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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臻创能于过去十三年间为超过460家香港及国内企业，进行清洁

生产审核、碳审计及能源改善工程；部份知名客户如下：

VersaTech 盈臻



VersaTech 盈 臻 部份知名客户



如何透过提升
中央空调 COP

而达到节能效果?



VpuraTES 动态蓄冷系统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COP/EER



中央空调提升制冷能效比 COP/EER

VpuraTES动态蓄冷系统

VpuraTES动态蓄冷系统以专利快速蓄冷

设计，以英国专利PCM相变材料作为蓄

冷材料，再以VpuraTES控制系统，储存

中央空调的剩余冷量，再回送返供冷系

统之中，充份发挥中央空统的最优化制

冷效能，达到大幅节省能源目标。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CO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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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uraTES 案例分享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VpuraTES 动态蓄冷系统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 示范项目案例

客户 Client 广东省深圳 台资电子厂

空调系统 System 120 匹中央空调系统

应用地点

Site

SMT生产车间24小时运作，车间设备产生热量令车间温度长期达28-30°C, 受外间温度变

化对空调耗能影响较低。

主要问题

Major Problem
设备长期消耗大量能源及波动较高，加速空调老化。

用电状况 Power 

Consumpiton
全年平均用电 720,058千瓦时

用电支出

Power Expenses
全年用电支出 ¥612,049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VpuraTES动态蓄冷系统 安装图片 (Installation)

VpuraTES安装于狭窄中央空调机房内，设备安装

时间1天，调试时间1天完成。(Installed in limited 

space, 2 days Install + fine tune)



VpuraTES 动态蓄冷系统 节能效益分析 (Saving Analysis)

安装前
Before

安装后
After

节能效率
Saving Rate

测试时间 (Testing Time) 2,818 分钟 (Min) 2,818 分钟 (Min)

中央空调主机运行时间
(Running Hours)

2,818 分钟
(Min)

1,667 分钟
(Min)

- 40.9%

中央空调主机用电量
(Power Consumption)

1,606 kWh 1,190 kWh - 25.9%

冷却水泵＋水塔风机用电量
(Pump & Fan Consumption)

760 kWh 310 kWh - 59.2%

中央空调系统总用电量
(Comprehensive Consumption)

2,366 kWh 1,500 kWh - 36.6%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VpuraTES 动态蓄冷系统 项目分析

项目内容

(Project Content)

VpuraTES 动态蓄冷系统一套，体积约3立方米，安装于中央
空调机房内。安装及调试时间为2天，客户停止空调运作时
间约8小时。

节能率(Saving) 36.6%

节省用电 (Power) 263,551kWh / 年

节省成本 (Cost) ¥224,018 / 年

投资回本期(ROI) 23.5 月

其他效益 (Others) 减少中央空调系统（主机，冷却水泵及水塔风机）运行时间
40％，降低系统损耗速度。

中央空调 提升制冷能效比



如何透过提升
中央空调 散热效率
而达到节能效果?



散热效率对能效比的影响

(Cooling vs Energy)

冷凝压力受制于冷却换热效率;   

•当冷凝器换热效率高，相同的蒸发

(冷)量，但因冷凝压力线(B-C) 平行

下移，压缩线 (A-B)缩短，能效比增

加;(High heat exchange, Less energy use) 

•如冷凝器换热效率低，相同的蒸发

(冷)量，但因冷凝压力线(B-C) 平行

上移，压缩线 (A-B)增大，能效比下

降。(Low heat exchange , More energy 

use)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影响冷凝器散热效率原因

•水份蒸发，形成硬水垢，影响热交换效率;

•冷却水容易滋生青苔及细菌，其中细菌于冷

凝器结成生物膜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散热效率对中央空调耗能的影响
Influence of Heat Exchange to Chiller



HydroFLOW 电子水垢处理器主要效益

防止水垢形成于整

个冷却水系统内包

括热交换器, 水管

道及冷却水塔.

防止细菌(包括退伍

军人菌/大肠杆菌等

等)及青苔于整个冷

却水系统内包括热

交换器, 水管道及冷

却水塔生长. 

清除整个冷却水

系统内存在之旧

水垢，包括热交

换器, 水管道及冷

却水塔.

推迟金属腐蚀于

冷却水系统内产

生.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HydroFLOW 案例分享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HydroFLOW 电子水垢处理器 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 示范项目案例

HydroFLOW Descaling Cleaner Production - Case

客户 Client 广东省深圳 台资电子厂 Taiwan Electronic Factory in Shenzhen 

中央空调

Chillers 

2台 240匹水冷式中央空调系统 ＋ 冷却水塔

(240 Hp Chillers x 2 units with 2 Water Coolers)

主要问题

Major Problem

• 冷凝器换热效低: 小温差经常处于 4.8-5.2°C;  (Low Heat Exchange, 4.8-5.2°C)

• 耗电量高及每年夏季均出差过热状况; (Over heat in Summer)

• 客户现时以化学药品处理水垢青苔问题，带来腐蚀及耗水量大问题; 

(Corrosion caused by biocide & Descaling chemical)

用电状况 Power Used 837.907kWh / 每年 (Per Annum)

成本支出

Expenses

• 每年用电支出(Annual Expense ): ¥837,907 

• 每年化学药物及维护支出(Chemical Cost) : ¥14,400

• 每年总支出(Annual Total Cost) : ¥852,307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功率波段
Testing 

安装容易 Easy Install 主机及铁氧体环 (Full Set) 24小时运作(24 hrs Work)

安装不影响运作 –Non Stop 

Operation During Installation

无需维护管理
No Maintenance  is needed



		

		

安装前 : 冷凝器布满水垢
Before: Hard Scaling 

安装后 : 75% 硬水清除
After: 75% Hard Scale was Removed

安装前 : 水塔及底部生长青苔
Before:  Algae even on the Ground

安装后 : 85% 青苔清除
After: 85% of Algae was Removed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HydroFLOW 电子水垢处理 效益分析 (Benefit Analysis)

设备安装 Installation: HydroFLOW 电子水垢处理器 ＋砂缸过滤

安装前 安装后

维护方式 Maintenance 使用化学药物 不用化学药物

运行时间 Running Hours 386 小时 382 小时

电力消耗 Power Used 72,358 kWh 60,982 kWh

每小时平均耗电 Avg Power/hr 187.5kWh 159.6kWh

节能率 Saving Rate 14.88%

小温差改善 Temp. difference 4.8-5.2°C 3.1-3.8°C

冷凝器散热效率改善 Cooling 
Improvement

27-35%

冷却水塔青苔状况改善 Algae 
Improvement

75% 12% (减少84%)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HydroFLOW 电子水垢处理 项目分析 (Project Analysis)

项目内容

(Project Content)

HydroFLOW 电子水垢处理系统两套，安装于中央空调主机冷却水管

进水位置，另于冷却水塔旁路安装砂缸过滤系统清除离质。安装及调
试时间为1天，客户无需停止空调运作。 (2 units of descaling system with 
2 Sand Filters has been installed in 1 day)

节能率(Saving)
14.88%

节省用电 (Power)
124,681kWh / 年 (annum)

节省成本 (Cost)

• 电力支出减少(Power Less) ¥124,681 ＋ 维护支出减少(Maintenance 

Less) : ¥11,520

• 总成本支出减少(Total Annual Cost Less) : ¥136,201

投资回本期(ROI)
21.5 月(Month)

其他效益 (Others) • 青苔产生 : 减少 84% (Algae Less 84%)

• 化学药物使用 : 减少 95% (Chemical Use Less 95%)
• 自来水使用 : 减少 65% (Water Consumption Less 65%)
• 维护工作 : 减少 80% (Maintenance Load Less 80%)

中央空调 提升散热效率达到节能效益



如何透过提升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
而达到节能效果?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与湿度平衡影响耗电的原因

•空调系统制冷过程中不但降低室内温度，同时亦在降

低室内湿度，但实际上空调环境湿度越低，耗电量越

大; 空调系统一般以回风温度决定压缩机工作时间，

但由于用冷地点与空调回风位置往往存在距离，出现

用冷温度已达标但因回风温度偏高，令压缩机持续工

作增加用电量;

•空调系统制冷反应温度一般为±0.5-1°C，反应温差越

大则能源浪费越高。



温度平衡系统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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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平衡系统 – 安装设计图

Installation of Temp. Balance System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平衡系统 设计

温度平衡系统采用两组温度感应器，平衡环境温度及空调制冷水平;

第一组传感器安装于实际用冷位置采集温度数据，确保室内温度达到要求水平;

第二组传感器安装于透过空调蒸发器管道上，监测冷媒运行压力水平; 

透过温度平衡系统之微电脑系统精化地平衡用冷及制冷间之需求，从而减少不必要之

制冷用电;

此外; 一般空调的温度反应温度一般为±0.5-1℃，温度平衡系统的温度反应时间为

±0.25℃，更快的反应时间令压缩机休眠时间加长，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浪费。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案例分析
Case Study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平衡系统 清洁生产伙伴计划 - 示范项目案例

Temp. Balance System Cleaner Productio – Case

客户 Client 广东省番禺 港资印刷厂 HK Printing Factory in Panyu

中央空调

Chillers 

16台 共660匹水冷式中央空调柜机

16 Units of Water Cooled Packaged Unit (Total 660 hp)

主要问题

Major Problem

• 空调供印刷车间24小时应用; (24 hours operation)

• 由于空调长年使用，耗能水平极高; (year round use)

• 部份车间于晚间及温度较低季节时，出现过低状况;但由于无专人管

理令电力浪费增加。(No control in low season and/or night shift)

用电状况 Power 

Used

2,047,233kWh / 每年 Annual

成本支出 Expenses • 每年用电支出(Annual Power Expenses: ¥1,637,786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平衡系统安装图片 Installation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平衡系统安装图片 Testing during Installation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平衡系统 效益分析 (Benefit Analysis)

设备安装 Installation
16部分别安装于16台柜机
16 Units of Packaged Unit

安装前 Before 安装后 After

室内温度设定 Indoor Temp. 24.2°C 24.2°C

运行时间 Running Hours 4,630 小时 4,622 小时

总电力消耗 Power Consumption 88,805 kWh 67,442 kWh

每小时平均耗电 Avg Power/hr 19.2kWh 14.6kWh

节能率 Saving Rate 23.9%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温度平衡系统 项目分析(Project Analysis)

项目内容

Project Content

温度平衡系统16套，分别安装于16台柜，安装及调试时间为
4天，客户每台空调平均停止运作30分钟。

节能率

Saving Rate
23.9%

节电量Power Use 489,288kWh / 年

成本节省Saving 电力支出减少 ¥391,430

投资回本期 ROI 11.5 月

空调系统 温度平衡达到节能效益



如何透过
变频冰水空调系统

达到节能效果?



方案名称： 空调机组及冷却水泵采用变频控制改造

行业： 汽车零部件配套公司

地点： 广州

文字数据源： https://www.cleanerproduction.hk/upload/resource/guidebook_generic.pdf

空调系统 变频空调系统



方案归类： 节能措施

改善前：
使用传统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没有采取相
应的节能措施。

改善后：
通过在中央空调控制系统安装节能控制系统、

对空调机组及冷却水泵采用变频控制改造。

空调系统 变频空调系统



节能的成效：

通过节能改造，年节省电费 15 万人民币。

方案实施的注意事项：

•方案实施前需要对空调系统进行综合评估，包
括年用电量，

•注意谐波可能对电子设备构成影响

空调系统 变频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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