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工况制冷系统解决方案
All Condition Efficient Cool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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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制冷，迎战全球变暖

CREATIVE COOLING AGAINST GLOBAL WARMING



艾客制冷简介

上海艾客制冷科技有限公司源于“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专注于高效冷

站 EER 系统技术。经过七年潜心研发，突破了“开式水力平衡”、“变流量均

匀扩散”、“药剂水处理污染”、“热能与流体变量数据”等技术难题，创立了“全

工况”技术理念。以“全工况冷却”技术为基础，衍生“直冷”、“联合制冷”、“制冷”

及“集中冷却”多模式应用。为各行业、各领域系统优化设计，提供完善的制

冷系统解决方案。且融入了“全工况”云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全面实现高效冷

站 EER 指标。同时提高系统运行管理效率，减少水处理环境污染，提升了生

产出品率、良品率。

我们树立了以实时“逼近度”为考核指标的冷却系统能效测评新标准。解

决了冷却热力性能无实效评估标准的问题。

我们提供专业尽责的“全工况制冷”、“微晶电催化水处理”、“全工况智能

云”、“高效 EER 冷站”系列技术咨询、方案设计、产品销售与项目 EMC 等

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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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站EER现状

冷站EER的概念

无论是大型建筑还是工业领域，制冷站的耗电量一直在能耗中占重要比重，成为关注的重点。

国际上通常采用美国暖通空调协会的EER综合能效比作为制冷站能耗的评估标准。

出色 良好 一般 亟需优化

冷站EER

＜0.7kW/RT(COP＞5)
为高效制冷机房

＞90%既有建筑的能效
＞1.0kW/RT(COP＜3.5)

节能卓越 高效优化 传统指令 需要修正或存在问题

=
制冷站机房的总制冷量

冷水机组总电耗+水泵电耗+冷却塔电耗

在实际运行中，90%的既有建筑，EER处于3左右，属于亟需优化的制冷机房。

低负荷时运行能效差是主要原因。

冷站的全年EER取决于冷机、水泵和冷却塔的能效

既有建筑的能效

制冷负荷(冷吨)

冷
站

能
效

/(
kW

/冷
吨

)

常规设计，能效低(>1.0kW/RT)
主因为低负荷时运行能效差

功率

冷量(kW)

冷机(kW)

3.冷却泵
41.7 kW

制冷效率COP

冷却塔(kW) ct

系统负荷率(%)
冷却泵(kW)

冷冻泵(kW) 输配效率WTFcw

冷站EER

湿球温度(℃) 冷冻水出水温度(℃)

输配效率WTFcw

冷却效率WTF

制冷机房能效现状

需要改造
83%

一般
11%

良好
5%

出色
1%



制冷系统变量错综复杂，各设备之间的相互影响难以预测，传统的模糊自适应模式难以实现最佳的热力

性能和运行实效。

系统EER的影响因素

部分负荷成因：系统最不利负荷配置，系统负荷随气候变化，末端需求变化，变量大且频繁；

系统设备对变量的响应状态及其各自响应后的相互影响;

系统循环传导介质物理特性(结垢、阻力、气蚀)对设备性能的影响;

系统运行管理方式对各设备运行效率的影响。

艾客全工况制冷系统通过变革性的创新技术消除变量工况影响，采用全工况精确目标控制策略，系统化

地解决了复杂变量对系统能效的影响，全面实现高效冷站EER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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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能效比

EERs

冷机效率

COP

冷却效率
水泵

输配效率

水流量影响冷机冷冻及
冷却出水温度，进而造
成压比变化，影响换热
器性能

影响因素：不同流量、扬
程下的设备性能与运行策
略，输配管路水质状态的
影响

冷却水温影响冷机COP
( 冷 却 水 温 每 升 高 1 ℃ ， 冷 机

COP下降3%)  

流量变化影响冷却效率；
冷却出水不平衡吸空进气，
造成水泵气蚀，影响水泵输
配状态

影响因素：水流量变化
对冷却塔有效换热面积、
有效换热风量的影响

影响因素：冷却进水温度
，循环水流量，换热器性
能及效率与运行策略

结垢、阻力、气
蚀、环境污染

系统EER的影响因素



全联通布水、集水塔组技术，消除变流量工况下水力平

衡对冷却塔组热力性能的影响;

高低组合涡旋动能引流扩散喷头技术，实现15-120%

变流量工况下，所有填料的全膜化，保障塔组热力性能

发挥无波动，低衰减;

自力式整流止回风阀技术，风路共腔联通设计，优化风

路流场，提升风机效率，减少阳光、粉尘对水质的影响;

冷却系统设计新模式，无需一一对应选型，实现全共

享，互为备用;

减少一半以上管路工程，免去所有电动联动阀配置;

实现冷却循环水泵变频高效运行。

艾客“全工况”自平衡全膜化冷却塔组采用创新的自

平衡布水系统，彻底解决了冷却塔进出水失衡的难题。

保障各种工况冷却系统效率，实现小逼近度性能指标：

自平衡全膜化冷却塔技术

全工况高效冷站技术

实时显示冷却塔逼近度值与标准值

直接评估冷却热力性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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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

冷站EER

全工况输配策略：

随系统发热量拟合泵组效率曲线，融入冷机压比效率

与流速换热效率因素。满足系统化最佳匹配需求。

水泵运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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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 一般 需要改造

全面实现高效冷站EER指标

即时监测系统负荷状态；

监测冷机设备综合指标参数；

即时调整冷机运行组合模式，优化工作设定值。实现

全工况高效COP效率指标。

冷机运行策略

采用纳米微晶材料、微电极催化技术，促使结垢因子

抱团沉淀于冷却水盘；

防止结垢发生，分解污垢并释出，控制腐蚀指标，抑

制微生物数量；

实现中水利用，节水环保；

无需加药，持续不间断微能耗自动运行；

实时保障换热器效率，降低系统运行阻力，提高输配

效率。

微晶电催化水处理

全面采集制冷系统数据，各项能效指标直观显示；

通过客户端对项目的运行数据和报表进行监控管理；

系统负荷实时曲线与综合耗电量随时掌握；

实时能耗异常报警与贴身的专家诊断服务；

可融入KPI管理系统；

优化工艺管理过程，提高出品率、良品率；

助力动力保障系统实现工业4.0。

远程云服务



直冷模式：

冬季利用气候与全工况冷却条件，采用冷却塔

+板式换热器，以零冷机功耗制备冷冻水。循

环水量可根据直冷出水温度状况，实现大温差

运行，降低输配功耗。

出色 良好 一般 需要改造

冷站EER

应用模式

供冷

制冷模式：

当室外湿球温度较高时，采用全工况高效制冷

模式。 供冷

联合制冷模式：

过渡季节 ( 春秋 ) 时段，系统负荷先通过直冷

模式完成部分任务，不足部分由制冷模式介入

实现低能耗、高效率目标。( 例：系统需求工

况 18℃-12℃，气候湿球温度 9℃，直冷模式

18℃-14℃，制冷模式 14℃-12℃)。
供冷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直冷 联合制冷 制冷

2960

1327

4473

1256

1687

5817

运
行

时
间

/h

某项目-全年运行状态对比

全工况系统 常规系统

应用价值

全工况高效制冷系统技术充分利用低功耗的自

然冷源，由冷却塔尽可能多的分担冷量，减少

冷水机组负荷和开启时间，降低系统功耗，提

高系统全年综合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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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方案

多模式制冷系统方案

ACEＣ全工况系统图

直冷模式： 冷却端A1、A2、A3可同时或部分运行，F、G管路可共用运行，进板换C完成制冷循环。

联合制冷模式： A1、A2与D1、D2、D3、D4运行，走F管路进板换C，完成直冷工况。

  A3与D5运行，走G管路，进冷机B，完成制冷工况。

制冷模式： A1、A2、A3同时运行，F、G管路，D，B设备均可共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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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柜

云终端



集中冷却设计方式：针对同一气候条件下，多种工艺工况需求的系统，可利用各工艺系统同时段发热负荷

高低不同的特性，共享冷却设备资源。提升冷却效率，提供更优化的小逼近度水温。而各工艺系统根据自

身水温工况需求进行旁通混合控制，实现工艺水温精确控制。

(例：空压机工况23~30℃，循环水量300m3/h；控制设定进水温度24℃，出水温度29℃，冷却运行出水

温度15℃。即：上塔冷却107m3/h，旁通193m3/h)

解决各系统独立、冷却温场波动大、管理难的问题；

降低循环输配功耗，提升系统能效；

优化生产效率，提高出品率、良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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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工艺工况需求的系统方案

ACEＣ全工况系统图

控制柜

云终端



行业应用

助力动力保障系统

实现工业4.0

地铁

绿色建筑

数据中心

制药

机场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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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客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ACE Cooling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128号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3号楼1楼  200433

电话：021-51816757         传真：021-51816795－609

邮箱：info@acec-yy.com

www.acec-y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