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缩机极致形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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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Air。

工作效率更高，善待环境，便于使用。

响应无油压缩机的一切，供应洁净空气。

这就是享有“极致”之名的无油旋齿式空压机，Absolute Air。

搭载独特形状的旋齿式压缩机本体，实现此领域的最高工作效率。

采用完全空冷、2段压缩及最新的控制方法，提高耐久性、节能性，

以卓越的性能追求无油极致。

阿耐思特岩田以技术力与技术诀窍，

将最高品质的空气输送至世界各生产现场。

这就是旋转式压缩机的极致形态。

无油旋齿式空压机Absolute Air，开始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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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口过滤器

一级冷却器

油冷却器

后冷却器

压缩机本体

电磁排水阀(一级冷却器)

油烟捕捉器

紧急停止按钮

操作面板

以先进技术实现高效率、耐久性、洁净空气。

无油旋齿式空压机之极致。

搭载旋齿型压缩机本体，更加先进。

在旋转式压缩机领域，有着最高水平的效率。此外，实现了
比一般的无油旋转式空压机低1/3以下的低速运转。

完全空冷、2级压缩。

● 齿形压缩机本体是不需要冷却液(润滑油、水、冷却液)的完
全空冷形式，也不需要其他辅助设备，维修变得更加方便。

● 因为采用了2级压缩构造，1级压缩产生的高温压缩空气经
过一级冷却器冷却，抑制了多余的热膨胀，再用第2级进行
高效率压缩。由于压缩热度低，因此热量对本体产生的负
荷少，使性能更加稳定。

优质的耐久性。

● 形状独特的旋齿式压缩机由雄、雌两个转子构成，转子之
间进行非接触运转，因此无磨耗、寿命长。

● 压缩机本体内面及雌转子表面经过特殊涂层处理，大幅度
提高了气密性。

● 吸入口和吐出口分别位转子的对称面，轴方向不产生负
荷，因此延长了轴承的使用寿命。

● 精密设计的转子采用不锈钢材料，耐腐蚀性更强，因螺杆
相对于轴呈对称状，因此不会产生摆动。

<旋齿压缩原理>

吸入 压缩开始

吸入

转子旋转，
吸入空气。

空气被雌雄转子的尖端隔开，
开始被压缩。

吐出 压缩
被雌转子关闭的吐出口打开，

压缩空气被排出。
雌雄转子相互朝反方向旋转，

压缩空气。

配备触摸显示屏。

标准配备了操作性优越的触摸
式液晶显示屏显示器有维修显
示 、 故 障 显 示 ， 配 有 远 程 控
制·外部输出端子，还具有瞬
间停电再启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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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油流向图
逆止阀

放气消音器
吸入口过滤器

油泵

低压侧
压缩机本体
(LP本体)

油槽
(齿轮箱)

冷凝水分离器
(一级冷却器用)

电子排水阀
(一级冷却器用)

油过滤器

冷却扇

后冷却器
冷凝水分离器
(后冷却器用)

电子排水阀
(后冷却器用)

一级冷却器 油冷却器

吸入口
闭锁阀

脉动减震器

高压侧压缩机本体
(HP本体)

空气的流向

油的流向

空气·油流向图
逆止阀

采用先进的压缩机诊断系统。

将测定器连接到安装于压缩机本体
的测定塞上，便可诊断本体的轴承
状况。事前检测轴承寿命。

标准配备油烟回收装置。

空压机内标准配备了油烟回收装置。不需要设置吸气配管，
改善了设置环境。

精细双重控制，实现节能运转。

节 能 效 果 显 著 的 负
载·卸载运转之外，电
动机自动启动、停止。
实现每小时最大8次的
自动启动、停止，减少
多余的卸载运转。

空气消耗率

耗
电
率

标准机 节能线图

其他公司的吸气节流阀控制

标准机 约节能26%

变频控制更节能！
在负荷状态下，根据空气消耗量进行运转，节省电费。
结合使用状况提供最恰当的空气量。
● 通过压力的恒定控制，使目标压力控制在±0.01MPa的范围内。

与标准机型(负载·卸载)相比，实现8.5%的节能。
●与标准机型(负载·卸载)相比，负荷50%时仍节能19%。
●空气消耗量小时，电动机停止运转。
●采用高效率的永久磁铁电动机，实现95%的电动机效率。(37kW)
●具有低压增速功能，0.4MPa时仍增加约10%的产气量。

空气消耗率

耗
电
率

变频机 节能线图

标准机

变频机

约节能19%

通过压力的恒定控制节能

压力
(MPa)

时间

以往机型

变频器控制
压力恒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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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易、善待环境之Absolute Air。

请根据不同的生产现场选择最合适的机型。

■FRL 22/37kW主要参数
形式

项目
FRL-220 FRL-370

压
缩
机

电源 V·Hz 380·50
起动方式 电磁星三角形起动方式
排气压力 MPa 0.7(0.85)
吸入气体·压力·温度 空气·大气压·2～40℃
排气量※1 m3/min 3.7(3.0) 5.6(5.0)
驱动方式 连轴器直连·齿轮增速
容量控制方式 精密双重控制(吸入封闭+背压下降+自动开始、停止)
排气温度 ℃ 吸入温度+12
排气口口径 B G1 G1 1/2
噪音值※2 dB(A) 65 68

电
机

电机类别 横向法兰、三相、全闭外扇防尘型、2极、F种绝缘、IP55
功率 kW 22 37

冷却扇
电机

电机类别 三相、全闭外扇防尘型、6极、Ｆ种绝缘、IP54 
功率 kW 0.75

油泵
电机

电极类别 三相、全闭外扇防尘型、4极、B种绝缘、IP44
功率 kW 0.4

外形尺寸(宽×深×高)※4 mm 1760×1000×1656
重量  kg 1200 1335

■FRV 22/37kW主要参数 
形式

项目
FRV-220 FRV-370

压
缩
机

电源 V·Hz 380·50
起动方式 变频方式
排气压力 MPa 0.7
吸入气体·压力·温度 空气·大气压·2～40℃
排气量※1 m3/min 3.7(0.4MPa时4.1) 5.6(0.4MPa时6.2)
驱动方式 连轴器直连·齿轮增速
容量控制方式 变频控制(旋转控制+负载·卸载控制+背压下降+自动开始、停止)
目标压力设定范围 0.4～0.65
排气温度 ℃ 吸入温度+12
排气口口径 B G1 G1 1/2
噪音值※2 dB(A) 65 68

电
机

电机类别 横向法兰、永久磁铁形三相同期、4极、F种绝缘、IP44
功率 kW 22 37

冷却扇
电机

电机类别 三相、全闭外扇防尘型、6极、Ｆ种绝缘、IP54 
功率 kW 0.75

油泵
电机

电极类别 三相、全闭外扇防尘型、4极、B种绝缘、IP44
功率 kW 0.4

外形尺寸(宽×深×高)※5 mm 1760×1000×1656
重量 kg 1230 1340

※1： 排气量为排气压力在0.7(0.85)MPa时，排气量换算为吸入状态下(大气压)的平均值，此平均值即为排气量，关于保证值，请另外咨询。
※2：噪声值是在无音室内、正面1.5m、高1.0m的位置、全负荷运转时测定得出。
※3：电机的功率有10%的余地(服务系数)。
※4：外形尺寸表示包装外周尺寸、不包括突起物等。

※1： 排气量为排气压力在0.65MPa时，将最高旋转速度下的排气量换算为吸入状态下的平均值，关于保证值，请另外咨询。排气量超过目标压力时，旋转控制使空气量减少。
※2：噪音值为在无音室，正面1.5m、高1.0m、排气压力0.65MPa、全负荷的状态下测定的代表值。
※3：IP55、IP54基于JIS规格(C4034·5)，表示防尘·防水的保护等级。
※4：电机的功率有10%的余地(服务系数)。
※5：外形尺寸表示包装外周尺寸、不包括突起物等。

关于储气罐的选择，22kW为600L、37kW为1000L以上。

关于储气罐的选择，22kW为600L、37kW为1000L以上。

5



换气风量表

项目

型号

全体换气
换气风量
m3/min

局部换气(管道内换气)

局部换气①
m3/min

局部换气②
管道内换气

m3/min

FRL-220 290 ─ 120

FRL-370 450 ─ 120

FRV-220 305 15(全体换气) 135

FRV-370 475 25(全体换气) 145

电线·电源容量·漏电断路器容量(参考)
项目

 型号

电源变压器容量 电线 小粗度mm
漏电断路器

容量A

kVA 电源配线mm 地线mm 定格电流

FRL-220 50kVA以上 22 5.5 65

FRL-370 100kVA以上 38 8 100

FRV-220 50kVA以上 22 5.5 65

FRV-370 100kVA以上 38 8 100

如何舒适、高效的使用压缩机。

安全注意事项

(关于压缩机的使用对象)

● 请勿用于直接吸入压缩空气的呼吸器系统装置。(会给人体造成重大的损伤。特殊用途
的情况下请垂询本公司。)

● 无油式压缩机的压缩部没有使用润滑油，但大气中含有微量的水分、油分和灰尘、制造
时零件上也附着微量油分、磨耗粉尘、配管的铁锈等，会有不干净的物质，因此请根据
压缩空气的使用用途，所需空气的质量来选择干燥机、过滤器。

● 压缩机排出的气体中含有大气中的尘埃、各种气体、滑动部磨耗粉、储气罐的铁锈、水
滴等。

● 储气罐的排水管内也含有铁锈，因此请每天实施排水作业。(否则会造成排水管道堵
塞。)

● 若用于重要的制造设备，当压缩机因保护装置动作而停止或发生故障时，请准备备用设
备或替换装置加以对应。

●不适用于原子能相关设施等需要特别维护管理，或对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所。
●请勿压缩空气以外的气体。(否则会导致火灾、机器损坏。)

(关于使用)

●使用期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
● 严禁改造产品或零件。(否则不仅无法充分发挥性能，而且会导致压缩机寿命降低或火

灾事故等。)
●本产品目录中记载的压缩机需要定期保养、检查。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后加以实施。

关于安装场地

换气的注意事项

1) 请安装在明亮、空间充足、周围无危险物的室内。
2)  请安装在通风(换气)良好、空气干净的室内，若安装于通风不佳的场所，热量堆积可能导致机器性能下降、寿命减少、发生故障。
3) 请在环境温度为2～40℃的场所使用。
4)  请安装在湿度低、杂物和灰尘少的场所。湿度高会导致漏电、生锈，从而发生故障。若吸入铁粉、石粉、研磨

粉、木屑等，会使吸入口过滤器和冷却器堵塞，导致性能下降、寿命减少，发生故障。
5) 请选择水平、基础牢固的场所。
 如果安装不稳固，会导致振动、噪音大，发生故障。
6)  请安装于保养·检查方便的场所。为了维持空压机的性能，为其选择正确的安装场地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安装场

地，请参照图1。   
※  压缩机的上部请确保有1200mm以上的间隔。图1所示为确保空压机正常功能与维修空间的 低所需空间。

7)  请注意异物堵塞压缩机的吸气、排气口。
8)  请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淋雨、酒、粉尘·腐蚀性气体·有毒气体的场所。(否则会导致压缩机寿命降低、

故障、损坏、火灾等。)
9)  请安装在附近没有易燃易爆气体(乙炔、丙烷气体等)及有机溶剂等可燃性物质的场所(否则会导致起火甚至爆炸。)
10)  压缩机本体为非防尘规格，请勿在水泥、沙土、尘埃较多的场所使用。

1)  为了安全使用并充分发挥压缩机的性能，通风良好的安装场所是必要的。
2)  全体换气的情况下，下记为将室内上升温度控制在5℃以内所需的换气量。此数值表示的是排气侧无阻力的场合。请选择大于换气风量表中的

全体换气风量的换气扇，请参照图2。
3)  安装换气扇时，请充分考虑安装场所的吸气口的位置、压缩机吸/排气口的朝向，避免排出的气体再循环。
4) 请保持安装场所的吸气口部的流速在5m/sec以下。
5)  局部换气(安装排气管道)的场合，请尽可能的降低排气管道的压损。请参照换气风量表的内置换气风量④压缩机的风量进行压力损失的计算。

排气管道的压力损失在30Pa｛3mmAq｝以下时，无需换气扇。
 …图3局部换气①
  除此以外的场合请在排气管道的出口部位安装换气扇。排气管道的出口部位装有换气扇时，请务必将排气管道与压缩机之间留有间隙。
 …图4局部换气②
  请选择大于内置换气扇风量的、静压大致等于排气管道压损的换气扇。

压缩机

图1

正面

全体换气、局部换气图

换气扇

压缩机排气

图2 全体换气 图3 局部换气① 图4 局部换气②

排气管道

压缩机排气

排气管道

压缩机排气

请使其可拆卸

压缩空气出口压缩空气出口

压缩机进气 压缩机进气

压缩空气出口

压缩机进气

换气扇

请以大于换气风量表的局部换气①的容量来设置换气扇，用于
FRV-220、370的变频器的散热换气。(全体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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