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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份结束的2018年中国制冷展上，很多企业都带来了
采用磁悬浮技术的离心机产品，包括江森自控约克、麦克维尔、
格力、海尔、天加、思茂特、必信、格瑞德、远大等品牌。其
中，格力、江森自控约克、丹佛斯、汉钟等带来了各自品牌的磁
悬浮压缩机。
是什么原因吸引了这么多品牌争相进入磁悬浮领域？我们
知道，在代表冷水机组最高技术的离心机市场，技术类别很多，
比如双级压缩、三级压缩、降膜式、气悬浮、磁悬浮、冰蓄冷等
等，不敢说整个行业趋势倾向于磁悬浮离心机，但至少从2018
年中国制冷展上，可以看出磁悬浮的市场潜力，这么多企业选择
磁悬浮，也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
本期专题策划，就让我们一起走近磁悬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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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新风口的
磁悬浮技术

磁悬浮制冷压缩机最早于1993年在澳大利
亚墨尔本开始研究，领导这项技术研究的就是
发明了MULTISTACK模块化冷水机组的RON
CONRY先生。从1993年开始，磁悬浮压缩机随
着研究的深入，技术不断进化发展，项目本身也
历经了很多变化，最早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作为
MULTISTACK的一个部分，后来获得加拿大魁
北克政府的资助，整个项目迁移到加拿大蒙特利
尔继续进行；再到后来，磁悬浮压缩机的技术已
经基本成熟时，丹佛斯以合资的形式加入进来，
并最终演变为DANFOSS．TURBOCOR公司，
开始磁悬浮压缩机的规模化生产制造。丹佛斯合
资后，反过来也促进了磁悬浮压缩机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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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进一步提升，从最初单一规格的压缩机，

于相对“悬浮”状态。磁悬浮系统由转子、传感

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分别应用于水冷型冷水机组和

器、控制器和执行器四部分组成，其中执行器包

风冷型冷水机组的多种规格的压缩机系列。

括电磁铁和功率放大器两部分。磁悬浮轴承是一

在中国市场，外资品牌中的麦克维尔和国

种利用磁场，使转子悬浮起来，从而在旋转时不

产品牌中的海尔最早开始磁悬浮离心机的推广和

会产生机械接触，不会产生机械磨擦，不再需要

应用，两者在实现磁悬浮中央空调的产品系列化

机械轴承以及机械轴承所必需的润滑系统。在制

后，也成为了中国磁悬浮中央空调市场的领军品

冷压缩机中使用磁悬浮轴承，所有因为润滑油而

牌。尤其是近几年，国内外厂家对于磁悬浮机组

带来的烦恼就不再存在了。磁悬浮制冷压缩机正

相关技术的研究已逐渐成熟，更多的中央空调企

是应用了磁悬浮轴承技术。

业加入到磁悬浮中央空调的市场，包括江森自控

磁悬浮变频离心机通过高温高压氟利昂从空

约克品牌、顿汉布什、美的、格力、EK、LG、

调压机排出，进入冷凝器，向铜管冷却水释放热

远大、天加等，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升级。

量，冷凝为中温高压氟利昂液体，然后经过节流

从原理上来说，磁悬浮是利用磁性“同性

阀降压为低温低压液体进入蒸发器，在蒸发器壳

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在轴承的转子和定子

体内从流经铜管的冷冻水中吸收热量，气化为低

间加上相应的电磁场，通过控制电磁场，使之处

温低压气体后吸入压缩机，在压缩机内经过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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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制冷压缩机 PK 传统制冷压缩机
磁悬浮制冷压缩机，是一种利
用磁场，使转子悬浮于空中，
在旋转时不会产生机械接触和
机械摩擦，因此磁悬浮轴承不
再需要机械轴承以及机械轴承
所必须的润滑系统。

传统的制冷压缩
机，机械轴承是
必须的部件，并
且要有润滑油循
环系统来保证机
械轴承工作。
原理方面

磁悬浮制冷压缩机积使得多
个磁悬浮压缩机可安装在一
个共同的机组内，实现冗余
功能。如果单台压缩机出现
故障，其他压缩机仍然可以
正常运行制冷。

冷却系统的冗余功能是非
常重要的，但往往由于空
间范围及成本的限制，传
统制冷压缩机无法在一台
机器内安装多台压缩机实
现冷却系统冗余功能。

冷却系统的冗余功能方面
磁悬浮制冷压缩机比传统式压缩机运行效率高
30％。自控系统中的自适应控制逻辑允许一台450
吨的冷水机组提供冷量最低达到0.33千瓦／吨，冷
却时间长达40—50ｈ。这种超强的自适应控制逻辑
可满足全天的制冷需求，不需要专门设置。

传统制冷压缩机
制冷量至少需要
500—600Ａ的
启动电流。

运行效率方面

压缩为高温高压气体排出，通过这种循环，最终

组最高技术的离心机市场。离心机的技术类别很

达到降温的目的。相比常规离心机产品，磁悬浮

多，但是，最近两三年作为中央空调行业技术风

离心机具有运行效率高，无需润滑油，维护费用

向标的中国制冷展，却连续青睐磁悬浮技术。离

低，较轻的机身设计和超静的运营过程，只需2

心机从研发、生产、试验，到推广使用是一个漫

安培的启动电流等优点。

长的过程，这么多企业选择磁悬浮一定有它的可

磁悬浮制冷压缩机的横空出世，不仅为全球

取之处。

暖通空调行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技术应用方式，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磁悬浮离心机拥有更高

同时作为中央空调技术最前沿、节能效率最高的

的COP和IPLV，节能性更高，其体积也更小，

产品应用，它颠覆了传统四大外资品牌在国内市

可靠性更高；与传统离心机相比，磁悬浮机组具

场上和技术上的垄断，使得其它中央空调品牌能

备更高的部分负荷能效比和更低的负荷；同时磁

够以更加节能的方式介入到离心机市场中。

悬浮机组采用集成变频器、电子膨胀阀，无需电

为什么近几年磁悬浮离心机有大行其道之

控柜冷却回路，比变频传统离心机组喘振更小，

势？从目前的行业现状来看，尽管每个企业都在

可靠性更高，维护维修费用更低。也因此，在追

讲节能、环保，但归结于产品则主要聚焦于两大

求节能减排、高效低碳的大环境下，近年来磁悬

领域，代表氟系统的家装零售市场和代表冷水机

浮技术逐渐成为大部分品牌追逐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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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者”丹佛斯

磁悬浮离心式制冷压缩机诞生至今，已有
20多年的时间。目前，磁悬浮离心式制冷压缩机
已经被大批量的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在这个过程

们的市场反应更快速、更敏捷，并通过空间优势

中，丹佛斯对磁悬浮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做出了重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多种优势与多元化支持，这是

大贡献，同时，在如今的磁悬浮离心机领域，丹

我们再次用行动诠释了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佛斯也是压缩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
2017年6月，浙江海盐工业园丹佛斯天磁中

压缩机生产基地全面投产当天，举行了一个庆典

国工厂的第一台丹佛斯Turbocor天磁无油压缩

仪式，三位最重要的人物都来到了当天的活动现

机正式下线，实现了丹佛斯无油压缩机发展历程

场，他们之中，其一，是磁悬浮无油压缩机的发

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丹佛斯天磁中国工厂作为

明人，两鬓斑白却精神矍铄的Ron Conry老先

天磁品牌无油压缩机的重要装配与生产基地，

生；其二，是当年从中国清华大学远赴澳大利亚

于2016年起筹建，首条包含生产线、电子装配

加入磁悬浮无油压缩机初创团队、一路陪伴无油

线、气体试验装置、冷却塔和水泵，以及室外测

技术历经风雨至今的现任丹佛斯磁悬浮压缩机研

试SAT的完整压缩机装配线于2017年6月启动投

发副总裁的孙临湘博士；以及，当年提议全资收

产，用于丹佛斯天磁品牌旗下TT系列压缩机的中

购Turbocor品牌，支持着Turbocor从小小的研

国组装。

发与生产团队一步步发展至今的前任丹佛斯磁悬

据了解，丹佛斯天磁中国工厂将首先聚焦国
内市场，未来将满足亚太地区的需求，并实现与

浮压缩机董事会成员、现任丹佛斯集团首席执行
官方行健(Kim Fausing)先生。

天磁美国工厂（位于美国塔拉哈西）相同产能。

活动现场一条长30米，名为“天磁进化论”

装配线在借鉴塔拉哈西现有装配线经验基础上，

的时空隧道反复播放着取名“造梦者”的视频，

整合了重要的防错设计与技术（Poka-Yoke），

向每一位走入时空隧道的宾客讲述了无油之路探

并将在不远未来引入智能机械臂，完成部分装配

索家们最初的梦想和二十多年的坚持与成就。截

环节，从生产速度、效率、精度乃至个性化定制

至活动当天，全球已经有超过65000台天磁压缩

等方面，全面打造智能制造前沿工厂。

机在全球运转，共为地球节约了520万公吨二氧

在第一台天磁无油压缩机从中国产线下线
后，丹佛斯磁悬浮压缩机中国区总经理李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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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丹佛斯全球第二家磁悬浮无油

化碳排放”，“520万”的数字仍在以秒为单位
实时地攀升着。

“虽然身处传统制造业，但我们的产品最终服务于

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度中国制冷展“创新

社会大众，贴近从制造商到终端用户的多样客户

产品”评选结果中，丹佛斯天磁磁悬浮无油压缩

群、了解痛点、挖掘需求、驱动市场，这些都是

机再次榜上有名，全新丹佛斯天磁TTH/TGH高

我们的责任与目标。天磁压缩机中国工厂将使我

压比系列无油压缩机在继2016年的天磁TT700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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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TG系列之后，连续第三年获得中国制

的先声夺人，丹佛斯磁悬浮压缩机全球总裁里卡

冷展制冷部件类别“创新产品奖”。

多·施耐德说：“新的丹佛斯Turbocor ® TTH

作为全球首款针对高压比应用优化的无油

和TGH压缩机为冷水机组制造商们提供了一种

压缩机，天磁高压比系列压缩机有两种型号：

全新的高效无油压缩机方案，可用于风冷冷水机

TTH325与TGH250。TH325系列额定制冷量为

组、热回收和水-水热泵应用中。到目前为止，

325千瓦（90冷吨），采用R-134a或R-513A

容积式压缩机一直是这些应用中最常用的压缩

制冷剂；TGH250系列额定制冷量为250千瓦

机，不过，现在冷水机组制造商们有了全新的选

（70冷吨），采用低全球变暖潜值（GWP）的

择——无油方案的选择，可以将全负荷和部分负

环保HFO-1234ze制冷剂。在风冷冷水机组中，

荷的效率大幅提高25%。无油平台还可以将噪音

天磁TTH/TGH压缩机将原有的磁悬浮无油压

降低8dBA，同时在产品寿命周期内性能也不会

缩机运行范围进一步扩展，压比最高可达6.2，

降低。感谢我们优秀的团队创造了这个三连冠的

实现高环境温度工况下制冷，有助于炎热气候下

优异成绩，更感谢认可我们的同仁们为这一改变

无油冷水机组实现更大运行范围，且同时支持空

暖通空调行业格局的技术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气-水热泵机组等应用。在水冷冷水机组中，天

近几年，在中国冷水机组市场缓慢增长的情

磁® TTH/TGH压缩机可以支持热回收或水-水

况下，丹佛斯大力倡导的磁悬浮技术却得到了更

热泵等高压比应用，使机组制造商可通过利用废

多中央空调厂家的关注，连续两年中国制冷展的

液冷凝器废热给对水预热。

离心机以磁悬浮技术为主和不断壮大的磁悬浮离

荣誉，是对丹佛斯无油压缩机与时俱进引

心机市场表明，丹佛斯将与它的中国伙伴一起，

领行业的认可，更是对无油团队前瞻创新、开拓

为磁悬浮技术造梦。“我有一个梦想，还世界澄

钻研的肯定。对于天磁高压比系列无油压缩机

澈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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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行业
引领者海尔

据市场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海尔磁
悬浮中央空调便以超过70%的市场份额占据中国
磁悬浮市场第一，且已连续6年实现增幅第一。
中国磁悬浮的发展史是一部曲折奋斗史。纵
观中国离心机市场，目前对磁悬浮冷水机组还处
于价值认知期，近年随着节能减排的贯彻实施，
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磁悬浮冷水机组。但是
和北美和欧洲相比，普及和推广力度远远低于以
上两个地区，这和中国作为制冷空调产品的生产
和消费大国远远不相称，但同时也蕴含着极其广
阔的发展前景。
作为国内最早引进磁悬浮技术的企业，可
以说，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

水源热泵机组在海尔问世；2011年，海尔研发

做是中国磁悬浮中央空调的发展史。2003年，全

出中国首台风冷磁悬浮，其能效超过国家一级

球首台磁悬浮压缩机诞生，磁悬浮技术开始运用

能效的8%；2015年，海尔发布全球首台全降膜

于中央空调产品，其更高效的运营效果、更低的

式磁悬浮离心机，以2210RT行业最大制冷量、

能耗等等优势为全球的中央空调行业带来了无可

IPLV13.18最高能效数据以及高达50%的节能水

比拟的变革力量。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海尔中央

平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到2016年，海尔中央

空调开始试水磁悬浮技术。但彼时国内磁悬浮中

空调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最齐全、最领先

央空调市场尚是一片空白，由于技术壁垒，磁悬

的世界第一中央空调研发中心，同时海尔中央

浮技术一直被几大外资品牌垄断着。但海尔中央

空调还投产5亿以建造了全球首个磁悬浮中央空

空调凭借着开拓创新的精神和不断进步的研发技

调智能互联工厂。2018年制冷展，海尔中央空调

术，实现了产品运转从有摩擦到无摩擦、从有油

又推出了4200RT的磁悬浮中央空调，再次刷新

到无油的突破，成功推出国内第一代磁悬浮中央

行业记录。

空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唯一生产、
制造与推广普及磁悬浮中央空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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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海尔中央空调一直坚持不懈地在
行业里推广磁悬浮离心机产品的“节能效果”，

而在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诞生之后的这些

不仅让行业人士开始认识到磁悬浮技术的重要

年，海尔中央空调对这一技术的研发从未停止。

性，也逐渐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磁悬浮中央

2009年，海尔研发出第二代磁悬浮机组并通过

空调技术成功入选《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

了国际一级能效认证；2010年，全球首台磁悬浮

录》，并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资金扶持，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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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的生命力；2013年，磁悬浮空调产业联盟

生产、政府公建等各个领域内，海尔磁悬浮中央

成立，对于磁悬浮技术在暖通相关领域的交流和

空调也成为大型项目节能首选品牌。

普及；2014年，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登上了新闻

可以说，从研发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磁悬浮中

联播头条，成为高技术服务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央空调开始，海尔中央空调始终坚持着扛起国产

的先驱案例；2015年，在海尔中央空调的牵头带

品牌创新技术发展大旗，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

领下，以“智慧节能 共筑绿色中国梦”为主题

中国整个磁悬浮市场的蓬勃发展。

的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节能普及风暴席卷全国，

市场数据就是明证。2014-2017年，磁悬浮

带来中央空调行业的磁悬浮绿色普及热潮，也吸

中央空调市场增长率持续稳定在100%以上，越

引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关注。

来越多的企业都嗅到了机会，争先进入磁悬浮领

截止到目前，海尔中央空调不仅拥有包括风
冷、水冷、水地源、模块化在内的最全品类磁悬

域。2015年中国制冷展上只有5家企业展出磁悬
浮产品，到2017年，增长到32家。

浮中央空调，更是成为国内有着最多磁悬浮工程

因此，回望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发展的这十

案例的企业。作为中国第一个将磁悬浮中央空调

几年年，我们看到的未尝不是国内磁悬浮技术从

应用到工程实例的企业，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凭

无到有的风雨历程。毫无疑问，在我国“绿色发

借绿色节能解决方案已经在全国几乎所有省份树

展”大环境下，磁悬浮中央空调无疑能够在未来

立了几百个样板项目，目前更是以3天一个新项

建筑节能减排中发挥重要作用。相信随着海尔磁

目的速度进行中国磁悬浮中央空调普及。在轨道

悬浮中央空调的普及与应用，它也必将引领中央

交通、节能酒店、商业办公、城市综合体、工业

空调行业进入磁悬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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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创新品质，
助力可持续发展
——冷水机组专家约克YZ

2018年1月，美国制冷展上，江森自控推
出了其最新颠覆性冷水机组产品——约克YZ变
频磁悬浮离心式冷水机组。在4月的中国制冷展
上，该产品以“冷水机组专家”的匠心气质重磅
亮相中国市场。
作为目前业内唯一集单级压缩、新冷媒与磁
悬浮技术于一体的里程碑之作，约克YZ变频磁
悬浮离心式冷水机组承载了江森自控约克品牌在
暖通空调行业的历史积淀，并且应用了下一代具
有超低全球变暖潜值（GWP）的不可燃制冷剂

35%。该产品以其突出的实力斩获了“2018中国

R-1233zd (E)，有效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将能

制冷展创新产品”奖。

效表现和环保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实现年节能量

全新环保制冷剂R-1233zd (E)的应用是约
克YZ变频磁悬浮离心式冷水机组的一大亮点，
整个设计对新冷媒的使用进行了优化，以发挥压
缩机效率。其次，由于使用了磁悬浮技术，既不
需要油，也不需要制冷剂的润滑，即真正实现无
油，使系统更加可靠。
从最近两年的中国制冷展来看，磁悬浮技
术和产品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的热点，中国市场
的用户也越来越关注效率，关注新的技术。江森
自控全球冷水机组解决方案战略项目副总裁Ian
Casper表示：“我们会在新的产品中应用磁悬浮
技术，希望可以给到我们客户不同的选择。就我
们的磁悬浮技术本身来看，它更加高效、可靠、
平稳。另外，使用磁悬浮技术无需润滑油，这样
就有很多应用场合可以进行拓展。所以对用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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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不仅仅是提升了效率，还大大降低了它的运

江森自控全球冷水机组解决方案副总裁王若

行维护成本。这两方面是我们磁悬浮技术的核心

兰（Laura Wand）表示：“对YZ来讲，我们更

差异化优势。”

关注的是满足客户的需求，关于它的效率、可靠

江森自控作为行业领先的企业，始终践行

性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设计产品的关键。”

对创新科技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不断实现技

同时，Laura还表示：“尽管近两年中国冷

术的突破，引领行业的发展。而约克YZ变频磁

水机组市场增长放缓，但市场需求却发生了重大

悬浮离心式冷水机组以“冷水机组专家”的概念

改变。一方面是能效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客户更

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析它：

加复杂的需求，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机遇，得

第一，是指江森自控约克品牌在冷水机组技术方

以拓展我们的产品线，以及产品的功能、特性和

面的专家能力和经验。约克品牌在离心机技术方

应用范围，以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满足细分

面拥有将近100年的经验，过去十年中江森自控

市场的精细化需求。关注客户的具体应用需求，

不断引入新技术，并将这些经验和技术都整合应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用到了YZ产品上。第二，是指人才。研发YZ这

为客户提供更加绿色、节能、高效的定制化

款产品时，江森自控汇聚了不同专业、不同地区

解决方案一直是江森自控所倡导的服务理念，约

的专家，从传热到空气动力学，到电气等各个领

克YZ磁悬浮离心式冷水机组作为迭代创新的颠

域，甚至还包括客户体验和使用维护方面的专

覆性产品，正是见证了江森自控“筑今日，见未

家，其目的是带给客户最全面、最优质的体验。

来”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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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自主研发磁悬浮技术

必信空调：专注磁悬浮无油空调
近年来，各大品牌在离心机组技术方面的比拼加剧了离
心机组市场的竞争，其中磁悬浮技术成为离心机市场的亮点
渐渐受到大部分离心机组品牌的拥护。
磁悬浮变频离心式中央空调机组技术，基于工业微机的
智能抗喘振技术，磁悬浮无油运转技术，根本上提高了离心
式中央空调的运行效率和性能稳定性，切实做到节能减排。
磁悬浮无油中央空调机组作为一款具有优秀节能效果、低噪
音、低振动的节能型空调机组，在节能减排环保大趋势下具
有非常广阔的前景。现阶段不管是新建项目还是改造项目，
从政府到业主对设备节能性的要求都越来越高，所以磁悬浮
机组优异的性能也使得各大品牌纷纷涉足。必信就是一家专
注于研发、生产、销售磁悬浮无油中央空调单一产品线的企

2018中国制冷展上，格力将主展区分为商务暖通

业。必信在如何将磁悬浮机组节能性最大化开发利用起来以

解决方案、智慧“五恒之家”体验区、核心技术展示

及针对不同行业使用特性的产品优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研发

区、特种空调服务区四大板块。其中，格力磁悬浮变频
离心机组作为商务暖通解决方案中的主打机型亮相此次
中国制冷展。
与其它品牌使用丹佛斯磁悬浮压缩机的离心机不同
的是，格力磁悬浮变频离心机是目前国内首款完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悬浮离心机产品，并于2014年3月被
业内专家鉴定为“国际领先”。该产品应用了格力自主
开发的磁悬浮轴承技术，使压缩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行，
避免换热效率下降，显著提高了机组能效的同时，最大
程度实现节能。
2014年3月7日，格力在珠海工厂举行“磁悬浮变
频离心式制冷压缩机及冷水机组”科技成果鉴定会，并
同步推出了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
格力电器执行总裁黄辉介绍，开发离心压缩机使
用的磁悬浮轴承技术难度大、门槛高。“其技术难度同

据统计数据显示，欧洲节能

离心压缩机电机功率大小相关：功率越大，电机对磁悬

型中央空调超过15%，美国20%

浮轴承的电磁干扰越大，转轴高精度悬浮越难实现；同
时，电机功率越大，转轴会越长，轴承系统的稳定性和
可靠性越难保证。”
2010年3月，格力电器着手开展磁悬浮变频离心式
制冷压缩机及冷水机组的自主研发。经过4年的潜心研
究，格力电器终于研发成功，其性能指标与国内外厂家
相比，同等条件下节能40%。经专家组鉴定，格力在离
心式冷水机组项目上获得的又一项“国际领先”的科技
成果。

麦克维尔：
全系磁悬浮技术
落实节能政策

以上，澳大利亚60%以上，而
我国仅有1%的建筑使用了节能
型中央空调，可见我国公共建筑
中节能型中央空调的使用率和发
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节能环保
已经成为中央空调行业的发展趋
势。变频磁悬浮机组的问世，很
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麦克维尔一直紧贴节能环保
的发展趋势，加大研发力度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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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相继推出了包括酷磁™、智磁

行者，始终恪守初心，以给市场提供最先进、可靠的产品为

™、云磁™、润磁™等一系列适用于不同行业及场所的磁悬

己任，为打造“中国智造”领先品牌而不懈努力。目前已获

浮无油中央空调。

得专利54项，其中发明专利15项,并以每年数十项的速度递

值得一提的是必信智磁™系列磁悬浮无油变频离心式模

增。必信空调深耕磁悬浮中央空调机组技术，创新不同场合

块机组、必信酷磁™系列无冷凝器机组，作为必信的双王牌

的应用。2018年，必信空调紧随时代的步伐，以敏锐的市场

2

产品，智磁™系列具有小巧玲珑，占地仅1m ，重量仅1吨，

嗅觉，除了巩固原有的销售市场领域，积极开拓新的市场空

解决场地受限的项目的优势，并且可扩容的特性，可现场拼

间，力求新的飞跃。

接并联运行，同时客户可分批采购，减少投资成本等优势。

相信在国家的支持推广下，磁悬浮变频离心式中央空调

酷磁™系列拥有多种形式的冷凝器，可脱离主机，满足不同

机组技术能够越来越多地得到更多的客户认可，更大的市场

的应用场所，且采用磁悬浮轴承无油设计，环保节能。

空间。必信空

经过多年的耕耘，必信磁悬浮无油中央空调已经成功

调也将矢志不

应用于西郊宾馆、晟碟（SanDisk）、国药仓储、科技城医

渝地将磁悬浮

院、星群药业等重点项目，涉足酒店、轨道交通、数据中

中央空调技术

心、工厂化工、医药、商业综合体等诸多行业领域，项目应

发挥到极致，

用案例遍布全国，并且成功开拓包括泰国、香港在内的东南

树立行业的

亚市场，应用案例遍地开花。

标杆。

必信作为国内磁悬浮无油中央空调机组研发生产的先

入、强化产品的品质技术、不断推出绿色节能新产品。自2003

碳排放，满足绿色建筑的最高要求。

年麦克维尔业界首台水冷磁悬浮面世以来，至今麦克维尔磁悬

不仅如此，麦克维尔还拥有风冷磁悬浮变频冷水机组，该

浮已经成功运用于全球各地7000多个项目中。2018年，麦克

机组综合能效IPLV高达6.049，全系列IPLV能效达到国家1级能

维尔磁悬浮无油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荣获《绿色建筑节能推荐

效。麦克维尔风冷磁悬浮机组具有以下几项设计核心，磁悬浮

产品》证书，而本次获得《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品》证书的殊

变频压缩机：磁悬浮轴承与轴无接触，机组运作过程不产生机

荣就是最好的证明。

械摩擦，大大降低压缩机机械损伤；采用稀土永磁直流变频电

众所周知，数据中心能耗特点：制冷系统在数据中心是耗

机，电机效率更高，大幅提升机组部分负荷能效；无润滑油设

电大户，约占总能耗的30~45%，降低制冷系统能耗是提高数

计：整个系统无油运行，避免润滑油进入换热器后再换热表面

据中心能源利用率和节能减排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枣庄鲁南数

形成热阻换热效率更高；高效满液式蒸发器：比传统干式蒸发

据中心项目采用麦克维尔磁悬浮离心式冷水机组，该项目是麦

器具有更高的换热效率，大大提升机组能效。

克维尔在全国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样板工程。

麦克维尔风冷磁悬浮定位以下市场：1.对节能和静音要

麦克维尔磁悬浮机组采用先进的磁轴承技术，消除轴承机

求苛刻的项目：如医院、政府办公楼等。2.升级改造项目：风

械接触产生的摩擦，避免能量损失，大幅降低能耗，效率无衰

冷磁悬浮机组采用变频启动方式，超低启动电流，平稳对电网

减。第二，麦克维尔磁悬浮机组无摩擦系统无需润滑油，能最

无冲击。3.全年制冷等工艺生产场所：如数据中心、工艺冷却

大限度的保障设备安全和信息安全，同时也进一步消除机械接

等。安徽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空调改建工程共采用麦克

触造成的震动和噪声，避免数据遭受干扰。第三，麦克维尔磁

维尔2台风冷磁悬浮机组MCT，为其办公楼及工艺生产设备提

悬浮整套机组标配双安全阀设计，持久高效运行，无需停机校

供冷源，该项目的顺利完成，为推广风冷磁悬浮技术树立了典

验，不光满足数据中心长期不间断的供冷需求，更能持续减少

型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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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斯
TT 压缩机
型号：TT300、TT350、TT400和TT700
高效：丹佛斯天磁TT型无油压缩机共有四种不同的型号，冷量范围为60冷吨
/200千瓦～200冷吨/700千瓦。TT压缩机组合具有行业领先的效率，与同类
尺寸螺杆冷水机组相比，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可提高达50%。
灵活：所有型号都能在标准的水冷机组工况下运行，而TT300和TT350能
在高压比工况运行，适用于风冷或热热回收应用。此外，TT300还可用于
0～-10℃的中温蒸发器应用。
静音：TT压缩机的声级低，减少了噪声敏感应用的客户投诉，还降低了高噪声
螺杆压缩机昂贵的降噪成本。TT系列压缩机的声压级低到70.0分贝（A）【在
距压缩机1.5米（5英尺）处测量】，比常见的螺杆压缩机低8分贝（A）。
环保：丹佛斯天磁TT 系列压缩机（TT700）荣获2016年度中国制冷展“创
新奖”，作为丹佛斯天磁长期制冷剂战略的一部分，TT压缩机组合采用环保型
制冷剂HFC-134a，无臭氧破坏潜值。作为标配，所有型号的TT压缩机都与低
全球变暖潜力值（GWP）的不可燃R-513A制冷剂兼容。

丹佛斯
TG 压缩机
型号：TG230、TG310、TG390和TG520
高效：丹佛斯天磁TG型无油压缩机共有四种不同的型号，能力范围40
冷吨/140千瓦～150冷吨/540千瓦。TG压缩机组合具有行业领先的效
率，与同类尺寸螺杆冷水机组相比，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可
提高达50%。
灵活：所有型号都能在标准的水冷机组工况下运行，而 TG230和
TG310能在高压比条件下运行，用于风冷或热回收应用。此外，
TG230能用于0～-10℃温度区间的中温制冷剂蒸发应用。
静音：TG压缩机的声级低，减少了噪声敏感应用的客户投诉，还降低了
高噪声螺杆压缩机昂贵的降噪成本。TG系列压缩机的声压级低到70.0
分贝（A）【在距压缩机1.5米（5英尺）处测量】，比常见的螺杆压缩
机低8分贝（A）。
环保：TG系列压缩机荣获2017年度中国制冷展“创新奖”，作为丹
佛斯天磁长期制冷剂战略的一部分，TG压缩机组合适合下一代制冷剂
HFO-1234ze及 HFO混合制冷剂。这类制冷剂具有超低的全球变暖潜
力值（GWP < 1），臭氧破坏潜值（ODP）为零，不受欧盟 F 气体法
规要求的逐步减少氢氟烃（HFC）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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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
4200RT磁悬浮离心机
使用寿命长达30年，是传统机
组的2倍；
4200RT行业最大制冷量，
IPLV能效值高达13.18；
“无摩擦、零损耗”的核心技
术，节能型高出50%；
2安倍电机启动电量和70分贝
极致静音；
全球首创智能云服务，确保中
央空调低成本高效率运行。

麦克维尔
风冷磁悬浮变频离心机组
高效节能：机组综合能效IPLV(AHRI)高达6.049，全系列
IPLV能效达到国家1级能效；
稳定可靠，更少维护：低至2A的启动电流，无电流冲击，最大
化保障电网的安全性；
低噪运行，绿色环保：R134a环保制冷剂，对大气臭氧层无任
何破坏作用；
模块组合，应用灵活：模块组合设计，应用更灵活，有利改造
项目。

麦克维尔
水冷磁悬浮离心机
麦克维尔磁悬浮冷水机组采用先进的磁轴承技术，磁力轴承悬浮主
轴替代了传统的油润滑轴承接触摩擦，AHRI工况下满负荷COP高
达7.0，IPLV 高达11.5以上。 高效节能的产品可以满足最严苛的
绿色建筑三星的要求，为用户的实际使用提供最经济的运行保障。
同时，磁悬浮技术带来无油系统的设计，进一步简化结构设计、减
小机身体积，广泛适用于新建、改造等各类项目，还带来低维护成
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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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
1、世界顶级能效的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COP7.0,IPLV12.0；
2、自主品牌磁悬浮压缩机，掌握核心技术，单压缩机最大制冷量1,100RT；
3、高效节能，磁悬浮轴承搭配高效叶轮，年运行费用可节省36%；
4、独特的压缩机构造和转速控制，将机组噪音值降低至68dB(A)；
5、满足LEED*条件，使用亲环境R134a冷媒，绿色环保；
6、长效Online UPS功能，轻松应对瞬间停电。

必信
酷磁系列
酷 磁 TM系 列 是 满 液 式 磁 悬 浮 无 油 变 频 水 冷 式 冷 水 机 组 ，
设计有立式、卧式等多种结构，冷量范围覆盖250kW到
5624kW。综合能效比高达10.0以上，电力消耗节约45%
以上；启动电流低至2A，对电网无冲击；最高运行音量仅
70dB，无需减震降噪。

必信
智磁系列
智磁TM系列是模块式磁悬浮无油变频冷水机组，是为改造项
目和超高层建筑专门研发的。机组占地仅1m 2，重量约为1
吨，可现场拼接和并联运行，可通过载人电梯垂直运送，为
客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机组采用模块化设计，客户可以采
取一次设计，分批采购的模式，减少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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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汉布什
DCLC-M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热泵机组
1、磁悬浮变频技术，高效节能；
2、不需油系统，显著增加机组可靠性；
3、低噪运行，压缩机噪音仅73分贝；
4、无润滑油系统，无需定期更换油滤及润滑油，保养简洁方便；
5、启动电流小，断电保护功能可靠；
6、结构设计紧凑，节省机房面积。

美的
磁悬浮离心机
1、产品超国家1级能效，突破小冷量段离心机能效瓶颈；
2、水平对置压缩机技术：轴承受力小，提高压缩效率；
3、单轴直驱技术：取消增速齿轮，采用高速电机和高效
直驱叶轮；
4、全降膜蒸发技术：膜态蒸发高效换热，大幅度提升换
热效率；
5、智能控制：可实现产品全寿命周期健康管理，故障预
测正确率达97%以上。

格力
600RT自制磁悬浮离心机组
型号：CC420MH1JH1
1、高能效，冷量范围广，全系列覆盖制冷量
100RT-1200RT，单机制冷量达1200RT；
2、轴承悬浮精度高达5μm（微米），可实现高
速、无油、无机械摩擦稳定运行，大幅降低后续
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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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加
满液式水冷磁悬浮离心机组
机组采用磁悬浮压缩机，先进的磁悬浮轴承，使机组实现无油
运行；
先进的直流变频技术，可实现机组2-100%负荷无极调节；
机组采用变频柔性启动，压缩机启动电流小，对电网无冲击；
机组无油运行，机组结构简单、稳定性高；
采用R134a环保工质，安全无氯；
微电脑控制功能强大，用户界面友好，操作方便；
机组运行平稳，振动小，噪音低。

远大
一体化节电空调
节能：机组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IPLV）高达10，比其他电空
调节电40%；远大一体化输配系统比其他输配系统节电76%。
省钱：磁悬浮无油无摩擦技术，比其他电空调节省能源费约
40%、节省维护费约90%；智能化抗喘振控制模块，确保机组始
终运行在安全范围内；主机、输配系统、不锈钢金属机房集成设计
制造，节省用户机房设计安装投资。
省地：相对于传统机组，体积减小30～50％，重量减轻30％；一
体化输配系统和不锈钢金属机房，可安装在室外或屋顶，省去室内
机房占地。
省心：一体化输配系统和不锈钢金属机房为用户省去设计、采购、
安装、服务等麻烦；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主机及输配系统无人化管
理；全球联网监控， 365 天24 小时故障预警、故障诊断、节能
管理。

约克
磁悬浮机组YZ
先进的单级压缩设计是的YZ可提供真实世界最高能效；
YZ应用低GWP冷媒R1233zd (E)设计并把效率发挥至极致；
相比传统定频油润滑机组年节能量可达41%；
对比变频油润滑机组年节能量可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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