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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

欢迎阅读本期《空气动力》杂志。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能源消耗和

环保节能依然是焦点话题之一。发达国

家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节能是紧随煤

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之后的世界第

五大能源。对于当今中国，节能可能甚

至会跃居“第一能源”。

中国市场对节能的需求非常大，加

之空气和废水等环境污染，中国用户迫

切需要更节能、更环保的压缩机及全套

系统。对于使用压缩机的用户来说，压

缩机的耗电量在整个工厂运行中占比约

为 10%-50%，是用户电费成本的主要因

素之一，也是企业降低总体成本最好的

突破口。现在，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客户意识到，压缩空气的成本和自己的

总经理致词

Dirk Beyts
毕德瑞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压缩机技术部
总经理

生产成本息息相关。选择低能耗的产品，

无疑将会使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

受益。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拥有超过 140 年

的悠久历史，创新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之一。在压缩空气领域，我们坚持不懈

通过在压缩机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凭借

多年来服务全世界各个地区和领域的客

户积累下来的专业经验，自主研发所有

压缩机的核心部件，最终帮助客户实现

压缩空气的高品质、设备的高效运行以

及能耗成本的显著降低。

无论是在压缩机业务的全球总部比

利时，还是中国的设计制造基地，我们

都在研发上大量投入；在中国，我们特

别针对本地市场的特点、中国客户的应

用需求和实际环境做出个性化的服务调

整，研发出更符合本土要求的产品。除

了能效的提升，面向未来，压缩机将变

得越来越智能。近年来工业市场上兴起

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预防性维护的理

念。如今两者的结合已经体现在我们的

产品中，我们已经推出 SMARTLink 智

能监控程序，帮助客户提前发现压缩机

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在今年，我们将继续推出一系列

全新的产品和全新的解决方案。作为唯

一一家全面覆盖所有压缩机技术的压缩

空气系统供应商，我们将继续为客户提

供压缩空气整体网络的解决方案，助力

您的生产流程，为您解除压缩空气方面

的一切后顾之忧。

祝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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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讯 空气动力

离心式压缩机的能效水平
被推至新的高度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发布全新高能效

离心式压缩机 ZH 630-1600 系列，与之

前的机型相比可节省约5%-7%的能耗，

将离心式压缩机的能效推进到更高水

平。

全新 ZH630-1600 系列基于先进的

空气动力学原理，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主

机中的能源损耗。同时压缩机体中所有

组件的设计，包括后弯式叶轮、碳环式

气封和进气导流叶片等，均能够显著减

少压缩机组中的压降与泄漏，与之前的

机型相比，能耗可降低最多达 7%，这

对于离心式压缩机来说已相当可观。在

压缩机的生命周期中，能耗约占总成本

的 80%，因此用户将受益于 ZH 的高能

效，降低整体的使用成本。此外，高效

的电机亦能帮助用户降低运行费用。

可靠性是压缩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面。为确保最长的正常运行时间、保

障用户的持续生产，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H630-1600 系列采用无故障、超长寿

命的高品质零配件，包括可倾瓦轴承、

碳环式气封、AGMA A4 齿轮和不锈钢

冷却器等。由 15-5 ph 不锈钢制成的铣

制叶轮，经过 115% 额定转速下超速旋

转试验，保证零缺陷。

ZH630-1600 系列采用即插即用的

一体化设计，设备内部已包括级间管路、

冷却器、主电机、润滑装置、进气导流

叶片及控制系统，从而实现安装无故障，

调试迅速，保养也更为方便。

“现有的 ZH 离心式压缩机系列已

被认为是高效节能和可靠运行的典范，

而新系列的推出会将这些性能推进到更

高的水平。”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

技术业务领域中国客户中心总经理 Dirk 

Beyts 说道，“为了切实帮助我们的客

户应对当下制造业所面临的多重压力，

作为领先的可持续生产力供应商，阿特

拉斯·科普柯将不断创新，致力于提供

高能效的压缩空气解决方案，携手客户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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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台国产 MD 压缩热吸附式干燥机
                          比双塔式干燥机节能

阿特拉斯 ·科普柯第一台国产 MD

系列压缩热吸附式干燥机正式下线，并

成功销售给一家国际知名的汽车领域制

造商，这标志着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

在空气处理产品制造能力的一大提升，

能更好地满足中国客户对压缩空气高品

质、高能效的需求。

早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MD 系列

吸附式干燥机就以其制造工艺精湛和运

行可靠等特点在欧洲等成熟市场获得广

泛的好评。利用压缩机余热即可再生吸

附剂，独特的转鼓式压缩热设计能真正

实现零气耗，且设备体积只有双塔式干

燥机的一半，这些特性使 MD 在国内目

前以双塔吸附为原理的吸附式干燥机市

场上脱颖而出，备受客户关注。因此，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决定将 MD 系列吸附

式干燥机全面国产化，不仅在工艺和产

品性能上和欧洲保持一致，而且根据国

内市场的特殊需求优化了设计，以匹配

中国客户的生产流程和应用。

“很高兴看到我们的 MD 系列压

缩热吸附式干燥机在中国成功实现本地

化生产。”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

术业务领域中国客户中心总经理 Dirk 

Beyts 表示，“和传统的双塔式吸附

式干燥机相比，MD 系列可节约至少

15% 的能耗。此外，其在技术创新上

的优势和环保特性也非常吸引我们

的本地客户。”

MD 系列是专门和无油螺杆和

离心压缩机配套的吸附式干燥机，

已经成为要求压力露点低至 -25℃

的各种应用场合的最佳解决方案，

同时还提供压力露点最低 -40℃

的 ND 系列压缩热干燥机，可用于包括

食品饮料、医药、电子、发电、工艺空

气等领域。

除了外置独立的 MD 干燥机，阿特

拉斯 · 科普柯还提供无油螺杆和 MD 组

合的全性能（FF）压缩机型，安装方便、

操作简便，且可自动

控制并集中监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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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

率先推出二合一式
聚结过滤器技术

UD+ 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丰富的压

缩空气过滤器解决方案系列中最新增加

的解决方案。这种二合一式的过滤器将

包覆式过滤器的可靠性和性能与低压降

结合起来，从而将包覆式过滤器技术带

上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的压缩空气解决方案质量极

高，空气处理解决方案同样也具有优质

的品质。”市场营销副总裁 Bert Derom

过滤介质封装，可实现与两台传统型过

滤器同等质量的优质空气。这种技术不

仅更为高效，并且比易于破裂的传统型

折叠过滤器更加可靠。

让客户安心无虞

UD+ 配有优质组件、保护层以及

包覆式强化玻璃纤维过滤介质厚质封装

层。其可靠性和性能已根据 ISO 12500-

1:2007 和 ISO 8573-2:2007 标 准 获 得

TÜV Rheinland 认证。可用型号的容量

范围为 9 l/s 至 8000 l/s。 

阿特拉斯 ·科普柯已经推出 UD+ 聚结压缩空气过滤器，这种过滤器将两种过

滤流程并入同一产品中。UD+ 是市面上独一无二的过滤器产品，可节省能源，提

高效率，并提供可靠洁净的压缩空气。

解释道，“我们推出的创新型压缩空气

过滤器 UD+ 可节省空间、能源和资金，

并且不会影响其稳定性和空气质量。

一台 UD+ 过滤器的性能要远优于两台

一般的过滤器的总性能

以往，在大部分应用中，都需要

使用两台内联式过滤器，才可以使压缩

空气中的油悬浮物和固体颗粒达到可接

受的水平（ISO 8573-1 油 Class 1 和 2；

ISO 8573-1 固体颗粒 Class 1）。UD+ 取

代了这两台过滤器，节省了空间，并将

压降降低 40%。大量测试显示，UD+ 凭

借其环绕过滤器周围的创新型玻璃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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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成为首家获得
ISO 22000 食品
安全体系认证
的压缩机制造商

阿特拉斯·科普柯比利时安特卫普工厂近日获得由劳氏质量认证颁发

的 ISO 22000 食品安全认证，该工厂生产最先进的无油空气压缩机、鼓风

机及空气处理产品。

当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对高质

量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关

于食品标准的法规至关重要。

ISO 22000 详细规定了食品安全

管理系统的要求，即食品供应链中

的组织须证明其控制食品安全隐患

的能力，以确保食品在食用时的安

全性。

压缩空气被用于与终端产品直接

接触的众多应用，对食品质量至关重

要，因此，阿特拉斯 · 科普柯决定获

取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认证。

大多数全球领先的食品制造商

对源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并

自豪于为压缩空气行业树立标杆。

ISO 标准要求明确，可用于审计，

客户可放心地选择阿特拉斯 · 科普

柯这家产品和工艺完全符合 ISO 标

准的压缩空气制造商。

“经过多次的研讨会和劳氏

质量认证的全面审计，证明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无油压缩机完全符合

食品行业的最高标准且高品质食品

公司所运用的 HACCP（危害分析

关键控制点）及规程被应用于压缩

机、鼓风机及干燥机的设计和制造

中。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我们致

力于为客户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力，

并将继续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更高的

价值。”压缩机技术业务领域总裁

Nico Delvaux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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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压缩机制造研发中国基地化项目
正式落户无锡

李小敏对项目的签约表示祝贺。他

说，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具有近 150

年的历史，企业创新能力强、品牌知名

度高，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综合性工业集

团。无锡作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城市，

长期以来与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在锡先后设立

的三家企业都取得长足发展，是瑞典企

业在中国投资发展的成功典范。双方在

长期合作交往中建立起来的高度信任、

深厚友谊，正是我们能够不断深化合作

的基础所在。

李小敏说，当前无锡正在全力打

造现代产业体系，奋力推动无锡经济发

展迈上新台阶。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 （转载自无锡新传媒）

的业务范围与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

合，无锡迫切需要深化与阿特拉斯 . 科

普柯这样全球著名制造装备企业的交流

合作，为无锡现代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

此次项目落户无锡，既是双方多年来友

好合作的结晶，也是开辟合作新空间的

起点，将为无锡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希望集团继续扩大

对锡投资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向纵深发

展。无锡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和服务环境，巩固提升双方真诚友好、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双方合

作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Lisalotte Duthu 感谢市委市政府多

年来对企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她说，无锡压缩机公司是阿特拉

斯 . 科普柯在中国最早成立的企业之一，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长为具有世

界一流水平的研发、生产中心。当前，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已

进入一个新阶段，无锡具有得天独厚的

人才、劳动力、技术等优势，以智能化、

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为引领的产业

发展思路也与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

不谋而合，这也是集团把无锡作为新一

轮在华布局和投资重点的原因所在。希

望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集团在锡企业的

发展，帮助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促进项目早日建成达产，实现双方共赢

发展。

2015 年 11 月 4 日， 瑞 典

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制造

研发中国基地化项目正式落户

无锡。这是 2015 年继韩国三

星 SDI 总投资 3.4 亿美元偏光

板项目、德国英飞凌总投资 2.9

亿美元半导体项目后，无锡市

引进的又一个投资规模大、技

术含量全球领先的重大高端制

造业外资项目。江苏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小敏会见了阿特拉

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

公 司 总 裁 Lisalotte Duthu 一

行，并见证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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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29 日， 阿特拉斯·科

普柯 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获得由弗戈

工业媒体《MM 现代制造》杂志颁发的

“2015 年度中国驱动领域创新产品”奖，

这已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第二次

获此殊荣。

“2015 年度中国驱动领域创新产

品”奖是“2015（第四届）MM 现代驱

动创新技术论坛”的一部分，由 MM《现

代制造》、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上海）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高效驱动助力智能制造”。阿特拉斯·科

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
获得弗戈工业媒体颁发的

“2015年度中国驱动领域
创新产品”奖

普柯凭借性能和可靠性为空气压缩机行

业树立了标杆，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

更是为广大中小型用户、安装公司及

OEM 提供强动力、高可靠性的理想机型。

全新 G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成熟

领先的螺杆压缩机技术确保 100% 的连

续运行。与皮带驱动的机型相比，G 系

列所使用的V型皮带的效率高3%。此外，

降低压降和改进冷却水量使得性能再提

升 2%，因此与整个系列的排气量增益

总量平均达到 5%。



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8



你的生活中各个细微之处
都有阿特拉斯 . 科普柯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饼干和果汁都是由纯净的无油压缩空气生

产出来的。乖萌的阿特拉斯 · 科普柯龙（比在澳大利亚

考古挖掘发现的恐龙标本要亲切得多的玩偶版本）也一样。这

些都是在阿特拉斯 · 科普柯设备帮助下生产出来的。

在平板电脑上得偿所愿，要知道，世界上不计其数的平板显示屏都是用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真空技术制造的。

新生命是多么生机勃勃却又那么脆弱。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医用气体解决方案

帮助新生儿获得了更美好的人生开端。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

创新的能源回收技术运用压缩空气产生的热能给泳池和温室供热。这仅

仅是我们如何创新地实现可持续生产力的另一个案例。

无论是哪个城市，我们的服务技术人员始终陪伴在您的左

右，保证您正在生产中的设备运行正常。无论您身在何处，

我们如影随形。

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的产品并非随处可见，

但是你知道吗？也许你此刻穿着的毛

衣，或者是手边的那杯果汁，都有我

们阿特拉斯 . 科普柯产品的贡献，一

起来数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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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为上海大众安亭生产基地提供压缩空气

整体解决方案

上海大众在安亭汽车城内有三家整

车生产厂，所需的空气动力全部来自于

上海大众汽车全资子公司上海大众祥

源动力供应公司。

在大众祥源动力的空气压缩机站

内，整齐排列着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压缩机、过滤器、干燥机等设备。大

众祥源动力空气压缩机站的负责人沈

剑锋先生告诉我们：“目前我们所在

的空压站是 2014 年底建造完成并投

入运行的，通过压缩空气管网向周边

三家工厂的各个车间输送压缩空气。

站内使用全套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为
上海大众提供压缩空气整体解决方案

空 气 系 统， 包 括 ZH10000 无 油 离 心

式压缩机、ZR500 无油螺杆压缩机、

GA250 喷油螺杆压缩机、BD+ZP 鼓风

机净化除湿空气干燥机及过滤器等。

所 有 设 备 均 由 阿 特 拉 斯 · 科 普 柯 的

ES360 中央控制系统控制，为整个生

产基地提供高效稳定的空气动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Z 系列和 G

系列压缩机一直是“耐用”和“可靠”

的代名词，它们集成了阿特拉斯 · 科

普柯成熟的螺杆技术、不锈钢冷却器、

汽车制造过程中哪些地方需要用到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作为除电力能源外最重要的动力源，在汽车生产过程中有众多重要用途，例如

生产线机械手操作需要高压压缩空气来控制；低压压缩空气为整个装配线的气动工具提供动

力；还有喷漆车间的喷漆设备需要高品质的无油空气对车身进行喷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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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

AGMA A4/DIN 5 齿轮以及一流的电动系

统，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加上即插即用

的设计，安装、运行和维护过程非常简

单。

BD+ZP 鼓风机净化除湿空气干燥

机的独特设计可提供卓越的工业性能并

延长其可靠运行时间。BD+ZP 干燥机组

合利用外部鼓风机产生的空气、热量和

最小压缩空气，并运用独特的专利技术

创新节能高效。

“空压站负担着整个基地的 24 小

时不间断供气需求，产气量、压力稳定、

故障维修率低是我们考

量空压系统最关键的指

标。”沈先生介绍道，“多

年来，阿特拉斯 · 科普柯空

压设备的高效稳定是确保上海

大众生产的有力保障。新空压站

的用电量与产气量输出从原先旧站的

0.124kw/m3/h 下降为 0.118kw/m3/h，实现

了能耗降低。”

为汽车行业应用定制的售后客户服务让

用户安心无忧

从量身定制的保养计划、原装备件

到远程监控及优化，为用户提供全面的

客户关怀和优质的服务，帮助他们提

高生产效率始终是阿特拉斯·科普柯

的目标。

“另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阿

特拉斯 · 科普柯的售后服务。”沈先生

继续说道，“无论从响应速度、服务态

度和专业性来说，都是我所合作过的空

压机品牌和设备供应商中最出色的。”

阿特拉斯 · 科普柯销售主管黄荣红

表示：“用户的盈利、最低的总运营

成本与我们设备的最大可用性是阿特

拉斯 · 科普柯优先考虑的因素，这需要

涉及到大众的工艺流程、需求及目标，

当然这些都要 建立在阿特拉斯 · 科普

柯与大众的深入互动和长期合作的基

础之上。”

最新应用

除 了 安 亭 生 产 基 地 外， 阿 特 拉

斯·科普柯压缩空气设备还在上海大众

汽车位于南京、仪征、宁波及长沙等的

各个生产基地服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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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佛山地区，位于珠三角西部，与香

港隔海相望，经过多年的市场调整，已

经成为全中国知名的不锈钢制品加工基

地，有上百家不锈钢加工工厂坐落于此。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康恒达不锈钢工程

部有着多年激光加工、镭射加工的经验，

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前沿、

专业的激光加工技术，为客户提供剪压、

折弯、压圆、圈圆、激光切割、焊接、

种钉等专业生产加工产品，每年营业额

达一千多万。

作为新一代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7

喷油螺杆压缩机最先的体验用户，康恒

达总经理陈广炽先生向我们分享了他的

经验：

“面对繁重的生产任务和激烈的

市场竞争，康恒达需要确保所有生产要

素——例如人员和设备——的可靠和高

效，以应对随时出现的各种严峻的考验。

由于场地所限，我们希望以最小的空间

来发挥最大的优势。

作为不锈钢制品加工工艺中最为重

要的一环，切割工艺的水平是影响产品

效率的关键因素。目前该工艺中使用的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锡压缩机有限

公司工程部经理黄东告诉我们：“新一

代 G7-11 喷油螺杆压缩机是一款设计简

单、维护方便且运行可靠的产品。经过

12 个月的多台、多工况耐久测试，我们

对它的可靠性很有信心。”

在使用新机半年后，陈先生非常满

意：“多亏这台新的 G7 空压机，它的

稳定运行让我们感到非常安心——再也

不用时常担心机器故障停机，更不用像

之前一样害怕压缩空气含油量太大影响

生产而在管路上加装六、七个过滤器。

并且它的噪音非常低，体积也小，大大

改善了我们生产现场的环境。新机器半

年用下来，电费也比以前节省多了。”

每一天，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7 喷

油螺杆压缩机都为确保康恒达不锈钢的

生产稳定而高效地运行着。

新一代G7-11
为中小用户提供强动力高可靠的压缩空气

激光切割机需要由压缩空气驱动，所以

高效稳定的压缩空气对不锈钢产品的质

量有着决定性影响。

原先使用的国产品牌空压机，常常

会面临许多困难，天气稍热就高温跳机，

长时间使用负载率就过高报警，出口压

缩空气含油量太大影响后端激光切割机

目镜。一旦该镜头被油污染就需要更换，

那就代价非常昂贵了。自从得知阿特拉

斯 · 科普柯推出最新一代 G7 喷油螺杆

压缩机特别适合激光切割应用后，我们

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合作。”

G7-11 系列喷油螺杆压缩机采用新

一代优化转子，高效稳定，配合新款适

用于负载率低工况下的卸荷阀，确保压

缩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专利

设计的冷却器，保障冷凝水不回流，避

免金属零部件生锈，延长油分油滤的使

用寿命。较上一代产品，全新 G7-11 的

FAD 气量增加约 4%，能效方面比功率

提高可达 10%，而体积仅上一代产品的

三分之二。

扫一扫二维码，观看视频了
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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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创新智能真空泵面世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GHS VSD+ 系列

是新一代智能型油润滑螺杆式真空泵，

融合阿特拉斯 · 科普柯领先的 VSD 变

速驱动技术，且得益于阿特拉斯 · 科普

柯压缩机声誉卓著的即插即用型设计原

理，将真空泵的设计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位用户：前所未有的高效稳定新体验

2015 年 3 月，GHS VSD+ 系列真空

泵正式推向市场，很快便迎来了首批客

户。其中，无锡市飞虹线路板厂是第一

个安装并投入生产使用的终端用户。

无锡飞虹成立于 1989 年，致力于

行针式石英表线路板组件的专业精密制

造，为全国十余家一类大型手表厂配套。

无锡飞虹的设备主管石廷美先生告

诉我们：“我们所有的生产都需要真空

气动，真空泵作为其装配流水线的气动

力源，是最重要的动力设备之一。流水

线 24 小时不间断，所以要求真空泵能

保持长时间连续运行。之前我们使用的

国产品牌定速旋片真空泵，运行时间一

长，设备发热，抽真空效率就大幅下降，

明显影响生产线的装配操作；旋片也容

易磨损，经常需要停机维修，效率更进

一步下降。

解决真空泵效率问题是我这个设

设计，即使在最大负荷下排气含油量仍

能维持在 3mg/m3 以下；而传统的定速

真空泵油分离器过载会导致喷油，污染

工作环境。

“ 经 过 几 个 月 的 使 用， 阿 特 拉

斯 · 科普柯 GHS VSD+ 真空泵证明了它

的实力。其外观小巧，噪音低，运行稳

定高效，抽气量一直稳定保持在生产线

需求，设备部再也不用担心气动力不足

影响产线作业，而且耗电量也比之前有

所减少。我们体验到了创新技术带来的

巨大能效提升。”石主管表示。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工业真空部销售

主管补充道：“作为替代泵，GHS VSD+

生命周期成本很低，与油润滑或干式旋

片泵相比，投资回报周期至少可以缩短

两年，这还只计算了能耗和维护费用，

没有将安装的便利性考虑在内。如果作

为新采购设备，真空泵的生命周期成本

可直接削减 50% 左右。”

创新智能用途广泛

GHS VSD+ 系列真空泵适用于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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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主管面临的挑战。所以，当设备供应

商向我推荐阿特拉斯 · 科普柯最新 GHS 

VSD+ 变速驱动螺杆式真空泵的时候，

我们决定试一试。我厂目前使用的空压

机就是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产品，品质

可靠，值得信赖。”

全新 GHS VSD+ 系列代表了真空技

术的巨大飞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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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大大提高；同时能耗比其它真空技

术节能约 50%。在一定的抽气能力范围

内，GHS VSD+ 系列是能效最高的油润

滑真空泵，卓越性能远胜于常规的油润

滑 / 干式旋片真空技术。

GHS VSD+ 系列产品的外罩采用密

封冷热隔离设计，将所有发热源和高温

部件（电机、油分离器、真空泵）与其

它部件隔离开。对于电子元器件，低温

运行意味着可靠性更高，延长电子元件

的使用寿命，减少维修服务频率。

GHS VSD+ 系列的设计让维护更便

捷的同时大幅减少维护需求：无旋片结

构，因此不会发生旋片颤振及磨损，平

均维修间隔时间 (MTBM) 长。超强的保

油能力意味着真空泵的油气分离器不会

出现过载，使用寿命更长；创新的专利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无锡飞虹尝新
阿特拉斯 · 科普柯

创新智能型

GHS VSD+ 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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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应用空气动力

石化对其设备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要求非

常高。公司的压缩空气设备已经运行了

20 多年，正进入维护成本直线上升、机

组效率直线下降的设备淘汰期。出于节

能增效的考虑，公司提出升级其中一个

空压站设备的需求。

压缩机房设备主管梁先生向我们

介绍：“当时空压站有 4 台某国产品牌

300 立方、排气压力 0.8MPa 离心式空气

压缩机。由于老式压缩机占地面积大，

噪音值高，油路系统与控制系统设计落

后，现场漏油、漏水现象严重，润滑油

消耗量巨大，机组的运行效率较额定值

下降了近 15%，直接导致空分和炼油装

置的生产能力下降，同时也造成空压站

的操作维护和运行成本常年居高不下，

对整个生产都造成影响。”

在得知洛阳中石化的需求后，阿特

拉斯·科普柯销售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

同前往拜访，在对客户现场设备的运行、

压缩机房的布置和能效情况做过仔细分

析后，提出采用 4 台阿特拉斯·科普柯

高效离心式压缩机 ZH15000、单台排气

流量 300 立方、排气压力 0.8MPa 的替

换解决方案。

洛阳中石化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下属的分公司，位于河南省洛阳市，

北临黄河，西接焦枝铁路，是一家集

炼油、化工、化纤生产工艺的特大型

石油化工企业。

炼化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压缩

空气，约 50% 的压缩空气进入空分装

置进行制氧制氮生产，另外一半压缩

空气经干燥机干燥后供应各种仪表设

备使用。

作为一家成立近 60 年的炼化公

司，由于行业应用的特殊性，洛阳中

ZH系列压缩机
为洛阳中石化提供高品质压缩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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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应用

阿 特 拉 斯 . 科 普 柯 ZH15000 无 油

离心式压缩机相对于老式国产机组，采

用整体撬装式设计，运行部件均集成在

同一底板上，机组占地空间小，集成式

高效的控制器拥有差压比值方法喘振监

测，避免机组频繁放空，为用户解决机

组占地大，油箱、控制系统散布设计的

运行风险问题；电动入口导叶与放空控

制阀和碳环 + 迷宫组合式密封系统，为

用户省去仪表气源的烦恼；低油温 + 电

动排油雾风扇设计，解决了老式机组由

于油温高润滑油蒸发量大而导致的频繁

添加润滑油的问题，同时这种先进的设

计避免机组使用任何仪表气。

空气动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

产 品 专 家 表 示：“ZH 系

列离心式压缩机具有很多

优秀的设计点，而且我们

从用户使用和体验角度出

发，充分考虑用户的实际使用条件，

为用户量身定制了这一整套替换解决方

案。”

经过一年多的使用后，梁主管表

示：“整体上看，目前 ZH15000 比老

机组单位效率提升了近 20%；同时整

体噪音水平值比老式机组低很多，为用

户创造了良好的使用维护环境；新机组

替换老机组后，运行电费和维护成

本下降幅度很大，这达到了我们对

此改造项目的预期。我们对阿特拉

斯 . 科普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相当

满意，希望我们双方一直保持良好

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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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dfontaine 是享有盛誉历史悠

久的天然泉水源，我们每年要生产超过

1500 万箱水。”可口可乐资深工程经理

Kris Sabbe 介绍道，“2003 年，可口可

乐公司购买了 Chaudfontaine 并将其建成

最先进的装瓶厂。”

在可口可乐 Chaudfontaine 装瓶厂，

压缩空气被用于许多不同用途，从贴标

签到运输，因此空气几乎同水一样重要。

为确保瓶装水的纯净，Chaudfontaine 选

择了阿特拉斯 · 科普柯 ZR160 VSD 全性

能无油压缩机。

“我们终端产品的质量极其重要。

这是一款健康、天然的纯净水，而我们

要完全保存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

用无油空气压缩机。”Kris Sabbe 表示。

此外，可口可乐公司一直都在努力实现

每个生产环节的可持续性，对于节能的

共同追求，也让可口可乐和阿特拉斯 ·科

普柯一拍即合。

“这台 VSD 型压缩机装有变速装

置，这意味着它配备了变频器，能够不

断地调整压缩空气量来配合生产线的

需求。”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油空气部

销售工程师 Patrice Van Der Linden 解释

说，“VSD 压缩机非常节能，但你首

先需要对生产情况进行分析。我们仔细

地对每个客户的生产细节进行测试，来

看他们是否会从这项技术获得收益。在

Chaudfontaine 这个例子中，我们计算得

出 VSD 技术可带来 26% 的能源节省。”

冬天，Chaudfontaine 工人们洗澡用

的水也是由压缩机负责加热的，这得依

靠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能量回收系统。

“就能量回收而言，这款新型压缩机尤

为高效。吸附式干燥机利用回收热量来

再生干燥剂；能量回收系统可将压缩机

的余热用于工厂用水的加热。所以你

正在二次利用能源！” Patrice Van Der 

Linden 说道。

可 口 可 乐 Chaudfontaine 与 阿 特 拉

斯 · 科普柯无油空气解决方案可谓天作

之合。因为没有洁净的空气，就没有洁

净的水。

可口可乐 Chaudfontaine 装瓶厂
使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提供的

无油压缩机

扫一扫二维码，观看视频了
解更多详情。

Chaudfontaine 位 于 比 利

时阿登高地，一个充满着清新

空气、古老森林和纯净泉水的

地方。将如此新鲜的泉水装瓶

是可口可乐位于 Chaudfontaine

的工厂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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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BMI 在法国烹饪中占据重要

核心位置，但他们的产品并不是法国“面

包房”烘烤他们著名的羊角面包所用的

传统柴火烤箱。BMI 高科技熔炉的工业

用户领域包括天然气和石油、航空甚

至医疗行业。BMI 董事总经理 Ghislain 

Perez 解释道：“BMI 设计和制造热处

理工业熔炉，可用于多种不同的工艺流

程，包括天然气和石油淬火、烧结和钎

焊”。

便利的解决方案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是 BMI 值得信赖

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压缩机和氮气设

备，以整套或以“机组”形式提供。阿

特拉斯 · 科普柯的这些机组为达到 BMI

要求而量身定制。BMI 则为全球范围内

的客户量身定制熔炉。通常，这些机组

包含一个或多个压缩机、空气处理设备

和一个 NGP 氮气生成器。

精通所有专业知识

氮气给 BMI 烤箱提供了一个惰性

气体环境，这对确保正确、安全烧制金

属零件起着重要作用。比起瓶装氮气，

现场氮气生成器拥有许多优势。借助阿

特拉斯 · 科普柯的全套机组，BMI 和其

客户获得了压缩机和氮气生成器完美匹

配的整套设备。完善的全球服务是其另

一大优势，正如 Ghislain Perez 所说：“阿

特拉斯 · 科普柯是一个全球性企业，我

们确信能获得它所提供的全球服务，我

们的客户也能。”

如同那些享有盛名的法

国大厨，阿特拉斯 · 科普

柯用多年的专业知识结

合 最 好 的 原 料， 提 供

氮气解决方案。

最新应用 空气动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的氮气解决方案

开启 BMI 生产

BMI 的案例带您来到法国里
昂，一个因其美食、丝绸编织和“灯
光节”而享有盛名的兴旺城市。
BMI Fours Industrial 是工业烤箱
和工业熔炉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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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与论坛空气动力

SEMICON China 2016

2016 年 3 月 15-17 日，上海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携创新智能

型真空泵 GHS 730VSD+ 亮相全球领

先的半导体制造技术盛会 SEMICON 

China。作为真空市场的领导者，阿

特拉斯 . 科普柯的全新 GHS VSD+ 系

列代表了真空技术的巨大飞跃，采

用最尖端的螺杆技术、VSD 变速驱

动技术及创新的设计电机，效率大

大提高；同时能耗比其它真空技术

节能约 50%。

在半导体厂中，厂务制程真空

系统应用于提供制程设备的真空

吸盘、机械手或吸笔来搬运传送

晶片，是厂务系统中相当重要的

组成部份；IC 封装工艺中真空的

作用是利用压差用以真空固定、

真空吸放和脱泡等。

扫一扫二维码，了解更多展
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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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与论坛 空气动力

2015 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
和展览会 (Marintec China)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上海

阿 特 拉 斯 . 科 普 柯 携 无 锡

产 MAS GA110 型 船 用 螺 杆 空 气

压 缩 机 亮 相 两 年 一 届 的 Marintec 

China。 该 机 器 专 为 严 酷 的 海 洋

环境打造，可靠性高，并且采用

紧凑式、无外罩设计，宽度仅为

799mm，非常适合安装在空间有限

的船舶或海洋平台上，适用于海工

支持船散料输送系统、钻井平台服

务空气系统、制氮系统以及其它工

作用气。

自 2013 年国产化以来，MAS 

GA110 销量快速增长，获得了船

厂船东的极高评价。凭借树立船用

压缩空气领域新标准的设计理念

以及产品卓越的性能表现，阿特拉

斯 . 科普柯的船用压缩空气产品得

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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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 科普柯 MD 零气耗压缩热吸附式干燥机专为 Z 系
列无油压缩机设计，低恒定露点，为电子、医药、纺织、
汽车等众多行业提供干燥、洁净的压缩空气。

“干”“净”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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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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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可持续的生产力
我们信守对客户、环境及公众的责任，我们的业绩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持续生产力。

阿特拉斯 . 科普柯压缩机技术中国总部
电话：(021)6108 2388   传真：(021)6108 2333
售后服务中心电话：4006169018
邮箱：cn.info.CT@cn.atlascopco.com
www.atlascopc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