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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浮冰機技術特色介紹與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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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浮技術原理與結構



革命性的壓縮機科技

入口導葉控制
(IGV)

緩啟動 (啟動電流<2amp)

雙級離心
壓縮葉輪

集成壓力
及溫度傳

感器

冷卻用電磁閥

變頻器 (VSD)
(24 kHz)

軸承&馬達控制器

高速直流永
磁同步馬達



變頻驅動

• 壓縮機的運行速度可以自動調整，以匹配當前負載和運行
條件，使其處於最佳效率

• 壓縮機的速度可以控制機組大部分能力，並用進行導葉控
制速度之外的範圍；

• 壓縮機速度越慢，效率越高。隨著速度的降低，其能耗會
大大降低；

• -速度 能耗3

• 最大運行速度：48000RPM



傳統離心變頻機
- 交流馬達運轉
- 最高轉速 3600RPM = 60 Hz
- 以上代表變頻段數為60段
- 變頻的段數少，更少的精準控制

變頻磁浮離心機
- 內建直流 DC, PWM 變流器調整速度
- 轉 速 範 圍 RPM 從 12000RPM 到

48000RPM
- 高達 750段變頻段數
- 更高的段數等於更好的精準控制

變頻驅動: 傳統離心機 VS 磁浮離心機



• 100,000/second 主動轉子中心定位

• 微米的移動監測即主動調整

• 持續將轉子控制並做中心定位在 7 微米內
(大約是人體毛髮直徑的 1/10th )

• 另外有備用軸承避免轉子在控制或軸承故障時損壞

磁懸浮軸承系統

葉輪
雙極壓縮

前軸承 後軸承直流同步
馬達

位置
傳感器

位置
傳感器

止推軸承

轉子

電磁線圈



Smardt公司介紹



 跨國性國際公司；全球用戶採用Smardt冰機

 全球磁浮冰機運轉最久(20年)

 全球磁浮冰機實績最多(超過10000台)

 全球磁浮冰機第一領導品牌(市佔率第一)

 全球節能及穩定可靠最高的磁浮冰機(可靠的冰

機控制系統及主要零組件歐美製)

 最大噸數磁浮冰機:水冷60噸-3600噸、氣冷

60噸-500噸

Smardt磁浮冰機技術特色介紹與應用案例



Smardt 全球國際性跨國公司



Roger Richmond-Smith 

& Ron Conry

開始發展無油式

Turbocor 壓縮機

Turbocor墨爾本

移居蒙特爾，完成

第六代機組開發

Smardt在澳洲

安裝了第一台

無油壓縮機

Turbocor與

Danfoss將產品

帶進美國市場

Smardt

墨爾本與蒙特羅

工廠設立

Smardt

美國工廠設立

新加坡辦事處設立

Smardt

德國司徒加

工廠設立

Smardt

中國廣州

工廠設立

Smardt

巴西聖保羅

工廠設立

Smardt

在全球銷售

超越7000台

美國安裝

超過2,000台

磁浮無油冰機

全球安裝

超過10000台

磁浮無油冰機

全球安裝

20000台以上

無油壓縮機



商業 工業 醫療

醫藥資料中心 政府

教育 酒店 交通

在全球安裝了超過10,000台磁浮無油冰機



眾多頂尖公司信賴



水冷式冰水機組
60-1200RT

• 多台壓縮機備援系
統

• 可直立或臥躺，滿
足不同的空間要求

• 可增加節能器

• 1~8台壓縮機

• 滿夜式熱交換器

• 輕易維護保養設計

• IPLVCOP >10.8

• 在低負載下,最高
COP可＞１３



水冷式冰水機組
700-3600RT

• IPLVCOP >10.8

• 在低負載下,最高
COP可＞１３

• 1 – 8台壓縮機



• 緊湊的設計

• “V”型氣冷盤

管結構，提供額

外保護，安裝更

便捷

• 1~4台壓縮機

• 輕易維護保養設
計

• 高防腐蝕保護

• EC風扇標準

• IPLVCOP > 6.5

• 在低負載下,最
高COP可＞7

氣冷式冰水機組
60-550RT

冷凝器
(EC馬達風扇)

1~4台壓縮機

蒸發器

電控箱



GWP環保冷媒機組 –氣冷和水冷
80-530RT

• 低GWP環保冷媒 -採用HFO
製冷劑

• R1234ze

• R513a



 降低初設或汰換成本:多備援壓縮機設計，減少

冰機噸數與台數設置

 解決大小冰機設置的問題: 10% - 100% 運轉

 解決現場動線問題:分體式冰機

 降低生命週期能源成本(節省20%以上，冰機本

身45%以上)

Smardt磁浮冰機技術特色



多壓縮機設計(10% - 100%運轉)



整合式備援系統尖峰負載 1800RT
夜間負載 300RT

整體冰機能力 = 2000RT + 1000RT

每台壓縮機佔 7% 負載

整體冰機能力 = 2000RT

2000RT * 93% = 1860RT 

傳統油冷卻單一壓縮機冰機
架構

Smardt冰機
多壓縮機架構

• 初次成本較低
• 維護成本較低
• 空間節省
• 沒有冰機出水溫度起伏問題

冰機 1 冰機 2 備用
冰機

冰機 1

冰機 2

xX



最節能及穩定的冰機邏輯控制

• 運行機組時，最大數量壓縮機並聯運行，達到最高機組運行效率。

• 通過Smardt自主研發的控制邏輯和冰水機組控制系統實現最高能效。



輕鬆操作與管理

• 使用HLI與 BMS系統整合

• 自我檢測、自動警報及故障提醒及報表

• 即時趨勢圖

• 簡易操控介面，開放性通訊介面、遠端
監控 控制系統與系統整合



SMARDT水冷分體式冰水機組
120-800RT(400-2800kw)

2014
Cinnamon 

Grand Hotel
Sri Lanka WB180 500

2017 Luxton Hotel
Bandung 
Indonesia

WA062 175

2018
Pacafic 
Place 3

Hong Kong WB180 500

冰機原廠設計標準品: 可拆卸成兩
部分，進場後螺栓組裝；無需焊接
完全不影響冰機的效益與性能





所面臨的問題:

系統老舊，能源成本節節高升
系統老舊，冰機效率衰減，冰機使用噸數變少
設備老舊，維護成本高昂(一片電路板要價20萬以上)
已計畫5年要汰舊換新，遲遲因超高樓層動線問題無
法執行

大小噸數參雜，維護不易，成本也高
汰換成本高，希望取得政府補助，同時享有績效保證

台灣實績飯店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系統節能)

改善項目: 冰機 2000RT(共計5台冰機)、水泵、空調監控系
統、空調箱除溼



RF改善後照片

台灣實績飯店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系統節能)



BF改善後照片

台灣實績飯店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系統節能)



台灣實績飯店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系統節能)



其他效益

節省人力成本及更有效率管理(有可視化的空調監
控系統及遠端監看系統)

省下未來既有小型冰機汰換資本支出
節省維保支出(更親民的保養費及零配件費用、無
須更換冷凍油、濾心……)

台電降壓或停電，迅速恢復供冷(20秒)
零組件故障，冰機繼續運轉供冷
獲得能源局補助980萬元，降低總資本支出

台灣實績飯店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系統節能)



所面臨的問題:

系統老舊，能源成本節節高升
系統老舊，冰機效率衰減，使用噸數變少
設備老舊，維護成本高昂
汰換成本高，希望取得政府補助，同時享有績效保證

台灣實績醫院(3院所)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改善項目: 空調供應 1400RT(共計6台冰機) 、水泵、冷卻
水塔、空調監控系統、能源管理系統、熱水供應(熱泵)



台灣實績醫院(3院所)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說明 SMARDT主機外觀 說明 主機外觀 說明 主機外觀

說明 水泵 說明 水泵 說明 水塔

說明 監控畫面 說明 監控畫面



台灣實績醫院(3院所)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說明 Smardt冰機外觀 說明 冰機外觀 說明 水泵

說明 水塔 說明 監控畫面 說明 監控畫面

說明 監控畫面



台灣實績醫院(3院所)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說明 Smardt主機外觀 說明 主機外觀 說明 監控畫面

說明 監控畫面



台灣實績醫院(3院所)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改善系統
醫院1-空調 醫院2-空調 醫院2-熱水系統 醫院3-空調

總計

優先補助 優先補助 非優先補助 非優先補助

1、改善前耗電 (kWh) 1,569,310 1,467,826 3,048,480

2、改善前油當量 (kloe) 149.94 140.25 71.40 291.29 652.88

3、改善前耗電金額 (元) 4,268,522 3,786,990 1,138,196 7,804,108 16,997,816

4、改善前 CO2 排放量 (噸) 798.77 747.12 172.73 1551.67 3270.29

1、改善後耗電 (kWh) 890,811 913,037 221,274 1,944,720 3,969,843

2、改善後油當量 (kloe) 85.11 87.24 12.85 185.82 371.02

3、改善後耗電金額 (元) 2,423,006 2,483,460 570,888 4,978,483 10,455,837

4、改善後 CO2 排放量 (噸) 453.42 464.72 112.62 989.86 2020.62

1、節約耗電 (kWh) 678,499 554,788 1,103,760 2,337,047

2、節約油當量 (kloe) 64.83 53.01 58.55 105.47 281.86

3、節約耗電金額 (元) 1,845,516 1,303,530 567,308 2,825,625 6,541,979

4、節能率 (耗能基準) 43.24% 37.80% 82.00% 36.21% 43.17%

5、CO2 減量 (噸) 345.35 282.4 60.11 561.81 1249.67

本次量測驗證結果總節能率為 43.17% > 合約書預定36.1 %



其他效益

節省人力成本及更有效率管理(有可視化的空調監
控系統、能源管理系統及遠端監看系統)

省下既有小型冰機汰換資本支出
節省維保支出(更親民的保養費及零配件費用、無
須更冷凍油、濾心……)

台電降壓或停電，迅速恢復供冷(20秒)
零組件故障，冰機繼續運轉供冷
獲得能源局補助1500萬元，降低總資本支出

台灣實績醫院(3院所)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多壓縮機特色的應用 –改善前

No 說明 數量

1 冰機數量 4

2 合計額定製冷量 1300 RT

3 合計實際製冷量 475 RT

4 合計備用製冷量 825 RT

5 機房整體年度維護合約金額 240,000
SGD



No 說明 數量

1 冰機數量 2

2 合計額定製冷量 1100 RT

3 合計實際製冷量 475 RT

4 合計備用製冷量 625 RT

5 機房整體年度維護合約金額 60,000
SGD

多壓縮機特色的應用 –改善後



 無冷凍油，無效率衰減冰機使用噸數減少問題

 降低停電營運影響:快速Restart，停電復電20秒

內冰機快速啟動恢復供冷

 解決維修問題: 冰機主零組件隔離閥設計允許不

停電維修

 降低生命週期維運成本(40%以上)

Smardt磁浮冰機技術特色



冷凍油的影響

• 上圖AHARE研究指出平均舊型冰機冷凍
油量平均約 12.88%.

• 下圖研究指出冷凍油和效率損失的關係
3.5% 的冷凍油 = 8% 的效能損失

• Smardt冰機是使用Turbocor
無油壓縮機所設計，所以並不
會使用到任何冷凍油

效
率
損
失

系統中冷凍油比率

系統中冷凍油比率

冰
機

依據國際研究:  油式冰機5年10%
效率衰減，10年20%效率衰減



快啟動

全球最快！

20–70秒



停電復電後快速重啟動

700 時間(秒)
電力
恢復

壓縮機
重啟

冰機
啟動檢測

壓縮機
啟動

冰機
啟動檢測

壓縮機
啟動

200 時間(秒) 
電力
恢復

壓縮機
重啟

3000 時間(秒)
電力
恢復

壓縮機
重啟

控制器
重啟

壓縮機
啟動

IGV 
設定

確認
冷凍油溫

確認
冷凍油流動

傳統油式冰機@ 短暫電力中斷

Smardt快速重啟@ 長期電力中斷

Smardt快速重啟@ 短暫電力中斷



標準隔離閥對於維修保養相當重要，他能使簡單的膨
脹閥維修，從沒有隔離閥的設備2天，變成Smartdt設
備的2小時

Smardt標準在冷媒系統上安裝超過10套隔離閥在水冷及氣冷冰機上

簡單及不停電快速維修



•複雜管路 = 故障機率增加

•如何保證回油避免故障目前仍是個挑戰

•無油式冰機不須冷凍油，因此無需考慮回油問題

維保成本更節省

冷凍油式冰機 無油式冰機

管路簡單 =故障點更少



台灣實績化纖廠900RT

所面臨的問題:
系統老舊，能源成本節節高升
系統老舊，冰機效率衰退，使用噸數變少
設備老舊，維護成本高昂
要能符合製程溫度要求(5℃)
冰機的可靠度與可及時維修性(不要停機)
有小故障，冰機可持續供冷，避免影響生產
將日益頻繁的停電問題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復電
後可以快速恢復製程生產

改善項目: 冰機 900RT



台灣實績化纖廠900RT 

改善後照片



節能成效總覽

改善前效率: 平均效率值 0.9kW/RT

改善後效率: 平均效率值 0.46kW/RT (80%負載，冰水溫7/11, 冷卻水溫

29.5/32.5

節能率估算: (0.9-0.46)/0.9 = 48.8%

節能估算: (0.9-0.46)kW/RT x 900RT x 70% x 8760hr = 2,284,783 kwh/yr

Time
平均流量
(L/s)

平均冰水
出水溫度
(℃)

平均冰水
進水溫度
(℃)

平均冷卻水
出水溫度
(℃)

平均冷卻水
進水溫度
(℃)

平均
製冷量
(RT)

平均耗電
(kw)

平均效率值
(kW/RT)

平均負載率
(%)

平均效率值
(COP)

2019/8/2 158.36 11.15 6.9 32.54 29.58 799.05 383.46 0.47 89.00% 7.47

2019/8/3 152.85 10.91 6.96 32.25 29.66 718.71 329.98 0.46 80.00% 7.71

實際運轉數據

台灣實績化纖廠900RT



台灣實績光電廠900RT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所面臨的問題:
系統老舊，能源成本節節高升
系統老舊，冰機效率衰退，使用噸數變少
設備老舊，維護成本高昂
冰機的可靠度與可及時維修性(不要停機)
有小故障，冰機可持續供冷，避免影響生產
汰換成本高，希望取得政府補助，同時享有績效保證
將日益頻繁的停電問題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復電
後可以快速恢復製程生產

改善項目: 空調系統冰機 900RT、水泵、空調控制、空壓系統



台灣實績光電廠 900RT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說明 900RT冰水主機 說明 900RT冰水主機銘牌 說明 冰水主機流量量測

說明 冰水主機流量量測 說明 冰水主機冰水溫度量測 說明 冰水主機電力量測

冰水主機改善後量測照片



說明 100HP空壓機 說明 100HP空壓機銘牌 說明 空壓機流量計量測

說明 空壓機壓力量測 說明 空壓機電力計量測 說明

空壓機改善後量測照片

台灣實績光電廠 900RT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改善地點 光電
合計能源單價

(元/kWh)
2.28

設備能源耗用 空壓 空調

改善前用電量(kWh/年) 895,362 5,613,693 6,509,055

改善前油當量(kLOE/年) 85.556 536.419 621.975 

改善前金額 (元/年) 2,041,424 12,799,220 14,840,644

改善後用電量(kWh/年) 610,051 2,687,731 3,297,782 

改善後油當量(kloe/年) 58.293 256.827 315.120 

改善後金額(元/年) 1,390,916 6,128,026 7,518,942 

節約用電量(kWh/年) 285,311 2,925,962 3,211,273

節約油當量(kLOE/年) 27.263 279.592 306.855 

節約金額(元/年) 650,508 6,671,194 7,321,702

節能率(金額基準)
31.86% 52.12% 49.33%

節能率(耗能基準)
31.86% 52.12% 49.33%

tCO2減量(噸/年) 145.224 1,489.314 1,634.538 

本次量測驗證結果總節能率為49.33 %   >合約書預定33.00 %

台灣實績光電廠 900RT 
(能源局績效保證專案)



 解決離心機冬天運轉問題: Smart Lift設計克服

冷卻水溫及冰水溫相差10℃以內時產生冷媒阻

塞現象, 冰機無法順利運轉問題

 空調系統最佳化運轉方案，水側0.68kw/Rt以下

Smardt磁浮冰機技術特色



SMART LIFT TM

• 增加冰機應用範圍

• 提升壓縮機功能

• 智慧動態泵浦控制

• 獨立控制器與冰機控制系統連
接

• 與冰機完美的整合

• 工業設計美學

• 變頻精準控制



• 不同季節的效率值提升

• 可用於高冰水溫度的區域

• 資料中心

• 製程冷卻

• 可用於冬季開機

• 可做Free cooling模式

SMART LIFT TM的應用模式



LIFT™

左圖比較250RT冰機
當冰水出水溫度於
6.7°C (44°F)，在不
同外在環境的效能曲
線

- 夏天模式 - 30°C

- 冬天模式 - 4.5°C 

SMART LIFT TM季節效益



左圖比較250RT冰機當
冷卻水進出水溫度在
29.5/34.5°C (85/94°F)
時，不同冰水出水溫度
的效能曲線

- 冰水出水溫度7°C (44°F)

-冰水出水溫度21°C (70°F)

SMART LIFT TM冰水溫度提升



案例資訊機房 6,000 RT
。

所面臨的問題:
台灣缺水
要求高可靠度供冷
要能符合機房散熱高溫要求(17~22℃)
將日益頻繁的停電問題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復電
後可以快速恢復供冷



承研空調機房系統最佳化規劃
Smardt + Armstrong Solution

Armstrong DE智能變頻
 馬達與變頻器整合
 IE5能效等級永磁高效馬達
 可選擇雙聯泵，內置

Sensor Less 技術，無需
另配置感測器自動變頻

Smardt 磁浮無油冰機
 使用無油磁浮壓縮機
 使用負載10~100%，最佳

部分負載效率
 無冷凍油，維護保養簡

單，運轉成本最低

Armstrong 冰水最佳化控制
 可針對全變頻冰水系統控制
 自動依據現場使用狀況，做

冰機運轉台數、水泵變頻運
轉、冷卻水塔變頻運轉最佳
化控制

冰水水側系統效率值達 0.68kW/RT以下
(含水泵、冰水主機、冷卻水塔整體系統效率)



AI控制、自我學習



空調機房系統最佳化方案應用

香港辦公樓國王道 (2000RT)

Armstrong空調最佳化控制系統:

年節能率： 45%

年平均耗能指標：0.47KW/Ton

SMARDT冰水機組，變頻冷卻塔，變頻水泵

升級DE智能變頻水泵

2013年調試

香港辦公樓案例



空調機房系統最佳化方案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