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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 



 

  

阿特拉斯·科普柯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 2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是一款理想的即插即用解决方案，适

合计划自行建造压缩机房的公司，也适合那些在工厂内没有压缩机房建造空间的公司。 

AIRCUBE 使没有时间或空间增添室内压缩机房的公司能够快速增加或扩大其压缩空气

供应量。它还能解决许多资源部门运营所面临的挑战：如何为地球上的一些偏远地方

供应可靠、高质量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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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您可以如何设计自己的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 
首先，您需要选择一台或两台行业领先的压缩机，让它们构成您的空气系统的核心。您可以在我们

的定速压缩机和节能变速驱动压缩机之间进行选择，规格多样，选择丰富，包括 11KW-110KW 定频

和变频空气压缩机。 

然后，您可以混搭和匹配您已经了解、使用和信任的许多其他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空气设备，包括

干燥机、贮气罐、过滤器和您可能需要的各种特殊附加装置。我们将帮助您把所有这些产品都组装

在一个 20 英尺或 40 英尺的 ISO 海运集装箱中。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的一些主要优点。 

 

高度灵活，可满足您的需求 – 模块化解决方案：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的应用非常多样化，用一种尺寸应对许多不同的需求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正是 
AIRCUBE 提供模块化解决方案的原因，它让您可以从我们的各种压缩机、干燥机和其他压缩空气设备

中进行选择。简而言之，您可以装配能充分满足您的需求的压缩机房。 

我们提供多种选件（从环保附加装置到智能连接和控制附加装置、ISO 8573-1:2010 过滤等级附加装

置、安全附加装置等），确保灵活地满足您的期望和需求，适应不同细分市场的要求。 

 

可靠性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常常要在地球上环境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投入使用，因为每个细分市场都有很多

客户希望能够利用我们解决方案的稳健性。 

此外，由于它们可以部署在偏远位置，如果空气系统出现问题，维修或采购备件可能会是一个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可靠性是我们的集装箱式压缩机房的重要特征之一。您希望确保它们在各种天气和温

度下都能正常工作。 

 

效率 
虽然可靠性对于客户来说是一项主要的 KPI，但对于需要集装箱式压缩机房以确保快速提高生产率的

制造厂而言，效率同等重要。 

这些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快速满足需求的激增。但是，降低运营成本是另一个关键目标。 

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您可以选择在您的集装箱中安装特别节能的压缩空气设备；例如，采用变速

驱动技术的压缩机和干燥机，这可显著降低能源成本并有助于实现更环保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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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插即用的集装箱式压缩机房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配备齐全，装有您选择的各种阿特拉斯·科普柯设备、各种设备之间的互连管道、

各种设备之间的互连布线、各种设备的内部配电、通风、照明等。 

这意味着我们的集装箱式压缩机房就像一个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您只需连接压缩空气和排放连接

的电源和接头点，即可立即启动整个压缩空气系统。 

由于这些集装箱式压缩机房经过工厂测试，您可以节省现场调试的成本和时间，而更重要的是， 
您可以放心地使用。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优良品质 
它不是普通的压缩机房，它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房，它只提供您所了解和信任的优质产品。

AIRCUBE 是根据严格的行业标准和阿特拉斯·科普柯标准构建的，旨在确保您在业务中获得出色的可

靠性和非常低的总拥有成本。 

这种模块化方法为您提供两个方面的优势：您将获得一个为满足您的需求而定制的集装箱式压缩机

房，因为我们只使用经过广泛测试并通过 CE 认证的现有阿特拉斯·科普柯产品，因此您的即插即用型

压缩机集装箱将很快准备就绪。 

 

从单一来源获得的设备 
为了避免兼容性问题，您应考虑从单一来源获取集装箱式压缩机房的各种组件。例如，AIRCUBE 是一

个完整的空气系统，包括各种组件，从压缩机到干燥机，再到您可能需要的各种特定附加装置。您

的整个系统都是按照阿特拉斯·科普柯标准构建的，因此可以确保更平稳的运行，避免在不方便的时

候出现恼人的意外。 

此外，从单一来源获得各种设备也将确保更易于使用和更顺畅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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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供货范围：  

 

 

每个标准集装箱式压缩机房都是使用依据 ISO 6346 设计的标准 ISO 集装箱建造的，配有两个双开

门，便于维护。每个集装箱还将额外安装一扇安全门，以便人员进出，该安全门还具有从集装箱内

开门的安全功能，即使从外部锁上也是如此。 

阿特拉斯·科普柯将负责整个集装箱的完整通风系统。压缩机进气口所需的进气格栅、压缩机排气的

热空气导管以及使热空气远离集装箱的排气通风风扇的设计和供应将包含在标准供货范围内。 

设备间的连接管道材质为不锈钢材质。排污管道会汇总到一起，材质为碳钢镀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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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用于电气布线的单个接头点，供货范围中还包括一个配电柜，以确保尽量减少在您现场的

布线工作。集装箱内设备之间的互连布线由阿特拉斯·科普柯负责。您将获得完整的即插即用集装箱

式解决方案，您只需将电源线连接到配电柜，该集装箱式解决方案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集装箱都配有内置照明系统，包括仅在断电时亮起的应急灯，以帮助操作员安全地离开集装箱。 

集装箱内外均喷有 80 至 120 微米厚的油漆，可耐受恶劣的天气条件。 

集装箱的大小将取决于集装箱内所容纳的设备的数量和尺寸，可以是 20 英尺，也可以是 40 英尺。 

这些集装箱式压缩机房都是使用 20 英尺或 40 英尺 ISO 海运集装箱建造的，可在 0°C 至 45°C 的温度

条件下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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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供货范围 - 环保附加装置：  

 

不锈钢管道： 
 

 

此选件非常适合食品和饮料、制药和化学工业， 
尤其是压缩空气可能与成品直接接触的行业。在这

些特殊应用中，材料的选择对于成品的质量影响巨

大。它甚至可能对健康、安全和环境法规的符合情

况产生直接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全的解决

方案至关重要。此选件包括不锈钢空气和排放管

道。 

 

 
集装箱外部的 C4M 油漆（适用于轻度腐蚀性环境） 
对于形成中度化学侵蚀性环境（污染）的工业大气、形成低盐度和中度潮湿环境的沿海地区， 
我们建议使用 C4M 油漆，这种油漆喷于集装箱外壁以防止发生腐蚀。 

 

集装箱外部的 C5M 油漆（适用于高度腐蚀性环境） 
对于形成高度化学侵蚀性环境（污染）的工业大气、形成高盐度和高度潮湿环境的沿海地区， 
我们建议使用 C5M 油漆，这种油漆喷于集装箱外壁以防止发生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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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式预过滤系统（适用于多尘环境中的集装箱） 
 

 

 

我们提供旋流式预过滤系统，以避免碎屑进入集

装箱，尤其是在多尘的位置、沙漠或偏远的安装

地点。它可以处理各种混合碎屑，包括泥、雪、

雨、树叶、锯屑、颖壳和灰尘。 

在进气系统的第一阶段安装旋流式预过滤系统可

防止大多数比空气重的颗粒进入系统。这可延长

空气过滤器的使用寿命，优化运行时间，提高可

靠性并降低在偏远、多尘或沙漠环境中的维护费

用。它还可在多尘环境中提高电机和冷却器的使

用寿命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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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的保温 
在寒冷的环境条件下，建议对集装箱进行保温处理，以避免集装箱内出现冷凝，并提高整个系统的

能效（通过不让冷物质渗入钢中，延长集装箱内加热器的运行时间，并且不让加热器的热效应通过

外部的寒冷冻结而轻易逸出）。 
 
 

 

 

 

集装箱可在 -10°C 至 45°C 的温度下使用  
对于温度不低于 -10°C 的较冷环境，可以选择此选件，我们将在集装箱内装上保温层，还包括带恒温

器控制的加热器，以确保集装箱内的温度保持在 5°C 以上，避免集装箱内安装的设备出现问题，例

如，排放管路冻结。 

  

此选件中包含 50 mm 厚的夹层板

保温层（其中包含保温材料），

适用于零下的低温环境。 

凉爽、干燥的

室外空气 

温暖、潮湿的

室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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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可在 -40°C 至 40°C 的温度下使用  
对于温度低至 -40°C 的严寒环境，可以选择此选件，我们将安装以下组件，以应对会影响集装箱内设

备性能的严寒条件。 

• 集装箱和集装箱内加热器的保温组件 

• 电动百叶窗，用于压缩机吸入口和压缩机排出的热冷却空气的入口格栅 

• 热空气旁通循环系统，用于优化压缩机产生的热量，以便在冻结温度下加热集装箱并降低加

热器的负载，从而节省加热器的耗电量 

• 自动通风控制系统，用于控制电动百叶窗和热空气旁通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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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供货范围 ▬  连接和控制附加装置  

使用 Modbus RTU 或 Profibus 通过 Mk5 网关连接到客户系统 

 

您可以使用 Modbus RTU 或 Profibus 协议，通过我们的 MK5 网关连

接到您的建筑管理系统/工厂资产管理系统/SCADA/DCS 系统/控制系

统。 

使用 Modbus TCP 通过 Mk5 网关连接到客户系统 

 

您可以使用 Modbus TCP 协议，通过我们的 MK5 网关连接到您的建

筑管理系统/工厂资产管理系统/SCADA/DCS 系统/控制系统。 

使用以太网 TCP/IP 通过 Mk5 网关连接到客户系统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 TCP/IP，通过我们的 MK5 网关连接到您的建筑管

理系统/工厂资产管理系统/SCADA/DCS 系统/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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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台压缩机的流量计 
出厂时已安装在我们的压缩机上的流量计将帮助

您监测、衡量和关注工厂的消耗模式。它还可以

帮助您根据流量模式的变化来发现泄漏。它还可

以识别某些压缩空气用户的额外消耗量，并有助

于排除故障。此外，作为 ISO 50001 资产管理系统

的一部分，它也可用于计算每立方米空气消耗的

电能。 

  



 

  

阿特拉斯·科普柯 AIRCUBE 集装箱式压缩机房 13 

每台压缩机的功率计 
压缩机出厂前我们将在压缩机机室内安装功率计。我们将能够监测压缩机的功耗，这可以在控制器

上查看，也可以在 SMARTLINK 上查看。功率计可以连接到 ISO 50001 资产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在该系

统中监测和衡量功耗，还可以跟踪压缩机的效率，使其不会偏离所需的性能。 

 
 

每台压缩机的组合流量计和功率计（用于测量每台压缩机的功率和流量消耗） 
此选件使您能够直接从机器上查看每台压缩机的实际功耗和压缩机的实际流量。您可以直接在 
Elektronikon 显示屏上查看，也可以通过 SMARTLINK 查看。这意味着您还可以计算每台机器的实际所

需比能 (SER)。比能需求 (SER) 是一种衡量使用电力生产压缩空气的效率的指标。 

由于我们的许多客户都重视通过实施 ISO 50001 标准来降低其能源成本的方法，这些选件将成为您的

一项福利，为您带来真正的价值。除非我们有准确的能源成本衡量方法，否则我们无法找到降低能

耗的方法。 

ISO 50001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制定的能源管理系统国际标准。这项标准旨在帮助各种组织继续降

低各自的能源用量，从而降低各自的能源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量。 

此外，拥有多个现场系统的客户也可以从此选件中获益匪浅。通过在每台机器上提供这些选件，您

将能够看到每个现场的 FAD 产量和功率 (kW) 消耗量，这将帮助您比较不同的现场性能，并在机器层

面上将性能更好的现场设置为基准。 

您可以通过将流量计连接到您的系统（使用 Modbus/Profibus，通过我们的连接附加装置）来查看流

量模式，并了解某些现场产生更多或更少空气的原因。您可以根据性能出色的现场设置良好的基

准，并调查节能较差的机器。而这也可以优化生产流程，这是提高运营效率的当前需要。 

 

功率计 控制器 Smartbox 

电流互感器 

电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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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装置的 EQ2i 

 

EQ2i 提供以下功能： 

• 集成在本地控制器中的定序器 

• 可控制多达 2 台压缩机（包括 VSD） 

• 与 SMARTLINK 网站的连接 

• 根据您的需求均衡压力和运行时间 

• 等量磨损/等量磨损 +（适用于多个 VSD 控制） 

• 4 个优先级方案，每个方案预定义了 6 个优先级 

 

 

用于控制装置的 EQ4.0  
EQ4.0 – 壁装中央控制器，具有空气集管压力测量设备 
 

             
 

如果您的 AIRCUBE 具有双压缩机，那么在一个空气管网中主动管理它们便可节省能源、减少维护并

缩短停机时间。阿特拉斯·科普柯的 Equalizer 4.0 (EQ) 控制器能为您处理这一工作。EQ 易于安装和编

程，可监控和管理多达六台压缩机和干燥机。该控制器可确保您的整个系统和各个空气设备都能达

到理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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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4.0 的功能如下： 

• 定序器壁装控制器 

• 可控制多达 6 台压缩机（包括 VSD） 

• 与 SMARTLINK 网站的连接 

• 根据您的需求均衡压力和运行时间 

• 等量磨损/等量磨损 +（适用于多个 VSD 控制） 

• 4 个优先级方案，每个方案预定义了 6 个优先级 

• 空气管网压力测量 

• 外部中央控制器，独立于连接的装置 

 

 

 

 

 

 

 

 

 

 

 

  

  

 

  

 

 

 

 

客户福利 

能源成本可占压缩机生命周期成本的 70%。阿特拉斯·科普柯的 Equalizer 4.0 控制器可通

过三个重要方式尽可能地降低您的能源成本：  

 
1. 
尽可能缩短的卸载时间 

EQ 可减少机器在不生成压缩空气

的情况下低效运行的时间。 

 

2. 
减小压力带 

每降低 1 bar 就相当于节省约 7% 

的能源。EQ 能保持一个范围较小

的预定压力带。 

3. 
出色的系统性能 

对各台压缩机进行编程，使它们

具有相同的运行时间，从而减少

运行中断。 

 

未配备 EQ 控制装置

的标准压缩机 
EQ 控制的压缩机 

投资  

安装  

维护 

能耗 

投资  

安装  

维护 

能耗 

EQ 中央  

控制系统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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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附加装置 

安全  

海运集装箱的 CS 检查 
用于国际运输的集装箱都必须具有有效的安全认证标牌或“CSC 标牌”，它是综合铭牌的一部分，通常

位于其中一个集装箱门上。CSC 是“集装箱安全公约”的缩写。此选件对于通过海运运输到客户目的地

的集装箱来说必不可少。 

 

火警装置（烟雾探测器 + 报警器） 

 

如果要在集装箱式压缩机房内安装烟雾探测器以监测集装箱

房内的烟雾，则需要选择此选件。您可以将烟雾传感器连接

到工厂消防和安全报警系统，以便从中央位置监控集装箱

房。当集装箱房内出现烟雾时，报警器将通过本地广播发出

报警，使附近的人引起注意。 

 

灭火器  
 

 
 

通常我们会在集装箱内安放用于扑灭或控制小火灾的便携

式灭火器，以备应急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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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 冷凝水处理 

 

先进的 OSC 系列采用专利技术将油从压缩空气冷凝水中分离

出来。多级分离过程采用浮态亲油过滤器和活性炭，确保卓

越的性能、长久的过滤器使用寿命和无故障运行，更重要的

是，可避免环境污染。 

 

ISO 8573-1:2010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明确定义了用于量化压缩空气质量的过滤等级。ISO 8573-1:2010 标准提供了明

确的方法来定义压缩空气系统的空气质量要求。您可以参考下表，以便根据 ISO 8573-1:2010 标准的

过滤等级选择阿特拉斯·科普柯过滤产品。 
 

ISO 8573-1:2010 
等级 

固体颗粒 
水 

油 

（悬浮态、液态和气态） 
潮湿条件 干燥条件 

0  由您指定* 无油压缩机 

1 
DD + 和 PD + DDp + 和 PDp+ 

吸附式干燥机 
DD + 和 PD + QD 

UD +  UD+ QD+ 

2 DD + DOp + 吸附式干燥机 
DD + 和 PD + 

UD + 

3 DD + DOp + 吸附式干燥机、膜片干燥机、 

转鼓式干燥机 
DD + 

 4 DD + DOp + 膜片干燥机、冷冻式干燥机 DD + 

5 DD + DOp + 膜片干燥机、冷冻式干燥机 - 

6 - - 膜片干燥机、冷冻式干燥机 - 

和 

和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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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8573-1:2010 – 1:4:2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 FF 机器 – UD 过滤器  
此选件仅适用于 Full-Feature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UD 过滤器来达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1:4:2  

 

ISO 8573-1:2010 – 1:4:2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 FF 机器 – 带电子排污装置的 UD 过滤器 
此选件仅适用于 Full-Feature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UD 过滤器来达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1:4:2。
UD 过滤器将配备电子排污装置。 

 

ISO 8573-1:2010 – 1:4:1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 FF 机器 – UD 和 QDT 过滤器 
此选件仅适用于 Full-Feature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UD 过滤器和活性碳过滤器 QDT 来达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1:4:1。 

 

ISO 8573-1:2010 – 1:4:1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 FF 机器 – UD 和 QDT 过滤器 
（UD 过滤器带电子排污装置） 
此选件仅适用于 Full-Feature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UD 过滤器和活性碳过滤器 QDT 来达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1:4:1。UD 过滤器将配备电子排污装置。 

 

ISO 8573-1:2010 – 1:2:2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配备 CD 无热吸附式干燥机选件的 
Pack 机器 – PDp 过滤器 
此选件仅适用于配备 CD 无热吸附式干燥机选件的 Pack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PDp 过滤器来达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1:2:2。 

 

ISO 8573-1:2010 – 2:2:1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配备 CD 无热吸附式干燥机选件的 
Pack 机器 – QDT 
此选件仅适用于配备 CD 无热吸附式干燥机选件的 Pack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QDT 过滤器来达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2:2:1。 

 

ISO 8573-1:2010 – 1:2:1 过滤等级附加装置，用于配备 CD 无热吸附式干燥机选件的 
Pack 机器 – PDp 和 QDT 过滤器 
此选件仅适用于配备 CD 无热吸附式干燥机选件的 Pack 机器，通过安装附加 PDp 和 QDT 过滤器来达

到 ISO 8573-1:2010 纯度等级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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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旁通附加装置： 

干燥机旁通装置 

 

如果您的应用无法承受停机事件，即使是在干燥机故障、

维护或保养期间也如此，则可以订购干燥机旁通选件。 
此选件包含隔离阀以及旁通连接管道。 

 

湿空气贮气罐旁通装置  

 

如果您的应用无法承受停机事件，即使是在安全阀校准期

间、贮气罐维修或检查期间也如此，则可以订购湿空气贮

气罐旁通选件。此选件包含隔离阀以及旁通连接管道。 

 

干燥空气贮气罐旁通装置 

 

如果您的应用无法承受停机事件，即使是在安全阀校准期

间、贮气罐维修或检查期间也如此，则可以订购干燥空气

贮气罐旁通选件。此选件包含隔离阀以及旁通连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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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可选择的特殊附加装置：  

 
客户可选择集装箱外部的特殊 RAL 颜色 
您可以选择特定的 RAL 颜色（建议在高温环境下选择浅色，以减少阳光直射对集装箱内产生的热影

响），以匹配您的品牌颜色或使您的整个工厂的色调保持和谐。您还可以将此集装箱式压缩机房用

作免费广告牌，用于品牌宣传。此客户特定的 RAL 颜色仅适用于集装箱的外壁。 

 

附加检修门  
如果客户根据工厂中各个现场的要求或安全规定需要有一个以上的通道门，则可以选择额外的检修

门，以便人员进出 40 英尺集装箱。 

 

参与机组的工厂验收测试 
作为一日活动的一部分，您可以根据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标准测试程序参加我们的 AIRCUBE 集装箱式

压缩机房的工厂验收测试。 

 

贴花 - 两侧的贴纸 (1.3 m x 1.3 m) 
贴花基本上是一种装饰性贴纸，通常在户外使用，可以是您的徽标或与您的品牌相关的贴纸。此选

件会将您的徽标粘贴在集装箱的两侧，尺寸为 1.3 m x 1.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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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花 – 两侧的大贴纸 (1.3 m x 7 m) 
贴花基本上是一种装饰性贴纸，通常在户外使用，可以是您的徽标和与您的品牌相关的贴纸。此选

件会将您的徽标粘贴在集装箱的两侧，尺寸为 1.3 m x 7 m。 

 

防滑板地面 
如果您想拥有防滑地面，则可以选择此选件。 

 

 

 



 

 

 

 

 

 

阿特拉斯·科普柯股份公司 
www.atlasco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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