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4.0 油润滑螺杆真空泵，
拥有 HEX@TM 智联和控制功能

GHS 350-900 VSD⁺⁺



配备配备 HEX@TM 的的 GHS VSD⁺⁺：：
游戏规则改变者游戏规则改变者
洁净、低噪音、高能效，新增洁净、低噪音、高能效，新增 HEX@™ - 新一新一
代智联功能。代智联功能。 
我们的 GHS VSD⁺ 系列变频驱动 (VSD) 智能真
空泵取得了飞跃式发展，并借助 HEX@™（创
新真空泵控制器，面向工业 4.0）提升了这款产
品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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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智能型真空泵创新智能型真空泵

适合多样化市场适合多样化市场

GHS 350-900 VSD+ 系列是采用阿特拉斯·科普柯变频驱动 (VSD) 技术的互联、智能式油润滑螺杆真空泵产品系列。这
些真空泵基于经广泛认可且坚固耐用的即插即用设计原理，经过真空工程师的专门设计，可以在客户需要的工作压力
下实现理想性能。

该系列产品将为您提供：该系列产品将为您提供： 

 �  更高的效率 － 先进的螺杆技术，VSD技术和创新电机设计相结合，提升能效

 �  运行安静 - 更低的噪音级别

 �  可靠的效率提升带来可持续生产力

 �  良好的保油能力，设备在全压力段运行时排气含油量低，保护环境

GHS VSD+ 系列真空泵应用广泛，包括塑料、玻璃、装瓶、装罐、木材、包装、印刷和造纸及肉类包装等应用。当生
产需要特定的泵时，GHS 350-900 VSD+ 会是理想的解决方案。

低生命周期成本低生命周期成本

 �  作为替换型真空泵作为替换型真空泵，GHS VSD+ 系列可实现低生命周期成本（包括保养和能耗成本）。一般来说，现有油润滑式或
多台干式旋片泵的投资回报周期少于两年，这一周期没有考虑设备的运行是否平稳，仅考量能耗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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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装置的优势真空装置的优势
使用 GHS VSD+ 可以帮助您节省约50%或者更多的能耗。GHS VSD+ 系列是目前市场上节能型的油润滑真空泵。
相比之下其他技术（如：油旋片真空泵）存在机械效率低、成本高等不足。

* 在大多数应用中与传统的定频真空技术相比（基于使用我们的 Vbox 能源审计工具测量的值）。

快捷安装节省时间快捷安装节省时间

 �  节省空间 - GHS VSD+ 系列设计紧凑，占地面积小

 �  您所需的一切都整合在一个整洁的箱体中

 �  即插即用式安装

 �  通过 HEX@GRID 控制多台泵

优化的工作环境优化的工作环境

此外，GHS VSD+ 系列噪音水平非常低。另外，其优异的保油能力也使得排出空
气的质量达到理想状态，同时避免在工厂中发生溢油的问题。工作环境的清洁
度大幅提高。

保证正常运行时间并降低成本保证正常运行时间并降低成本

GHS VSD+ 系列维护简单，无需频繁维护： 平均维护间隔时间 (MTBM) 非常长。  
无需用水，HEX@™ 可让您轻松了解泵的性能和维护需求。

排气口排气口

进气口进气口

GHS 350-900 VSD+ 油润滑螺杆真空泵4



节约能效节约能效

VSD 和压力设定点控制功能，可节约电
能，大多数真空泵通常没有这样的设
计。设定点控制允许您根据工艺真空水
平调节能源使用状态，从而优化您的工
艺效率和性能。可提供低流量，以满足
您所需的真空度或速度 - 不会造成浪费！

耐潮型耐潮型 
独特的水处理能力为您提供了
所需的多功能性和灵活性。

能耗

定频加载/卸载
真空需求

时间

定频定频

GHS VSD+ 能耗
时间

真空需求

* 在大多数应用中与定频真空技术相比（基于使用我们的 Vbox 能源审计工具测量的值）。

耐用的部件耐用的部件

油分离器的设计能实现高效的油聚结，
而且背压非常低，这意味着降低能耗。
这有助于延长油分离器的使用寿命比油
润滑旋片泵更长久。精心设计的油分离
器，不会出现过滤介质过载，因此寿命
更长。这对于维护保养预算是一个好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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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创新技术高效的创新技术

主机主机

 �  高效油润滑螺杆

 �  耐用的设计，出色的性能

 �  主机的寿命比螺杆压缩机和旋片泵的寿命明显
更长

进气控制阀进气控制阀 
 � 结合 VSD 驱动器调节真空气量，
可以大幅降低能耗

确保油回收确保油回收  
 �  出色保油率的优化设计 

 �  优化性能，延长寿命：避免使分离器超载

 �  创新的油分离器设计，即使在高负载下，
也能将含油量保持在 <3 mg/m3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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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分区的外罩冷热分区的外罩 
GHS VSD+ 系列的外罩带有冷热分区。它将产热
和高温关键部件（油分离器和转子）和所有其它
组件分开。温度低，运行可靠性就高，这一设计
有效延长电子元器件的寿命，带来更长的平均维
护间隔时间。

易于使用，维护简单易于使用，维护简单  
 �  油分离器的顶盖具有独特的开启结构。顶盖可滑向侧面，轻松
快速地更换油滤器

 �  设计巧妙的排气管（滴漏管），可将冷凝水收集到出口处的排
放管路中，并可通过机壳外部排出

HEX@™ 监测系统监测系统 
HEX@™ 是先进的真空泵监测系统。它简单、
全面，可节省能源。借助远程监控选件，它还
可与工厂管理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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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D+ 可实现可实现 50%* 甚至更高的节能效果甚至更高的节能效果

在几乎所有的生产环境中，随着工艺的变化，时间的变化，真空需求会在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内
产生波动。多个数据和气量图表的研究表明，真空需求会有许多实质性的变化。

为什么选择阿特拉斯为什么选择阿特拉斯·科普柯变频驱动技术？科普柯变频驱动技术？

 � 在广泛的流量范围内 (10-100%)，节能潜力至少为 50%

 � 降低电气安装成本（保险丝和线缆规格）

 � 集成式 HEX@™ Graphic 控制器可控制电机转速和高效变频器

 � 在需要停止-启动机器的情况下，消除了启动过程中的短时大电流的损耗

节能节能*

能耗

定频加载/卸载
真空需求

时间

定频定频

GHS VSD+ 能耗
时间

真空需求

GHS VSD+

* 在大多数应用中与传统的定频真空技术相比（基于使用我们的 Vbox 能源审计工具测量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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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投资 维护保养

定频真空泵定频真空泵

GHS VSD+

节省节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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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连接和控制功能

借助 HEX@，您可以随时随地监测和控制监测和控制您的泵。对于您的真空系统，
您可以接收反馈并查看泵运行状态、真空度和即将到来的计划活动。

显示流程优化 KPI 的屏幕

访问并显示泵运行趋势，如压力和温度

：第六感智能：第六感智能

简单易用的界面
选项（上方和右
侧），便于访问 
HEX@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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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供见解和更新自动提供见解和更新 
HEX@ 为您带来互联设备的优势，例如软件自动更
新、获取未来发布的功能以及提高对真空性能的了
解。HEX@ 还将根据泵的当前和历史性能提供相关的
见解、建议和反馈。也许可以提高真空泵的能效，或
者延长您的维护间隔。HEX@ 将使您能够采取主动措
施优化真空系统，有效地提高生产率。

基于基于 Web 的安全界面的安全界面

这可以通过基于 Web 的安全用户界面直接连至
您的单泵（或泵组）来实现。您可以通过支持 
Web 的设备、PC、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智
能手机，像站在泵旁边一样控制和监测您的泵。

可配置用户界面可配置用户界面

HEX@ 的人体工程学用户界面采用清晰的呈现
方式和直观的布局，可让您快速简单地导航。
与传统控制界面不同，HEX@ 允许您配置主屏
幕的各个部分，以显示对您来说重要且相关的
信息。

智能功能智能功能 
HEX@ 还具有智能功能，例如，允许您在生产时间之外安
排执行特定功能 - 这可以在日历天或运行时间中设置。您
还可以在操作模式之间切换，这意味着您可以保存操作设
置以方便将来使用，并根据生产需求在设置配置文件之间
切换。

Health

Your pump is due for a service in 4 

days. Please contact Atlas Copco to 

arrange a service visit.

Eco

Did you know that if you increase 

your set-point from 75 mbar(a) to 

100 mbar(a) your vacuum

pump would consume 32% less 

energy!”

Performance

Your pump down time is longer 

than it should be. Please check 

your vacuum piping for ai�

leaks.

Uptime

Your *acuum system has had ��� 

higher uptime in the past month 

than the previous period.

1060 mbar(a)

Outlet Pressure

83 oC

Outlet Iemperature

112 mbar(a)

Inlet pressure

4200rpm

Motor Speed

HealthEco

PerformanceUp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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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应用
夹持、提升和移动应用：夹持、提升和移动应用：

 � 夹持搬运 - 特别是电子行业

 � 信封制造

 � 常规包装

 � 木工

成型应用：成型应用：

 � 塑料（例如浴缸、淋浴盆、白色家电内部）

 � 包装材料（例如热成型零件）

 � 玻璃瓶和挡风玻璃等物品

 � 木材/层压板

GHS VSD+ 系列适合各行各业的众多应用。该系列气量
范围适用于中央系统或更大的安装。关键应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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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配置多种配置
确保与您的应用相匹配确保与您的应用相匹配

标准版本标准版本

精确匹配你所需的气量，保持低的生命周期成本。适合需要设定真空水平（设定点）的应用。

耐潮版本耐潮版本

适用于高含水量作业，如塑料、粘土成型、干燥管道、沙拉冷却、冷冻干燥等应用。

耐潮型的特点是具有耐水蒸汽的配置。

抽空优化抽空优化

这种快速抽空版本加快了循环时间，意味着更高的产能。适用于肉类、奶酪和鸡肉包装，以及
冷却，冷冻干燥和一般容器排气应用。

根据您的特定应用需求选择相匹配的版本：

保鲜应用：保鲜应用：

 �  肉类包装（扁平、真空包装、气调包装）

 �  禽肉包装

 �  气调包装（充气）

 �  制罐

潮湿应用：潮湿应用：

 �  屋顶砖瓦制造

 �  管道干燥

 �  沙拉冷却

当清洁环境至关重要时：当清洁环境至关重要时：

 � 热处理、渗氮和冶金

 � 空间模拟

 � 干燥和常规抽空作业

 � 镀膜

 � 等诸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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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in
1266 mm

36.8 in
934 mm49.8 in

1266 mm

ISO21360-2:2012
电气规格：380/460V 50/60Hz IP54 cubicle CSA/UL。
220 V/575 V：按需提供。
可用油包括矿物油、合成油和食品级油。

尺寸尺寸 进气口进气口 出气口出气口

长度长度 宽度宽度 高度高度 重量重量

mm in mm in mm in kg 磅磅

GHS 350 VSD⁺

DN80 DN60 1266 49.8 934 36.8 1083 42.6

495 1091

GHS 585 VSD⁺ 500 1102

GHS 730 VSD⁺ 510 1124

GHS 900 VSD⁺ 520 1146

技术规格技术规格

外形尺寸和重量外形尺寸和重量

型号型号

极限压力极限压力 频率范围频率范围
最低转速时的平均轴最低转速时的平均轴

功率功率
电机额定功率电机额定功率 噪音级别范围噪音级别范围 油量油量

mbar(a) torr Hz kW HP kW HP dB(A) L Gal

GHS 350 VSD⁺

0.35 0.26

20 - 116

1.5 4.7

5.50 7.4 51-65

16 4.23
GHS 585 VSD⁺ 20 - 150 7.5 10 51 - 68

GHS 730 VSD⁺ 29 - 200 11 14.8 51-73

GHS 900 VSD⁺ 20 - 233 15 20 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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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预防性维护
服务解决方案

按照我们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完成维按照我们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完成维
护护

我们定期接管客户真空泵的维护计划和保
养责任。我们的预防性维护计划根据您的
泵机的需求进行定制。由于泵采用新技
术，可实现高水平的能效。我们还将优化
服务活动，以降低您的总拥有成本并帮助
您提高生产效率。这使您可以完全专注于
您的生产。

尽可能地提高真空泵的使用寿命尽可能地提高真空泵的使用寿命

我们的真空专家训练有素，具备该领域的
专门知识。他们可帮助您提高设备正常运
行时间并保护您的工艺。由我们的一位真
空专家进行定期维护可以降低性能下降的
风险。将使用阿特拉斯·科普柯正品备件更
换损坏或磨损的零件，以保护您的投资并
延长您真空泵的使用寿命。

经济高效的方法经济高效的方法

定期安排的维护可在问题发生之前便发现
潜在问题，并可以围绕您特定的生产情况
来制定计划。预防性维护使您能够提前规
划您的维护成本，从而有利于进行成本管
理。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与计划外停机
时间相关的费用。

兼顾可靠性与持续运行兼顾可靠性与持续运行

我们使用阿特拉斯·科普柯正品备件和润滑
油，我们的服务由真空专家根据制造商的
建议提供。这可以提高真空泵的性能，降
低停机风险，使您的生产更平稳。

性能曲线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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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状态下主机进口抽吸速度 - 符合  ISO 21360-1:2012 (E)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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