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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磁悬浮技术改变生活
旋转世界   因我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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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火车 磁悬浮列车 普通轴承 磁悬浮轴承

直线运动，类似应用如电梯等 圆周运动，一切旋转机械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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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 省力▪ 省
心

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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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散热风扇
风机出风口

主机

进风过滤棉

控制系统空气过滤器

显示屏

控制键
冷却系统

控制系统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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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轴承，每秒超过10000次的信号采集和实时校正，精确控制

转子轴心位置，轴心偏移控制在μm范围内，振动量比传统轴承小一个量级。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磁悬浮鼓风机
旋转机械   因我而变

100kW 200kW 300kW 400kW 700kW 1000kW50kW

高速电机
体积小、噪音低，转速高达75000RPM，效率达9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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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三元流后弯
式设计，CAE分
析，工况范围宽。

• 高强度铝/钛合金，
100%射线探伤，
五轴高速铣削成
型；

• 多变效率高达
95%以上；

• 经过115%的超
转速试验，充分
保证设备运行安
全可靠；

三元流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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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针对高速电机设计，多重优化算法，1、有效降低电机发热

•控制性能超越国外品牌2、高温和环境适应 3、欠压保护
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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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转子工艺技术

        第 5 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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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世界   因我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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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申平

董事长                                  
清华大学                               

全国磁悬浮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飞旋科技董事长

孙吉松

总经理

清华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20多年中外企

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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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高效

智能化

低噪音

无润滑油无接触
无磨损

结构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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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传统罗茨风机节电30%以上

比多级离心风机节电20%以上

比单级高速节电10%以上

采用自平衡技术和主动减

振设计，噪音80d左右。 

撬装结构，一键启停。

日常作业仅需更换过滤器，

基本免维护。

采用PLC + GPRS/3G/4G，

可实时监控风机运行状态，

实现风量、风压、转速等的

智能调控。

 安静 省电  省力  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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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YG75 YG100 YG150 YG200 YG300 YG400 YG700 YG1000 

装机功率（kW) 50 75 100 150 200 300 400 700 1000 

升压（kPa) 流量（m³/min）：1atm,20℃，湿度65%

40 60 90 120 180 235 

50 50 73 100 148 190 288 390 630 

60 42 63 85 128 162 245 330 560 

70 37 55 75 106 146 220 290 500 660 

80 33 50 68 90 128 185 256 450 600 

90 30 45 60 80 115 165 240 400 540 

100 55 70 108 150 220 370 480 

120 100 130 190 310 420 

150 80 110 155 260 350 

全球最全系列、最大功率、最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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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滤液规模
服务项
目数量

适配机型

2000吨以上 10 YG200～YG300

800吨 8 YG100～YG200

400吨 9 YG75～YG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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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行业 台数 适配机型 处理量（万吨）

中石化茂名石化 3 YG100～ 2

中石油兰州炼化 2 YG400～ 3

高桥石化1/2期 5 YG75～ 2

燕山石化 2 YG75～ 1

神华准格尔 2 YG300～ 2

巴陵恒逸1/2期 6 YG200～ 3

利华益利津 2 YG200～ 2

京博化工1/2期 4 YG150～ 3

闰土化学 6 YG200～YG300 3

三宁化工 3 YG300 2

淏源化工1/2期 6 YG100 2

联盟化工、 3 YG200～YG300 2

久泰。。。。。。。等 50多台
总装机：7.5MW, 年节电量

近 2000万kwh 30万吨以上化工高难度废水

化工行业业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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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高效节能的曝气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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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废水▪EMC改造 
客户项目 闰土股份

项目规模 5000m³/d

替代机型
3台250kW罗茨鼓风机 

（125m3/min，80KPa

磁悬浮鼓风机 YG200

回收周期 约2年
节能率 31.9%

年节电量（kW▪h） 约128万kW▪h
节能量（tce） 约425tce/a

碳减排量（tCO2） 约1116 tCO2/a

硫减排量（tSO2） 约34 tSO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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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为节能为例
项目规模 1400m³/d

替代机型 3台160kW罗茨鼓风机

磁悬浮鼓风机 2台YG200

回收周期 约2年
节能率 约33%  

年节电量

（kW▪ h） 约130万kW▪ h

节能量（tce） 约432tce/a

碳减排量（tCO2） 约1140 tCO2/a

硫减排量（tSO2） 约34 tSO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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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工艺▪ 煤制乙醇：内蒙-新能能源——6台YG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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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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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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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发酵▪发酵罐-- 安琪酵母

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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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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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BOE B3、B4、B8、B11、B17
 长江存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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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晶板▪废水纯水--TCL华星光电

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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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发酵▪发酵罐-- 安琪酵母

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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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电  30%-50%
     冷却水 0
     润滑油  0
       噪音  85dB左右

  机械维护  0
       操控  智能化

磁悬浮透平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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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透平真空泵

型号 真空度(kPa) 气量范围（Im³/min） 功率（kW） 

EV75 

10～75

120~80 75
EV100 160~105 100

EV150 240~160 150

EV200 320~210 200

EV300 480~320 300

EV400 640~420 400

EV600 920~610 600

EV1000 1600~10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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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透平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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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生产厂真空系统

产能
30万吨/

年

年节电量

（kW▪ h）
约1165万kW.h

纸种 瓦楞纸
节能量

（tce）
约4660tce/a

车速
720-

850m/mi
n

碳减排量

（tCO2）

约11615 
tCO2/a

原台水环真空泵 2868kW
硫减排量

（tSO2）
约349tSO2/a

现磁悬浮透平真空
泵

1481kW
节水率

（%）
100%

节能率 48.3% 省油率（%） 100%

磁悬浮透平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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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高速（齿式）离心蒸汽压缩机

磁悬浮单级高速（无油）离心蒸汽压
缩机单级高速（油润滑）离心蒸汽压缩机

一体化变频
无油运转

罗茨蒸汽压缩机

高
效   

洁
净   

低
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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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介质：饱和水蒸气

l 进口温度：50 ～ 100℃

l 饱和温升：8 ～ 24℃

l 机组功率：50 ～ 300kW

l 转速范围：15000rpm～ 400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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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节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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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重点实验室：中国首家磁悬浮旋转机械工程
技术中心
3. 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高端轴承与旋转机械研究所）
4. 重点实验室：“天河”先进制造创新联合实
验室成员单位
5.国防科工局：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
赛银奖
6.工信部：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为“单机功率和
系统效率国际领先”
7.工信部：入选 “国家节能机电设备（产品）
推荐目录”
8.工信部：入选 “国家工业节能技术应用指南
与案例”
9.发改委：入选 “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
目录”

10.住建部：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推介企业

11.环保部：入选 “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
示范工程”
12.税务总局：购置单位可享受企业所得税抵免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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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国务院副总理  马凯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  万钢 工信部部长  苗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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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志强
电话：18601300890 400 618 6236
邮箱：huzq@esurging.com
网址：www.esurging.com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睦宁路160号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ESURGING（Tianjin）Technology Co. Ltd.

磁悬浮技术研究领导者
磁悬浮鼓风机领军企业
节能环保装备领先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