王矿业发展露采转地采工程

用，能为客户提供最高效的压缩空气

解决方案。每台 GA 系列压缩机都根

据 ISO9001、ISO14001 以 及 ISO1217

标准进行设计、生产及测试。采用阿

特拉斯 . 科普柯最新一代专利喷油螺

杆转子，GA 系列压缩机能在最低运

行成本下长期、稳定地运行。针对采

矿行业特殊运作环境，GA 系列更强

化了可靠性设计，其运行环境温度可

高达 55℃，在高粉尘、高温及高湿等

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仍可保持高效能。

同时，GA 系列压缩机亦树立了环保

节能的新标准，全新设计的螺杆转子

能减少 5-6% 的能源需求，帮助客户

节省开支的同时更为环境保护做出贡

献。

罕王矿业物资部经理李刚先生

告 诉 我 们：“2014 年 4 月， 傲 牛 铁

矿地采工程全面达产，月出矿量突破

11 万吨，创造了地采量产新的历史纪

录！这个纪录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

缩机的高效能，特别是根据我们的实

际作业特点量身定制的压缩空气系统

解决方案是分不开的。”

李刚经理表示：“出于经济合理

剥采比的考虑，未来罕王会逐渐向地

采方式转型，同时铁矿的开采量还会

以每年 10-15% 的速度增长。将来还需

要阿特拉斯 . 科普柯提供更多专业高效

的地采空气动力解决方案。”

正如罕王所倡导的“安全矿山、和

谐矿山、绿色矿山”的发展方向，阿特

拉斯 . 科普柯也为了客户提供更专业、

更高效、更节能的空气动力而不懈努力

着。一个多世纪以来，阿特拉斯 . 科

普柯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解决方案

提供商，一直为采矿行业提供全面、

创新和可靠的解决方案，其丰富的

产品线，能涵盖采矿上中下游的需

求，是采矿行业的创新领导者与值

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最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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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宝晶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0 年，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

栖工业园区，是第一批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经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酒石酸制造商，产品

被广泛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及建

材等行业。

寻求鼓风解决方案
随着业务不断拓展，优化生产

工艺、寻求更为节能高效的生产设

备已成为宝晶生物不断创新探索的

重要目标之一。

酒石酸生产过程产生大量的废

水需经过专业污水处理才能排放入

际领先的压缩机品牌，在这次展会

上了解到阿特拉斯 . 科普柯还有鼓风

解决方案的产品，仔细与技术人员

探讨后，发现这正是我们寻求的替

代罗茨风机的最佳产品！”

ZS 螺杆鼓风机
为领先生物技术企业显著降低能耗

市政污水管网。污水处理过程中，

曝气鼓风机的能耗占整个污水处理

过程总能耗的 70%。之前，宝晶使

用某品牌罗茨风机为污水处理曝气

池供气，但是罗茨风机运行过程高

能耗、高噪音、排气温度高等问题，

一直成为其困扰。宝晶

生物副总经理张胜先生

一直在寻找替代罗茨风

机的高能效鼓风产品，

直到 2013 年 5 月在上海

的国际环保展上，遇到

了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S

鼓风机。张胜先生告诉

我们：“我以前就知道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国

当杭州宝晶生物为其生产废水处理寻找
更高能效的鼓风设备时，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ZS 螺杆式鼓风机
解决方案为宝晶实现

每月节省 3.5 万元的节能效果

ZS 螺杆鼓风机：见证高能效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S 系列鼓风

机，其制造遵循最高质量和可靠性

标准。ZS 系列产品结合阿特拉斯 . 科

普柯成熟的螺杆技术和长期的内部

工程实践，具备出类拔萃的可靠性。

ZS 鼓风机的设计、制造和测试均符

合 ISO 9001 认证标准。在鼓风机生

命周期成本中，能耗可占 80%。与

罗茨风机技术相比，ZS 系列鼓风机

平均可降低 30% 的能耗。一体化的

变频 (V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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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茨风机技术

相比，螺杆技术不需要更换皮带和

皮带轮，更降低维护成本，延长正

常运行时间。

2013 年底，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一台 ZS90VSD 鼓风机替代宝晶生

物原有的三台罗茨风机开始投入使

用，一直运行稳定，噪音低，特别

在节能方面卓见成效。据估算，每

月节约能耗电费人民币 3.5 万余元，

预计 1 年便能收回设备投资成本。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低压空气部

销售主管应俊超说：“阿特拉斯 . 科

普柯的 ZS 系列无油螺杆鼓风机是用

于替代罗茨风机的最先进的节能型

产品。罗茨风机由于皮带、轮滑、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外部压缩、消音器和进口过滤器等，

内部气流受到高阻力，导致压降升

高，造成高能耗。而我们的 ZS 螺杆

鼓风机，内置一体化齿轮箱，内部

气路优化，有效降低压降和空气湍

流，能最大限度降低能耗成本。阿

特拉斯 . 科普柯新型 ZS 系列螺杆鼓

风机优于三叶罗茨鼓风机的性能对

比，已经由 TÜV 按照国际标准 ISO 

1217 测试证实。”

宝 晶 生 物 目 前 正 筹 建 新 生 产

基地，规模将超过目前工厂的两倍

以上。张胜先生说：“经过半年多

来的使用体验，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S 鼓风机的稳定性能与节约能耗都

已获得我们的肯定与信心。未来新

工厂的建设，我们将考虑与阿特拉

斯 . 科普柯进一步合作包括鼓风机、

空压机、后处理及热能回收等的整

体空气处理解决方案的可能。希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为宝晶生物引领国

内生物技术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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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空气压缩机行业的领导

者，阿特拉斯 . 科普柯拥有系列齐全

的低压无油空气解决方案。通常，压

力在 1.5-4barG 的压缩空气被定义为

低压压缩空气，在许多行业的生产工

艺中是必不可缺的动力来源，特别在

医药发酵、气力输送、玻璃制造、烟

气脱硫（火电厂）等领域。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也进一步

开发完善针对医药发酵领域的应用，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低压销售技术团队

特地回访了发酵应用的重要客户，位

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金达威集团的生

低压无油压缩机
在医药发酵领域的应用

产基地。金达威集团是业内知名的营

养强化剂全球供应商，在厦门和呼和

浩特拥有 4 个生产基地，其产品广泛

应用于医药、保健品、食品、化妆品

和饲料等领域，是行业内知名的营养

强化剂生产企业。

金达威集团自建立初便选择了阿

特拉斯 . 科普柯的空气压缩机，金达

威的工程主管江继城先生表示：“十

几年来，我们一直十分满意阿特拉

斯.科普柯压缩机的性能和售后服务，

为我们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提供了稳

定可靠的动力保证。”

2004 年，呼和浩特生产基地初次

投产发酵生产线时，金达威集团就选

择了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压缩机，扩

容新产线时又采购了 12 台，目前共

有 16 台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低压压缩

机在呼和浩特基地稳定运作。

针对金达威这条新增产线的生产

需求和工艺特性，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销售团队推荐 ZA6G-300 型号的无

油螺杆压缩机。“这条生产线共有 16

个发酵罐，前置配备过滤器、水汽分

离器等设备，会造成一定的压降及空

气损失。为保证进入发酵罐的气体压

力在 2-2.5bar，并考虑生产工艺等，

所以我们特别设计 3bar 的前端输入压

力，来确保发酵产线的稳定运作。”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油空气部高级销

售工程师杨铭哲说道。

江主管告诉我们：“作为奶粉及

营养保健添加剂，我们的主要产品辅

酶 Q10、DHA、ARA 等在生产过程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发酵。压缩空

气直接用于工艺中，因此其纯度极其

重要，哪怕一点点油污存在，也都会

污染最终产品，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所以压缩空气的绝对无油是我们最大

的关注点。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当今

无油压缩机技术的领导者，也是我们

多年无间断安全生产的保障。”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A/ZE 压缩机

已通过 ISO 8573-1 CLASS 0 (2001) 认

证，这就意味着无油污染风险、无产

生不良的或不安全的产品风险。独一

无二的双层特氟隆涂层不仅减小转子

间的空隙以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又能

在运行过程中有效形成自有的型线避

免转子间的硬接触，使用寿命更长；

空气动力

冷却夹套可确保机头的温度不会过

高，从而提高可靠性和效率。先进的

机头轴承，在各种负荷条件下都能保

持稳定，始终如一。

针对医药生物发酵领域，无油

螺杆技术输出压力稳定，受现场环境

温湿度影响小，更适用于有用气压力

和流量波动的生产场合，是保证用户

持续生产的稳定动力源。同时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无油系列压缩机也是为

数不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认证免检生产辅助设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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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万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冶

炼厂中使用了 10 台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

油离心式压缩机，包括五台 ZH 15000

和五台 ZH 10000 机组。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ZH 系列压缩机能在最严苛的环境中

确保可靠性和节能性。该系列压缩机可

用于整个工厂，为各种装置提供最佳的

空气质量。

河南万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万基

铝业）成立于 2005 年，是中国最大的

铝冶炼厂之一。公司采用霍尔 - 埃鲁法

对氧化铝进行处理，通过电解还原法将

其分离成铝金属和氧气。该工厂拥有两

条电解铝生产线，总生产能力达每年 65

万吨。

压缩空气广泛用于万基铝业整个工

厂的工艺流程中，例如将氧化铝输送到

料仓、从料仓进入电解槽、碳阳极生产、

空气仪表操作，以及再生颗粒的气力输

送等。为了满足其对压缩空气的需求，

万基铝业使用了五台 ZH 15000 和五台

ZH 10000 无油离心式压缩机。

“对于这种有大量空气需求的工艺

流程的客户而言，配备阿特拉斯 . 科普

柯 ZH 离心式压缩机可保证优质的生产

质量和可靠性。”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

油空气分部产品经理 Sunghwan Kim 先

生说。

无油压缩机
在大型铝厂提供节能压缩空气

ZH 离心式压缩机旨在提供最大的

正常运行时间和最少的维护需要，并可

节约能源。由 15-5 PH 不锈钢制成的铣

制叶轮，经过 115% 额定转速下旋转试

验，可确保零缺陷。可倾瓦轴承、碳环

气封、迷宫油封、AGMA A4 级齿轮和

不锈钢冷却器可实现无故障性能和长工

作寿命。其水平剖分式齿轮箱使检修和

预防性维护作业更为方便快捷。

能源费用只占到铝生产费用的三分

之一，因此在压缩空气系统的初始选择

阶段就节约了大量能源。ZH 压缩机上

的大多数组件都是为了优化能效而专门

设计，整个机组依据 ASME PTC10 进行

了测量。无油涡轮核心装置可实现高流

量与低能耗的最佳组合，充足的散热面

积、较低的压降和高效的动力传动系统

共同提升了压缩机组的效率。

在制铝行业中，压缩空气用于原

料铝粉的气力输送。油污染会影响质量

和导致管道堵塞，甚至引起火灾。ZH

压缩机可提供符合 ISO 8573-1 CLASS 0 

(2010) 认证的 100% 纯净空气。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大

量压缩空气用于仪表气源和原料输送。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最终产品的质

量，我们选择了高效可靠的压缩机。”

万基铝业流程经理 Bai Xiao Jun 先生表

示，“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优质的供应商，

自其空气压缩机设备投入使用至今，它

们已经展示了优异的性能和超高的稳定

性，这正是我们选择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的关键原因。”

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位于维也纳的汉高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EE) 通 过 建 立 三 条 由 阿 特 拉

斯 . 科普柯压缩机供气的压缩空气网络，

为其整个工厂的各种应用提供不同的工

作压力，使公司用于生产洗涤剂的现代

化生产设施实现了节能。

向三条不同的压缩空气网络供应压缩空

气的压缩机

汉高 CEE 是东欧最成功的品牌商

品公司之一。维也纳是绝大多数现代化

洗涤剂生产设施的根据地，专注于液体

洗涤剂的生产。每年生产的洗涤剂约 23

万吨，这意味着整个维也纳工厂对压缩

空气具有高需求。

生产设施采用多台喷油螺杆压缩

机，例如配备变速驱动 (VSD) 的 GA 160

以及低压零级无油 ZA/ZR 螺杆压缩机。

整个设施对压缩空气的需求根据具体应

用发生变化。对于罐车的装卸，需使用

3 bar 低压空气网络，用于驱动工厂设

备的控制用气需要 7 bar 工作压力，而

在生产 PET 瓶的拉伸吹塑工厂的生产区

域则需要 11 bar 工作压力。因此，汉高

CEE 决定建立三条具有不同工作压力的

压缩空气网络，以实现最佳成本效率和

能源节约。

CLASS 0 认证表示完全无油污染风险

“如果全部使用 11 bar 运行整个网

络，那就意味着浪费能源，因为每降低

1 bar 即可实现 7% 的能源节约。”汉高

CEE 维也纳工厂的技术总监 Di Hannes 

Dengg 解释道。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GA

和 ZA/ZR 压缩机产品系列采用了变速

驱动，这一创新设计通过按需求自动

调节供气，进一步平均降低能源成本达

35%。维也纳工厂的驱动输出分别在 75 

- 315 kW 之间变化。而且，在冬天使用

速度可控的压缩机，这些风冷式压缩机

的废热可用于加热高架，这是汉高 CEE

承诺进行可持续性生产的有力证明。

冷空气吸附式干燥机和压缩空气

过滤器能确保清洁和安全生产。这对于

洗涤剂的生产非常关键，而通过 CLASS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压缩空气解决方案
帮助汉高实现高效安全生产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0 认证的 ZA/ZR 压缩机则意味着汉高

CEE 的产品完全无油污染风险。

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公司是首选的合作伙伴

汉高 CEE 的生产不局限于维也纳

工厂，其在中欧和东欧各国（或地区）

也设有工厂，包括土耳其、塞尔维亚、

匈牙利和波兰。“由于我们在不同的国

家（或地区）设立生产工厂，因此拥有

一个能够在整个项目开发方面提供可靠

产品和支持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而在

压缩空气技术领域，阿特拉斯 . 科普柯

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可通过全球服务

机构来保证咨询支持和现场服务。”汉

高 CEE 的液体产品生产主管 Christian 

Weiser 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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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
为了在 9 天的时间内完成拆修，将

绝不容许项目计划出现任何差错。“超

出计划的每个小时将意味着生产流程也

将处于停滞状态一小时，并且导致后续

生产损失。”Ramiro Dion sio 解释说。

在工作第一天，转子拆掉后不久，

即有一家国际运输公司在工厂大门等着

将它们送往德国进行平衡处理。“由

于葡萄牙没有人负责平衡处理，因此

必须将零件直接送到制造商处进行处

理。”Ramiro Dion sio 说。24 小时之后，

转子被送达德国，平衡处理在 3 天内完

成，然后转子被送回索尔维的工厂。

然后由两名阿特拉斯 . 科普柯技术

人员和两名索尔维员工共同重新组装设

备。“整个拆修在 9 天内完成，第 10 天

就重新投入使用。”Ramiro Dion sio 说。

索尔维的 ZH 压缩机每年运行大约

8600 小时以提供压缩空气，性能可靠

且安全耐用，对压缩机运行效果的最终

评估结果也十分积极。“我们希望它能

至少再持续运行 80000 小时。”Ramiro 

Dion sio 说。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ZH 压缩机在

索尔维集团位于葡萄牙 Póvoa de Santa 

Iria 的过氧化氢工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当装置运行 80000 小时需要拆修

而停止运行三周时，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和索尔维的技术人员制定出一份计划，

以确保在 9 天的紧张工作时间内完成维

护项目。

索尔维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的跨国性化工集团，2012

年净销售额为 127 亿欧元，致力于可持

续发展、创新和卓越运营。公司为消费

者和工业部门（包括建筑、汽车和能源

行业）生产各种化学产品。

索尔维集团的葡萄牙工厂于 10 多

年前购进 ZH 无油离心式压缩机，其高

能效和可靠性十分适合客户处理对空气

需求具有波动性或持续稳定的情况。这

在 9 天内完成拆修
索尔维集团的 ZH 压缩机转子和主

要部件分别每 24000 小时（即每 3 年）

需要进行一次检查和拆修，这属于工厂

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签订的预防性维护

合同中的规定。这一次，阿特拉斯 . 科

普柯需要对压缩机的转子进行平衡处

理。在正常情况下，这类拆修需要三周

才能完成。不过，由于 ZH 压缩机是生

产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索尔维集团无

法承受该机器停机如此长的时间而带来

的损失。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不仅处理问题

的灵活度高，并且深知我们因压缩机停

种创新的压缩机在最严苛的环境下提供

可靠运行。为了获得最佳产品质量，根

据 ISO8573-1 CLASS 0（2010） 认 证 确

保空气 100% 无油。

机而可能受到的影响，因此我们与之合作

共同制定出一项工作计划，使我们在创纪

录的时间内实现对压缩机的拆修。”索尔

维的项目负责人 Ramiro Dion sio 说。

9天在        内
  完成

需要三周完成的压缩机拆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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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轨道交通技术中

心向德国的 Vossloh Kiepe 交付首批配备

集成免维护干燥机的 26 台 SFR 5 kW 无

油压缩机（包括 150 升储气罐），用于

对荷兰乌得勒支的 BRU 有轨电车系统

进行升级。该项目范围包括更换 BRU20

世纪 80 年代产 SIG 有轨电车上的压缩

空气和空气处理设备。阿特拉斯 . 科普

柯提出了可为制动系统提供干燥和 100% 

CLASS 0 无油空气的解决方案。

BRU 原有的 SIG 有轨电车配有紧凑

型的压缩空气系统，但该系统属于油润滑

和非冷却型活塞式压缩机，并配有与压缩

机分离且需要经常更换干燥剂的干燥机。

当 BRU 提出对这些压缩空气系统进行全

面检修的提议时，阿特拉斯 . 科普柯建议

使用噪音小、振动低、强制制冷且完全集

成空气处理系统的 100% 无油机组替换全

部的老旧机组。

新系统与车辆结构完全兼容。新压

缩机是一个集成的解决方案。车辆接口（安

装点）无需任何改装即可使用。新压缩机

26 辆荷兰有轨电车

采用无油压缩机进行升级

可适应辅助机架，从而可在车辆上快速、

轻松地进行安装。

SFR 5 压缩机：

一套完全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轨道交通技术中

心提出了一套完全定制的压缩空气解决方

案，采用完全集成的免维护膜片干燥机和

久经考验的轨道核心部件。基本供气装置

为 100% 无油 5.5 kW SFR 5 系列涡旋式压

缩机。SFR 5 使用最少的运动部件，包括

一个轴驱动冷却风扇，由耐腐蚀不锈钢和

铝制成，并采用可抵抗外部振动、冲击负

荷和投射物的坚固结构。空气处理由全集

成水分离器、细预滤器和免维护膜片干燥

机来完成，可产出符合 ISO 8573-1 2.2.0 级

及以上空气质量等级的洁净、干燥、无油

压缩空气。

全新的 SFR 5 机组比以前的机组占

用空间更小，重量也轻得多。该无油压缩

机的工作压力介于 8.5 bar 的启动压力和

10 bar 的切断压力之间，可向 150 升经检

验可用于轨道的铝制储气罐中供应压缩空

气，该储气罐安装在压缩机旁的有轨电车

底板下方。

该压缩机可在 -25℃至 +50℃的环境

温度范围内工作，并能够承受最极端的天

气条件。压缩空气可冷却至环境温度以上

15℃（最高温差）。干燥机后方出口处在

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10 bar 端压下的额定 FAD 气流量为 400 l/

min。

维护简单且具有成本效益，可以方

便地检修到机组的两个空气过滤器、时间

计数器和电气连接器。由于不需要留出其

它空间用于维护机器，膜片干燥机可沿机

组内侧呈卧式放置。SFR 5 系列维护间隔

长，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压缩机在使用寿命

内的总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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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与论坛空气动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

部不仅是压缩空气大师，在 2015

年 3 月 9-11 日【第 22 届华南国际

印刷展】上，我们以“您身边的真

空专家”的身份亮相，这亦是 GHS 

VSD+ 变转速驱动油润滑螺杆式真

空泵在中国的展会首秀。

第 22 届华南国际印刷展

2015 年 3 月 17-19 日， 全 球

知名的半导体产业盛会【SEMICON 

China 2015】在上海举行。阿特拉斯. 科

普柯此番携压缩空气和真空产品参

展，带来适用于电子行业的解决方案，

尤其是最新发布的 GHS VSD+ 变转速

驱动油润滑螺杆式真空泵，吸引众多

客户驻足。

SEMICON China 2015

日期：2015 年 12 月 1-4 日

场地：上海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展会号：N3 馆 K59 展位

展会预告【第 18 届中国国际海事会展】

展会与论坛 空气动力

2015 年 5 月 6-8 日，【 第 13 届 真 空

国际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您身边的真空专家”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在本届展会上带来 GHS VSD 家族的新成员

GHS350VSD+。在本届展会上，阿特拉斯 . 科

普柯还被主办方中国真空学会授予“最佳展

示单位”。

第 13 届真空国际展览会

同样在 2015 年 5 月 6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第 16 届中国

环博会】亦拉开帷幕。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业务领域本次展出的

是已广泛用于众多鼓风应用的 ZS55 螺杆鼓风

机。通过使用 ZS 系列螺杆鼓风机，污水厂可

以降低能源成本，同时以更为环保的方式运作。

此外气力输送、发电、食品和饮料、制药、化

工、造纸、纺织、水泥等行业都是 ZS 系列螺

杆鼓风机的舞台。

第 16 届中国环博会

2015 年 5 月 23 日，【第 16 届全国医院建设大

会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在大连

世界博览广场拉开大幕，阿特拉斯 . 科普柯携其真空

泵产品及子品牌必康美德参展。基于数十年在医用空

气系统方面的设计及制造经验，必康美德在本次展会

上推出涡旋医用空气系统，改进的设计提升了整体系

统效率及实用性，结合内置 TotalAlert 报警控制系统，

使该涡旋医用空气机组在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

第 16 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
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采用最尖端的螺杆技术、VSD 变速驱
动技术及创新设计的电机，GHS VSD+

的效率大大提高，实现节能约 50%，
显著降低生命周期成本。

GHS VSD + 创新智能型
 螺杆真空泵

中国客户中心官方微信
压缩机技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