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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此刻
相时而动
作者：Marc Chasserot

Marc Chasserot
创始人

中国市场一直被公认为全球暖

求，同时还将分享最佳实践，阐述天然

市场。时至今日，中国市场发展的速

核心关注点还包括究竟谁会是引领变革

通空调和制冷技术最大和最重要的
度更是前所未有。shecco近十年来一
直坚持积极接触、观察和学习中国暖
通空调和制冷行业。我相信中国不再

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制造基地，而是一

个将对全球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的，持
有新兴技术的创新中心。

今春shecco将在北京举办首届

ATMOsphere中国大会，受邀的国内

外专家将分享他们关于天然制冷剂技

术和市场的见解，天然制冷剂制冷设
备的用户们将分享他们的体验。我们
还将隆重推出《Accelerate中国》首

刊，和大家分享中国暖通空调和制冷
行业中最领先的天然制冷剂技术。

首刊将涉及二氧化碳、氨气、碳

氢化合物、水和空气等技术的制冷应

用。我们尤其关注终端用户的体验，
访问用户并倾听他们的故事。我们

收集了暖通空调和制冷相关行业专

家和领导的访谈、建议和分析结果。
首刊重点放在最新市场、技术和政策
趋势，侧重日益增长的培训和服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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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剂技术应用遇到的挑战等。我们的
的引领者。

为了更好地和国内同行共享信息，

我们决定首刊用中英双语发布。

世界聚焦中国暖通空调和制冷行业的

快速增长，
《Accelerate中国》希望能为

促进增长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如果
您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欢迎发送至邮箱
marc.chasserot@shecco.com。

Editor's Note // 5

新视野，新机遇
作者：Andrew Williams

欢迎大家阅读《Accelerate》杂

志家族的新成员《Accelerate 中国》
首刊！今年4月，我们将紧跟中国制冷

学会举办的中国制冷展的步伐，举办
首届ATMOsphere中国大会，并且与
大家共同持续见证中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

增长带来机遇，企业借势蓬勃

发展，消费者享受更多可支配收入。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

迅速崛起,成为消费大军中的主力。中

产阶级期待为住宅定制个性化系统，
其中对空调系统的需求最为显著。

《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

正案要求全球减少暖通空调和制冷
系统的气候影响（详见第16页），目前

要求HCFCs直接转向天然制冷剂的
路径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良机，这既
可以刺激国内市场投资，也有利于经
济迈向可持续性发展。

本期封面故事关注的是中国零

售业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
的商场 ——北京麦德 龙立水桥商场
（详见第22页）。包括红府超市在内

的其他零售用户同样也选择了二氧化
碳制冷（详见第70页），这促使国内

行业领先的承包商和海外供应商呼
吁为快速增长的食品零售业提供更

多的培训和零部件本地供应（详见第

62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也表示天
然制冷剂将在中国零售业大胆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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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详见
第56页）。

国内市场如火如荼，国际市场

方兴未艾，跨国企业雀巢（详见第32
页）和阿尔迪美国（详见第42页）为
其他企业提供了范例和灵感。

随着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终端用

户对天然制冷剂持续使用，中国企业

也将继续生产和出口基于天然制冷
剂的暖通空调和制冷技术。2018年，
天然制冷剂技术的整合和技术竞争

的加剧将推进全球市场进一步增长
（详见第50页）。

上图：
《Accelerate 中国》记者组访
问北京麦德龙立水桥商场

政策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天然制

冷剂市场的增长。随着高GWP制冷剂

退出的立法压力的增大，碳氢制冷剂
等易燃替代品的市场在全球势必增长
（详见第18页）。

从全球饮料巨头到欧洲超市，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青睐高效和多
功能的碳氢制冷剂（详见第46页）。

在中国使用碳氢做为制冷剂的电冰

箱已经非常普遍，下一个值得关注的
就是轻型商用市场（详见第58页）。

《Accelerate 中国》首刊为大

家呈现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文章的

内容，我们也相信各位会享受这次阅
读体验。期待4月与大家相聚北京。

Andrew Williams
英文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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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制冷剂安全标准修订
提上全球议事日程
标准修订将有可能为碳氢制冷
剂在全球的推广打开商机。

蓝天思维

中国零售业首个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

先锋远景 引领雀巢

瑞士跨国企业推动天然制
冷剂技术覆盖全球。

ATMOsphere 中国大会

首届ATMOsphere中国大会议程。

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机组
领跑者
美国零售行业中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
系统的最大用户——阿尔迪的故事。

先锋远景 引领雀巢

高效节能、用途广泛的碳氢制冷剂正
在被全球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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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记者访问了松下大
连冷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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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04月06-08日

5th IIR Conference
o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Cold Chain
中国，北京

ICCC2018汇聚世界制冷相关业
者，深度讨论有关于制冷、空调、
热泵和冷链的可持续性。

http://iccc2018.medmeeting.org/en

04月09-11日
中国制冷展 2018
中国，北京

始创于1987年的“国际制冷、空调、供
暖、通风及食品冷冻加工展览会”
（简
称中国制冷展）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发
展和创新目前已成为全球制冷空调暖
通行业规模最大的同类专业展览会。
http://www.cr-expo.com/?lang=zh-cn

04月18-20日
越南国际暖通、空调
及通风设计展
越南，河内

越南国际暖 通、空调及 通 风设
计展 是东南亚地区 最 大的、最
全面的国际性空调制冷展。
www.hvacrseries.com/vietnam

05月07日

ATMOsphere 澳大利亚 2018
澳大利亚，悉尼

ATMOsphere 澳大利亚2018将在悉尼
举办。云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军企
业讨论最新的天然制冷剂制冷技术。
www.atmo.org/australia2018
@ATMOEvents #ATMOAustralia

05月08-10日

澳大利亚悉尼国际制冷、
空调及通风设备展览会
澳大利亚，悉尼

04月11-12日

ATMOsphere 中国 2018
中国，北京

ATMOsphere中国会议是一个讨
论中国天然制冷剂技术的现在与未
来的平台，为终端客户们提供最佳
的天然制冷剂制冷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国际制冷、空调及通风设备
展览会ARBS是南半球最主要的空调、
制冷和通风的行业展会。展示最新
的技术和产品，并云集各地制造商、
供应商，行业决策者和终端用户。
http://arbs.com.au/
@arbsexpo

http://www.atmo.org/China2018
@ATMOEvents #ATM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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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充注，高回报

低充注氨 – 高能效
能效:

10 kWh/m³ 无速冻

氨充注量:

750 kg

制冷区域面积:

114,000 m³ (包括 56,000m3 低温库)

低温/中温制冷负荷:

500/600 kW – 全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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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2-14日

2018

2018第四届上海国际冷藏车辆、
冷冻冷藏设备及冷链物流技术展
中国，上海

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暖通行业盛会，现
场组织了超过100场专业的行业活动，
汇聚行业内最顶尖的专家，为行业及用
户带来清洁供暖的最新技术和产品。

www.atmo.org/america2018
@ATMOEvents #ATMOAmerica

10月16-18日

2018年德国国际制冷、
空调、通风展览会
德国，纽伦堡

2018年德国CHILLVENTA国际制冷、
空凋、通风展将是制冷、空凋、通风
行业的又一次盛会。展会的核心仍将
是制冷、通风和空调产品及配件。
www.chillventa.de/en
@Chillventa #Chillventa

11月01-05日
08月24-26日

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冷
链设备暨生鲜配送展览会
中国，广州

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冷链设备暨生鲜
配送展览会作为南中国最专业的展会，
致力于搭建国际冷链行业展示交易、贸
易洽谈、信息交流的平台，是全球冷链企
业、生鲜食品加工企业、贸易商进入中国
市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最佳平台。

http://www.coldchain-china.com/html/en/

09月05-07日

Mostra Convegno Expocomfort (MCE) 亚洲展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

MCE Asia是世界百强展MCE展会在亚
洲的品牌延伸，2018年是第四届，是东
南亚地区制冷、泵阀及供热领域最大
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展会之一。展会
涵盖了整个产业链，汇聚了众多业主、
开发商、咨询顾问、建筑师和承包商，
覆盖了商业（办公/零售）、工业、酒店
旅游、公共设施及住宅等应用领域。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中国，昆明

每年的CHINASHOP,吸引了来自世
界很多国家的优秀零售商及供应商
汇聚于此。现场将通过多种采购对
接、项目推介等活动，帮助零售企业
在线上线下的融合、设备技术的创
新、特 色商品的采购、品类的优化
管理等方面与供应商深度合作。

http://www.chinashop.cc/

11月09-21日
ATMOsphere 欧洲
加尔达湖

欧洲领先的天然制冷剂制冷设备供
应商将聚集在意大利加尔达湖地区参
加第9届ATMOsphere欧洲大会。

www.ATMO.org/Europe2018
@ATMOEvents #ATMOEurope

https://www.mcexpocomfort-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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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采用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设备的门店数据

14,000+

俄罗斯

欧洲

1

1

3,100+

约旦

中国

台湾

1 马来西亚

1
2

日本

印度尼西亚

13

20+ 澳大利亚
南非

102
41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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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哥伦比亚
巴西

KEY/LEGEND
1-2 3-99 1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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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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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进行时
一个世纪的创新
延续了100年的传奇故事
一个对创新和创造充满热情的家族
对品质和最高标准的追求
促进市场成长和引领市场的使命

都凌CO2跨临界压缩机是1991年开始研发的成果
基于将近30年的经验和35000台压缩机的在市场上
的实地运行，CD系列成为当今制冷市场的里程碑

CD500系列完美满足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高
效节能的要求
CD500的BT型（低温）最大排气量可达98.5
8m3/H，电机额定功率高达80匹

O F F I C I N E M A R I O D O R I N S I N C E 19 18

www.dorin.com | dorin@dorin.com

欢迎接洽！欢迎光临！
China Refrigeration | 9-11 April 2018 - Beijing (CN)

MOP29报道：
1 // Policy

缔约方探讨实现基加利

削减目标的具体举措

去年11月，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

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齐聚加拿大蒙特利

尔举行相关会议，以加速向臭氧与环境友好
制冷剂过渡。Accelerate记者从《蒙特利尔
议定书》缔约方第29次会议发回报道 。
作者：Marie Battesti

2017年11月20—24日，
《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

29次会议（MOP29）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在此次会议
召开前几天，旨在削减HFCs的基加利修正案获得瑞典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批准，此举意味着这一协议超过了至少
20个缔约方批准的生效门槛，并将于最早的可能日期，即
2019年1月1日生效。

基加利修正案旨在削减HFCs生产和使用，是一项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议。该协议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削
减这些温室气体，2019年在2011—2013年基线水平上削减
10%，至2036年削减85%。

MOP29的主要目标是在采取具体的实施措施方面取

得进展，以确保所有签署国能够实现基加利修正案的目标。

能效

在MOP的议事日程上，把能效与基加利修正案的要

求结合到一起，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话题。根据与会专家的
观点，削减HFCs的同时提升能效至少可以把削减HFC对
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作用扩大一倍。

与会各国要求《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咨询机构——

技术与经济评估小组（TEAP）评估在基加利修正案框架

下削减HFCs的同时维持或提高能效的技术选择、要求和
相关成本。2018年11月5—9日将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
行下一次MOP会议，会议期间TEAP将以报告的形式给出
推荐。

补充多边基金
MOP29期间，一项关键的决议是要确定需要拨付多少

资金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基加利
Accelerate China // Spr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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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A）和平流层臭氧空洞的形成，源自HFOs
的降解。
“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评估的问
题。”他说道。

有代表提出了关于HFOs对环境影响的问

题，尤其是HFOs在大气中分解成三氟乙酸，这

种长期存在的物质以“酸雨”的形式降落地球，
并在淡水水体中积聚。

三氟乙酸的长期毒性产生的影响一直是正在进

行的科学研究的课题。国际期刊Chemosphere2014

年上发表的一份题为《过去十年中国北京景观水体
三氟乙酸含量增加17倍》的研究建议，
“必须采取措
施控制中国三氟乙酸的增长。”
修正案框架下实现HCFC淘汰和HFC削减目标，
也就是要补充多边基金（MLF）。

代表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成功完成

2018—2020三年 时 间的多边基金补充谈判。
对发展中（A5）国家来说，多边基金补充至关

重要，因为多边基金 资助发 展中国家开展 履
约活动，帮助其实现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合规义务。

经过长期的谈判，缔约方通过了一项针对

多边基金的预算：2018年—2020年的三年时间
内，向多边基金拨付资金5.4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34.9亿元）。

合成制冷剂前景难料
蒙特利尔会议期间，HFOs成为一个颇受关

注的话题。欧盟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的Philip

Owen援引臭氧研究管理者（Ozone Research
Managers）得出结论称，有毒物质三氟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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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OP29的其他活动中，挪威和瑞士再

次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建议对那些没有被列入
基加利修正案HFC削减计划受控物质名单并且

GWP高于53（受控物质最低GWP）的低GWP、

单一成分HFCs 的开发和推广采取预防性措施。
在最后的决议中，MOP29缔约方要求议定

书评估小组在2023年及之后的每四年里适时为

MOP会议提供一份低GWP HFCs消费和生产的
评估报告。

实现基加利HFC削减 标准需要更加灵活
MOP29期间，许多国家提出了对那些妨碍

如碳氢等可燃制冷剂采用的安全标准进行更新
的要求。缔约方决定定期与相关标准化组织进

行磋商，期望得到关于适用于低GWP可燃制冷
剂的相关标准的概览。概览将包括标准的适用

范围信息（即标准覆盖的活动、电器或产品）、
内容（即标准解决的安全相关技术问题）与审
查过程信息。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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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制冷剂
安全标准修订提
上全球议事日程
随着 全 球 范 围 内 对 于 高 温 室 效
应 潜 值（GWP）制 冷剂 的立法 压 力的
增 长 ，很 显 然 像 碳 氢 制 冷 剂 这 样 的
可燃 替 代 物质 市 场已 经蓄势 待发 。
作者：Klára Ska č anová

诸如丙烷、异丁烷等碳氢制冷剂，由于对气候影响很

小并且具有非凡的能效表现，有望在全球遵照《蒙特利尔
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逐步削减HFCs的过程中获益。

历史上的标准制定最初都是针对化学制冷剂，对于

具有可燃性的天然制冷剂的特殊要求并没有优先考虑。这

可以归结为在起草标准时候尚且乏这方面的意识和知识，
化学制冷剂制造商的商业利益则加剧了这种状况。采用
碳氢制冷剂的主要标准障碍涉及制冷、热泵和空调设备
上可燃制冷剂的最大允许使用量。可燃天然制冷剂的制
冷能力取决于制冷剂充注量，而充注量往往受到行业标
准的严格限制。

目前，国际标准中的一些假设并非基于科学测量。比

如，IEC 60335-2-40标准假定房间空调器和热泵具有恒
定的泄漏率并且所有制冷剂在四分钟内完全泄露，而且
设备所处的是一个密闭空间。
“没有一种假设是基于现实

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蒙特利尔议定书》框架
下设立的制冷空调与热泵技术选择委员会的顾问Daniel
Colbourne博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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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碳氢压缩机技术

轻型商用制冷
高性能量身定制压缩机解决方案符合新法规

家用制冷
智能家用压缩机解决方案实现每日舒适

直流制冷
设计紧凑的直流压缩机适用于多种电压与极端工况

www.secop.com

尼得科压缩机（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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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标准没有把大量可行的风

克。为了保证安全，修订草案将对安

险缓解措施考虑在内，比如提高系统

装系统的房间的最小面积值做出要

善住宅设计。这些措施将允许提高制

过泄露测试以表明系统周围相对缺乏

的气密性、改进整体气流系统或者改
冷剂充注限值，同时还能保持至少相
同的安全水平。

求。除了其他施工要求，系统还必须通
可燃浓度。

2018年年初，草案表决委员会就

如今正在修订一些国际标准和区

已将草案分发给IEC内所有国家标准

注量。
《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

员会将在2018年下半年进行投票。对

域标准，以便推动提高可燃制冷剂充

案要求全球逐步削减HFCs，其中发达

国家将于2019年开始削减，发展中国
家也将于2024年启动削减进程，而这

委员会进行投票和评论。草案表决委

于工业界而言，在这段期间内，为了避
免出现对建议草案进行冗长的修订以
及推迟采用修订后的标准，支持修订

些标准的修订对于《蒙特利尔议定书》 草案非常重要。在2018年10月将于

基加利修正案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韩国釜山举行的SC61C委员会会议期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中，中国一直强调修订国际标准的紧
迫性，修订过时的国际标准已不容迟

疑。在中国的倡议下，2017年11月召
开的最新会议上，缔约方决定定期与

间，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委员会成员
投票支持修订草案，那么草案就会在

2018年底进入最终投票环节，新版

IEC标准预计将于2019年年初出台。
制造商与终端用户急切盼望采

相关的标准化组织磋商，期望能够得

用修订后的标准，因为这将为碳氢制

相关标准的概览。

商用制冷设备上提高碳氢制冷剂充

到关于适用于低GWP可燃制冷剂的

商用制冷充注限值提升已指日可待
对于提高商用制冷领域中碳氢制

冷剂的充注量限值，IEC 60335-2-89
标准正在修订。2017年10月，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下属委员会SC61C决

冷剂在全球的推广打开商机。允许在
注量，能够让这项高效节能的技术更
加接近终端用户，因为彼时这些产品

将可以不必采用多个制冷循环系统。

其他标准审查进度缓慢

对于IEC 60335-2-40标准，解决

定将WG4工作组准备的标准修订草

A3类制冷剂充注量和风险缓解措施

委员会进行投票。

阶段，该标准预计将在2019-2022年

案推进到下一个阶段：提交草案表决

修订草案的最终版本建议按燃烧

下限的13倍计算最大允许充注量。充
注量提升涵盖A2、A2L和A3各安全等
级的可燃制冷剂，但是不同种类制冷

剂的充注限值不同。对于丙烷，充注量

的建议目前正处于委员会起草草案

进行修订。ISO 5149标准对于A3类制
冷剂若干问题的讨论也在进行，比如

提高地下设备碳氢制冷剂充注限值。
然而，修订标准的发布目前还没有确
切的时间表。 KS

限值将会从目前的150克提高到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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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龙中国设备管理部总经理
林坚
摄影：陶赢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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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龙中国的
首个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
麦德龙北京立水桥商场是中国首
个安装了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
批发与食品零售商场，这也是德国麦德
龙全面实现目标的第一步。德国麦德龙
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中国所有新店
都安装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
作者：Devin Yoshimoto, Jan Dusek & Yingwei Tao

2018年1月17日，麦德 龙中国北京立水桥 新店

正式营业。开业前一周，
《Accelerate 中国》的记者
访问了商场。这天北京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店内大
家正忙于整理货架、走线布线、擦拭玻璃柜门，绿色
能量渐渐聚集。

北京污染严重，国际皆知，但目前情况正在扭

转。中国政府加大环保力度，可持续成为发展基石。
实现可持续，行业领袖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安

装中国零售行业的第一个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
麦德龙中国希望展示天然制冷剂在暖通和制冷系统中
的潜力，同时也希望能够造福企业和环境。

《Accelerate 中国》记者与麦德龙中国的核心成

员一同走访了门店，其中包括设施管理部总经理林坚
和整体系统集成公司上海符特制冷电器工程有限公
司（FUTE）的代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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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玻璃门柜
2 & 3 / 岛柜

重要里程碑
麦德 龙中国的母公司是德国麦德

龙，德国麦德龙是世界领先的批发和食
品零售企业，在环保方面贡献卓著，全

球声誉显著。该公司的“含氟气体退出

计划”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淘汰使用

HFCs的最具前瞻性的举措之一。退出计
划于2013年开始实施，目标是在2030年
前在所有门店中淘汰使用含氟气体，并

在技术和经济可行的情况下用使用天然
制冷系统。

2017年9月，
《Accelerate 中国》出

1/

版商 s h e c c o 在泰 国 曼 谷 举 办了首届
ATMOsphere亚 洲 会 议 ，会 上 麦 德 龙

的能 源管 理 总 监Olaf Schulze向与会

者介绍了淘汰计划的最新进展，
“截至
2017年年中，120多家门店已经用天然
制冷剂取代了含氟气体。全球每年将在

新门店安装约30个亚临界或跨临界二氧
化碳系统。中国已经安装了28个亚临界
二氧化碳系统。”他同时重点强调，
“接下
来的几个月将在中国北方安装首个零售

业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对麦德龙中
国团队而言，首个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
是国内的里程碑，标志与含氟气体之战

2/

获了阶段性胜利。迄今为止，麦德龙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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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龙中国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装的新系统全部是亚临界二氧化碳而

非传统含氟系统，现在公司开始转向
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

2020年：R22的终结
设施管理部总经理林坚表示，
“2020

年将终结R22。现在新的门店已经禁
用R22装置，到2020年R22将被二氧

化碳系统完全取代。麦德龙在去年年
底完善了复叠系统的设计，所以今年

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实现2020年的目

标做准备。计划从2025年开始，将为
中国的所有新店都安装上跨临界二氧
化碳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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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跨临界过渡
麦德龙中国第一个跨临界二氧

化碳制冷系统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两年
前，当时团队开始深入的内部研究和
讨论。麦德龙中国与德国总部密切合

作，讨论并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中

国的高环境温度。林总表示，
“中国
大多数城市的温度区间不同，夏天80

％的城市温度达35°C以上。” 为探

索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在中国的气候
条件下是否可行，去年团队到欧洲开

展调研，和当地设备管理人员沟通并
了解了最新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团

队发现部分气温达40°C以上的西班

牙城市也有采用跨临界系统。
“当我

们看到这个成功案例的时候，找到了

麦德龙中国计划
从2025年开始，为所
有新店安装跨临界二
氧化碳制冷系统。
—— 林坚 麦德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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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德龙北京立水桥商场：
系统规格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号1幢
1层 100107
信心，我们觉得‘就是它了！’”林总
说道。林总和团队也有与当地设备负

责人讨论具体技术问题，如具体维护
时间、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和其他系

统之间最大的区别等。他认为在规划
阶段，初步了解技术并亲自观察系统的
运行非常重要。林总说“感谢德国总部

的支持，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学到了很
多，这对长远的发展很有好处。

林总也承认“最大的挑战”是团

队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缺乏本
地设备维护供应商。
“压缩机和冷凝

器这样的系统部件可以依靠进口，但

冷柜不行，一旦销售区的冷柜出了故
障，后果不堪设想。假如冷柜某个零

部件需要替换，我们向欧洲发订单后
还得等上两个月，我们是等不起的。

所以只有麦德龙中国在中国本土市场
找到冷柜和零件维修供应供应商后，
才能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中国零售业首个跨临界二氧化碳
系统

北京立水桥商场的试点项目采

取的是跨临界二氧化碳增压系统，并
采用目前业界最简单可行的技术。林

总表示，
“对于第一家店，公司更看重
是否安全，希望能更好地了解新系统

的运作模式、与中国环境的匹配度和
改进方式。”

系统由意大利制造商SCM Frigo

提供，包括两个独立跨临界增压机架。
中央系统的总制冷功率为334kW，可
以满足 整家 店的冷却需求，包括生

鲜区环境温度控制、冷冻柜、冷藏柜
和冷冻 冷藏 库 。整体系统 集 成公司

是上海符特制冷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FUTE），符特已有多年本地二氧化
碳系统安装经验。项目于2017年12

月完成调试，2018年1月17日该店正

式开始营业。林总还解释道，运行前
6个月的关键在于培训店内的技术人

购物面积：4,100平方米

生鲜区面积：1,350平方米
冷冻室，冷藏室和准备
室面积：420平方米
一台MAJA制冰机

具备平行压缩、两级气冷和
热回收功能的低中温机架
低温功率：93.50千瓦
中温功率：55.97千瓦

具备平行压缩、两级气体冷
却和热回收 功能的高温机
架 高温功率：18 4.08千瓦

员和运营团队。麦德龙中国将和供应

商SCM Frigo、承包商FUTE合一起开

展两年期的培训计划。林总解释说“计划
将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针对员工开

展系统的深入介绍，包括日常维护和
检查的基本流程。第二部分是未来两

年内的长期培训项目，目的是提高系

统控制能力和将培训人员范围拓展
到来自其他商店的技术人员。为此，

承包商符特将会提供永久性的驻场

服务。
“系 统 培 训 不 是 一次 就 能 完
成，大家需要全面了解跨临界二氧化
碳系统，新系统与普 通制冷系统的

差别等。我们需要培养一些人，”林
总说道。

右图：
1 / 跨临界二氧化碳增压机组
2 / CO2 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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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标准，降低成本
随着培训的进行，林总和麦德龙中国团队期待能解决

当被问及期待落实的时间点时，林总回答说：
“在接下

现存的挑战。被问及目前最大的挑战时，林总认为是仍是初

来的一两年内，我们希望所有主要供应商都能进入中国市

市场，成本应该很快就会下降。他表示，
“目前与复叠系统

触发更多本地投资、培养行业兴趣的关键。为了促进目标实

始投资成本过高的问题。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进入

相比，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的初始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

的目标是做第一人，让别人看到潜力，鼓励更多公司进入中

国市场。”他一直持乐观态度，并注意到近年来做亚临界二
氧化碳技术的公司的数量增加，他谈到：
“希望在中国能有
五家左右跨临界二氧化碳供应商，帮助我们推这些系统，
同时降低初始投资成本。一旦价格趋向合理就会带动更广

场。”除了降低初始成本之外，行业标准的广泛实用性是

现，麦德龙中国开始主动收集各个门店的数据。
“目前，我们

深入技术、收集数据，了解能源使用、温度变化和制冷情况
以进行业务分析。”麦德龙中国希望这些数据能为新的行业
标准制定奠定基础，并且认为现在是与政府、行业协会配合
开展此项工作的理想时机。

泛的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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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念是，勇敢做第
一人，助他人见潜力，让
更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 林坚 麦德龙中国

上图：

实时监控系统
左图：

最左边为上海符特设计部
经理傅轶骏。中间为麦德龙
中国设备部项目经理刘长
金。右边为麦德龙工程项目
经理童志伟。

传播天然制冷剂的翅膀
麦德 龙中国准备安装 更多的二氧化碳系统 。

尽管还没有确切的细节，但林总表示计划正在落

实，准备安装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全球能源总监

Olaf Szhulze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会在新
店和老店中安装更多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 麦德
龙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仅限于制冷系统，还

麦德龙北京立水桥商场技术伙伴

冷柜：上海通用富士冷机有限公司
压缩机机架：SCM Frigo
压缩机：比泽
燃气冷却器：昆腾
冷室蒸发器：昆腾
控制器：卡乐
整体系统集成公司：
上海符特制冷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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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整个商店的整个能源使用情况。林总补充道，
“
制冷是我们整体能源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我们还计
划在中国建立更多的绿色门店，绿色门店的 能 源

需求和碳排放 量仅 为普通 超市的50% 和4 0％

。”目前普陀、济南和东莞的绿色超市正在使用亚临

界制冷系统、封闭式制冷设备、智能空调和全LED等
（包括日光照明）。

林总补充解释道，
“以上措施消减了50％的电

力需求。热回收“产生”热量，屋顶、顶部停车棚和

南立面光伏可以发电，再结合室内能源管理系统、雨

水使用系统、废弃物管理系统，我们还可以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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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今天只做了一件小事，但
这件小事能产生蝴蝶效应。
—— 林坚 麦德龙中国

的电动车充电。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中

国建立第一家碳中和超市。”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林总计划访问麦德龙位于奥地利的圣波尔滕的第一个零
排放超市。

这个计划雄心勃勃，也是中国向环境可持续发展迈出

的重要一步。如麦德龙实践所示，实现这些目标的热情
和抱负充斥着整个公司，这一点在《Accelerate》记者与
林坚和他的团队沟通的过程中展露无疑。

林坚也相信，
“我们的事业可能改变我们客户的生

活、我们员工的生活甚至我自己的生活。我个人认为开始

做事的时候，首先必须自己开心，才能找到对工作的信心，
并为工作感到自豪。”

尽管这只是中国零售业第一个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

但也是在全球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市场的落地之举，这

预示着未来转变的潜力和麦德龙中国团队坚守的使命。
林坚最后说道，
“我们经常旅行出差，无论我走到哪

里，都希望看到湛蓝的天空，呼吸新鲜的空气。也许今天
只做了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能产生蝴蝶效应。”

“当然,我相信,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力量。” DY, JD &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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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TO OUR
2018 SPONSORS
白金

黄金

白银

普通

欢迎成为ATMOsphere 中国大会2019的赞助商
更多信息请咨询info@AT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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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愿景 引领雀巢
1986年，瑞士跨国企业雀巢开始使用天然制冷剂替代CFCs

和HCFCs。现在雀巢承诺将天然制冷剂广泛使用于暖通和制冷

系统，这一 举 措将推动天然制冷剂技术覆盖全球。Accelerate
记者发自雀巢总部沃韦的报道。
作者：Andrew Williams

雀巢践行使用天然制冷剂的承诺,总部核心生产基地安

装了氨和二氧化碳复叠制冷系统，数据中心采用氨制冷剂，
全球各地的展示柜用碳氢制冷剂。

皑皑群山湖中影，
湖畔总部人行行。
瑰丽景观引人思，
制冷组长志凌云。
Vincent Grass现居法国埃维昂，担任运营和工程服务部

制冷组组长，目前负责落实公司的跨国战略——扩大天然制冷

剂在全球的使用。
Grass通勤法瑞两国，遥望阿尔卑斯山，高耸
的山脉启人深思、铸造理念。
Grass表示，
“现在全公司正在不
断扩大天然制冷剂的使用。
”

到2020年，雀巢希望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类别每吨产品

温室气体（GHG）的排量,进而达到雀巢的工业生产排放总

量较2010年相比将下降35％，配销排放总量较2014年相比
下降10％的目标。

天然制冷剂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长期发挥核心作用。自

币）用于使用天然制冷剂替代HFC实现工业制冷。仅2016年
雀巢就安装了47个使用天然制冷剂的新型工业制冷系统。

减少工业制冷足迹

工业制冷占雀巢制冷支出的大头。雀巢90%制冷剂用于

工业生产，工业应用的潜在风险还包括制冷剂泄漏。 商业板

块仅占雀巢制冷剂支出的10％。Grass指出，
“雀巢关注工

业，因为工业领域能够实现企业影响力最大化。但工业领域
泄漏风险最大、耗电最多。”

Grass补充道，
“大部分大型工厂制冷，氨最有效。使用

氨和二氧化碳复叠制冷系统不仅可以有效制冷还能减少氨
泄漏。二氧化碳制冷初期硬件投资高，但优势在于可以使用
小型压缩机来减少制冷的空间。”

雀巢工业制冷使用天然制冷剂的全球比例高于90%；在

欧洲、中东和北非（EMENA）地区，比例为91％。雀巢最大的

市场在美国，该比例高达95％。 Grass补充道，
“在亚洲、大

洋洲和非洲其他地区，比例为84％。”他承认，很难预测雀巢
何时能够实现工业制冷100％的目标。目前官方说法仅是截
至2020年实现扩大天然制冷剂的工业应用。

1992年以来，雀巢累计投资2.99亿瑞士法郎（19.9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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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工厂里的二氧化碳制冷机房

Vincent Grass

我们一直坚信天然制
冷剂是正确的方向
- Vincent Grass

数据中心里的氨冷机房

Grass解释道，
“原因有很多，各个工厂的应用不同、

规模不同，对温度的要求也不同。不同工厂所属的地域、

气候不同，制冷目标也不同。” 他承认,“尽力拼100％，但
保证不了时间点，剩下的10％最难。”影响进展的因素包

括某些国家缺乏可行技术，某些地区的限制性收费要求
等。最近收购的部分企业还需要完成HFCs向新系统的过
渡。Grass表示，
“我们需要逐个产品、逐个应用地查看，
因为需要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地理气候和应用环境。”

Peter Jaggy是雀巢工程部的负责人，他强调总部和

全球119个国家的员工需要保持一致。Jaggy认为，
“有些
边缘市场不受总部约束自作主张，所以从90％到100％
异常艰难。”

二氧化碳的复兴之路
1989年“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生

效。雀巢则在三年前的1986 年开始 使 用天 然制冷剂，
Spring 2018 // Accelerate China

用氨取代CFCs和HCFCs了。 Grass提到，
“最初雀巢集中精
力改造大型工厂，用氨取代CFCs，后来逐步将使用范围扩大
到小型系统。”

2000年，雀巢首次使用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当时位于

法国博韦的工厂安装了氨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取代20世
纪70年代安装的15吨的CFC R13系统，新系统中的二氧化碳

实现了零压缩循环。Grass称赞道，
“50多年来无人问津的

二氧化碳在世纪之 交 重新被投 入使 用，这标志着二氧化
碳的复兴。”

2001年，雀巢与英国Star Refrigeration合作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使用压缩二氧化碳的大型氨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
该系统取代了雀巢在英国海耶斯咖啡工厂的R22系统。Grass

补充说道，
“当时还没有专门的二氧化碳配套阀门，德国阀门
厂商Herl专门为我们开发了配套阀门。”

34 // End User

雀巢咖啡工厂里的氨冷机房

那促使雀巢淘汰HFCs的原因是什么？Grass回

答道，
“其实很多国家并未明文规定淘汰期限。但

设备达不到功率要求时，就迫切需要新的制冷解决
方案。我们一直坚信天然制冷剂是正确的方向。”

二氧化碳与HFCs之争

当被问及雀巢是否依靠自身专家完成转型

时，Grass表示：
“我们主要依靠供应商的配合，我
们的供应商是全球各个行业的领导企业。”Jaggy
补充道：
“供应商帮助我们完成100％的执行。”

雀巢设备资产众多，有效评估资产的运行能

力可以帮助供应商更好地改进雀巢的制冷系统。

Grass解释道，
“目前全球不同工厂有上千个氨压

缩机同时运行。庞大的资产让我们更清楚转型的
重要意义。”

虽然世间普遍认为大范围使用天然制冷剂技

术的障碍是成本较HFCs过高，但Jaggy持不同意

见，他认为长远来看，
“即使现在有廉价的解决方
案，天然制冷剂才是长远之举，现在的转型将实现
长远的经济效益。新设备的初始投资虽然较高，但
《Accelerate》记者组参观雀巢咖啡工厂

氨厂使用寿命长达30 - 40年，氨制冷也未列入任何
淘汰或替换清单中。”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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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工质
的广泛应用是HVACR行
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丹
佛斯愿与行业伙伴携手
绿色之旅。

丹佛斯
创想于行

未来于心

氨是全球大型制冷系统中采用最广泛的冷媒。丹佛斯拥有一系列成熟的制冷系统自动化控制解决
优质的产品及卓越的解决方案。

凭借十多年的 CO2 应用经验以及持续进行的现场试验，丹佛斯为您提供一系列针对 CO2 跨临界和复
跨临界和
验，许多装置已经验证二氧化碳能够在超市中应用，且在所有类型商店中同时实现环保和节能。

欲了解更多丹佛斯卓越的解决方案
欢迎访问：www.danfoss.cn

决方案以及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不断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

复叠系统应用的专用产品。从数千个应用案例中汲取宝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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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之所趋、蓄势待发

——中国天然制冷剂市场的发展
首届ATMOsphere中国大会将于2018年4月11日至12日
在北京举行。这届大会引起了国内政府、海内外制造商以及暖
通空调和制冷协会的强烈关注，也预示了中国将逐步向天然制
冷剂的转型。
作者：Eda Isaksson

为响 应 市场对天 然 制 冷剂高

涨 的需求，s h e o co 全 球 系列 会 议

ATMOsphere将于2018年4月11日至

12日在北京金隅喜来登酒店召开首届

中国大会。4月9日至11日将在京举行
亚太区最大的制冷技术展览会2018中
国制冷展，ATMOsphere中国大会议
程则紧跟其后。ATMOsphere中国大

会的活动内容中包括参观麦德龙立水
桥商场——中国零售业首个使用跨临
界二氧化碳系统的商场。

会议提供中英同声传译，旨在更

好地建立中国企业和全球天然制冷剂

市场之间的桥梁。大会内容丰富，其
中包括行业领头企业圆桌论坛，论坛

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龙头供应商

企业为我们分享他们在中国面临的障
碍、未来的计划和市场的机遇。

ATMOsphere中国大会将深入探

讨国内暖通空调和制冷的市场现况，
目前中国市场正处于蒙特利尔议定书

逐步淘汰氢氟碳化合物下的过渡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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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会议演讲内容还包括，为响应全

球过渡，如何实现从HFCs到天然制冷
剂转型的跨越式发展。

来自中国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的

代表将在大会政策环节介绍有关中国

天然制冷剂监管的最新信息。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UNIDO）也将在本届
会议上发言，分享天然制冷剂在国际
层面的进展。

全球领先的暖通空调和制冷协

会、终端用户和技术供应商的参与也

为此次大会进行了背书，展示出中国
加速向天然制冷剂转型的决心。

更多会议内容详见下页议程，或请

登陆网站http://www.atmo.org/china2018

4月11日日程

PM

4月12日日程

15:30 开场，签到

8:00 开场，签到

16:00 开场致辞

9:00 会议开始 政策解读

16:20 行业领军企业论坛

AM

10:45 巅峰对话
12:00 自由交流午餐

18:30 自由交流

13:00 顾客体验分享

19:30 交流晚宴

14:30 自由交流
PM

15:00 技术案例分享1
16:15 休息
16:30 技术案例分享2

主要环节安排及嘉宾
行业领军企业论坛

丹佛斯 | 都凌 | 开利 | 恩布拉科 | 日本电产
卡士妥 | 华意压缩 | 爱普塔 | 施耐德

政策解读

钟志锋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MEP/FECO）
Ole Nielsen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Avipsa Mahapatra 英国环境调查机构 (EIA)
Alvaro De Oña
shecco

巅峰对话

王文华
陈敬良
马 进
王 雷

顾客体验分享

林坚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王银学 京东集团
郭晓美 山东美佳集团
张代乾 雀巢健康科学
郭立忠 SPAR北京华冠
（更多嘉宾陆续加入中...）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中国制冷学会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主要环节安排及嘉宾

都凌

《工业用跨临界二氧化碳压缩机》

恩布拉科 《R290在国内轻型商用市场的应用》
卡士妥

《关于CO2热泵的研究与进展》

华意压缩机《新一代轻型商用节能压缩机》
技术案例分享

爱普塔

《改进R744跨临界系统提高效率》

富士豪

《对比两种跨临界二氧化碳增压压缩机》

卡乐
《使用卡乐控制与监控系统的中国首家麦德龙跨临界CO2店铺项目》
Scantec 《采用小充注量型氨制冷系统的东莞配送冷库项目》
路伟集团 《CO2配件高效空冷换热器》
艾默生

《采用二氧化碳复叠制冷系统改造红府超市制冷》

昆明东启 《二氧化碳热泵供暖》
杭州三花研究院 《"煤改电"政策下的R290 热泵》

会议目的
在《基加利修正案》被批准后，HFCs 面临逐步消减，R22 面临彻底淘汰。制冷
剂替代成了制冷行业关注的重点问题。最近几年，随着天然制冷剂在欧洲的大范围应
用，相当多的零售巨头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响应中国政府《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
规划》，开始在中国地区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门店，在门店内倡导使用天然制
冷剂制冷系统，减少碳排放，兑现可持续发展承诺。

shecco是一家来自欧洲比利时的公司，是天然制冷剂制冷解决方
案的推广者，凭借十多年的经验，shecco可以提供丰富的天然制冷剂信
息。通过此活动，商超、冷库等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天然制冷剂，寻找到
最适合于他们的解决方案。

扫码关注shecco公众号
了解更多会议内容
还有与会者福利

扫码直接报名
天然制冷剂技术论坛会

报名入口的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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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机组领跑者

在美国，商超零售品牌ALDI（ 阿尔
迪）①安装了69套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
系统，从而成为此类制冷系统的最大用
户。阿尔迪大刀阔斧的门店扩张及改造
计划则意味着对这一系统更大的需求。
作者：Michael Garry

2015年12月,当Hillphoenix推出AdvansorFlex产品——一种制

冷量更小、更经济的Advansor跨临界二氧化碳增压制冷系统时,佐
治亚州科尼尔斯市的OEM就已经在考虑将小型便利店作为他们的
主要终端用户。

阿尔迪在美国35个州迅速设立了近1700家商超连锁店。位于

伊利诺伊州巴达维亚市的公司在AdvansorFelx面世之前已经开始

使用Hillphoenix的Advansor系统，不过后来他们选择了切换到更
小的系统。

“Hillphoenix生产的AdvansorFlex系统专为阿尔迪设计，

其占用空间更小。”阿尔迪美国（位于纽约北部）的副总裁Aaron

Sumida提到，
“Advansor二氧化碳增压系统比其他系统更加适
合传统商超。”

2017年 8月11号，阿尔迪的 69家门店采 用了跨临界二 氧化

碳系统——大部分为AdvansorFlex， 而且更多门店也将采用该系
统。Hillphoenix应用于66家门店，另外有3家采用由哈斯曼以及加
拿大OEM Systèmes LMP合作提供的跨临界系统。目前门店改造

项目已经有10余个, 余下的系统则安装在新的门店中。在没有二氧
Accelerate China // Spr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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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ron Sumida和AdvansorFlexn

化碳制冷系统的门店里，阿尔迪目前使用的是R448A制

冷剂。基于这69套机组的安装,阿尔迪成为了美国商超行
业内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最大用户。在北美则仅

次于已有应用了跨临界制冷系统的100家门店的Sobeys（
加拿大商超企业）。阿尔迪美国因为其低廉的价格（公司

宣称比传统商超便宜高达50%）、私营的企业性质、只提
供必要的服务及有效的管理而闻名。阿尔迪美国隶属于总

部位于德国米尔海姆市的ALDI South (Süd)集团，已独立
运营41年之久。面对来自美国传统商店及其他欧资零售
品牌愈见增长的竞争压力，阿尔迪门店已经宣布了其雄

心勃勃的门店发展计划。 至2022年末将投入34亿美元
资金，阿尔迪期望其门店数量能达到近2500家，从而成

为继沃尔玛（Walmart）、克罗格（Kroger）之后排名美国
第三的商超品牌。

阿尔迪已经公布了一项16亿美元的计划,以期在2020

年对美国现有的超过1300家门店进行改造和扩张。 我们
将在改造店看到拥有现代化的设计、敞开的天花板、自然
采光和其他凸显保护环境特点的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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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巨大影响

在美国,阿尔迪设立了企业目标,即至2020年 将 销

售区的温 室 效 应气体 排 放 量 每 平方米较 201 2年降 低
30%。而说到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对这一目标的潜在影
响，Sumida指出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还提到：用二氧化

碳替代R404A甚至更低GWP值的R407A，意味着制冷剂泄

漏导致的变暖影响会分别降低到1/3,900th 和1/1,900th。
“我们的门店是排放的主要源头，用这个方案能帮助我们

实现目标。” 2016年3月，阿尔迪美国进入南加利福尼亚

市场并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如今该系
统也开始应用于他们24个地区中的四个地区——加利福尼

亚、新英格兰（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

罗德岛及佛蒙特州）纽约以及弗吉尼亚新店的主要改造。
2015年，阿尔迪加入 “GreenChill② “组织，该组

织号召商超行业企业制定“降低排放”目标，汇报年度排

放量，并且为改进现存及未来门店的制冷和暖通空调设
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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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迪美国副总裁
Aaron Sumida

摄影：Ben Cleeton

2017年 8月,阿尔迪 美国的69家 跨 临 界 门 店 中,有

43家门店 被 美国环境保 护局的合 作 组 织Gre enChill

授予“GreenChill白金”证书，而且更多应用跨临界系统的
新门店和改造店也将被授予此荣誉。

阿尔迪美国虽尚未决定承诺全部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

制冷系统的最后期限，但“应用二氧化碳系统标准化是我

们的长远性目标。” Sumida说到。至2022年，随着约800

家阿尔迪新门店在美国设立，我们公司24个事业部将开始切
换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包括18个目前尚未承诺进行切换
的事业部——“以确保为制冷系统安装商及技术人员做好准
备。”Sumida补充到。

阿尔迪美国为什么选择使用跨临界系统呢？“从长远

看，我们坚信天然制冷剂是最好的解决方案，”Sumida说

到。阿尔迪美国虽为独立运营，但它同样要以欧洲的ALDI

AdvansorFlex为这个增长 做出了巨 大 贡 献 。相 较 原

South为榜样。2017年2月，ALDI South公布了公司使用二

来的Advansor系统，其制冷量 更小，更 经济（价格下降

South的英国公司也宣布他们会将所有约700家门店切换至

式用于大型门店）。自2015年12月问世，AdvansorFlex是为

氧化碳系统的第1000家门店，占其门店数量的54%；ALDI

二氧化碳系统，2018年末将首先完成100家门店的切换。
“

阿尔迪在其他国家的门店也把应用二氧化碳系统作为标准，
且已经在天然制冷剂应用上有了很出色的先例，”Sumida
说到。
“阿尔迪在其他国家的门店为我们提供了资源。有些

用于我们环境测试的最佳示范与ALDI South在其他国家

的门店同期进行，这种跨国家的合作 也 将继 续驱动我们
实现目标。”

20%-30%）专为小型门店设计（当然也可以多个机组的形

北美市场量身打造以符合UL/cUL 要求及北美安全法规的制
冷系统。像所有跨临界系统一样，AdvansorFlex的能效取决
于使用环境。在更冷的环境里，其能效相较HFC机组有高达
18%的提升。但是在温暖的环境中，Hilloneix会和美国南部
其他地区一样，配套安装增加能效的隔热气体冷却器。

能源收益

Sumida 提到，与采用HFC作为制冷剂的传统制冷系统

阿尔迪的主要制冷系统

机组相比，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初始成本虽然增加

店及改造店主要使用的制冷系统——书写了Hillphoenix天然

会带来利润增长，尤其是考虑到“避免了制冷剂替代和降低

AdvansorFlex——阿尔迪24个事业部中四个事业部的新

制冷剂之旅的最新篇章。

长期以来Hillphoenix都是二次系统和复叠二氧化碳系

统的供应商，其在2011年兼并了丹麦OEM Advansor——欧
洲市场跨临界系统的主要供应商——的同时，也进入了全二
氧化碳跨临界系统领域。

2012年，Hillphoenix已经在佐治亚州的总部开始生产

自己的Advansor品牌跨临界系统机组。

2017年中旬，Hillphoenix已经在北美安装了近300套

跨临界机组——市场总量为410套，从而成为最大的OEM生
产厂家。

了20-30%， 但是阿尔迪相信，跨临界系统的使用周期最终
制冷剂成本”阿尔迪在它的企业社会责任主页的环境主题中

以及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其环保成就与进展。在获得白
金认证的门店中，Sumida谈到：
“我们十分自豪地向业界展

示环境保护局颁发的GreenChill证书牌——它代表了公司在
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投入的领头羊地位。” MG

①ALDI（阿尔迪）成立于1961年, 是德国最大的连锁零售超市
企业。2017年阿尔迪以奥乐齐之名进入中国市场。

②GreenChill：美国环境保护局与食品零售商合作的组织，
旨在 减 少制 冷剂 排 放 量，降 低 其 对臭氧 层和 环境 变 化
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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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用与轻商制冷
行业兴起碳氢浪潮 。
从全球饮料巨头到欧洲商超,高效节能、用途广泛的

碳氢制冷剂正在被全球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作者：Andrew Williams & Devin Yosh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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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消耗角度看，碳氢作为HFCs的

最 快 的 气候 污染 物，并且 是当下温 室

择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力学特性，使得

通过使用碳 氢 冷柜 来 减 少HF C s 的 使

替代物质之一，被认为是最高效节能的选

碳氢制冷剂在商用与轻商制冷市场尤为适
用。随着世界各国政府针对制造商更为严

格的能效标准的实施，碳氢制冷剂预计将

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被采用。一些
暖通空调与制冷设备制造商则以加倍投资
碳氢系统作为回应。

跨国公司推动碳氢市场扩容
全球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计划截至

2020年底，在所有新的冷饮设备上都100%采

用不含HFC的制冷剂。公司计划主要通过采用
天然制冷剂二氧化碳和碳氢来实现这一目标，
其日本分公司堪称表率。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在
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采用天然制冷剂。截至

2015年底，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在全球安装了
超过180万台不含HFC的设备。

在日本，这家饮料巨头已经通过了一

项正式的目标：截止到2020年，在日本市场
的所有自动贩售设备均100%采用天然制冷
剂，即采用碳氢或二氧化碳。日本当地的

可口可乐瓶装公司要操作大约98万台自动贩
售机。这种设备的使用年限预计为8年。可口

可乐东京研发公司代表董事兼总裁Stan Mah

说；
“到2020年我们有望替换掉所有的设备。”
啤酒巨头喜力也认可天 然 制 冷剂的

商业案例。喜力CEO Jean-François Van
Boxmeer 认为，投资可持续制冷将是 企

业未 来在地 球 上可以从事的最佳投资之
一。全球营收第二大啤酒商喜力集团，正在

设定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Boxmeer承认HFCs是世界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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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 放的主要来源 。喜力集团正在

用。
“到2020年，我们将把我们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在2010年水平上削减一半。”
Van Boxmeer说道。

碳氢进军食品零售行业
在美国，总部位于明尼阿波里斯市

的塔吉特公司（Target Corp.）已经在超

过1000家门店中使用了R290自含式陈列

柜。
“塔吉特已经对替代制冷剂进行了数
年的评估，并确定R290是首选的自含式

制冷解决方案。”塔吉特公司工程部高

级总监Paul Anderson在去年食品营销

研究所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办的能
源与商店发展会议上表示。

在欧洲，技术创新、政策变化与降低

能耗的动力因素正引导零售商转向碳氢

制冷剂。比如，利德超市（Lidl）已经在其
德国门店的所有新即插式冷藏设备上使

用R290。利德超市正致力于将R290推广
到未来欧洲所有的新安装设备中。

天然制冷剂也帮助克鲁特集团

（Colruyt Group）节约了开支并实现了
环境目标——这家比利时零售商的店内

冷藏系统均采用碳氢制冷剂。克鲁特集

团创建于192 5年，总部位于布鲁塞尔
附近的哈尔镇，是比利时最大的零售商

之一，年营收超过91亿欧元。这家公司

拥 有 超 过 5 0 0 家商店，员工人 数 超 过
29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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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鲁特集团 Collin Bootsveld
2/ 塔吉特公司 Paul Anderson

该集团旗下的三种模式商店都

一起，而是互相冲撞并彼此远离，这样

配 置 有 商 品 冷 藏 系 统 ：克 鲁 特 超

就产生一道可以将冷空气逼回冷藏室

食品店。克鲁特集团已经100%采用

的Okay便利店和克鲁特超市中。

市、Okay便利店和Bio-Planet有机

可再生能源电力，当前制冷对其碳足

迹的贡献比要大得多。因此，选择正

确的制冷剂，对于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目标至关重要。克鲁特集团最终的

目标是要实现无HFC化。2012年，该
公司启动了一项可行性研究，这份研

究令克鲁特集团在2014年12月正式

通过了在所有制冷需求中100%采用

的“空气门”。这项原理被用于所有新开

联合利华选择碳氢

荷兰—英国跨国消费品巨头联合利

华也正致力于采用碳氢制冷剂。联合利

华在1999年决定采用碳氢制冷剂，而在
此之前该公司也考虑过二氧化碳。

荷兰—英国跨国消费品巨头联合利

天然制冷剂的决定。自2016年底以

华也正致力于采用碳氢制冷剂。联合利

HFC制冷系统。

此之前该公司也考虑过二氧化碳。

来，该公司在 其门店中已不 再安 装

克鲁特集团制冷系统的核心是

华在1999年决定采用碳氢制冷剂，而在
“考虑到对服务的影响，确保服务

内含不超过2.5公斤丙烷或丙烯的紧

工程师使用碳氢制冷剂技能熟练并受过

能力为30—50kW，可以满足该集团旗

的培训是关键。如果做对了第一次，那么

凑型制冷装置。单台制冷装置的制冷
下较小的Okay便利店和Bio-Planet有
机食品店的制冷需求，克鲁特超市则

运行着两台紧凑型制冷装置。不过，
额外的一台制冷装置总是显得多余，

仅仅是在另一台出现故障时使用。克

鲁特超市也有特殊的冷藏间，顾客可
以在货架上选择水果、蔬菜和其他产
品，但里面没有冷藏柜。冷藏室上方

的通风装置抽走室内的空气，用乙二
醇对其进行冷却，并通过穿孔的墙壁
将冷空气送回室内，从而在货架上产

生3-4°C的温度，而室内温度为7°C。
不断循环的冷空气抵消了顾客和周

良好的培训，这一点非常重要。服务人员

1/

碳氢制冷剂将会在今后的岁月中一直为
你服务。”Jakob说。

联合利华发现碳氢陈列柜的可靠性

与采用HFC制冷剂的陈列柜相同。
“我

们在使用碳氢陈列柜方面拥有超过10年

的经验，并且我们从来没遇到过安全问
题。”Jakob表示。因此，在未来零售行

业制冷版图中，碳氢制冷剂将扮演一个
重要的角色。 AW&DY

2/

围商店散发的热量。在冷藏室的入口
处，一道空气帘幕从冷藏室敞开的门
上方的通风口吹入冷空气，从而防止
冷空气外泄。冷暖空气并未混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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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更蓝的天
空和绿色的地球

CO - NH - R290 - Glycol
²
³
自然工质高效换热器

商用及工业用蒸发器

* 最大工作压力达85Bar

气体冷却器，冷凝器和干式冷却器

NEW
COMBINED SPRAY
+
ADIABATIC SYSTEM

可靠的性能参数
减少了支撑脚托

更低的制冷充注
更低的能源消耗

* 最大工作压力达13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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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全新
的视野

根据全球行业关键数据显示，技术整合以及氨，碳氢化合物和二

氧化碳之间的竞争加剧将有助于2018年及以后的暖通空调制冷领域天
然制冷剂解决方案的市场增长。
《Accelerate China》记者报道。
作者：Andrew Williams, Michael Garry、Charlotte McLaug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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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国开始为2019年“蒙特利

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的生效做准
备，未来几个月也注定会对暖通空调

制冷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基加利修正
案旨在消减HFCs的生产和使用，将于

2019年1月1日生效。该修正案对《蒙
特利尔议定书》的197个缔约方具有
法律约束力。

明确的市场讯号
广泛应用于空调和制冷行业的

HFCs被视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气候污

染物。根据基加利修正案设定的消减
时间表，发达国家将率先进行这类温

室气体的削减，将从2019年开始在基
线水平(2011—2013年的均值)上削减

10%，到2036年削减85%。基加利修
正案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第一组
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
在内——将在2024年对HFCs的生产

和消费进行冻结，并从2029年启动

削减进程；第二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
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海湾国

家在内，他们的最后期限稍有延缓：将

从2028年对HFCs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冻
结，从2032年开始削减HFCs的消耗。

即将生效的基加利修正案确定了

明确的HFC制冷剂逐步淘汰时间表，

给暖通空调制冷行业传递了一个强有
力的信息。希望行业能够积极提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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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天然制冷剂制冷设备在内的先进

技术，来达成基加利所制定的目标。

暖通空调制冷行业的整合

在对天然制冷剂市场如二氧化碳，

氨和碳氢化合物的观察中，有些人预

测制冷和暖通空调行业的整合将在
2018年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技术进

步将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促进更多天

然制冷剂的使用。意大利商用制冷设
备制造商Arneg的客户和产品 支 持

负责人Enrico Zambotto先生告诉
《Accelerate China》的记者：
“2018

始使用喷射器、过冷、并联压缩技术

和简单化的控制逻辑。加拿大市场已
经开始采用天然制冷剂技术，因为商

用和工业制冷领域所有的设备都基于
二氧化碳的使 用。二氧化碳就 是 未
来。我们预测2018年这一需求将再次
增长。”

艾默生商住解决方案冷链总监（食

品零售增长战略）André Patenaude

先生预计“加拿大的商超行业将开始
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技术”。

美国工程商Climate Pros发现，

年将是不凡的一年——商业制冷领域

美国的终端用户相较其他地区进展

将看到不同的 解决 方案，如并联 压

Ernest先生说到：
“正在部分使用二

将开始使用二氧化碳制 冷剂 。我 们

缩、[标准]喷射器、热回收系统、暖通

空调集成、二氧化碳泵供液系统和二
氧化碳冷凝机组等等。”

丹麦企业Advansor也注意到了

缓慢。Climate Pros 公司总裁Todd
氧化碳设备的客户中少有客户明确表
示他们会尽快全面切换到二氧化碳系
统，所以我们在继续观望。”

不过终端用户在帮助推动这一

这一趋势。
“我们将看到最新的技术

趋势。全食超市 ① 设备总监Tristam

成为市场的标准配备。”联合创始人

系统的喷射器技术及先进控制逻辑

如集成系统、喷射器和转子式压缩机
Kim G. Christensen先生提到。

北美的设备制造商们也很看好二

氧化碳在2018年的积极应用。加拿大
公司Systèmes LMP总裁Jeff Gingras

先生提到：
“2018年节能方向显而易

见，我们看到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开

Coffin先生相信：
“二氧化碳跨临界

已经开始发展。有了正确的新技术及

方案，我希望采用跨临界技术的温区

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们期待明年
能看到喷射器产品和技术在美国受到
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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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
一些市场观察者预计二氧化碳即

将在新应用和世界的一些新地区掀
起轩然大波。

“北美已经开始关注二氧化碳热

泵系统，其示范项目也开始得到关注
和接受。”艾默生的Patenaude先生

预言到 。他 还看到 行业市场正在发
展：
“应用于中低温应用的大冷量二
氧化碳压缩机将开始兴起。”

压缩机制造商意大利都凌（Officine

Mario Dorin）很有信心，他们能为市场
提供最大达80HP的二氧化碳压缩机。

二氧化碳将“出现爆发式增长，尤其对

于大型应用，比如说仓库，过程冷却之

1

类。” 都凌的销售经理Giacomo Pisano
先生提到。

不过今年应该不仅关乎大型二氧化

碳系统将如何发展。
“我们将看到更

广制冷量范围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
从只有几千瓦到兆瓦，同时制冷系统
将变得更紧凑更简单，服 务 也会更

加完善。”Advansor的 Christensen
先生说到。这家丹麦公司为位 于 荷

兰一家叫Staay Food Group的加工

于美国的Henningsen冷库的

工程服务经理Pete Lepschat

冷冻应用专家Jesper Olsen先

经名声在外，该企业通过减少

蓬勃发展的一年：
“氨热泵系

先生如是说。Henningsen已

设备部件、使用低循环倍率供
液的冷风机来降低一些仓库
制冷设备的氨充注量。

同时，食品饮料行业也正

工 厂 安 装 了全 球 最 大 的 二 氧化 碳

在迅速普及天然制冷剂的整

瓦。Christensen先生说：
“无论是商

现项目成 本 的 节约，同 时 在

跨临界系统，总制 冷 量 超 过 3 . 3 6 兆
业制冷还是工业制冷，我们坚信二氧
化碳将占据最大市场。”

还有其他企业和他一样，预测工

业市场会更大量地使用二氧化碳。

“我预测在新的工程项目中，二

氧化碳系统（ 无 论亚临界还 是 跨临

界）的用量将会增长，同时小部分的
低充注量氨系统也会有所增长。”位

阿法拉伐（Alfa Laval）的

体解决方案。
“这可以真正实

生预测今年将是天然制冷剂

统将会迅 速 发 展，我们也 将
做好准备。”他还预测，随着

新欧盟F-gas法规出台，欧洲
的HF C系 统 将 会减 少，天 然

制冷剂的需求会增加“至少在
2018年下半年会这样。”

来自Scantec公司的管理

另一方面降 低 终端用户的费

总监Stefan Jensen先生在澳

家低充注量氨系统解决 方案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告诉记

用。”据益美高（Evapco，一
提供商）美国的副总裁Kur t

Liebendorfer先生说到。他告
诉记者：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
在2017年我们收获了一些新

的业务，且在2018年又有了额
外的订单。”

大利亚推广低充注量氨系统

者：
“我们希望在2018年至少
额外完成5个集成系统的双级
压缩低充注量氨系统的制冷

项目。这项技术于2012、2013

年问世，我们希望将这类技术
的系统数量增加到19个。”

Accelerate China // Spring 2018

Market // 53

2018年，是见证澳大

利亚削减 HFC s 法 规 生 效
的一年。

尽管如此，Jensen预

测在澳大利亚的进程会较

为缓慢。
“天 然 制 冷剂 技
术的加速发展很可能意味

着对HFC的进口量比未 来

2- 4 年规 划的量有更 大幅
度的削减。”

1/ 全食食品超市设备总监
Tristam Coffin

2/ 艾默生商住解决方案冷链
总监André Patenaude

多种自然制冷剂间的竞争

碳氢化合物的应用将逐步提升

艾默生商住解决方案冷链总监（食品

一些市场观察者认为，继2017年

零售增长战略）André Patenaude先生认

强劲的增长势头后，2018年碳氢制

方案。他说：
“氨、氨-二氧化碳复叠系统、

实现增长。

为制冷市场上将会出现混合 制冷剂解决
或是二氧化碳增压系统都将被视为现有

HCFC系统改造及新工业制冷系统的可行

有效的选择。氨-二氧化碳复叠系统正开始
取代氨板式速冻的应用。市场将会出现更

大冷量的亚临界低温二氧化碳压缩机从而
加速这类应用的普及。”

瑞士系统设计公司SSP Kälteplaner

的管理总监Beat Schmutz先生认为多种
天然制冷剂在各类不同应用中的竞争也愈
加激烈。
“除了氨以外，二氧化碳在工业制
冷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了。”Schmutz
先生提到。

都 凌 的 P i s a n o 先 生认 为 大 冷 量 二

氧化碳系 统会 得到进 一步应 用，但也预

测工 业 制 冷 领 域 的 天 然 制 冷 剂 技 术 仍
将“以 氨 为主”。

2

冷剂在轻商制冷系统领域有望再次

“2018年，我预计R290（丙烷）

制冷剂在小型设备上的应用会有所增
长。”恩布拉科（Embraco）商用制冷

产品经理Marek Zgliczynski先生提
到，
“这个趋势在2017年最新销售的
产品 上已有明 显体 现 。”艾 默 生的

André Patenaude先生认为，2018年
独立式丙烷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应

用将继续增长。尽管美国法院关于阻
止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将HFCs从

重要新替代品政策(SNAP)中剔除的
裁定引起了业内的困惑，但美国商用
制冷设备制造商True Manufacturing

公司的工程经理Charles Hon表示，
该公司将继续推进其生产的设备中

100%采用碳氢制冷剂的计划。
“我
们正继续提高R290的销售数量并正
在对设备 进行更多的再设 计。行业

大部分 企业都止步观 望，他们期望
环境保护署的重要新替代品政策中

关于移除HFCs的部分能在法庭上立

足。一些还在向前推进的企业，也是
为客户需求所驱使。”Charles Hon
先生说到。

一些观察人士预计，美国空调供

热制冷协会(AHRI)、国际电工技术委
员会(IEC)、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

程师学会(ASHRAE)、美国保险商实

验所(UL)、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

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等标准
组织和相关机构将在未来几年内发

布碳氢制冷剂新的充注量限值。恩布

拉科的Marek Zgliczynski先生认为，

在充注量限值提升之前，碳氢制冷剂
Spring 2018 // Accelerat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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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暖通空调领域
Uniechemie公司研发负责人与暖通空调经理

Menno van der Hoff先生认为，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来推广碳氢制冷剂在商用制冷以外的其他领域的

应用，比如暖通空调领域。
“为什么? 欧盟F-gas法
规并未强令禁止使用HFCsR410A或R134a，况且

制冷剂的成本在变频空调或冷水机组总成本中只

占很小的比例。因此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只有早
期使用者或环保客户才会拉动市场。”Menno van

der Hoff先生说道。他还提到，市场的分散，导致

大家很难相互交流天然制冷剂带来的益处，
“投

资人、建筑师、部件生产商、生产、咨询、总工程
Uniechemie公司研发负责人与暖通空调经理
Menno van der Hoff

的竞争力无法和HFCs匹敌。
“对于大型的展示

柜和压 缩机而言，采取制冷剂混合的过渡 方
式仍是主流，因为针对提高R290和A2Ls制冷

剂充注量的法规尚未出台。”艾默生的André
Patenaude先生相信：“ 提高A 2L 和A 3类制
冷剂充注量限值，将推动更加大冷量设备的
快速发展。”

美国全食食品超市也很期望能看到充注量

限值的提升。
“我乐观地认为，关于碳氢制冷剂

充注量限值的政策在2018年及以后将会慢慢稳

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该公司可持续与设备
总监Tristam Coffin先生说： “于我而言，使用

天然制冷剂毫不费力。为什么还要等待? 越早
采用，你获得的经验和实践就越多，而这也意

味着你能更早精通系统操作。我相信业内其他
企业也会开始秉持这种心态。”

商、机电工程商、分包商、委员、承租人、所有者等
等，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利益链。”Van der Hoff

先生寄希望于中国市场：
“我认为，只有在制冷空
调生产商不采用R32的情况下，中国暖通空调市场

才会发展出更大冷量丙烷的解决方案。另一个问
题是向市场澄清并警告HFOs制冷剂带来的危险。

在环境安全方面还有太多未知的问题。”
“2018年
我们将继续选择丙烷作为低环温热泵最有效的制
冷剂。人们将看到更多使用丙烷的品牌，特别是

针对冷水机组、移动及分体式的解决方案。”Van
Der Hoff先生说。

2018年注定是天然制冷剂在全球范围各类

应用中大显身手的一年。请和《Accelerate》一

起继续关注全球不同地区的制冷剂发展趋势！
AW, MG & CM

①“全食食品超市”(NASDAQ: WFM)是1978

年由时年25岁的麦基（John Mackey）从美国得
克萨斯州奥斯汀大学城一家店面起家，现今已发

展成为全美最大的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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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压缩机在商超领域的应用
富士豪乐于成为您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和亚临界制冷压缩机的合作伙伴。
为了追求更高的性能和更长的使用寿命，我们研发了二氧化碳压缩机系列，
目前已有上百套配有富士豪二氧化碳压缩机的机组在市面上运行。
富士豪一直致力于不断研发质量可靠的产品，并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 复叠系统
* 直膨系统
* 增压系统
* 变频兼容

Tel. +86 021 58650192

Fax. +86 021 58650180

www.frascol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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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零售时代核心：

天然制冷剂
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坚
信：在中 国 进 入零 售 新 时
代 的 过 程 中，天然 制 冷剂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 Devin Yoshimoto&Yingwei Tao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
，作为

中国领先的连锁及零售行业组织，期
望天然制冷剂能为中国快速转变的

零售行业的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协会目前有1000多
家企业会员，这些会员下的门店总数

多达35万6千家，覆盖了零售、餐饮以

及酒店服务等各类行业。
《Accelerate
China》记者在对协会的采访中，了解

到了协会在2018年的工作重点，中

国零售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以及暖
通制冷空调技术在未来将发挥的作
用等内容。

更加关注社会及环境问题
在中国政府继续强调社会与环境

可持续性发展的同时，零售行业也在
寻找最终会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技

术解决方案。连锁经营协会相关负责

人提到：
“明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在
两个方面。
首先，是要与我们零售行业

的企业分享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2018
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收集在新

技术应用方面出色的案例并做推介。
其次，整个零售行业需要专注于可持
续性发展方面的新的标准和法规，这

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所在。
”

负责人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可持

续性发展，不仅仅是指个体业务的增
长，也包括这些增长对整个社会和环
境带来的深远影响。

“关键点在于考虑社会 成 本 和

社会价值，而非仅仅立足于行业自
身的利益。”

使用天然制冷剂意识的增长
“天然制冷剂在能效方面的表现毋

庸置疑，比传统制冷系统更出色。
”负
责人说到。
“此外，我们不仅要降低碳
排放量，也要降低产品的生命周期总

成本。”在国际出台HFCs削减的政策
法规的大环境下，负责人看到了天然

制冷剂技术带来的益处和发展潜力。
“零
售行业制冷系统使用的制冷剂将逐步
Accelerate China // Spr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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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消耗臭氧潜能值（ODP）和低全球变暖潜能值

（GWP）制冷剂取代，从而符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要求。
”负责人说到。

进入全面融合的新阶段。
”这个趋势将带来很多新
机会，尤其对于天然制冷剂来说。

“就生鲜食品而言，消费者对高品质和高保鲜

当然，连锁经营协会也深知行业将面临的困

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也为暖通制冷与空调行

培训的技术人员的短缺等。
“对于中国零售行业来

说，
“对品质的高要求正在驱动行业对冷链和制冷

难和挑战，比如说较高的初始投资成本、受过专业

说，环保型制冷剂的应用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看
来，个体的技术能力薄弱，设备投资成本较高，并

且技术应用也尚未得到普及。”连锁经营协会希
望能够继续通过第一时间唤醒行业内的意识来
解决这些问题。

2016年，连锁协会发布了“中国零售业推动环

保型制冷剂应用倡议书”
，号召行业号召零售行业

及利益相关方在推进门店低能耗运行的同时，关注
臭氧层保护，积极推广环境友好的绿色冷链技术应

业带来了诸多机会。”连锁协会相关负责人解释

技术进行更大的投入。增强生鲜产品品质的过程
中有很多方面可以改善，比如食品安全和质量把

控。
零售商们也需要增加对保鲜技术的投入，尤其
是冷冻设备。
制冷系统制冷量也将更大，同时行业
需要更多新技术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看

到，对于零售商，特别是那些经营冷冻生鲜货品的
零售商而言，因为环境保护新政策的出台，他们对
天然制冷剂技术的需求在日益增长。
”

连锁协会相关负责人将努力提供各类所需

用。
负责人说：
“未来我们将继续与零售商、设备服

的信息和技术，以帮助成员们逐步适应新零售时

力，继续加速推进绿色制冷剂在零售行业的应用。
”

中得到印证。

务供应商、标准制定方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努

生鲜食品的发展趋势为环保型制冷剂带来机
遇

尽管面临挑战，市场趋势正快速推动环保型

制冷剂在中国零售行业中的发展。
“跟以往不同的

是，2017年是有史以来线上投资线下最密集的一
年。
”连锁协会相关负责人说到。
“从积极正向的角

度看，这是对线下零售实体价值的一次再认识，说

明线下实体得到了资本市场充分的认可，具有线上
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
线上线下从原来的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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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同时也期待这一趋势在他们组织的各类活动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

的亚洲领先的零售行业盛事。
“2017年，中国零售展

创造了新的纪录，展位面积首次扩大到9万平方米，
近三年来展览共计吸引了超过5万5千多名观众。
”
2018年中国零售业博览会将是衡量天然制冷剂在
零售行业发展进度的一个理想平台。
“零售业博览

会中展示的技术皆体现了零售商们的需求。
我们相

信在未来几年，天然制冷剂技术将会在Chinashop
中大放异彩。
” DY &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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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轻商制冷市场：
碳氢启动缓慢但前途光明
中国在家用冰箱领域已经掌握了碳氢技术。
这项技术将要进入的下一个领域是轻商市场。
作者：Charlotte McLaughlin & Devin Yoshimoto

碳氢在家用冰箱领域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非政府组

一年之内，他的倡议结出硕果，令德国“绿色冷藏”计划的

能源专家Wolfgang Lohbeck。这是一个看似“天方夜

速传播。
“绿色和平组织预计目前全球有9亿到10亿台家用

织（NGO）绿色和平组织，一个德国老牌冰箱制造商和
谭”的故事。

1989年生效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标志着氯氟烃

（CFCs）开始走向终结。氯氟烃（CFCs）是最早引起臭 氧

层空洞的物质之一，而HFCs则被视为这种物质的主要替

代技术。
绿色和平组织与Wolfgang Lohbeck（Wolo）在
1992年决定启动“GreenFreeze（绿色冷藏）”制冷计划。

“Wolo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世界因为他的工作

变得更美好，”曾与Wolo一起从事该项目工作的绿色和

碳氢制冷实现了高度成功的商业化，并且这项技术得到迅
碳氢（绿色冷藏）冰箱。
”Maté表示。

目前，中国家用冰箱已经大规模采用碳氢制冷剂。
“大

部分电器使用R600a（异丁烷）
，这是一种天然制冷剂。
”

巴西压缩机制造商恩布拉科大中华区销售与营销总监
Jason Qian对记者说到。

中国本土压缩机制造商华意压缩每年在中国销售

1800万台碳氢家用压缩机。华意压缩市场营销经理David

Zhu 表示，预计在2018年，这一数字有望增长至2000万

平组织政策性业务部门高级顾问Janos Maté告诉记者。 台。
“在不久的将来，R600a在家用冰箱上将得到100%的
Wolo在德国多特蒙得会见了多位科学家，他们向他

展示了切换到碳氢制冷剂——比如异丁烷和丙烷——对

采用。
”David预计。

虽然家用制冷市场几乎完全转向了碳氢技术，但商用

家用冰箱领域来说是个可行的选择。他找到了一家名为

制冷市场预计将会比家用市场更难攻克。在中国，轻商产

开始研究碳氢冰箱。

采用R134a制冷剂。一些压缩机和陈列柜技术制造商认

DKK Scharfenstein的即将破产的冰箱制造商，并说服其

品——比如冷柜、陈列柜和瓶装饮料冷却器——仍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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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及在我们实验室进行的系统集成测试等等。某种程
度上这是一揽子的组合服务，由于我们资源有限，因此这
也是一项挑战。
”

华意的经验与之类似。
“现在，特别是小型OME厂商，

不想在改变生产线和技术方面投资过多。
”David说。
“他们
想监测和观察市场。如果他们看到他们的客户说‘不，我不

要R134a，我要R290’
，那么他们就会别无选择。他们必须
改变。
”David解释说。

“我们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引导他们转向R290。
”
前身为思科普的日本电产全球家电事业部德国分公

司认为，在激发中国更广泛地应用碳氢的过程中，政府扮
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中国政府鼓励天然制冷剂在中国

的使用，并提高了轻商市场的能效标准。
”日本电产全球家

电事业部德国分公司业务拓展与市场营销负责人Pieter
Boink表示，
“能效标准将从2018年6月开始实施，这将推
动天然制冷剂在中国的使用。
”

为，要帮助中国轻商制冷行业的OEM厂商和终端用户从
含氟气体切换到丙烷，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恩布拉科的Jason认为，当前主要存在两大挑战：中

国的小型OEM厂商缺乏知识和教育，在为这些企业切实

提供所需的专业服务和技术方面仍然存在困难。这些小型
OEM厂商构成了中国碳氢压缩机市场的主力。
“采用丙烷

作为制冷剂，这种认识在大型OEM厂商中间正逐渐成熟。
但是占市场多数的小型OEM厂商并未意识到该项技术的
重要性，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
”Jason解释说，
“他们需要

共同的奋斗目标

欧洲的OEM厂商同样希望改变市场。
奥地利陈列柜制造商奥特冷机系统有限公司（AHT

Cooling Systems GmBH）正在大力推广天然制冷剂，其在
中国的运营实体为奥特冷机系统(常熟)有限公司。
“奥特正
在中国开展一些大型项目。
”奥特企业公关与市场营销负

责人Ulrich Bartoleit表示，
“我们对于用奥特新的R290陈
列柜替换市场上的旧设备非常感兴趣。
”

这家陈列柜制造商收到了其他客户对于这项技术的

更新他们的设备、升级他们的生产线，他们缺乏关于天然

积极反馈。
“非常低的能耗、更强劲的制冷表现，”Bartoleit

高意识和如何帮助他们进行教育就成了关键。
”

插式技术是完美的组合。
一套拥有更长的可靠性、更少生命

制冷剂的全部知识。因此，我们如何帮助他们进行转换、提
Jason进一步表示，这些小型企业也需要专业的服

务来帮助他们将这项新技术应用到其产品中，这是第二

大挑战。
“ 作为一家领先的、富有经验的供应商，我们将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Jason说，
“这意味着不仅要有物

理硬件的零部件，比如压缩机，同时还需要整体的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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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而且采用了奥特的即插式（plug-in）技术，碳氢和即

周期成本的可持续系统将令客户从直接的投资中收益。
”
恩布拉科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与大型OEM厂商的合作

以及推广新的碳氢轻商解决方案来使市场和终端用户意

识到总体成本的重要性。恩布拉科去年和中国的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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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布拉科的便携即插式制冷系统

2/奥特在EuroShop2017上展示了新的超市陈列柜

司、全球最大白色家电供应商之一的海尔达成了合作。
“我

们很自豪地与海尔联合推出了采用R290的瓶装饮料冷却
器。这对中国市场来说真的很重要。
”恩布拉科亚太区客户
经理Herlon Eckermann da Silva在2017年中国制冷展期

间表示，
“在中国，对于市场的大多数来说，一切都取决于

成本，”Jason解释说：
“天然制冷剂提供的最大优势就是
节约能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出plug 'n' cool概念来帮
助终端用户提高拥有者总体成本意识。
”

日本电产也寻求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大进展。去年9月，

这家公司组织了一场天然制冷剂技术的路演。在第四届
日本电产/思科普技术路演期间，这家公司分别在三个不

同的中国城市——青岛（9月18日）、上海（9月20日）和顺

1/

德（9月22日）分享了其在采用R290的陈列柜、自动贩卖机
和瓶装饮料冷却器方面的经验。

“将近150名观众参加了路演，我们分享了关于R290

2/

压缩机替代技术解决方案、NLE、DLE、SCE压缩机技术数

据、低温陈列柜解决方案和R290安全等内容。
”Boink说。
公司还帮助中国一些大的终端用户从HFC冰箱转向

碳氢。
“我们参与了多个由这些知名的终端用户集团驱动
的大型项目。
”他说到。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天然制冷剂（Refrigerants

Naturally）的倡议。这是可口可乐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红
牛、联合利华驱动，并得到绿色和平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
支持的项目。
”他说。

有了这些制造商的帮助，Wolo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

的通往基于碳氢的暖通空调与制冷技术之路，将进一步推
动中国的商用制冷行业向高效节能、利润丰厚、气候友好
的行业转变。 CM &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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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为中国食品零售业准备二氧化碳系统

继2018年1月中国零售行业首个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的
成功安装以来，国内领先的承包商和海外供应商指出为
满足市场增长的需求，应为食品零售行业提供更多关于
二氧化碳的培训，同时提高本地零部件的供给。
作者：Devin Yosh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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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个零售业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安装

识比六年前高得多，但在培养本地人才方面还

也引发了中国整个食品零售业对二氧化碳技术

为现在年轻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普遍缺乏意识

于北京麦德龙商场（详见第18页封面故事），这
的广泛兴趣。

随着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中国领先的承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说：
“教育至关重要，因
和技术知识。”

符特自2012年来就开始积极培训自己的技

包商供应商意识到，如果食品零售业的二氧化

术人员，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技术需求。张总补

中最大的两个挑战就是提供本地培训和零部件

了一个涵盖基础技术的内部试点培训。此外，

碳想要发挥潜力，那么必须解决诸多挑战。其

供应。及时应对以上挑战才能助推中国零售业
二氧化碳市场的蓬勃发展。

技术人员升级

上海符特制冷电器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领

先的整体系统集成公司之一。自2010年开始，

公司致力于提供二氧化碳解决方案。符特承包

了中国第一个亚临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为上
海乐购提供系统设计和安装。不久前，符特还

承包了麦德龙中国首个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安
装，系统于2017年12月投入使用。

符特凭借多年实践积累了二氧化碳的有关

知识和技能。符特认为开展培训是持续推动中

国二氧化碳发展的关键。符特总经理张孟龙指
出：
“中国缺乏二氧化碳技术。仅有少量团队具

备多任务处理能力，包括系统设计、设备选型、

调试、服务和维护等。”他认为现在的市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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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到，
“针对企业技术人员我们在2012年开展

符特还强调现场培训，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培

训环节。”张总解释道，
“公司已经成功完成了

大量二氧化碳项目，并从中看出现场培训尤其
有效，团队的初级成员可以观看和学习经验丰

富的员工在处理二氧化碳系统时所需的专业技
能。” 符特从海外供应商处获得的专有技术成

为了内部培训的基础。张总表示，
“公司通过收
集海外合作伙伴在调试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方面
的经验来完善培训。”

卡乐就是符特海外合作伙伴之一，也是符

特开展国内业务的的长期合作伙伴，卡乐参与
过多个中国二氧化碳项目。卡乐亚太区市场经

理程立认为，
“真正影响二氧化碳推广的原因
是该技术所需的高技术门槛。” 该公司正在积
极努力为行业提供技术培训和支持。程先生表
示，
“近年来，卡乐一直为客户和合作伙伴组织

培训，并与多家地区协会开展合作。卡乐还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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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布有关亚临界和跨临界二

氧化碳技术的课程。这些技术帖现在非常受欢
迎，每篇文章平均有700多次阅读量。”

增加本地供应

张总表示，除了需要提高技能以外，国内

缺乏本地零部件供应是另一个障碍。原因包括

大型国际制造商和供应
商需要向中国引入更多
的二氧化碳技术和生产
来支持二氧化碳市场。
——上海符特制冷电器工程有限公司，张孟龙

许多零部件生产线尚未引入中国。他具体解释
道，
“现在二氧化碳技术的设备和部件需要进

口，本地没有可用的设备和部件，所以许多承

用亚临界二氧化碳在工厂和测试设备中进行了

而进口过程延长了交货时间，拉长了整个周期，

亚临界二氧化碳项目，同时在工厂做好生产跨

包商和工程公司缺乏渠道，无法获得零部件。
这也意味着高昂的成本。”

目前中国本地供应商正在改变国内局面。

大量研究和开发。下一步是在超市开展更多的
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的准备。

来的机会不会轻易丧失。张先生补充

如上海通用富士冷机有限公司率先开展二氧化

道，
“大型国际制造商和供应商需要向中国引

公司前经理张廷勛表示，2014年公司开始运行

碳市场。建议对二氧化碳市场感兴趣的系统零

碳展柜和橱柜的研发，丰富国内市场的供给。
二氧化碳项目，直接原因是看到了欧洲二氧化

碳的发展趋势。自此公司成为了国内二氧化碳
展柜的核心供应商，目前正提高在国内供应和

生产二氧化碳零部件的能力。张先生说：
“我们

入更多的二氧化碳技术和生产来支持二氧化
部件供应商和制造商积极推动这一领域的发
展，随着对这一领域的信心增加，未来可能会

有显著的增长和投资机会。我们需要明白，今天
的低回报并不意味着明天的低回报。”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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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变化

丹佛斯正在中国展开实际行动，以加速天
然制冷剂的应用。
《Accelerate》记者报道。
作者：Devin Yosh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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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行业同仁们展示了这
一行业非常明显的趋势。
——肖伦，丹佛斯中国

近十年来，丹佛斯一直积极致力于在中国

市场推广天然制冷剂技术。

凭借其在全球不同地区提供各类制冷元

件所获得的深厚知识和丰富经验，丹佛斯一直

了欧洲专家分享他们在工业制冷领域的二氧化

碳应用经验，向行业同仁们展示了这一行业非
常明显的趋势。”

肖伦先生解释说，那次路演十分受欢迎，

努力与中国暖 通制冷与空调行业分享知识并

行业内的技术专家和工程经理们出对业内正在

通过 这 些 经验，丹 佛 斯中国见证了中国

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氨制冷系统工业冷

保持沟通。

采用的最新技术纷纷表现出极大兴趣。

暖通制冷与空调行业各个领域日益加速切换

库的事故也引发了行业对氨制冷系统的思考，并

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之后，二氧化碳系统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因为

F-gas的过程，其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在这个过
《Accelerate》记者对丹佛斯中国团队进

行了采访，以更多了解其在中国为推广天然制
冷剂做出的努力。

明显趋势

早在几年前，丹佛斯中国就已经开始在中

国工业制冷领域积极推广天然制冷剂技术。

“大约七年前，中国工业制冷领域一个二

氧化碳项目都还没有的时候，丹佛斯就率先组

织了中国工业制冷领域头两届‘二氧化碳路演'
。”丹佛斯中国制冷事业部中国区高级市场传

讯经理肖伦先生提到，
“路演覆盖了20个城市

和2000多个工业制冷领域市场同仁，我们邀请

Spring 2018 // Accelerate China

激发了行业对二氧化碳的兴趣。
“在这些事故发
该气体无毒且不易燃。”丹佛斯中国工业制冷部
应用与业务拓展经理黄志华提到。

在这之后，工业制冷设备中的二氧化碳系

统的安装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过去三到
四年间，丹佛斯的二氧化碳元件已经用于中国

工业制冷领域内100多个项目中。”黄志华先生
说。所有采用丹佛斯产品的工业制冷二氧化碳

项目，均使用二氧化碳复叠系统（二氧化碳和
含氟化气体的组合）或者二氧化碳载冷系统。

随着二氧化碳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丹佛

斯认为如今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在中国，工业制冷领域也开始考虑使用

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黄志华先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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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们目睹了丹佛斯二氧化
碳元件销售额的又一次巨幅增长。
——丹佛斯公共事务负责人托本·方德·克里斯滕森

伴随中国工业制冷剂市场切换含氟气体的

裴勇华先生提到:“为了提高这些客户的市

进程，一些新技术方案，如低充注量氨系统或

场意识和相关知识，我们仍需做出努力，向他们

运营安全性和提高能效的机会。

带来的益处。二氧化碳系统在欧洲十分常见，

者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等，为行业提供了增强

提高市场意识，推广行业知识
丹佛斯中国积极致力于复制工业制冷的成

功经验，以期在未来几年助力天然制冷剂在食
品零售市场获得更大份额。然而，正如工业制

冷团队在过去一年里所了解的那样，食品零售
行业同样在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去年二月，丹佛斯针对中国食品零售市场

的首次二氧化碳路演顺利完成。

肖伦提到：
“来自欧洲和亚洲的专家们参加

了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办的三场研讨会，共有
300余家食品零售行业的市场同仁到场参加，

我们与中国同行分享了全球各区域相关法规的
最新进展以及当前最先进的二氧化碳技术。”
此次路演反响甚好，不过与参会者的交流

也让我们看到需要尽更大的努力在食品零售行
业推广二氧化碳技术。丹佛斯中国食品零售市

场经理裴勇华先生说：
“去年二氧化碳路演之
后，我们与一些当地零售商进行了交流，他们

展示天然制冷剂系统以及其在环保和经济上能
在美国也会越来越普及。我们能看到这种系统
并不存在安全问题或风险。” 展示全球趋势也
是推动二氧化碳应用的关键之一。

“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应用于食品零售领

域的二氧化碳系统的成功案例数以千计。”肖

伦先生补充道。
“但是在中国，这类项目还不足
一百，这个体量非常小，也意味着这个市场有很
大的潜力。”

从全球范围看，丹佛斯的业务方向非常明

确。天然制冷剂元件的销售额会持续增长。

丹佛斯公共事务负责人托本·方德·克里斯

滕森先生说：
“2017年，我们目睹了丹佛斯二氧
化碳元件销售额的又一次巨幅增长。实际上，这
是自十多年前丹佛斯首次推出跨临界二氧化碳
系统专用控制元件以来的最大增长率。”

现如今二氧化碳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且

成本在持续下降。

“丹佛斯预测，2017年开始的积极趋势将

对二氧化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后来当

在2018年继续持续下去。” 托本·方德·克里斯

统的高运行压力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点——特

我们预测无论是在工业制冷领域、食品零售领

我们再次与他们沟通时，他们提到二氧化碳系

别是在超市和大型超市的应用中。因此他们对
任何二氧化碳项目的审批都将十分严格，尤其
是在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

目前，丹佛斯仍会继续努力向食品零售企

业推广相关知识，并与市场其他一些主要市场

滕森说到。
“特别是二氧化碳将出现高速增长，
域还是其他各种商业制冷应用，市场对二氧化
碳的兴趣会日益增加。”

而丹佛斯中国也必将在未来几年为天然

制冷剂在中国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DY

参与者共同合作以改变这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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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温度
一样的满意度

真正的热力专家
无论是食品保鲜，还是营造舒适的室内环境，都离不开可靠的技术和具
有真才实学的合作伙伴为您提供支持。阿法拉伐是热传递方面的专家。
数十年来，我们为各种各样的暖通空调和制冷系统提供定制化的解决
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使用天然制冷剂的系统设计换热器，在该领域我
们拥有超过 15 年的经验。
我们的钎焊板式换热器和熔焊板式换热器系列性能安全可靠，适用于
暖通空调和制冷应用中的任何制冷剂类型。访问 www.alfalaval.com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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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府超市：

中国首家选择二氧化碳技术的本土零售商
去年，红府超市成为中国首家
安装二氧化碳复叠系统的本土零售
商，这也是中国本土市场在展示天
然制冷剂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作者：Devin Yoshimoto

2017年9月，中国零售商红府超市在中国东部城市安

徽合肥庆祝了其全新的“Homeful”品牌旗舰店正式开

业。这家旗舰店的革新包括制冷系统的改造：采用亚临界

二氧化碳复叠解决方案代替店里的R22循环系统，这也
是中国本土连锁超市中首家采用这项解决方案的超市。

尽管国际零售品牌持续引导中国市场采用天然制

冷剂，但掌握着推动这个国家天然制冷剂商业发 展的
关键的却是中国本土零售商。从这个角度来讲，提高意
识和教育至关重要。

地区项目 国际认可
最初的项目计划实际上要追溯到这家超市的开业

前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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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二氧化碳机组

2016年5月，美国跨国公司艾默生，与中国

二氧化碳技术供应的全

本土OEM厂商和承包商合作，开始领导这个项目

球领导者——美国的艾默生公

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MEP/FECO）

商一起帮助进行系统设计。这

的初步设计阶段。随后，2016年9月，中国环境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一起在北京举

行了国际 保 护臭氧 层日纪念 活 动。在 这一场

合下，红府超市签署了一份正式的“意向书”，

司，与本土的OME厂商和承包

一 方 法 在 红 府 超 市 、U N D P
和FECO的讨论中得到补充。

国内制造商江苏科立德制冷

计划安装由UNDP和MEP/FECO支持的示范项 （Cr y o t e k ）供 应 机 组 , 采 用
目——亚临界二氧化碳复叠制冷系统。

红府超市希望通过这一示范项目，展示其

在环境意识和能源效率方面的领导力。采用这

套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红府超市预计可以实现

显著的节能效益、更高的冷藏产品质量以及大

幅减少碳排放的目标。红府超市也希望帮助提
高人们对于采用新的环境友好、高效节能制冷
技术需要的意识。

在系统安装完成、超市正式开业后，红府

超市于2017年9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开认可。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红府超市获得了UNDP和
MEP/FECO联合授予的“二氧化碳制冷示范超

市”的称号。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
驱动整个行业聚焦新技术、关爱环境、减少碳
排放。”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能源节约 提高意识

在这个项目中，本土与国际技术供应商都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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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默生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艾
默生CO2专用压缩机、阀件及

主控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系统

调试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也表
明了培训当地技术工程师熟
悉并使用这项技术是项目成

功运行的关键点之一。
“ 主要
的挑战是要保持二氧化碳系
统在稳定的状态下运行，因为
二氧化碳的压力水平相当高。
”
艾默生的尤鹏清先生说。

项目时间轴：
2016年5月/6月：初步

设计通过FECO评估。
2016年9月：红府超市与

FECO签订“意向书”。
2016年12月：系统
设计优化。

2017年3月：系统

设计完成，红府超
市选择设备。

2017年7月：安装调试
完成，系统试运行。

2017年9月，超市开业。

通过使用艾默生针对二

2017年11月，红府超市

码能量调节技术，艾默生团

合授予的“二氧化碳制

氧化碳和R134a压缩机的数

队能够“保持系统压力非常稳

定，而这可以带来稳定的陈列

柜温度与显著的节能效果”。
此外，这家公司还致力于

为其中国合作伙伴提供技术
工人培训资源。

荣获UNDP与FECO联
冷示范超市”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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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府超市二氧化碳复叠系统技术参数
地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富世广场
店面规模：5,700 m2

生鲜产品销售面积：1,500 m2

中温区（MT）：

25HP 艾默生谷轮 StreamR134a压缩
TM

机：4（其中1台采用数码能量调节技术）
蒸发温度：-10°C

“艾默生愿意与市场分享我们

胀阀和先进的集中控制等新技术可以

的二氧化碳技术和经验。
”尤先生说。 提升系统效率来帮助克服资金压力，
“我们想利用苏州培训中心的机

会，培训出越来越多熟练的天然制冷
剂技术人员。
”

虽然数据还在收集中，不过与此

前的R22系统相比，目前的二氧化碳

复叠系统估计节能达13%、总当量温
室效应（TEWI）降低10.8%。

但是这仍然需要零售商考虑投资回
报周期。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资

金支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等
行业组织能够组织更多的推广活动来
展示红府超市项目和二氧化碳解决方
案，那么这对于中国市场理解天然制

冷剂技术和加速其市场增长将大有裨
益。
”尤先生说。 DY

艾默生把这家超市视为中国本

制冷量：85.6 kW

中温陈列柜：20个
中温冷藏库：1个

低温区（LT）：

ZO34艾默生谷轮涡旋 CO2涡旋压缩机：3
TM

（其中1台采用数码能量调节技术）
蒸发温度：-35°C

制冷量：16.1 kW

低温陈列柜：13个

土市场对天然制冷剂感兴趣的一个

低温冷冻库：1个

重要里程碑。

“事实上，我们已经从当地零售

商那里收到了越来越多关于二氧化

碳系统的咨询。
”尤先生说。至于对中

国本土市场的挑战，尤先生承认技术
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系统成本仍然需

红府超市内的岛柜

要解决。
“ 对二氧化碳具有扎实的知
识并且训练有素的良好技术工人是
必须的。”尤先生说。此外，尤先生认

为资金支持对于考虑将其含氟气体

系统更换为采用天然制冷剂替代技
术的当地零售商来说仍然是有必要
的。
“诸如数码能量调节技术、电子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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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冷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厅

二氧化碳制冷剂在中国的光明未来

松下集团位于中国的工厂已开始投入生产二氧化碳制冷
系 统，以 顺 应中国及世界的能 效和环境可持 续发 展的 趋 势。
作者：Devin Yoshimoto, Jan Dusek, Yingwei Tao & Rena Okabe

在2016年7月，日本松下集团和中国最大的制冷空调

设备生产厂家之一——大连冰山集团合资成立了“松下冷
机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简称“PAPRSDL”）。

据媒体报道,这两大集团联手合作的目标是“支持中

国快速发展的食品配送及低温配送业务”。此举亦从另一

个角度证实了2017年中国的零售商巨头们在冷链物流和食
品配送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举个例子,去年12月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宣布

作为其“新零售”战略的一部分，他们计划未来在中国布

局2000家生鲜门店——侧重于生鲜食品配送并高度依

赖冷链物流。伴随这一零售趋势出现，一些公司开始有意

向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在此背景

下，PAPRSDL见证了市场对节能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冷系

统的需求增长并顺应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个增长的需
求也在驱动公司继续投资二氧化碳技术，并可以期待未来
数年内该领域的稳健增长。

《Accelerate China》的记者人员参观了PAPRSDL位

于中国港口城市大连的基地并有了切身的体会。

亚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在中国的崛起

近年来松下电器的大连工厂一直在为中国市场供应亚

临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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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亚临界二氧化碳机架

“我想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复叠

理团队和研发团队。”利用专业技术，

接受了。”PAPRSDL的海外销售总监

装了更大型的系统——一种在这个工

系统解决方案已经在中国被认可和

杜丽丽女士说到,“现在我们收集到了
很多终端用户对二氧化碳复叠系统的
需求。”她解释说，客户已经意识到二

氧化碳复叠系统为环保带来的益处，
也正是这个意识驱动了二氧化碳复叠

系统的发展。杜丽丽女士还提到：
“在

中国市场,许多客户看到了二氧化碳复
叠系统的环保效果并正在逐渐放弃使

用R22或者R404A制冷剂。有了二氧化
碳复叠系统，氟利昂气体只会出现在

机房内，而且充注量要小得多。”当
被问及这个趋势是否会持续时，杜

丽丽女士很有信心地回答：
“是的，

亚临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的数量会
继续增加。”通过这些项目的成功安
装，杜丽丽女士和她的工程师团队在

PAPRSDL已经掌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专业技术。

她说道：
“我们有很好的二氧化

碳复叠技术，以及值得信赖的项目管
Spring 2018 // Accelerate China

他们为工业制冷的终端用户成功地安

即将来临的跨临界时代
有了好的定位，PAPRSDL期待着

业制冷尚不多见的亚临界二氧化碳复

中国和海外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并

二氧化碳复叠系统旁边的一张海报，

获得成功的关键。杜丽丽女士说：
“我

叠应用。工厂展示厅内展示的亚临界
介绍了公司为海航华日飞天物流（隶

属于中国海南航空集团，其主营业务

为旅游、航空和物流）安装的一套亚
临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的相关信息。
我 们 为 海 航 华日飞 天 物 流 位

于北 京的一 个冷库安 装了二 氧化碳
复 叠系统 。

“高温系统配备了一台R134a螺

杆压缩机，而低温系统则使用二氧化

碳作为制冷剂,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
统。”杜丽丽女士补充到。这个项目

将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视为下一步

们把二氧化碳技术定义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氧化碳作为二次制冷

剂；第二阶段是二氧化碳复叠；第三
个阶段——也是我们认为的最高阶

段——二氧化碳跨临界技术。”作为
第一步，PAPRSDL将会利用松下在日

本市场的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的领先
优势。迄今为止，松下集团已经在全

球成功安装了8500套室外跨临界二
氧化碳冷凝机组，并计划于这个财年
度在全球范围再安装2500套。

为了扩大PAPRSDL在中国的二

获得了政府补贴，这也表明终端用户

氧化碳 产品阵 容，公司将开始在 大

持。PAPRSDL现已开始将关注点转向

们工厂会从松下引进2匹和10匹的二

的环保举措正在获得政府的大力支

中国的工业制冷领域，以及提供更加
先进的亚临界二氧化碳系统。

连的工厂生产这些机组。
“今年，我
氧化碳室外冷凝机组，并开始为中国

市场打造这款产品。”杜丽丽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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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PAPRSDL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目标,最终会建
造更大型的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因为他们看到
了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一样存在商机。杜丽丽
女士说，
“我想松下的室外冷凝机组在日本很

受欢迎，是因为在日本配备这个系统的便利店

数量众多。但在中国,便利店市场尚不完善。中
国市场对大型系统有需求，所以客户们想要使

我的目标是把跨临界二氧
化碳系统机组相关的主体
业务和研发转移到大连。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电化住宅
设备机器社的业务总监，堂埜茂

用中央并联机组。”当被问到是否在考虑生产更
大型的跨临界二氧化碳机组系统时，杜丽丽女
士回答：
“是的，我们会的。”

松下PAPRSDL在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方面

的独立开发工作是由松下日本集团支持的。松

下日本将此视作有竞争力的优势以及公司总体
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的员工很积极，也很雄心
勃勃，所以我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将日本技术转

移到本土——我们希望本土团队能够独立投入

到研发相关的全过程中，”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
社电化住宅设备机器社的业务总监，堂埜茂说

到，
“我的目标是把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机组相
关的主体业务和研发转移到大连。”

中国工程师们已 经 开始为中国市 场生产先

进的二氧化碳系统，PAPRSDL看好中国市场，更多

终端用户开始使用二氧化碳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满怀对工作的信心和激情，杜丽丽女士和她的团
队正在为二氧化碳在中国光明的未来夯实基础。

问 及 她 如 何看待 中国 制 冷行业 的 未 来 时，杜丽

丽女士回答道：“我 相信并坚信，跨临界二氧化碳系
统就是未 来！” DY, JD, Y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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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 无氟技术的实现
面对臭氧层的保护及防止温室效应的环境课题，
前川提倡并致力于研发适用自然冷媒- 即氨（ NH 3）、
二 氧 化 碳 （C O 2）、空气（a ir ）、水（H 2O ）、碳氢化合物（H C）的技术，致 力
于开发减轻环境负担并提高产品效率的新型产品。

NATURAL FIVE
5 种自然 冷 媒
NH3 CO2 Air H2O
环境 友 好 型 冷媒
应用 于 冷 冻 、空调、热泵系统
有效 防 止 温 室效应

HC

“NATURAL FIV E” 产品

NH3

高 效率 冷冻机

在 F 级温度领域可覆盖从 500T~2000T 级
别的冷库，以小型机组实现高 COP2.3 ※的
冷冻机组。

世界上首台搭载了氨涡旋式压缩机的商用 ·
生产用小型自然冷媒冷却机组。
实现了在冷却水领域内从未有过的小型区域
内的（100m2~）的自然冷媒化，使用 CO2
液泵方式的新产品。

※ 在冷却水入口温度 22℃、CO2 供给温度 -27℃的条件下

Air

空气 冷 媒 冷冻 系统

「荣获平成 20 年（2008 年）的防止温室
效应活动环境保护大奖」
（环境部）
「荣获第 32 届 能源机器优秀奖 」
「第 17 届 臭氧层保护 · 防止地球温室效应奖
」
（经济部）

H 2O

吸着式冷冻机

「荣获第十届 日本环境贡献奖」

CO2

热泵

HC

空调·热泵 系统

「荣获第 14 届 臭氧层保护 · 防止地球温室效应奖」

前川迈坤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 弄虹桥万科 1 号楼 703B 室
TEL:86-21-52341988

http://www.mayekawa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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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制冷剂咨询网络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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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氢制冷平台

二氧化碳制冷平台

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在平台上展示与
天然制冷剂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详细内容请咨询：

sales@shecco.com

氨制冷平台

Business Case for

EVENTS
2018 IN
EVENTS
2018

Natural Refrigerants

ATMO JAPAN
13 February
Tokyo

ATMO CHINA
11-12
12-14 April
Beijing

ATMO AUSTRALIA
7 May
Sydney

ATMO
ATMOAMERICA
FRIGAIR
12-14
June
7 June
Long
Beach, CA
Johannesburg

ATMOAMERICA
FRIGAIR
ATMO
712-14
July 2018
June
Johannesburg
Long
Beach, CA

ATMO FRANCE
June
2018
5 July
Paris

ATMO ASIA
4 September
Singapore

ATMO IBÉRICA
24 September
18
Madrid

ATMO EUROPE
19-21 November
Lago di Garda

www.ATM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