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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Dusek

作者：Jan Dusek

2019年1月1日，《蒙特利尔
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在全球范
围内正式生效。

尽管中国政府尚未正式批
准修正案，但业界已经意识到研
发天然制冷剂设备意味着能更好
地抓住商机。

自去年第1期《Accelerate
中国》创刊以来，我们看到，市场
上所有行业都向前迈出了重要一
步。在食品零售领域，麦德龙集
团等海外零售商持续发力，麦德
龙中国将在重庆和北京分别新开
两家采用跨临界二氧化碳的门店。

麦德龙同时也是消费品论坛
（CGF）的成员单位，消费品论坛
是全球唯一一家将消费品零售商
和制造商聚集在一起的组织，旨
在“以商业的进步带来更美好的
生活”。2018年1月论坛在中国设
立办事处，希望帮助中国企业在
国际舞台上与同行进行互动和合
作。论坛2019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为启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项目。

目前氨的使用在中国仍然受
到严格限制，但食品制造商、冷藏
设施运营商和其他工业制冷企业看
到了创新技术的希望，即跨临界二
氧化碳技术和低充注量氨技术。目
前市场对这些技术的兴趣正在增加，
本地和海外公司都渴望成为中国新
一代工业制冷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
商。

天然制冷剂的使用并不仅限于
冷链和食品零售业，天然制冷剂还
将涵盖轨道交通领域。中国中车大
连研究所研发了最先进的高速动车
组用二氧化碳空调系统，目前该项
目已完成产品组装和地面试验验证，
准备进行装车调试。

终端用户的案例研究是本刊的
重点。我们很高兴能够向您展示海
内外各行业的天然制冷剂相关案例，
希望您能喜欢。

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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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11日
中国制冷展2019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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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12日
第二届ATMOsphere中国大会
中国，上海
ATMOsphere中国大会是立足于商业
案例研究的论坛，旨在探讨天然制冷
剂的商业运用，技术创新以及未来的
发展方向。通过多角度多方位的研讨会
注力行业变革及天然制冷剂的发展。

http://www.atmo.org/China2019

5月8日-9日
ATMOsphere澳大利亚大会
澳大利亚，墨尔本
2019年的ATMOsphere澳大利亚大会
将在墨尔本举办。云集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的领军企业探讨最新的天然制冷
剂商业案例。

http://www.atmo.org

6月10日-12日
Global Cold Chain Expo
美国

http://www.globalcoldchainexpo.org/
welcome

6月17日-18日
ATMOsphere美国大会
美国，亚特兰大

http://www.atmo.org

7月9日-12日
日本食品加工技术展
FOOMA JAPAN
日本，东京

日本食品工业加工技术展览会是日本
规模最大的、最专业的食品加工贸易
展览会。

https://www.foomajapan.jp

http://www.cr-expo.com/?lang=zh-cn
http://www.atmo.org/China2019
http://www.atmo.org
http://www.globalcoldchainexpo.org/welcome
http://www.atmo.org
https://www.foomajapa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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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ATMOsphere Asia
泰国，曼谷

http://www.atmo.org

9月25日-28日
2019年泰国制冷空调展
泰国，曼谷
泰国曼谷国际暖通制冷展览会是泰国
唯一制冷及空调业的展会。每两年举
办一次。由泰国商业部出口促进厅举
办。

https://www.bangkok-rhvac.com

11月7日-9日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中国，青岛
每年的CHINASHOP，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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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11月1日
第24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中国，青岛
在过去六年里，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的
规模增长翻番，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水产
交易展览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生产商和
购买商来此寻找获益的商机，促进和
推动了全球水产贸易的发展。

http://www.seafarechina.com

http://www.chinashop.cc

http://www.atmo.org
https://www.bangkok-rhvac.com
http://www.seafarechina.com
http://www.chinasho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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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能源效率和较低环境影响是合规的长期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
制冷用户将天然制冷剂纳为首选。随着本轮无氟技术的推广，不同天然制冷
剂系统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近年来，商业制冷一直是积极进行天然制冷剂
转型的先驱。CO2已成为许多大型零售商安装和翻新制冷设备的首选，这也
进一步驱动了更多制造商将CO2纳入他们的产品技术库中。

据sheccoBase统计，全球约有20,000多家门店使用CO2跨临界技术。其
中大部分（约16,000家）位于欧洲，数量占食品零售市场的14％左右（据欧
盟、挪威和瑞士的标准，食品零售店面积需超过400平方米）。自2014年新的
欧盟F-Gas法规生效以来，用于超市制冷中的CO2技术年增长率为25-40％。 新
法规禁止将GWP高于150的氢氟碳化合物用于超市制冷。因此，预计在氢氟
碳化合物禁令生效之前，欧洲超市天然制冷剂市场将在2020～2022年期间出
现强劲增长。

从小众到主流
——天然制冷剂之路

包括CO2、氨和碳氢化合物在内的天然制冷剂在制冷和暖通空调系统中已
应用多年。除部分领域外，天然制冷剂的市场渗透率长期走低。但近几年，
含氟制冷剂立法受限、权威客户主动转型和新技术成本下降三股力量推
动了制冷行业的变革，促进了天然制冷剂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作者：Klára Zolcer Skačanová

使用便利
技术层面，CO2制冷系统体积更紧凑、安装更简易，设计也更便于维护。

特别是在CO2系统的应用相对普遍的欧洲，供应商数量的增加和CO2增压系
统的标准化不仅增加了市场有效供给，还降低了技术的成本。现在，CO2压
缩机的成本与欧洲同等水平氢氟碳压缩机成本相当或更低。考虑市场和技
术等因素，CO2增压系统的总安装价格目前与传统系统处于同一水平，或高
出约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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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使用并联压缩和喷射器的CO2跨临界系统的初始成本较高，但随着技术的普及
（与标准CO2增压系统发展路径一致）预计成本会下降。业内专家表示，增加喷射器技术和并联压缩对CO2增压

系统的价格提升不超过10％。

因日本环境省补贴计划的推动，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CO2制冷的食品零售市场，截至2018年底，CO2

制冷已覆盖3,700多家门店。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日本的技术集中表现在小商店采用的冷凝装置。日本《高
压气体安全法案》的修订法案出台后，允许在大型装置中使用CO2制冷，2018年多家日本制造商推出了CO2跨
临界机组。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紧跟全球发展趋势，目前两国二氧化碳制冷商店数量分别为20+和40+。中国现处于
起步阶段，但增长势头很明显，国际零售巨头如麦德龙（METRO AG）在部分中国门店中采用了CO2制冷技术
也是推动原因之一。

         中国食品零售业首个CO2跨临界系统安装在北京丽水桥的麦德龙。系统包括两个室内机架，采用了
平行压缩、两级气体冷却和热回收技术，高温机架的制冷功率为184.04 kW。 中国第二个跨临界CO2系统安装
在北京CSF市场，系统正式启用时间为2018年中期。 2019年预计会有更多二氧化碳跨临界设施落户中国境内
超市，供应商既有国际企业也有本地企业。

全球采用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设备的门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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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制冷特别是中小型设
施中，CO2制冷也变得越发普遍且
具有竞争力。工业制冷行业传统上
一直由氨（较大设施使用）和HFCs（
较小设施使用）主导。

新技术特别是压缩机技术的
发展，使得跨临界CO2系统实现了
更高的功率并牢牢把握住部分工业
制冷市场。其中部分企业正在转向
使用纯CO2系统，以更好地应对使
用传统氨系统带来的安全和技术
挑战。 据工程专家介绍，CO2压缩
机的使用寿命与氨压缩机相当，无
需更换特殊零部件。与传统的HFC
设备及其他天然制冷剂相比，工业
用CO2在合规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
活性。此外较低的维护成本也吸引
了不少终端用户。据sheccoBase统
计，全球有超过25家公司提供工业
用CO2跨临界系统。 

工业制冷领域的
二氧化碳技术

除CO2外，低充注量氨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2018年，ATMOsphere大会在全球不同地区举办，
会上听众投票显示，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在未来5年内，CO2跨临界系统具有最大的工业制冷潜力，但
氨/CO2复叠系统和其他类型的低充注量氨系统也会成为市场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美国，预计低
充注量氨会比CO2跨临界系统更受欢迎。

过去十年中，低充注量氨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市场见证了技术供应商之间竞争的加剧。这一
趋势将继续推动创新，有益于全球市场的发展。

天然制冷剂技术之争

小应用中的
二氧化碳和碳氢技术

CO2在成为几家新超零售商的标准应用后，也迅速
成为小型商店的冷却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制造商瞄准
了这个市场，包括适时推出冷凝装置和小型的增压系统
等。    

CO2冷凝机组技术在日本已十分成熟，截止2018年
底，日本市场上共有超过10,200台机组运行。欧洲和世
界其他地区，在超市制冷领域积累了CO2经验的零售商
正在推动厂商生产CO2冷凝装置和微型增压器并降低其
成本。 据sheccoBase了解，全球范围内至少有20家系统
制造商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商机。

在小商店领域，CO2与碳氢制冷剂之间的竞争正在
加剧。全球超市共有约250万个碳氢制冷剂展示柜。包括
瓶装饮料冷藏箱、冷饮机和冰淇淋冷柜在内，还有约500
万个碳氢轻型商用制冷设备。碳氢即插式设备与水循环
技术相结合的方案在全球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shec-
coBase估算全球有超过1,900家商店正采用这项技术。
水循环系统用水带走机柜产生的热量，减少对空调的需
求，所以此技术特别适用于气候较温暖的地区。目前有
关该技术的国际标准正在修订，一旦最终投票通过修订
案，将加速市场对该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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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部件层面，热交换器的优化、先进控制器和新颖的系统架构的开发推动了市场的创新。 制造
商也正在利用这一优势开发新模块，设计紧凑型氨系统以及设计、优化各种分布式系统。

北美的低充注量氨系统的发展十分可观。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低充注、紧凑型氨系统被视为R22
淘汰后的理想替代方案。对于仍然使用R22屋顶式紧凑型的设施来说，转用更先进的低充注量氨系统
可以提供更加高效、经济和可靠的解决方案。最关键的是，氨制冷剂不会被淘汰。

目光移至南半球，澳大利亚地域广阔、农业部门发达，大型工业厂房使用氨制冷的习惯由来已
久。现在通过利用尖端技术，重点优化能源效率和减少充氨量，以及减少碳的排放。

2013年，降低氨充注量的NH3 / CO2载冷或复叠制冷系统首次由中国制造商进行开发和测试，
这类系统也得到了制冰厂、冰激凌厂、冷库、滑雪场等设施的青睐。复叠系统还可用于肉类、水产品及
预制食品加工。

对于每种天然制冷剂来说，新技术的发展都将有助于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

未来五年内，
最具发展潜力的工业制冷技术为？

氨/二氧化碳复叠

跨临界二氧化碳

低充注量氨

其他



解决方案CO2
经验
Modine ECO已经生产了成千上万台的CO2气体冷
却器，CO2冷风机及CO2换热器。多年的实践经
验在所有可能的应用领域都得到验证。

不久的将来, 环保制冷剂将替代HFC制冷

剂。在此背景下, Modine开发了一整套CO2

系列产品, 完全覆盖商业和工业应用。

创新
Modine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允许在温度较高的
地区安装气体冷却器。

节能
CO2系统的热量回收，可用于建筑供暖。

可靠
Modine产品所使用的铜管规格，可承受最大的
运行压力为CO2冷风机80bar，CO2气体冷却器
130bar。

欲了解市场上最全面的产品范围

www.modine.com

http://www.mod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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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是一项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议，旨在逐步减少氢氟碳化合物

（HFCs）的生产和使用，修正案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
生效。但《蒙特利尔议定书》三分之二的缔约方尚未
批准该修正案，其中也包括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
大的HFCs生产国和消费国。HFCs是消耗臭氧层物质
的常用替代品。虽然不是物质本身，但HFCs被公认是
全球增长最快的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值（GWP）为
121～14,800。相比之下，天然制冷剂的GWP值为0～3。

《基加利修正案》适用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所有缔约方（197个），但只有在缔约方正式批准后，修

政策发力，
促天然制冷剂使用
全球对氟制冷剂限制越发严格，全球氢氟碳化合物
逐步减少，但天然制冷剂不受任何相关立法或监管
要求的约束，助力制冷行业未来的发展。

作者：Marie Battesti

正案才对签署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意味着中国尚
未有法律义务采取措施逐步减少HFCs的使用和生
产。但是，中国仍需遵守《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其
他规定，即逐步淘汰含氯氟烃（CFCs）和氢氯氟烃

（HCFCs）。

尽管缺乏立法框架的支持，《基加利协议》的
生效仍为全球制冷与暖通空调行业发出了明确的
市场信号，即为确保基加利各缔约方可以实现协议
制定的目标，包括天然制冷剂技术在内，全球对替
代HFCs设备的需求有望增长。

联合国《基加利修正案》下全球氢氟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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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欧盟第一次公布了《含氟温室气体法规》。2014年该法规的修订版出台，2015年开
始生效，目标是在2030年将投放欧盟市场的HFCs削减至2015年基线水平的21%。根据德国环境
研究组织Öko-Recherche的一项研究表明，法规的出台对HFCs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该研究称， 
R134a、R410A和R404A在2014年的平均采购价不到2欧/吨二氧化碳当量，2018年第一季度价格
就已经跃升至7～23欧/吨二氧化碳当量。2018年1月1日起，欧盟可用的HFCs配额减少了37％，此
举也可能推高其价格。Öko-Recherche在研究中预测，2030年HFCs的价格将进一步上涨至35欧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基于Öko-Recherche 在2015年为德国联邦环境局（UBA）提供的研究
报告。）

飙升的HFCs价格为欧洲天然制冷剂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会，天然制冷剂可以为欧盟市
场提供物美价廉、面向未来且环保可靠的解决方案。2020年开始，欧盟F-Gas法规将禁止市场销售
GWP值高于150的氢氟碳化合物制冷移动式房间空调和GWP值超过2,500的制冷剂的密封商用
制冷设备。法规同时还规定禁止在固定式制冷设备中使用GWP值超过2,500的HFCs（冷却温度低
于-50℃的除外）。

欧洲空调和制冷协会（AREA）会长Marco Buoni告诉记者，“据观察，许多细分市场都取得了
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商业制冷领域，许多零售商在新设备中采用碳氢化合物和二氧化碳），但仍存
在障碍，比如有些建筑规范禁止或限制使用易燃制冷剂。”

欧洲一路领先

在基加利框架下，发达国家率先逐步减少强效温室气体排放，
与2011-2013基线相比，从2019年减少10％到2036年减少85％。发
展中国家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将自2024年起冻
结HFCs的消费和生产，并从2029年开始进行削减；第二组包括印
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海湾国家在内，这些国家将自2028
年开始冻结HFCs的使用，2032年开始进行削减。

主要市场加速使用天然制冷剂

日本和加利福尼亚政府是天然制冷剂技术的支持者。2017年，日本政府放宽了对二氧化碳
的限制，为日本市场广泛采用大型二氧化碳系统打开了大门，也为海外二氧化碳系统和零部件供
应商带来了新的商机。日本《高压气体安全法案》已将二氧化碳从管控最严格的第3组重新分类到
管控最少的第1组，消除了二氧化碳系统用户和制造商的原来面临的高昂行政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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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泽尔日本总经理Ferdinand Spannan告诉记者，“法规修订成为了日本工业制冷变革的关键！
在可预见的未来，二氧化碳或将成为新设备的首选制冷剂。”同时，自2014年以来，日本政府针对天然制冷剂
制定了丰厚的补贴计划。补贴直接促进了日本二氧化碳跨临界门店以及NH3 / CO2冷库设施数量的增加。经
日本环境省证实，2019财年日本的天然制冷剂补贴预算为74亿日元（5800万欧元）。补贴计划是一个为期五
年的项目，从2018年开始2022年结束，该计划主要针对三个关键行业：食品零售、食品制造和冷藏设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表示将大力支持用天然制冷剂代替HFCs。根据Califonia Cooling Act法案，R404A
和R507A属于超市禁止使用的高GWP值制冷剂。除禁止特定的高GWP值的HFCs外，Califonia Coooling Act
还针对早期在制冷系统中采用低GWP值技术的超市，推出了一项激励计划。为了促使加州空气资源委员
会（CARB）尽早实施该计划，加州立法部门必须首先安排专项资金。资金到位后，CARB就可以落实激励计
划。2017年3月，CARB曾正式采用SLCP（短期气候污染物）战略，其中就包括限制使用高GWP值制冷剂这一
项。战略包括禁止新固定式制冷设施使用GWP超过150的制冷剂，含有两磅或更多制冷剂的新固定式交流
设备禁止使用GWP超过750制冷剂等内容。 CARB预计在2019年实施以上措施。根据参议院1383号法案，加
州要求到2030年将HFCs排放量降低至2013年水平的40％。

为了推广天然制冷剂的广泛使用，需要首先解
决的问题是确定是否需要更新国际标准，特
别是关于使用易燃制冷剂如碳氢化合物的
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旨在为所有电气、
电子和相关技术，准备和发布国际标准。今年
3月中旬，IEC将就是否增加A3（易燃）制冷剂
的充灌限度进行最终投票。

根据IEC全球标准60335-2-89，商业制冷设备
中的丙烷和异丁烷等碳氢化合物的充灌限度
将有可能从150克增加到500克。扩大限度很
有可能会扩大碳氢化合物在全球的使用范围。

如何在淘汰HFCs的同时提高能源效率？基加
利冷却效率计划（KCEP）是一项支持《蒙特利
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的计划。shecco和环
境调查机构根据KCEP倡议撰写了题为《无氟
超市制冷能效技术》的报告，以帮助终端用户
寻找环保节能的HFC替代品。

讨论1：
国际标准的走向？

讨论2：
能效如何？

Q1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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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n都凌提供广泛的CO2压缩机系列产品，无论跨临界或亚临界机型，皆是您
关注环保系统的理想选择。排量从1.12到35.20m3/h，其电机额定功率从1.5到50Hp
。目前，最新型号CD500-600正式加入产品阵容，将可实现排量高达98.58 m3/h的
效率。

CD系列成了跨临界CO₂应用在可持续性全球市场之天然解决方案中的绝对最优
方案（拥有20多年在CO2应用领域的丰富经验，及全球超过两万多台运行中跨
临界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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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下一代
致力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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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rin.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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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Roche
天然制冷剂之路

罗氏集团总部位于瑞士
巴塞尔，是一家以科研开
发为基础的跨国生物科
技公司。罗氏一直致力于
可持续发展，将逐步淘汰
卤化烃制冷剂。《Accel-
erate中国》访问了公司
总部，了解为何罗氏将天
然制冷剂作为实现目标
的良方。
作者：Andrew Williams

瑞士巴塞尔是仅次苏黎世和日内瓦的瑞士第三大城市，坐落
于瑞士西北的三国交角，这个城市始终呈现着对外开放的态势。巴
塞尔是化工和制药工业发达的地区，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罗氏集
团的大本营就坐落于此，总部高楼可眺望瑞、法、德三国。

罗氏集团成立于1896年，包括制药和诊断两大不同业务部门。
集团专注于肿瘤、免疫、眼科、传染病和神经科学等疾病领域，是
全球领先的靶向治疗开发和诊断巨头之一，同时也是临床分化药
物的领先供应商。目前罗氏集团还是世界公认最大的生物技术公
司和癌症药物的领跑者。凭借其全球影响力，罗氏深知公司肩负着
助力全球迈入更加可持续、环保之路的重任。公司安全、健康和环
境数据分析和报告负责人Joachim Lemberg博士向记者表示：“
淘汰所有业务板块的卤化烃制冷剂是实现公司目标的重要举措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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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氏 集 团 逐 步 淘 汰 卤 化 烃 制 冷 剂 的 行
动在公司K6指令下开展，该指令是集团
各 部 门 必 须 遵 循 的 2 4 项 强 制 性 指 令 之
一，Lemberg博士是负责落实K6的团队一
员。

罗氏正在逐步淘汰实验室冰箱、冷
库、步入式研究用冷却器、产品测试稳定
室、自助餐厅设备、暖通空调、离心机、冷
冻干燥机、灭火系统、泡沫包装仪器和数
据中心等设施设备中的卤化烃制冷剂。公
司将在合理可能的情况下在上述设施设
备中采用天然制冷剂。K6指令引导罗氏停
止使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物质，例如
可造成臭氧消耗,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或是
长期存在大气层中并有潜在危害的物质。

罗氏首席环境可持续发展官Thom-
as Wolf表示： “我们有明确的目标，即
100%淘汰卤化烃制冷剂。”Wolf是罗氏卤
化烃制冷剂逐步淘汰计划落实的关键人
物。Wolf表示：“其他公司也有和我们类似
的愿景，但没有哪家公司在追求目标方面
能像我们一样迈开大步。”

罗氏的计划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
时公司决定制定一项有关淘汰消耗臭氧
层物质（ODSs）的战略。触发因素之一是
于1989年1月1日生效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其目的是控制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
质。2016年10月15日签署的《蒙特利尔议
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在今年1月1日生效。罗
氏在此之前已将氢氟烃（HFCs）纳入K6指
令之中。

Lemberg博士说： “我们希望领先于
各国的立法要求。”

K6指令的第1版于1994年9月22日
公布。当时的淘汰 清单共涉及95吨卤化
烃制冷剂。罗氏的第一阶段的淘汰目标是
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淘汰消耗臭氧层
物质，具体包括氟利昂（CFCs），氢氯氟烃

（HCFCs）和含氢溴氟烷烃物质（HBFCs）。

这一目标基本按时完成，接下来的目
标将是淘汰剩下的9.5吨氢氟烃和全氟化
碳。到2018年，削减至7.5吨。公司最终目
标是完全淘汰卤化烃制冷剂。

天 然 制 冷 剂 是 何 时 被 纳 入 K 6 指 令
的？Wolf开始回忆：“公司在K6指令实施之
初就采用了天然制冷剂系统，2002年K6
指令修订后，现在要求则更加严格。”卤化
烃制冷剂对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是影响罗
氏决定采用天然制冷剂的关键因素。罗氏
制药业务的全球技术运营部可持续发展
负责人Jürg Walder说：“公司淘汰卤化烃
制冷剂不仅因为它们会破坏臭氧层并导
致全球变暖，还因为它们对气候和环境的
最终影响尚未被完全了解。作为大企业，罗
氏希望成为意见领袖，并超越立法要求。”

根据公司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罗
氏集团不到1％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制冷
和冷却设备中的卤化烃制冷剂，剩下的大
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是基于能源使用所产
生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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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不同技术时，罗氏的原则是预防优先。公司的暖通空调和制冷设施的技术应用也符合预防优先的原
则。大多数氢氟烃最终产物是三氟乙酸（TFA），在陆地或海洋富集。Lemberg博士补充：“人为使用氢氟烃导
致了TFA排放的增长，而TFA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尚未完全明了。”随着氢氟烃的逐步淘汰，暖通空调和制冷技术
的用户转向使用新一代合成制冷剂氢氟烯烃（HFOs）作为替代品。目前氢氟烯烃仍是一些环境机构关注的问
题。2017年挪威环境署编写的关于HFOs的报告建议，因R1234yf在大气中化学降解成三氟乙酸（TFA）还存在一
些“知识漏洞”，且最终影响尚不明确。

 罗氏是否考虑过选择HFOs作为替代物质？Lemberg博士明示了他的反对意见：“绝不！我们禁止使用HFOs。
这属于预防优先原则的一部分，K6指令的附件5中有具体阐释。”Walder也说道：“化工企业在过去30多年开发了
新的商业模式，但他们推出的每一代制冷剂都会破坏环境。”他呼吁合成制冷剂厂商基于天然制冷剂开发新的商
业模式，并建议厂商可以和技术供应商配合，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终端用户自己不会购买制冷剂。

    为了实现100%淘汰卤化烃制冷剂，集团即将设立2020-2025年的新目标。Lemberg表示：“这一目标实现
将日益艰难，因为易得成果早期已收获。”罗氏集团的淘汰清单中大多数氢氯氟烃和氢氟烃都使用在主要生产设
施中的大型冷却器中。在某些情况下，现有技术尚未折旧。Walder坦白：“我们必须考虑最佳的成本效益比，意味
着这些设备需要物尽其用。”

2018年4月，位于苏州的罗氏诊断亚洲首个生产基地投入运营，2018年7月罗氏诊断苏州行政办公楼获得了
LEED铂金认证。除利用太阳能进行生活热水的加热、太阳能发电等绿色建筑措施外，该建筑的暖通空调和制冷
设备都使用天然制冷剂。该建筑的中央冷水机组采用氨为制冷剂，所有其他制冷和冷却装置采用丙烷。

罗氏和任何大公司相似，实施重大变革极其复杂。从财务、组织、技术到个人，环环充满挑战。Lemberg
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管理和承诺，公司将无法实现这些目标。”Lemberg整个团队也为能在全公司范围内实
淘汰卤化烃制冷剂计划感到自豪。Lemberg说：“团队为公司实现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可以预测到结果，
这一切值得我们努力。”

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

•	 跨临界二氧化碳双级系统

•	 用于两间存放药品的冷藏室

•	 冷藏室温度：-25°C

•	 每个冷却器含有110千克的
二氧化碳制冷剂

•	 主要以亚临界模式运行，同
时利用地下水提高效率

•	 机组制造商：Goetz

新的商业模式



https://www.thermofin.de/e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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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论坛
助力中国可持续发展
近十年来，消费品论坛（CGF）持续推动全球零售商和制造商逐步淘汰氢氟碳
化合物并向天然制冷剂过渡，论坛最近发布的制冷案例研究手册，包括了不同
企业实现天然制冷剂转型的具体案例，并展示了截至目前取得的成就。因为中
国市场对可持续制冷的关注日益增长，论坛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
以下内容摘自2018年消费品论坛发布的《制冷——CGF成员的承诺与成就》。

作者：Devin Yoshimoto

克服目前无法安装的市场障碍；减少现有制冷系
统对环境的影响；制定独立目标和行动计划衡
量前三点成效。

然而，尽管该行业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企业
仍有较大的空间来逐步淘汰有害的化学制冷剂，
转而使用天然替代品。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环
境上的，而且是经济上的。大规模实施不仅会产
生巨大影响，还将成为全球最具成本效益的气
候减缓战略之一。

致力于逐步淘汰使用氢氟碳化合物的行业
自2010年起，消费品论坛的成员就致力

于应对制冷系统不断累积的环境影响。为了保
证应对势头，2016年10月，论坛董事会宣布了
第二项决议，继续逐步淘汰氢氟碳化合物，并
呼吁将氢氟碳化合物纳入《蒙特利尔议定书》。
同年，这项拟议修正案顺利通过，标志着全球
逐步淘汰有害氢氟碳化合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该决议重点关注四个关键领域：在可行的市场
中安装新的制冷设备；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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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法国的家乐福是全球最大的跨国零售集团之一。公司认为，制
冷在实现环境可持续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天然制冷剂是战略的核
心。在不久的将来，家乐福将成为零氢氟碳化合物企业。

作为CGF成员，公司表示，“支持CGF逐步淘汰氢氟碳化合物，加快提出
其他解决方案，并实现更有效的冷却系统。”家乐福还是欧洲二氧化碳技术
的早期应用方，公司阐明了使用二氧化碳带来的益处：碳足迹极低（过去20
年的实践证明，二氧化碳的GWP比HFC低450～9,000倍）；系统更节能，耗电
更少（平均节电10％～20％）；系统更密闭，减少气体泄漏；安全性保证：不易
燃、无腐蚀性、化学惰性、无毒，对店员无害。

为了更快地推进应用，作为唯一一家将消费品零售和制造商聚集在一起
的组织，消费品论坛的优势在于可以集思广益、共同探讨采用天然制冷剂设
备所面临的障碍，以及更广泛地采取潜在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尚未探索或
投资天然制冷剂设备的企业实现收益；可以给予供应商信心，让供应商相信
行业对天然制冷剂技术持有的兴趣。

逐步淘汰食品零售中的氢氟碳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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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月，家乐福在欧洲和巴西共有超过400家门店使用天然制冷剂。

另一家食品零售业巨头是总部位于德国的麦德龙集团，其也将天然制冷剂作为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核心。麦德龙管理委员会主席Olaf  Koch说，“对公司而言，取代传统制冷剂明显减少了碳足迹，因为传统制
冷剂占到减排目标的20％。因此，我们开始实施F-Gas-Exit计划，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C。作为该计划的一部
分，自2013年中，全球150家店面的冷却系统均逐步转换为天然制冷剂。”

便利店行业的代表是总部位于日本的罗森。罗森也将天然制冷剂确定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和减少氢氟
碳化合物目标的关键。罗森表示：“《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紧急行动，到2020年逐步淘汰氢氟
氯烃。罗森集团按照议定书的要求，在2009年开始使用氢氟碳化合物制冷剂设备取代氢氟氯烃（R22）设备。
后来公司很快意识到需要安装无氟设备，因为氢氟碳化合物也直接导致全球变暖加剧。同期我们看到了欧洲
企业在F-gas法规下采取的措施，所以罗森开始使用松下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截至12月底，罗森已经在日
本47个县的3,272家门店中安装了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罗森当下的目标是到2020年2月底，在4,000多家便
利店安装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



SCM Frigo S.p.A.www.scmfrigo.com +39 049 970 5000 info@scmfrigo.com

二氧化碳领域

为所有超市量身定制的专业解决方案

跨临界二氧化碳中央制冷机组

http://www.scmfrigo.com/Default.asp?lingua=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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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饮料厂商选择
天然制冷剂

CGF成员、全球最大冰淇淋制造商联合利华认为，碳氢化合物是减少冰柜能耗的关键。联合利华表
示，“尽管我们的冰柜设计是将制冷剂完全密封在冷柜里的，但一旦出现泄漏，不良后果显著，现行制冷
剂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是等量二氧化碳的万千倍。正因如此，我们青睐天然制冷剂。截至2017年底，公司一
共采购了260多万套采用碳氢制冷的冰淇淋冷冻柜。”

全球最大的饮料厂商之一百事表示，“2014年9月，公司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即截至2020年，所有
在美国采购的销售点设备（冷却器、自动售货机和汽水销售机）将不含氢氟碳化合物。这也是美国政府决
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目前，氢氟碳设备安装范围超过25个国家，其中包括墨西哥、中国、俄罗斯、印度
和巴西。”通过这项举措，与2004年的基线相比，百事2014年将自动售货机的效率提高了53％，饮料柜的
效率提高了67％。同时，2013年到2014年间，百事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205,000公吨。

总部位于瑞士的跨国公司雀巢，早在1986
年就开始用天然制冷剂取代CFC和HCFC系统。
作为CGF成员，雀巢表示，“我们正致力于逐步
淘汰氢氟碳化合物等高GWP的制冷剂，并用安
全的天然制冷剂替代。”目前公司在工业和轻
商业应用上使用的二氧化碳/氨复叠和碳氢化
合物系统等解决方案已取得重大成就。雀巢表
示，“在复叠制冷系统中联合使用氨和二氧化碳
可以实现更好的环境性能、能源效率和运行效
益。2003年，我们在英国和美国安装了第一个二
氧化碳/氨复叠系统。目前复叠技术已经成为公
司全球低温应用的标准，应用在包括咖啡冻干、
冷冻食品生产和冷藏等领域。2013年，我们承诺
在欧洲采购的新冰淇淋冷藏柜全部使用天然制
冷剂。2014年，公司将承诺推向全球，这也标志
着公司进入天然制冷剂使用的第二阶段。”



前川【南极光】重磅登场前川【南极光】重磅登场前川【南极光】重磅登场

http://www.mayeka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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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F上海代表处的成立将有效加快CGF的区域化进程，为中国地区的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员
单位提供有效的合作与交流平台。

在《Accelerate中国》的采访中，消费品论坛解释了2019年开始与中国成员合作的具体步骤，“为了尽可能
广泛地推动积极转变并吸引成员参与，消费品论坛（法国）上海代表处正式获得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
证书，并于2018年1月正式在上海成立。基于之前在《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方面的成功经验，消费品论坛
上海代表处在2019年开始启动可持续性战略项目支柱，其中环境可持续是2019年的重点项目。”

当被问及今年的具体举措时，负责人答复：“CGF上海代表处已开始确定主要参与方，并希望成立一个初
始指导委员会来协助实施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先事项。

消费品论坛在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

初步计划如下：

•	 2019年消费品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会议计划于2019年5月8日在中国上海举行;	主
要任务是与各成员协调对接，以确定中国地区可持续性优先事项（例如：制冷，食品浪费，塑料，
无森林砍伐的商品）

•	 2019年消费品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计划于2019年9月5日在中国广州举行;	 主要任务
是分享中国地区相关成员单位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最佳实践，并作CGF中国在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进展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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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tmo.org/China2019
http://www.atmo.org/Chin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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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ATMOsphere中国大会
自然工质国际会议

日期：2019年4月11日-12日
地点：上海凯宾斯基大酒店

ATMOsphere会议是立足于商业案例研究的国际会议，
旨在探讨天然制冷剂

——氨、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的商业应用，
技术创新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多角度多方位的研讨会

助力行业变革及天然制冷剂的发展。

http://www.atmo.org/China2019
http://www.atmo.org/China2019


12:00 会议报到&午餐
请参会代表先到签到台领取胸牌，随后享用午餐。

13:00 主办方致辞
shecco Jan Dusek 

13:20 高端对话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Pega Hrnjak教授 / 上海交通大学  陈江平教授 

14:20 SHECCOBASE 市场趋势分享
中国和全球各地天然制冷剂技术的最新市场研究和统计数据分享

14:40 茶歇

15:10 高峰对话
主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Pega Hrnjak教授 和 shecco Jan Dusek
           开利  Micael Antonsson / Nidec /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  白刚 / 产业在线  杨萍

16:30 茶歇

17:00 氨冷库安全论坛
主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Pega Hrnjak教授 和 shecco Jan Dusek
           中国制冷学会  马进 / 国际氨制冷学会  Guy Evon Cloutier /  
           丹佛斯  Funder-Kristensen Torben / 汉森技术  Marvin Moreno /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奚晔 / 上海前川迈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关硕

18:30 交流晚餐

shecco Jan Dusek 

THURSDAY 11 APRIL 2019
PROGRANM



08:00 早餐

FRIDAY 12 APRIL 2019

09:00 主办方致辞
shecco Jan Dusek 

09:15 政策、标准和法规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 中国制冷学会  杨一凡 / 联合国环境署  Alvin Jose

10:30 茶歇

11:00 研讨会：如何改善天然制冷剂技术的培训等问题

麦德龙 林坚 / 开利  田健 / 恩布拉科  Andre Rosa / 丹佛斯  Hans Ole Matthiesen / 符特制冷  张孟龙 

12:30 午餐

14:00 终端客户分享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 林坚 /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  王建平 / 
罗森（中国）乾边 雅章 / 浙江五丰冷食  姜晓春 / 台湾家乐福  洪有儀

15:30

16:00 技术案例分享

Micael Antonsson   Carrier 开利
《适用于多种气候的二氧化碳可调节喷射系统在运动场所和冷库的应用》

Hansen Peter Michael  Nidec 尼得科 《采用R290提高轻型商用制冷设备效率》
程 立  Carel 卡乐  《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在国内商超和冷库中的应用》
Giacomo Pisano   Dorin 都凌 《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在本土超市里的应用》
Tommy Angback   Alfa Laval 阿法拉伐 《可靠的氨二氧化碳换热器》
陈中   Hansen 汉森技术公司 《氨低充注量的技术要点及在华中地区的案例》
楼晓华   四方科技 《NH3/CO2制冷系统在速冻设备上的应用和发展》

茶歇

17:45 会议总结

主持：shecco Jan Dusek 

主持：shecco Devin Yoshimoto

主持：shecco Jan Dusek 

主持：shecco Devin Yoshi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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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China // Spring 2019 Hans Donker (l) and Graeme Houghton (r), 
HEINEKEN Global Procurement

Heineken
喜力啤酒的绿色征程
荷兰酿酒巨头喜力公司认为天然工质可有效减少碳足迹，并决定在新采购
的啤酒冰柜中全部使用碳氢制冷剂。《Accelerate欧洲》从喜力总部阿姆斯
特丹为您发回报告。

作者：Andrew Williams

喜力啤酒成立于1864年，是世界第二大
啤酒生产商。目前在全球70多个国家拥有超
过170多家酿酒厂，产品售往192个国家。2010
年，喜力CEO Jean-François van Boxmeer设
立了降低啤酒冰柜能耗的目标，标志着喜力
使用碳氢制冷剂的开始。《Accelerate欧洲》在
喜力总部见到了两位高层——负责商业设备
和服务的全球总监Graeme Houghton与负
责冰柜和生啤酒设备的全球采购总监Hans 
Donker。Donker回忆当时得到上级的指示是“
必须采购绿色冰柜”。之前公司也一直说需要
绿色冰柜，但究竟什么是绿色冰箱？Donker
反问上级。数月后，Donker仅得到了“同类最
佳”的回复。Donker觉得这个回答所指并不具
体，团队开始琢磨绿色冰柜的定义，例如以自
然工质碳氢为制冷剂、LED照明或智能自动调
温器（能源管理系统）等等。

为了实现2020年冰柜减排50％的目标，
喜力在以新换旧时全部采用“绿色冰柜”，并
根据喜力能效指数（HEEI）进行测试 。喜力
对 绿 色 冰 箱 的 四 个定 义 为：使 用 碳 氢 制 冷

绿色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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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LED照明、拥有能源管理系统和节能风
扇。Houghton补充，采用碳氢制冷剂是公司“
酿造更美好世界”计划中的一部分。这样要有
两个原因，一是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与目前使
用的制冷剂相比，碳氢制冷剂的GWP值更低。
他解释，为了提升包括喜力啤酒在内的多品牌
的服务，公司为罐装、瓶装和生啤提供设备设
施。通常冰柜和生啤设备由公司购买为客户安
装，以确保服务最优。

2017年，喜力采购的137818件冰柜中
全部符合上述绿色冰箱定义的一个或多个特
征，大部分冰柜同时满足4个特征。对比2010
年，2017年每台冰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48％。2018年初以来，喜力采购的冰柜全部符
合绿色标准。Houghton补充道，“冰柜的寿命
是8年左右，为实现2020年的目标，现在就必
须采取行动。”喜力早在2010年就开始使用碳
氢制冷剂，“预计到2020年，即使绿色冰柜没有
实现100%覆盖，绝大部分冰柜也都将以天然
工质为制冷剂。他强调，“目标是覆盖所有新冰
柜，但落实政策需要一个周期。”

天然制冷剂可以提高冰柜的能效。Donk-
er坦白，“采购前我们直接问过供应商，如果用
碳氢制冷剂、LED照明和智能调温器（能源管
理系统）将节省多少能源。他们答复，“碳氢制
冷剂可以提高7％的能效；LED节省15％的能
耗; 能源管理系统再节省15％。”

喜力业务覆盖全球，企业尤为关注用绿色制冷来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Donker以数字为例，“公司在全球拥有100万多台冰
柜，企业的大部分二氧化碳足迹来自于制冷。成功降低一
半能耗意义重大。现在公司每年采购的14万件冰柜全部使
用碳氢制冷。这就是公司的绿色征程，整个舰队出现了革
命性变化。”保守估计，按冰柜8年的平均寿命计算，现在已
经到了第一个8年的尾声，所以公司现在应拥有100万台使
用天然制冷剂的冰柜。

完整报道请查看《Accelerate欧洲》第11期

冰柜的寿命是8年左右，
为实现2020年的目标，现在

就必须采取行动。
Houghton

从阿姆斯特丹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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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零售巨头Migros通过安装丙烷水循环系统
取代小型商店中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Ac-
celerate欧洲》访问了Migros位于苏黎世的丙
烷试点店。

作者：Andrew Williams

瑞士Migros
率先使用
水循环技术

      Migros成立于1925年，是
瑞士最大的零售公司、其拥
有的门店数量与员工人数居
瑞士首位。Migros现有会员
超过200万名，每个居住在
瑞士的成年人都可以成为企
业会员，可以免费获得一股，
并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

  Migros“M代”计划包括了
企业在消费、环境、员工、社
会 和 健 康 五个 领 域 的 可 持
续发展目标。自2010年以来，

二 氧 化 碳 跨 临 界 系 统 也 成
为了超市制冷的标配。工程
解 决 方 案 ( M E S ) 办 公 室 能
源与建筑技术部负责人Urs 
Berger表示，公司一直位于
创新的前沿，不断寻求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有效方
法，并积极试用新技术。这也
是推动Migros旗下部分超市
安装暖通与制冷空调水循环
系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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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系统更为灵活，能满足超市等企业的分布式制冷需求。Migros旗下目前有25家超市安装了天然制冷
剂丙烷（R290）水循环系统，其中苏黎世的丙烷试点系统于2016年5月安装。和传统超市使用的集中式制冷设施不
同，试点超市的每个壁挂式展示柜都使用独立的丙烷系统，系统产生的余热由水循环带走。Berger团队中负责能
效和气候保护工作的Andreas Moser告诉记者，“之前每个机柜内有3个碳氢化合物回路，现在的新机柜只有1个
回路。水循环将余热运送到就近的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利用余热为中央供暖系统提供热水。”

     

对于Migros来说，因为店面小，机房空间受限，店内其他地方还需要热水的话，水循环系统是最佳选择。Mi-
gros苏黎世负责人Andre Deppler说道，“安装R290水循环系统的原因之一是机房空间不足。R290还可以接入第
二个水系统，或者为附近提供热水。”可靠性是另一个重要优势。Moser认为，“如果出现问题，只有一个机柜而非
整个系统会出现故障。”

完整版请查看《Accelerate Europe》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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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ger也承认，在瑞士的气候条
件下，R290的水环系统的效率并不总
优于二氧化碳跨临界的解决方案。他
解释说，“按照瑞士的室外环境温度
设计，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的设计温
度最高是34°C，瑞士的年平均温度为
9.5°C，所以每年只会在高温情况下
运行几个小时。相较而言，二氧化碳
跨临界系统效率更高。”

           Moser说，“我们也在大型商店
试过，但我们认为水循环系统更加适合
便利店和加油站。大店采用二氧化碳
跨临界冷凝机组和机架系统较好。”当
被问及水循环系统是否有可能成为二
氧化碳跨临界的竞品时，Berger回答：“
在小型便利店和面积不超过500平方
米的商超、火车站和加油站水循环系
统确实可能是竞品。

我们在不断寻找
更优质的天然制冷剂，
水循环系统是其中之一。

Andreas Moser

小型店铺的竞争优势

亚太区气候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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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T COLD公司
优选路径

作者：Charlotte McLaughlin、Devin Yoshimoto

“基于现在的氨冷库，应该还能有效运行50
年。”Nolan说，“我们的长期工作重点是了解制冷
技术的走向。目前我们认为集中式低充注量氨系
统是未来的趋势，当然我们对其他天然制冷剂解
决方案始终持开放态度。”

Emergent Cold现在在澳大利亚拥有30多
万个货板（65米立方英尺，19.8立方米）的冷藏面
积。2014年公司将最后一台R22（氢氯氟烃）制
冷系统也改装为氨制冷系统。Nolan解释，“这种
氨制冷系统可以冷却15,000～55,000个冷冻货架，
额定功率在500 kW至1,500 kW之间。但我们相信，
我们未来采用的系统将大大降低充氨量。”

英国太古集团曾在澳大利亚的冷链
市场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额，2017年12月22
日美国Emergent Cold收购了太古在澳大
利亚的冷链公司Swire Cold Storage Pty. 
Ltd并合并了两家公司的业务后，Emer-
gent Cold现在澳洲大陆共拥有10个冷藏
站点。这10家站点目前仍然使用传统的氨
制冷系统，虽然Emergent Cold设施和工
程部总经理Michael Nolan对氨制冷系统
相当满意，但他相信天然制冷剂未来发展
空间十分广阔，并表示希望引入更多新的
工业制冷技术。

澳大利亚最大的冷链物流企业之一Emergent  Cold公司，
目前正考虑采用低充注量氨系统提高工业制冷系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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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正在考虑用低充注
量氨系统布局未来的工厂，但也在
持续关注美国的二氧化碳跨临界
系统的开发。 Nolan表示，“能效非
常重要。随着电价的上涨，能效对
提升企业盈利和减少碳排放至关
重要。采用天然制冷剂可以满足这
两点。”

大型冷库每年电费高达百万
美元，降低能耗每年可以直接节
约数万美元。Nolan认为，“平均能

效冷库和高效冷库之间的
能效成本差可以达到25％

～50％。资本成本仅占到10
％～15％。制冷占我们冷库
耗电量的85％左右，想要
提高效率，挑战不小但意义
深远。”

消减成本 谦逊开端

Nolan在食品行业的积累颇深，上世纪
90年代，他成为跨国巧克力巨头吉百利旗下

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受雇于英国总部。Nolan
回忆，“吉百利当时有很多使用CFC为制冷剂
的小型工厂需要重新选址。”Nolan担任项目
经理，和他当时的上司Peter Hoske一起负责
工厂选址和制冷设备的采购。那是Nolan第一
次采用氨制冷，“那个项目是把一个热交换器
安装在一个装满二级制冷剂乙二醇水的大方
形水箱顶部。二级制冷剂保持在-15℃，工厂
内循环冷却。”Nolan补充道，“项目的结果告
诉我们战略目标、通力合作和资本支出三者
必须一致，以及三者一致性对实现目标具有
重大意义。”

使用天然制冷剂已成为Emergent Cold
日常运营的重要一环。Nolan相信，“这有助
于我们保持竞争力——使用面向未来的制冷
剂使我们能够专注于打造安全、高效和可靠
的冷库。我们看到在欧美国之外，天然制冷剂
的解决方案正在被加速采用，解决方案日渐
成熟，逐步进入精细作业、降低成本的阶段。”

Nolan坚信 Emergent Cold将继续在澳
大利亚沿着天然制冷剂发展路径前行，“基于
运行成本、性能可靠性和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
我们仍将致力于使用天然制冷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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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的未来   
作者：Andrew Williams

随着现代生活日益忙碌，英国人纷纷涌向网上购物。Sainsbury致力于为英国
蓬勃发展的电商提供服务，并希望通过位于伦敦东部的新仓储物流中心（Online 
Fulfilment Centre）保持行业领先地位。OFC不接待上门消费者，仅为伦敦北部和
东部的在线消费者提供服务，因此被公司称为 “黑暗商店”，OFC全天作业。从凌晨
2:00到早上9:00左右，“捡货团队”按照客户订单选货，货卡从凌晨04:00左右开始装
车，第一批货物从早上07:00起运送。整个流程的精髓是自动化作业。一个大型升降
穿梭系统按每小时7,500个货箱的速度实现货架到货卡的搬运。根据销售预测，OFC
目前的运营能力仅达到28-30％。OFC商业经理James Hunt说，“我们目前每周处

Sainsbury成立于1869年，以悠久的零售创新史而闻名。
《Accelerate欧洲》访问了Sainsbury在伦敦东部新设立的仓储
物流中心，以了解天然工质如何服务于未来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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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任务也给制冷带来了独特的挑战。物
业部制冷设计经理Paul Arrowsmith说，“捡货
操作时要求柜门一直打开，而冷柜设计之初没有
此项要求，所以这成了一个逆向工程和测试机
柜的实践。”

Arrowsmith补充说，设备的核心是德国制
造商GEA生产的氨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氨制冷
系统为冷却泵输送二氧化碳并将泵送的二氧化
碳保持在-6°C。复叠系统的好处在于库内不会出
现氨循环。氨仅存在于车间、蒸发器和蒸发冷凝
器中。Arrowsmith还对比研究了使用氨制冷系
统或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的效果。根据总体等
效变暖影响（TEWI）、能效、资本成本和人员安全
等几项综合打分，氨和二氧化碳复叠系统排在首
位。他说道，“一般传统的冷冻和冷藏配送中心一
开始都是使用氨，但OCF既不是传统配送中心也
不是一般超市，所以我们从零开始。”他解释说，公
司有考虑过HFCs、氨、二氧化碳制冷等各种解决
方案。最终选择的复叠系统在主要参数，如成本、能
耗和GWP之间达到了最佳平衡。

Arrowsmith说，“天然制冷剂是企业DNA的一部分。” 使用天然制冷剂符合Sainsbury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战
略。在英国，Sainsbury从2008年开始试点二氧化碳系统，2010年以后所有新开的超市门店全部使用二氧化碳制
冷。今后将在所有需要改造的门店中也安装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Arrowsmith明确表达，“2017年起公司开始改
革便利店，每个新开的便利店都将采用天然制冷剂，主要是二氧化碳。天然制冷剂是我们的首选，公司也承诺最
大限度使用天然制冷剂。”

Sainsbury将消减HFCs作为战略核心，到2020年，运营碳排放绝对量将减少30％，较2005年相对减少65
％。2020年的目标是实现绝对碳减排的宏伟目标的一部分，即到2050年绝对碳减排目标达到50％。截至2017年5
月，Sainsbury在英国已拥有1,415家门店。2016年9月，Sainsbury称已在其中216家门店安装了二氧化碳跨临界
系统。8家便利店使用天然制冷剂，其中7家安装的是二氧化碳增压系统，另一家安装的是碳氢化合物和乙二醇制
冷系统。

理约7,000个客户订单。实际处理量每周可达到2万至2万5千个。”货箱由捡货团队完成装捡后放置传送带，再由升
降机将货箱提升至穿梭机层，穿梭机统一运送至库存集散地，分别装载到不同运输卡车。

完整版请查看《Accelerate Europe》第8期

天然制冷剂属于企业DNA

制冷的独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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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乐齐布局
千家二氧化碳跨临界超市
德国零售巨头奥乐齐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公布了目前天然制冷剂门店的占比。

作者：Charlotte McLaughlin

奥乐齐集团创立于1913年，是德国最大的连锁超市。

2017年集团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称，在全球所有门店中有1,496家门店使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占
全球奥乐齐门店的25％，大部分门店在德国（1,324家）。

采用天然制冷剂设备是奥乐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核心。报告指出，“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是
二氧化碳的4000倍。所以低GWP值的制冷剂，如二氧化碳或氨会被更多地使用。”奥乐齐的主要环境目标
之一就是用低GWP值制冷剂取代GWP值高于2200的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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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集团企业国际 责 任的总 经 理Sven 
van den Boomen表示，“到2020年，我们计划
将每平米销售面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2
年减少30％。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实现
了这个目标。” 2017年以来，集团75％的制冷
系统都采用了低GWP值的制冷剂。目前制冷所
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05,051吨（二
氧化碳当量计算），集团希望进一步减少排放
量。

集团在大部分区域配送中心都采用了氨
制冷系统，2016年的使用比例达到83％。店内

所有新型独立式冷冻柜均采用丙烷，50％的店
面还成功进行了余热回收。集团表示将继续采
用二氧化碳技术。2017年8月，奥乐齐英国宣
布，英国所有门店将转为使用二氧化碳设备。
截至2018年底，将为100家左右的网点配备天
然制冷剂系统，投资总额约为2200万欧元。通
过战略的实施，奥乐齐英国的制冷剂碳排放
量将减少99％。奥乐齐英国的传播总监Mar y 
Dunn曾表示：“选择天然制冷剂既减少了我们
对环境的影响，还能让门店更好地适应未来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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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零售商Casa Ley率先在墨西哥安装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
成为炎热气候下试点该技术的先行者。

作者：Michael Garry

Casa Ley是墨西哥西北部主要的食品零售集团，经营超过246家门店，其总部位于锡那罗亚州的库利亚坎
市。Casa Ley与美国制冷设备制造商Kysor / Warren合作超过十年，Kysor / Warren现已被西克制冷收购（Heat-
craft Worldwide Refrigeration）。

上个月Casa Ley在库利亚坎新开了一家覆盖面积达75,347平方英尺的超级购物中心，成为墨西哥第一家安
装环境友好型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的超市集团。Casa Ley与制冷设备供应商的良好关系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集团现任CEO兼主席Juan Manuel Ley-Bastidas表示，“成为第一出乎意料，不过我们为此自豪，这也证明了
我们努力的价值。”

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其他零售商也正密切关注Casa Ley的此举，以了解该系统在墨西哥常年炎热环境下的表
现。

墨西哥零售巨头CASA LEY 
率先安装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   

Casa Ley是墨西哥第四大连锁超市，肩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集团成为全国首试跨临界系统的零售商也在意料
之中。Bastidas说到，“我们认为公司必须对社区、客户和员工负责，必须关心环境。”Bastidas从2008年起
担任Casa Ley CEO，今年起还将担任董事长一职。他补充道，“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或营销，企业确
实应该关心下一代和社区。”当然，企业采购设备还必须考虑到产能。他相信“我们可以同时实现责任和效
率。”

关爱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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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第一出乎意料，
不过我们为此自豪，

这也证明了我们努力的价值。
集团现任CEO兼主席Juan Manuel Ley-Bastidas

此外，根据对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市
场和政策趋势的分析，Casa Ley高层发现
制冷技术正朝着“使用污染较少的气体”的
方向发展。在选择Kysor / Warren的跨临
界系统时，Bastidas明示，“我们希望走在
立法前面，保持业界领先。”

成本溢价
     Bastidas说，跨临界机组和绝热冷凝
器的成本和安装费用比传统的DX系统高
出约30％，但通过预期的运营节省，公司
将获得可接受的投资回报率。收购和可持
续发展的负责人Manuel Ruiz Dorado表
示，基于以上判断，Casa Ley决定对该技
术进行投资。Bastidas补充，“多拉多所在
的部门不断在网上搜罗好的供应商，参加
不同会展，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技术
和应用。总之，我们在持续探索新的经营
方式。”. 

        首先提出安装新系统的高层是高级维
护经理Rafael Francisco Navarro Torua。
他认为，安装跨临界系统的实质是“寻求
更高的能效解决方案”，因为“这是零售业
的发展方向”。Torua还负责协调系统的安装、
培训和人员选拔。 

     Bastidas解释道，此次试点跨临界二
氧化碳系统为期一年，测试因子包括能耗
和维护等，并以此确定集团是否会将这项
技术作为新店的标准。 “现在下结论还为
时过早，但我相信所有的初始指标都将达
标。”

     Bastidas还积极参与到Casa Ley对跨
临界系统测试的推进中， “我做事亲力亲
为，团队的成员知道我为此感到兴奋的
话，他们也会感到兴奋吧。”

完整版请查看《Accelerate America》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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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全球领先的碳氢制冷压缩机制造商强调，许
多客户逐步认识到R290系统的能效优势，高能效正
是不同国家对R290技术提升兴趣的主要动因。

尼 得 科 大 中 华 区 销 售 及 市 场 总 监 沈 江 波 表
示，“一些客户发现HFCs制冷剂很难实现高能效，而
通过R290就很容易实现。”尼得科压缩机（天津）有
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R290压缩机制造商之一，为在
中国生产和销售碳氢冷柜的代工厂供货。另一家国
际压缩机知名厂商恩布拉科也赞同这一说法。恩布
拉科亚洲市场部的彭园媛告诉记者，“一家生产卧式
玻璃门冰柜的客户目前将我司的FMFT变速R290压
缩机用于食品零售市场。经测试得知，与R404a相比，
约可以节能42％。”

天然制冷剂
R290热潮
R290的高能效和空间优势提高了终端用
户对相关技术的兴趣。《Accelerate中
国》与制冷业世界领先的供应商探讨了2019
年我国面临的新机遇。

作者：Devin Yoshimoto

随着R600a在家用冰箱上的广泛应用，碳氢制冷系统和零部件供应商现在均致力于以R290为冷媒的系统
研发，尤其是在轻型商用领域。供应商们表示，制冷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终端用户认识到R290与传
统HFCs制冷系统相比显著的能效优势。

《Accelerate中国》采访了数家龙头R290制冷系统供应商，探讨了2019年中国进一步采用R290技术的可能
性。

奥地利的AHT（奥特）是世界领先的R290轻型商用
制冷系统供应商之一，也是中国R290技术的优质供应商
之一。在第二十届中国零售博览会上，AHT谈到通过采
用R290，公司系统达到了中国政府设立的最高能效标准。
公司中国区销售总监刘锋在展会期间告诉《Accelerate
中国》，AHT已获得中国政府的1级能效标识认证。”中
国能效标识（CEL）即附着在耗能产品上的能耗标签，包
括产品的能效等级（1为效率最高，5为最低）和能耗信息。
以AHT的米兰系冷藏及冷冻柜为例，中国能效标识上显
示系统的日均能耗为7.10千瓦时。AHT中国区总经理陈
超解释说，这是使用R290和变速技术所达到的能耗水
平。要减少能耗，采用丙烷、优化设计和变速技术三者缺
一不可。” 陈超补充到，“没有多少设备商可以提供1级能
效标识级别的即插即用冷柜，但我们已经拥有了符合这

一标准的全系列产品。”

R290的能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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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得科大中华区销售及市场总监沈江波

陈超还向记者透露，R290的高能效推动了终端用户对相关技术的兴趣产生，用户现在特别关注公司的米兰
系产品。当被问及新项目时，他回答说：“项目名称还不能透露，但目前公司正在与食品零售业十大巨头之一进行洽
谈以获得米兰系设备的报价。”

陈经理还解释，“对零售业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追求高等级的能效，相信高能效可以为他们带来企业声誉和节
能效益。他们希望带头并为其他企业树立良好榜样，证明零售商也越来越关注能效问题了。截至今年，我们在中
国交付的R290冷柜与2017年全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其中40％以上是本地食品零售商采购。”刘总监补充说，在
某些情况下系统能效达到一定标准后，终端用户可以申请补贴来抵消初始成本。他解释，“中国不同省份有不同
能效专项基金，大部分基金规定能效等级高于2级可以申请财政补贴。” 

一些客户发现
HFCs制冷剂很难实现高能效，

而通过R290
就很容易实现。

部分供应商也从中国零售商中看到了碳氢
水循环系统的巨大潜力，尤其是空间有限的小型
超市或便利店。近年来，便利店数量在中国稳定增
长。2018年，中国连锁店和特许经营协会和波士顿
咨询集团共同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连锁便利店
数量达到约106,000家，同比增长13％。对于小面
积商店， R290的水循环解决方案的优势是无需留
出额外空间来设立机房。相比利用集中式制冷设
备、冷柜和冷藏室的大型超市，小商店的每个壁挂
式冷藏柜都使用独立的丙烷系统，余热通过水回
路带走。

小店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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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制冷剂商用制冷技术专家认为，碳氢制冷
水循环技术适合日益增多的小型商店。专家说，“与
二氧化碳系统相比，碳氢制冷水循环和即插式系统
在食品零售领域具有良好的增长潜力，因为小型
社区商店正在成为中国零售业的新趋势。这些商
店的面积非常适合使用水循环系统和R290即插式
冷柜。对于中大型超市，二氧化碳更合适。”

瑞士最大的食品零售商Migros也强调了公司

在欧洲对R290水循环系统和CO2的集中式系统的区别
使用。Migros能源与建筑技术部门负责人Urs Berger
解释，如果商店太小而无法腾出单独的机房来容纳集
中式CO2系统，那么安装碳氢制冷水循环显得尤为关
键。Berger明示， “如果没有足够空间来安装集中生产
制冷设备，安装水循环系统的益处就很明显，所以关键
是系统安装的地点。”

供应商静观IEC调整充注量上

因为碳氢制冷剂充注量限制有望提高，部分供应商预测大部分产品线将转向R290。中国代工厂浙江星星冷
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是R290轻型商用冷柜的主要制造商之一。星星低温系统研究主管张廷勋认为，“一旦R290的
充注量上限从150克增加到500克的新规定出台，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R290冷柜来取代原来的R404A。”现在星星
在佛山和徐州的工厂每年生产40万台R290商用设备，其中30万台用于国内市场，10万台出口，销售总体呈现向好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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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器壳体储油罐油分离器

连接选项：ODS、BW 或 MPT。

* 131型额定压力为160巴       * 139A型额定压力为140巴

920和920R系列用于亚临界二氧化碳制冷， 
920-717和920R-717用于氨*以及其他天然和人造制冷剂

* 可根据要求，为您提供兼容氨的型号。

• 经验证的节能效果 • 更清洁的系统

920系列 920R系列

聚结油分离器

英制和公制尺寸连接 ‒ 密封且便于使用

油分离器   •   储油罐   •   集液器   •   油务管理产品

邮箱： temprite@temprite.com

未来制冷的环保技术

传真：1.630.293.9594

Temprite 130系列
用于二氧化碳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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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大连所推出
二氧化碳轨道车辆空调系统
中国中车由2015年南车和北车合并而来，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技术领先的轨道
交通装备供应商。中车目前有46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其中还包括了中车大连机车研究
所。2016年1月，中车大连研究所开展了有关轨道交通车辆用空调制冷剂的调研工作，他
们发现，这个领域的制冷剂完全可以采用二氧化碳作为新型替代制冷剂。
作者：Devin Yoshimoto,Yingwei Tao

中车大连所：现有国内外轨道交通车辆用空调制冷剂绝大部分在GWP方面都存在潜值过高问题。针对
此类问题，我们开展了相应的调研工作，其中涉及到蒙特利尔基加利修正案、欧洲F-gas法案等相关法案的
实施进程，同时还分析研究了学术界、工业界对制冷剂替代进程的预测等，通过调研，我们发现：CO2作为
全球首选的下一代绿色空调天然工质，具有不破坏臭氧层、温室效应指数低、不可燃、不易爆、容易取得且
成本低等优点。在轨道交通领域制冷剂完全可以采用R744冷媒作为新型替代制冷剂。二氧化碳空调系统的
研制在轨道交通领域尚处于空白，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目前、项目定位为中国速度等级最高的车辆设计二
氧化碳空调系统。轨道车辆空调系统结构紧凑，空间紧张，可靠性要求高，给系统设计带来了巨大挑战。

《Accelerate中国》：二氧化碳空调的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中车大连所：机组的冷量达到45kW，能效比2.3。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高速动车组用二氧化碳空调工程
化产品，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在系统和换热器的设计上也与传统冷媒有着很大区别。为了保证系统安
全，我们还安装了安全阀，以保证极端工况下的人员安全。

《Accelerate中国》：请介绍一下这个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

中车大连所：2016年12月。项目启动前期，我们与中国最大的高速动车组生产厂家——中车长春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新的冷媒环保特性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他们十分认可我们产品的前沿性和先进性，
因此他们成为我们项目中的重要成员。

《Accelerate中国》：中车长春是什么时候同意采用该系统的？

中车大连所：我们正在为欧洲车辆提供二氧化碳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德国、葡萄牙等国家的项目，
我们也希望为更多客户提供高效环保的空调系统。

《Accelerate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

TRAIN 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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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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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时代 

《Accelerate中国》与顶级专家和技术供应商就中国工业制冷市场的
现状、低充注量氨制冷技术和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
进行了交流。

作者：Devin Yoshimoto

近年来，中国的冷链物流业发展迅速。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制冷专业总工程师
马老师告诉记者，“国内冷链行业的产能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四到五倍。2013年前后，多
起液氨泄漏事故直接引发了人们对氨安全使用方面的担忧，地方政府开始严格限制氨的
使用。但其实背后的原因是有的公司成立不久，不熟悉法规，工人缺乏培训；有的公司为

了降低成本，不按规定走，事故就发生了。”马老师强调，“国内氨制冷系统的整个安全体
系十分健全，如按照现有安全体系执行，不会发生事故。”

19世纪中叶现代制冷技术问世以来，氨一直是全球工业制冷中的主流制冷剂。氨具
有良好的热力学性能，节能特性明显，价格低廉。然而，近年来氨在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发
展的方向相左，一些地方政府随意限制冷库用氨，导致冷库被迫改用会破坏臭氧层、产生
温室效应的氟利昂。《Accelerate 中国》就此与几位资深专家和技术供应商进行了交流，
以了解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采用现代技术的重要性。

氨使用受限

LOW CHARGE AMMONIA AND TC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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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事故发生之后，氨系统的使用大幅下
降，氟利昂系统需求增长。马老师补充，“2013
年之前，90-95％的新装置使用氨。2013年之后
到现在，比例已下降到50％左右，部分既有氨
系统甚至反而被氟利昂系统取代。”特别是地
方政府出对氨的使用限制直接刺激了这一市场
行为。

直到现在氨的使用仍受到严格限制。冰轮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工业
氨制冷系统制造商之一，公司研发部高级经理
刘昌丰解释了这些限制如何影响终端用户的
决策，“由于氨制冷系统的安全隐患问题，近年
来，各地对新上的氨制冷系统项目的审核更加
严格，尤其是对灌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有些项
目由于重大危险源和安全相关条例规定，灌注

回到氟利昂

国内氨制冷系统
的整个安全体系十分健全，
如按照现有安全体系执行，

不会发生事故。

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制冷专业总工程师 马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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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替代制冷

氟利昂取代了氨的应用，标志着中国冷链物流业
的后退。国际上《蒙特利尔协定书》对R22制冷剂的禁
用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2009-2010年的平均水平
为基线水平，到2020年削减35%，2025年削减67.5%，
到2030年保留基线水平的2.5%。过度天然制冷剂将为
安全、节能、环保和面向未来的替代技术创造市场需求
和巨大的商机。

多数龙头供应商认为，解决方案在于低充注量氨
技术和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这两种技术已经在海外工
业制冷领域得到迅速发展。由于这两种技术固有的安
全优势、技术性能，以及初始成本下降，供应商也看到
中国市场对这些解决方案的兴趣在提升。

冰轮刘昌丰经理给记者介绍了最新的低充注氨项
目。该项目采用了AIST-1Z——高效低充氨的氨/二氧化
碳复叠机组和载冷机组，在二氧化碳级联的基础上，通
过技术创新，进一步减少氨的充注量，技术手段包括螺

量无法满足要求，不得不改用氟制冷系统，但这就造成系统成本大幅提高，而且存在环保隐患。所以，低氨
充注量系统的市场需求有了明显的提升。” 

马老师举例说明，某家肉类加工公司“想要使用氨制冷但被迫使用氟利昂，能源消耗增加了10％以上。”
上海福利顺食品工程公司的总经理胡先生也承认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上海福利顺是国内领先的工业制冷系
统承包商。胡先生补充，“我们看到像屠宰场和乳制品厂这类大型食品制造商的氨项目也受到地方当局极
其严格的管控。”

式 冷凝 器 研究、无存 氨 油 冷却 器 研究 等内
容。“项目目前落地应用于山东东方海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丰润食品有限公司等，客
户反映机组性能稳定、可靠。”刘经理说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汉森技术公司（Hanse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是中国工业制冷
阀件的龙头供应商。汉森上海代表办公室的
陈中表示，最近他看到中国工业制冷业二氧
化碳系统的普及程度在不断提高，对二氧化
碳的知识累积也正在加速。他也承认，“工业
制冷设备供应商仍然需要时间积累中国二氧
化碳领域的经验和知识。”

供应商看到的重要机遇之一和跨临界二
氧化碳系统相关，跨临界系统在食品零售领
域越来越受欢迎，也正推动着系统在工业制
冷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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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营的海外公司主导了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冷系统在中国食品零售业的应用。麦德龙中国于
2018年1月17日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跨临界二氧化碳门店，成为在中国超市中配备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的
先驱。

麦德龙还确定了另外两家门店将于2019年完成二氧化碳布局。麦德龙中国设施管理部总经理林坚先
生表示，“一个系统将安装在重庆，另一个系统将安装在北京。” 去年，北京超市发也安装了跨临界二氧
化碳系统，其他地区的零售商看到了行业发展的方向。超市发的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由松下冷机系统（大
连）有限公司提供，松下冷机在2018年中国制冷展上首次推出跨临界二氧化碳机组。松下冷机系统海外销
售总监杜丽丽表示，“目前安装在超市发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系统非常稳定。经过夏季测试，系统的冷却和
压力都在规定范围内。随着市场兴趣的增加，中国本地制造企业也在不断努力开发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

2018中国零售业博览会（ChinaShop2018）上，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了针对国内市
场的跨临界二氧化碳系统。CO2热泵领航者昆明东启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也开发出跨临界二氧化碳增压系
统。

跨临界二氧化碳现身中国商业食品零售业

汉森的陈先生补充说，“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
道跨临界二氧化碳，但它在中国的工业制冷方面具有
很大的潜力。”现在部分供应商已经看到了工业制冷市
场采用跨临界二氧化碳的初步趋势。江苏科立德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食品零售行业的主要供应商，科立
徳总经理蒋建忠相信，跨临界二氧化碳技术将在未来
中国工业制冷市场中发挥重要作用。蒋先生表示，“技
术和应用已经存在。一些压缩机厂正在生产60和80马
力的二氧化碳跨临界压缩机用于工业制冷。”除了跨临
界二氧化碳技术外，蒋先生还认为中国也将逐步采用
低充注量氨技术，“未来，工业制冷将被二氧化碳技术
和低充注量氨技术引领。承包商希望通过采用新技术
区分于竞争对手，终端用户希望长期实现节能和制冷
剂免更换的双效益处。”

基于不断上涨的合成制冷剂价格和不可
避免的环境影响，冰轮环境的刘先生也认为
自然工质是未来制冷剂发展的重要方向，“氨
作为传统工质，其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低
氨充注量技术能够极大地降低系统安全隐患，
并且有较高的技术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制冷
设备行业仍在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对安全
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因此，低氨充注量技
术在未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发展。”

目前的局面不仅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可
持续增长，还将决定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
接下来的发展还有需要继续观察，但显而易
见，供应商正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助力行业
走向新时代。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天然制冷剂咨询网络传播平台

碳氢制冷平台 二氧化碳制冷平台 氨制冷平台

详细内容请咨询：

sales@she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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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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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天然制冷剂咨询网络传播平台

碳氢制冷平台 二氧化碳制冷平台 氨制冷平台

详细内容请咨询：

sales@she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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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lerate China // Spring 2018

1 // Table of Contents

! "
# $

% &
!

!"#!$%&$'( ()
#!%*+( ($

!,-+!../

012,1341+(5678

!"#$
%&'

()*+",
&

!-./&0'

12&3
4 5$2&6

&*%&7
89&0

2'2&:*78&
4;&

7#"%
<=#

*7*=
">&?

@A&<
7$#9

<

!"#$%&'

"()*(+%,-%./
(%0)12

B*>>&C
#99%

D#9
9E9

?$)9&7$
&5$#78

&!)9#*=
"F

12&A
4&

0-&G"
H9<

&@%

IJ+#$
="#K

$%<

12&3
A&

!!!&L9M#*
N9#

"7*$
%O<

?@A&G#
"*%*

%N&P
#$N

#")

12&Q
4

!"#$%&'
()(

*!+(),-
.

/$

!"#
#$%&

'()
$(*

'(+
,

-'"
&%.

*'$
/(*

0

12$3
4$

56+
78.

(79
80$

.*(
7:'

$#;)
;&%$

"0+
'7$%

18&
#;:*

&

$
12$<

=

>'.
*08

#8:
6$?8

."%
,

@;7$
.80

+;&;
80'

7%$

12$4
A

B@C
D$@

EEF
GH

IJ>
5

E'?
7;:'

7(&;
80$

-'%
;:0

$I(
0(:

'7

H(;
0%9

"76
K%$H

"1'
7)(

7L'
&%$D

&+2

12$M
M

!"#$%&'()&

*+(+,&'-*

#)-..$"/

A U S T R A L I A  &  N Z

ADVANCING  H
VAC&R  N

ATURALLY

AUTUMN 2017

Australia joins 

natural refrig
erant ra

ce

EuroShop special fro
m Düsseldorf

p. 18

HFC phase-down in 

spotlig
ht at 

Refrig
eration 2017

p. 14

The world’s firs
t 

water-re
frig

erant tu
rbo 

chiller  

p. 66

!"#
#$%&

'()
$(*

'(+
,

-'"
&%.

*'$
/(*

0

12$3
4$

56+
78.

(79
80$

.*(
7:'

$#;)
;&%$

"0+
'7$%

18&
#;:*

&

$
12$<

=

>'.
*08

#8:
6$?8

."%
,

@;7$
.80

+;&;
80'

7%$

12$4
A

B@C
D$@

EEF
GH

IJ>
5

E'?
7;:'

7(&;
80$

-'%
;:0

$I(
0(:

'7

H(;
0%9

"76
K%$H

"1'
7)(

7L'
&%$D

&+2

12$M
M

!"#$%&'()&

*+(+,&'-*

#)-..$"/

!"#
#$%&

'()
$(*

'(+
,

-'"
&%.

*'$
/(*

0

12$3
4$

56+
78.

(79
80$

.*(
7:'

$#;)
;&%$

"0+
'7$%

18&
#;:*

&

$
12$<

=

>'.
*08

#8:
6$?8

."%
,

@;7$
.80

+;&;
80'

7%$

12$4
A

B@C
D$@

EEF
GH

IJ>
5

E'?
7;:'

7(&;
80$

-'%
;:0

$I(
0(:

'7

H(;
0%9

"76
K%$H

"1'
7)(

7L'
&%$D

&+2

12$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3

456

!"#"$%&'"$

!()#&%*#+&,-.

!"#$%&&'(#)*+,#$+-'.(/)0$/.)-($/&$1)&12-#$2-'$&/"#)$

34$)#%)+5
#)2-/($/&$'#26$7+/"$6&&8+-5$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2+-!+/(3

456

!"#"$%&'"$

!()#&%*#+&,-.

!"#$%&&'(#)*+,#$+-'.(/)0$/.)-($/&$1)&12-#$2-'$&/"#)$

34$)#%)+5
#)2-/($/&$'#26$7+/"$6&&8+-5$9:;$2-'$;<=$)#5(

!"##

!"#$%&'
()(

*!+(),-
.

/$
Coop Group 

flying high 

with ammonia  

p. 14

NatRefs take 

over EuroShop
 

p. 34

VINCENT GRASS

Refrig
eration Team Leader 

Corporate Operations – 

Engineering Services

Nestlé

p. 22

Coop Group 

flying high 

with ammonia

Nestlé’s 

visionary    

pioneers

Technology 

focus:

Propane

heat pumps

p. 68

E
U

R
O

P
E

ADVANCING  H
VAC&R  N

ATURALLY

SUMMER 2017

A U S T R A L I A  &  N Z

ADVANCING  H
VAC&R  N

ATURALLY

AUTUMN 2017

Australia joins 

natural refrig
erant ra

ce

EuroShop special fro
m Düsseldorf

p. 18

HFC phase-down in 

spotlig
ht at 

Refrig
eration 2017

p. 14

The world’s firs
t 

water-re
frig

erant tu
rbo 

chiller  

p. 66

Refrig
eration 2017

Refrig
eration 2017

HFC phase-down in 

spotlig
ht at 

The world’s firs
t 

water-re
frig

erant tu
rbo 

p. 66

!
"

# $
% &

!

!"#!$%&$'( ()
#!%*+( ($

!,-+!../

012,1341+(5678

!"#$
%&'

()
*+",

&

!-./&0'

12&3
4 5$2&6

&*%&7
89&0

2'2&:*78&
4;&

7#"%
<=#

*7*=
">&?

@A&<
7$#9

<

!"#$%&'

"()*(+%,-%./
(%0)12

B*>>&C
#99%

D#9
9E9

?$)
9&7$

&5$#78
&!)9#*=

"F

12&A
4&

0-&G"
H9<

&@%

IJ+#$
="#K

$%<

12&3
A&

!!!&L9M#*
N9#

"7*$
%O<

?@A&G#
"*%*

%N&P
#$N

#")

12&Q
4

!"#$%&'
()(

*!+(),-
.

/$

 accelerate.shecco.com

登录网站了解更多！

mailto:sales@shecco.com
http://r744.com
http://hydrocarbons21.com/
http://www.ammonia21.com/


EVENTS 2019

ATMO JAPAN
10 February 2020

Tokyo

ATMO ASIA
24 September 2019

Bangkok

ATMO CHINA
11-12 April 2019

Shanghai

ATMO AUSTRALIA
8-9 May 2019
Melbourne

ATMO AMERICA
17-18 June 2019

Atlanta

ATMO EUROPE
16-17 October 2019

Warsaw

More info on www.AT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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