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總代理: 華億通風設備有限公司

最優化的節能設備
氣浮軸承永磁渦輪鼓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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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 Blower 
氣浮軸承永磁渦輪鼓風機



HICORE沿革

南韓 HICORE渦輪鼓風機製造廠的三位創辦人, 為南韓此型風機最初期的開發者, 包含一位渦輪性能研發部長, 一位氣
浮永磁馬達研發部長, 及一位控制模組研發部長, 此三人從最早的韓國渦輪機械廠的品牌, 其間也經歷為另三家知名大
廠持續研發,使目前市售的永磁氣浮式渦輪鼓風機能有如此穩定的操作及高省電效益的成果. 其間不斷地改良設備的重
點如下:
1. 氣浮軸承的型式優化 4. 氣浮軸承襯圈的材質強度 7. 產品製作的精密度
2. 永磁馬達的散熱效果 5. 控制面板模組的穩定性 8. 變頻器的配合
3. 渦輪葉輪的效率提升 6. 外箱結構強度及降噪能力 9. 產品能力的擴充



HICORE沿革

在過去韓國渦輪鼓風研發及改良的歷程中, 所有的改良技術也等於都出自於本公司三位創辦者之手.  而由於市場的急速
成長，三位元老級的研發高層決定於2018年正式成立 HICORE的自有品牌，將其製造及研發的能力和成果，用自己的
品牌呈現給客戶,並實現於未來的渦輪鼓風機市場中持續領導的地位．
基於本公司製品品質的穩定及性能的優異，所以HICORE廠牌可以給予客戶比其他競爭對手更多一年的保固期．還有
比其他廠牌更高出2%的省電保證．把這個優異的產品，透過自有品牌銷售於市場

華億通風設備有限公司,在過去台灣本地對此產品的深耕, 也希望能在未來有和原廠技術合作的機會. 於2021年正式加
入此體系，在未來，先對於台灣本地的客戶提供最完善的售後服務，持續擴大服務地點，目前於北，中，南都陸續成
立維修中心．透過華億24年來的工業風機製造經驗，及對於產品性能的專業知識，將使客戶能到最充分的技術支援及
售後服務．再進一步和國外技術合作, 在台成立組裝生產線, 以更快速的在地服務來滿足客戶. 



多項優化設計專利, 包
含氣浮軸承, 電機散熱, 
渦輪扇葉……等多項. 

將最好的效能以自有
品牌投入市場. 且保持
市場研發的領導地位



取代傳統的魯氏鼓風機

雖然魯氏鼓風機的單價較低, 但其運轉效率遠低於渦輪鼓風機, 以長期使用的觀點來看. 電費才是最大的成本. 而渦輪鼓風
機的完整組件, 包含系統風量, 壓力, 耗電, 溫度的監控模組, 變頻運轉系統, 及有液晶控制面板, 可得到完整的操作資訊及
節能優化調整. 所以能節省電費的, 不僅是風機效率所提供的25-35%, 還包含控制系統能帶來的額外10-30%的省電效益. 

再來看魯氏鼓風機的平均使用壽命15年中, 必須包含的設備維修, 零件更換的成本費用, 約等於三台魯氏鼓風機的價格. 費
用是一回事, 但是停機的成本, 在某些產業中, 更是一大損失. 

最後的噪音問題, 魯氏鼓風機, 在新機時利用出入口消音器來減噪, 雖可達到客戶要求, 但在1-2年的運轉期後, 機器的振動
及整體共振而產生的噪音, 往往都會超過100分貝以上, 這些都不是消音器能解決的. 使用渦輪鼓風機, 無論大小機種,都可
將噪音控制在85分貝以下. 這是20多年來, 客戶有目共堵的效果. 

如果你能了解這些實際狀況, 也該是你換機的時侯了. 

不僅僅是更換了設備,
也連帶了提供完整的
系統監控數據, 能做
到最完整的節能

改善了現場無法有效
控制的噪音問題及維
修成本



環境工程: 供水系統, 廢水處理, 淨水中心 傳統產業: 水泥業, 鋼鐵業, 化工業, 造紙業相關輸送系統
食品加工業: 食品淨化, 乾燥, 輸送 塗裝業: 噴塗系統壓縮空氣

應用領域



產品介紹

HIGH EFFICIENCY高效率
採用永磁馬達及高效能渦輪,通過監
控系統及變頻器, 可調節風量及壓力
以達最優化的省電系統

ENERGY SAVINGS 節能
和傳統的魯氏鼓風機,在相同的
運轉條件下, 有25-40%的節能率. 

LOW NOISE 低噪音
於機箱外表1.5米測得噪音值
在75-85分貝. 

LOW VIBRATION 低振動
風機運轉的振動值低於 2mm/sec

OIL FREE 無油氣污染
使用氣浮軸承, 無需潤滑保養, 使
輸送的氣體中不含油氣(適合食品
加工製程使用)

EASY INSTALLATION易安裝
模組化設計, 僅需連接電源及出口接管
即可使用

COMPACT DESIGN尺寸小
小型化設計, 節省安裝空間



HC 系列的基本構造

- HB 系列是由單段渦輪鼓風機, 永磁電動機, 變頻器, 風輪, 液晶控制面板及BOV 閥件所組成

- 簡單及耐久的設計概念, 提供最簡易的操作及極低的維護成本

標準配件

選配

- 單段式渦輪鼓風機

- 高速永磁電動機

- 變頻器

- 控制器 (PLC) or 微電腦型

- 出口洩壓閥件

- 逆止閥

- 撓性連接頭

- 出口消音器

- 諧波過濾器

- 正弦波過濾器



HC 系列的基本構造



轉子技術

-高效率渦輪葉輪研發

. 採用五軸加工機械，始終保持加工精度公差為0.001毫米的統一品質

. 採用電腦輔助最佳空氣動力學設計的葉輪及擴散器來保證極高的運轉效率

. 採用高強度鋁合金(A7075-T651)和超硬陽極塗層來保證耐腐蝕性和優良的耐化學性能

. 最新改良的葉輪設計, 在同條件操下, 比其他廠牌高出2%以上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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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家認證實驗室
認證測試報告
(為目前南韓製品中效
率最高)



氣浮式軸承技術

當產品需要運行在高轉速時, 特別是超過10000rpm以上時, 常規的軸承通常因為材質強度, 高轉速受熱...等多重原因, 使用
壽命大幅下降, 為此, 在20年開始有技術人員開發這種技術. 

當然在後期, 也為了重量更重的轉子, 開發了磁浮式軸承. 但其製造成本遠高於氣浮式軸承. 且各有其使用上的優缺點. (後
面會有說明), 但在以渦輪鼓風機, 這種非常輕量化的轉子, 因為重量輕, 在初啟動或停機瞬間的摩擦所造成的磨耗, 相對比
很重的轉子要小很多, 所以在渦輪鼓風機製造廠, 選用氣浮式軸承的佔了95%以上. 



氣浮式軸承技術

這種利用高壓空氣填入軸承間隙中, 取代了傳統滾珠及滾柱或僅以油膜來減少摩擦的方式, 可降低材質因磨損的損壞, 也
創造了無油的使用環境, 不會造成對輸送內容物的污染. 

而為了避免在初啟動及停機降速的過程, 無法有足夠的壓縮空氣導入間隙, 產生足夠的支撐力而會在極短的時間, 材質間
會有接觸摩擦. 開發者為此開發了有超高等級硬度的表面鍍層以減低摩擦損耗. 

而此設計的硬面加上原本設計中的緩衝層, 保證可以承受50000次以上的啟停動作而保持正常工作. 而僅更換氣軸承的備
品零件, 並不困難, 只要依安裝固定的螺栓孔位拆裝即可. 類似一般風機軸承的更換原理一般, 使用者不必有過渡的恐懼會
無法維修或無法持續使用. (請看下方圖示)



氣浮式軸承技術

在更大型機組, 因為轉子重量加重, 為了能有更佳的耐用性, 在新型的氣浮式軸承, 內部的緩衝層, 也都經過了技術優化, 以
下的進化過層請使用者參考 (註: 而在南韓製品的研發改良歷程, 皆為本公司創辦人實際著手參與改良計劃)

它的進化, 從20年前多葉式, 到15年前簡易緩衝, 到10年前多層式緩衝, 再到7年前的複合式緩衝, 再到4年前最新型的複合
式耐久型緩衝. 這個變化, 使運轉壽命加往上增加了40%左右. 運轉原理請參考下方圖示. 



氣浮式軸承技術

在最新技術的支持下, 公司對氣浮軸承的啟停使用次數, 有50000次的保證. 也就是說, 若以污水池曝氣的使用狀況, 以每週
啟停一次來計算, 一年平均52次啟停, 則保證能有50000/52 = 961 年的使用時間, 已可稱為永久使用. 若以輸送用途設備, 以
每日啟停10次來計算, 一年約有3650次的啟停次數, 也保證能有 50000/3650 = 13.9年. 也就是說13年才需更換氣浮軸承的零
件. 而且使用期間也無需任何保養, 這可讓使用者減少非常多的工作及成本,下方列出氣浮軸承和磁浮軸承及滾珠軸承的
比較表. 

補充說明:磁浮軸承價位非常高, 適合於轉子較重
的機械, 例如冰水機. 且磁浮內部仍需使用輔助軸
承, 是需要定期更換的, 還有控制系統損壞維修費
用非常高. 渦輪鼓風機使用氣浮式軸承已足夠, 因
為整個轉子重量相對要輕很多



永磁馬達的技術

永磁馬達的技術到目前已經是完全成熟的
產品, 但因為適合渦輪鼓風機使用的永磁馬
達, 需要使用更高的轉速, 
20000-60000 RPM. 再加上高速的渦輪運轉也
會伴隨著溫度的升高. 在永久磁鐵的缺點之
一, 就是高溫時的磁衰退. 

如何做好永磁馬達的散熱, 使溫度降到最低, 
就是對品質的保證. 

HICORE公司的創辦人之一, 就是在韓國市
場中持續領導改良的關鍵人物, 從最早的
60℃, 到中期的55℃, 再到目前的50℃內的
最佳品質, 都是出自他的手中, 他藉由優良
的散熱氣流通道設計及散熱葉片的改良. 持
續創造出最大的散熱效果. 



手寫式液晶控制面板及監控系統

-微電腦控制系統

. 考慮到使用者的方便，使用顯示界面和觸控螢幕

. 支持易於控制和持續運行狀態的監控設備

. 安全保護功能(過載, surge, thrust, 高溫,⋯.各種保護設定)

. 有各種不同的操作模式（流量控制 / 壓力控制 / 耗功控制 / 轉速控制）

. 支持用於遠端操控的各種通信協議

(MODBUS, TCP/IP, PROFIBUS-DP, ETHERNET)



型號 HC05 HC10 HC20 HC30 HC50 HC75 HC100 HC125 HC150 HC200 HC250 HC200 HC250 HC300 HC400

型式 單葉輪型式 雙葉輪型式

標準條件 流量 CMM (M^3/MIN): 1 ATM, 20℃, 65%RH, 氣體密度 1.2 KG/M^3, 精確度 +/- 5%

出
口
壓
力
mmAq

4000 5 9 17 47 75 100 - 130 - - 200 - 266 400

6000 4 7 13 20 34 51 69 82 105 140 160 - 160 210 272

8000 - 5 11 17 28 42 55 70 84 109 135 - 138 164 216

10000 - - - 13 22 34 45 - 65 87 104 - 108 133 172

軸動力 KW 3.7 7.5 15 22 37 55 75 90 110 160 187 160 200 220 300

出
口
管
徑
(A)

4000 - - - - 200 200 300 - 300 - - 400 500 500 -

6000 75 75 125 125 150 200 200 250 300 300 300 - 400 400 500

8000 75 100 125 125 150 200 200 200 250 300 300 - 400 400 500

10000 - - - - - 150 200 - 250 250 300 - 300 400 400

尺
寸
mm

W 850 850 850 850 850 950 950 980 980 980 980 1300 1300 1300 1750

L 700 700 700 700 700 1450 1450 1700 1700 1700 1700 2100 2100 2100 2100

H 1420 1420 1420 1420 1420 1450 1450 1700 1700 1700 1700 2100 2100 2100 2100

重量 KG 300 300 400 450 500 600 650 810 830 920 920 1950 1910 1550 2100

HC系列風機容量規格表 (5~400HP)

尺寸及規格



華億實績安裝參考案例(台灣) -2021.5

安裝地點: 民雄工業區 (紙廠)
用途: 廢水池曝氣
安裝機種: HB200 x 2台 + HB50

替換舊有魯氏鼓風機, 
省電效益30%以上. 



華億實績安裝參考案例(台灣) -2021.9

客戶: 明泰精密
用途: 奇美實業物料輸送系統(氮氣)
安裝機種: HB30 x 3台

本案因需要輸送氣體為
氮氣, 故入口另需做管
路修改



華億實績安裝參考案例(台灣) -2021.10
客戶: 榮成紙業(二林廠)
用途: 正壓送氣
安裝機種: HB40 x 1台 (省電32%)

現場舊有大豊
魯氏鼓風機

更換後



HICORE安裝照片



HICORE安裝照片



HICORE於認證國家實驗室測試照片



華億台灣工廠的認證實驗室測試照片



華億台灣工廠-工業風機製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