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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能三轉子變頻螺旋式冰機節

能系統

前言

隨
著國內工商產業蓬勃發展，為了維持室內空間

舒適或者製造業製程環境溫溼度需求，空調系

統為不可或缺的設施，尤其近年的氣候變遷影響，人

們對空調系統的依賴，更是無法須臾或離。在整個空

調系統中，空調冰水機為最重要與能耗最高的一項設

備，它可謂是空調系統的心臟，因此維持冰水機的穩

定運行與空調系統的能源效率的提升，已經成為冰水

機的發展最重要的方向。

冰水機壓縮機的發展一路由往復式、渦卷式、螺旋

式至離心式，冰水機的效能也隨著不斷地被提升，現

在更開發出更高效能的磁懸浮離心式冰水機。只是離

心式壓縮機仍有其物理特性的限制，其低負載運行容

易出現湧浪與震動的問題，是在發展及運用上所需面

對的一大課題。冷暖空調全球供應商開利公司為此開

發出全球第一台最高能效三轉子全變頻螺旋式冰水機。

三轉子變頻螺旋式冰機介紹

23XRV為此三轉子全變頻螺旋式冰機的型號統稱，

相較於傳統的單轉子及雙轉子螺旋式壓縮機，它三轉

子的設計可以平衡轉子形狀與縮短螺桿長度，使壓縮

機軸承負荷大大降低，延長軸承壽命 (超過500,000小

時 )，機組更穩定且高效率的運轉，這也是本款機組的

核心設計理念。

此外，本機組還有下列幾項設計特點 :

• 滿載效率最高可達COP6.6，部分負載效率IPLV最高

可達11.7。

• 冰水變流量流量變化率可容許每分鐘70%。

• 具有潤滑油管理系統，能自動調整潤滑油溫度、黏

度和壓力，保證高品質的潤滑油通過油泵輸送到壓

縮機軸承以確保其潤滑，機組不再依靠壓差系統供

油，從而保証機組在各種負荷下可靠運行(在冷卻水

溫較低的條件下亦如此)，即使供電中斷，系統仍可

保證軸承適當的潤滑。

• 半密閉式壓縮機馬達設計，馬達運行溫度較低，運

行效率更高，不僅充分降低冷媒與潤滑油大量洩漏

的風險，而且減少對機房的散熱量，降低對機房散

熱量冷卻的初設與運轉成本。

• 熱交換器端版銅管脹管處採雙溝槽設計，提供比單

溝槽更可靠的密封性，大大地降低冰水機組水側與

冷媒側之間洩漏的可能性。

• FLASC(閃發過冷卻器)通過把冷凝的液態冷媒冷卻到

更低的溫度來增加製冷效果，因而降低了壓縮機的

功耗。

• AccuMeter線性浮球閥系統根據機組的運轉情況變化

調節冷媒的流量，保證機組的部分負載性能，建立

液封，消除不必要的熱氣旁通。

高效率變頻啟動器

23XRV新一代高效變頻啟動盤可搭

載裝置源整流器，有效抑制諧波失

真，總諧波失真率滿足 IEEE-519規

範，更適用於對諧波敏感的數據中

心、醫院與電子廠房等場所。此外變

頻啟動盤還有下列幾項特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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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三轉子螺旋式壓縮機 圖2.三轉子壓縮機應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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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組運行自動修正補償線功率因數，滿載時高達

99%，大大降低電器設備容量KVA，充分應用電能。

• 有效降低啟動電流，啟動電流不超過100%FLA，對

電氣系統衝擊降低。

• 密閉迴路液態冷媒冷卻設計，相比於空氣冷卻或冷

卻水冷卻，整體設計更加安全可靠。

系統應用� �

LEED認證關注系統整體的能耗

LEED是美國綠建築委員會 (USGBC)創建的評分體

系，用於推廣環保節能的可持續發展建築，正受到越

來越多的重視。

LEED-NC新建建築標準中 :能源與大氣章節，必備

條件EA-P2目標為盡可能降低建築與系統能耗；能源

與大氣章節，得分條件EA-C2考量的是整體建築的能

耗減少。”整體建築能耗模擬”選項下，得分多少取決

於整體建築能耗減少的百分比。

以上兩點得分要求考量能耗指標的項目不僅限於冷

暖空調等設備，還包括外圍結構、生活用水加熱系

統、電力、照明等等。所以，LEED關注系統整體的

能耗，除了提升單個設備的能效外，更應提升各個設

備相互匹配和系統整體的能效。開利與冷暖空調設計

專家一起致力於冰水機組系統優化，幫助客戶在LEED

認證過程中盡可能加分。

圖3. LEED認證

AdvanTEC空調製冷節能優化控制

AdvanTEC開利先進科學方案中心在空調製冷節能優

化控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並通過在實際節能

專案中的應用驗證了節能優化方案的技術可行性、用

戶利益及其市場潛力。其中冰水系統設備自動優化啟

停、冷卻水塔與冰機優化匹配控制、冰水系統線上自

我診斷以及冰機群控離線數據自動分析等技術和工具，

讓用戶輕鬆擁有節能和舒適的空調環境。

開利冰水機系統與冷卻水塔的系統優化組合

開利冰水機系統與冷卻水塔的系統優化組合，通過

詳細分析實際負載與運轉氣候條件變化特點、冰水機

組與冷卻水塔的運行特性，為客戶推薦優化的冰水機

組系統組合，其中包括冰水機組與冷卻水塔的優化選

配、冰水機組與冷卻水塔的運行控制優化，實現整體

系統效率的提升。

冷卻水塔和冰水機組一般按照夏季滿載條件來設計

配置，而實際運轉在此極端的工作條件下運轉的機率

非常低，大部分時間運行於部分負載狀態下，優化

選機配置不僅能提升冰水機效能，同時通過冷卻水塔

冷卻能力的靈活調節，滿足外在環境變化時的效率要

求，智能化自動調節冷卻水塔以提高節能效果。

精準分析冰水機與冷卻水塔的運轉性能特點，通過

優化組合冰水機與冷卻水塔達到最佳化系統效能，通

過控制邏輯優化加上日常運轉的維護提升，達到整個

系統的控制與運行最佳化，提高整體系統效率。

         

圖4. AdvanTEC系統優化組合控制

實際案例

案例1 : XX大飯店

採用機種 : 23XRV-500RTx1台

• 滿載效率: 0.61 kW/RT (COP=5.7); NPLV: 0.32 kW/RT 

(COP=10.8)

• VPF一次側變流量設計、ALC監控系統

•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績效保證補助

• 節能保證主機效率0.50 kW/RT， 實際驗證主機效率

0.32 kW/RT (IPMVP節能驗證方式)

• 年省104.5萬度電/年。

23XRV

表1. AdvanTEC開利先進節能控制方案

CPM150 CPM350
適用範圍 常規冰水系統 全變頻冰水系統
估計節能率 10~15% 20~50%
優化對象 冰水機及附屬設備
應用條件 開利冰水機及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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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改善後冰水機與系統控制

   

圖6. 專案完成前後年系統運行用電度數

圖7. 專案完成前後系統能耗

案例2 : XX企業中心營運大樓

採用機種 : 23XRV-550RTx1台

• 滿載效率: 0.56 kW/RT (COP=6.26);• NPLV: 0.328 kW/

RT (COP=10.72)

• 改善項目:VPF一次側變流量設計、ALC監控系統、

冷卻水塔改善

  

圖8. 改善後冰水機與系統控制

圖9. 改善後冰水機與系統架構

圖10. 專案完成前後各年系統運行用電度數

案例3 : XX 醫院

23XRV vs. 磁懸浮變頻離心機

• 相同案場內:運轉23XRV及磁浮機的效率分佈

• 磁浮機為離心機特性，受冷卻水無法過低之限制，

部分負載效率優異特性發揮有限，2020年12月份平

均效能0.459KW/RT

• 23XRV能長時間穩定運轉於低冷卻水溫，部分負載

能發揮最大效用，2020年12月份平均效能0.247KW/

RT，相較於磁懸浮機組節能46.1%

 

 

磁懸浮變頻離心 

23XRV 

 

圖11. 2020年12月份，相同案場不同冰水機效能比較

圖12. 23XRV與磁懸浮變頻離心機運行特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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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GSA機構變頻螺旋機報告結論

美國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機構委託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ORNL) 在華盛頓特區的 Sid-

ney Yates 大樓對275RT開利23XRV變頻螺旋機 (VSS)與

磁懸浮離心機 (MBC)進行現場性能比較。於2015年及

2016年資料收集，並且再經由National Renewable Ener-

gy Laboratory(NREL)檢視後於2017年公佈最終報告。

運轉效率

• 變頻螺旋機的效率以11%的差距優於磁懸浮離心機。

• 變頻螺旋機能以較有效率的方式應對現場空調負荷

變化較大的狀況。

• 變頻螺旋機與磁懸浮離心機有相近的IPLV(部份負載

效率)選機資料, 但經現場實際量測以變頻螺旋機的效

率表現較佳。

寬廣的操作範圍

• 變頻螺旋機可於55℉(12.8℃)的冷卻水溫下啟動及運

轉。

• 變頻螺旋機可於95℉(35℃)的冷卻水溫條件下運轉

(上述狀況可能發生在極端氣候下，冷卻水塔故障, 冷

卻水結垢)。

• 適用於各種要求嚴苛的應用，例如資料中心，高安

全性的場所及全年需要空調的場所。

• 報告中指出變頻螺旋機為全方位壓縮機的設計。

圖14. 23XRV擁有更寬廣操作範圍與能力

23XRV變頻螺旋機不僅能在華盛頓DC.的氣候條件

下運轉，更能應付春季時55℉及盛夏時95℉的冷卻水

進水溫。

主機的運轉噪音

兩台主機的運轉噪音不相上下，23XRV變頻螺旋機

及磁懸浮離心機的運轉噪音介於77~83分貝。

建議使用的場合

23XRV變頻螺旋機的耗電優於聯邦能源管理計畫

(FEMP)最低要求值超過35%。在Sidney Yates 大樓的實

際案例分析比較中，也優於磁懸浮離心機運轉效率約

11%，總結以上，變頻螺旋機適用於不同氣候條件下

各種應用場合，包含新建案及汰換案。

結語

23XRV三轉子全變頻螺旋式冰機有著極高的效能，

加上優異寬廣的操作範圍，非常適合各種環境作空調

冰水系統節能優化，特別是數據中心、高科技電子

廠、醫院、醫療中心與飯店等等空調負載與環境變化

較大的場所，同時通過AdvanTEC空調冰水系統先進

節能方案的優化選配與控制改造，更能真正地實現全

變頻節能系統，為用戶帶來真正穩定運行供冷、低運

轉電費與操作維護成本的高效能中央空調冰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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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懸浮離心機 變頻螺旋機

圖13. 不同負載條件下兩種機型的運轉能耗(KW/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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