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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阿玛西换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为致力于多领域高

效热交换设备与余热回收装置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及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020年度瞪羚企业。已获美国空调供热制冷协会AHRI认证、安全注

册证、ISO9001、ISI14001、OHSAS18001等。部分产品已列入《北

京市节能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产品覆盖可拆式板式热交换器、小温

差换热器、小端差换热器、大口径换热器、宽流道换热器、高效烟气

余热回收设备、废气(汽)余热回收设备、废水余热回收装置等，拥有

专利及软著等近50项。

认证资质

高效换热设备产品获得国际权威协

会AHRI的验证及认可，同时具有国

内相关行业认证。

研发与生产能力

拥有从业经历20年及以上热交换设

备研发生产经验的团队。拥有3万

吨和1万吨压力机。

余热回收丰富应用经验

高效余热回收系列产品自2010年开

始进入工程应用，拥有多行业多工

艺的丰富应用经验。



AMAX PLATE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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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次网大温差小流量产品

02  低温供热供冷1℃小温差

03  大负荷远距离输送产品

04  宽流道产品

05  DN500大口径产品

06  4.0MPA承高压产品

01  燃气烟气余热回收产品

02  燃煤净烟气余热回收产品

03  废水余热回收产品

04  烟气消白产品

05  废气(汽)余热回收产品

06  浆液冷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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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X全领域热交换器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提升热源热量传输能力：小端差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热网流量不足，需要尽可能降低一次回 

                      水温度，把热源热量吃干榨尽

：1、大温差机组，一步到位；

                   2、通过换热器降温到一、二次回水温度2℃

                   3、低投资的换热器无法解决的，再用大温差机组

：

如何通过板型组合达到两侧流量差大时的高效换热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提升热源热量传输能力：小端差

使用日期：2018-2020年

使用效果：实现一、二次回水实现1.5℃端差，将热源热量“吃干榨尽”

工况特点：小端差、小占地

产品特点：降低一次回水温度，提高热源热量输送能力

                  一、二次回水端差为1.5 ℃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提升热源热量传输能力：小端差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热源供水温度不足，需要尽可能温度损失小地换热

                      如一次供温55℃，二次供温54 ℃（极限情况)

：只有一个办法，提升板式换热器性能

：

如何通过板型组合达到传热动力极小时的高效换热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1℃ 小温差

使用日期: 2012年，夏制冷，冬供热

设计压力:2.5MPa  运行压力: 2.1MPa

夏季工况：3490kw, 13/8℃, 7/12℃

冬季工况：3183kw, 60/50℃, 49/59℃

产品特点：实现对数温差仅为1℃时的高效换热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1℃ 小温差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1℃ 小温差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1.2
隔压站大型

高承压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特点：远距离长输，降压、温度损失小

大负荷、高承压、单台装机面积大、

小端差、大NTU值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使用日期: 2020年，隔压站

工况特点：大负荷、高承压、小端差

设计压力:2.5MPa

项目工况：75MW, 105 ℃ ～53℃, 50 ℃ ～ 95℃

产品特点：一、二次回水端差仅为3℃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使用日期: 2018年，隔压站

工况特点：大负荷、高承压、小端差

设计压力：1.8MPa

项目工况：85MW, 单台面积1600m2

产品特点：NTU=6

沈阳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使用日期: 2016年，隔压站

工况特点：大负荷、高承压、

小端差

设计压力：2.5MPa

项目工况：50MW, 单台面积

1050m2mw

内蒙古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使用日期: 2015年，隔压站

工况特点：大负荷、高承压、

小端差

设计压力：1.6MPa

项目工况：29MW, 单台面积

1500m2

天津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使用日期: 2019年，隔压站

工况特点：大负荷、高承压、

小端差

设计压力：1.6MPa

项目工况：40MW, 单台面积

1300m2

天津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供热供冷热交换器：远距离传输专用：隔压站

使用日期: 2019年，隔压站

工况特点：大负荷、高承压、

小端差

设计压力：1.6MPa

项目工况：30MW 

内置过滤器

天津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工业全领域热交换器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 燃气锅炉

• 燃气发动机

• 燃气轮气

• 燃气加热炉

• 燃气热风炉

• 燃气热处理炉

• 燃气窑炉

• 直燃机

• 低压/负压蒸汽

• 沼气烟气

• 闪蒸汽冷凝

• 定型机

• 烘干装置

2.1
燃气烟气

余热回收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烟气量：148000Nm3/h

烟气温度：125℃～80℃

当量日节约天然气5826.7Nm3

当量减少CO2排放4050.8t/y

当量减少NOx排放1975.4kg/y

北京某热源厂，116MW天然气锅炉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烟气温度：60℃～30℃

瞬时回收热量5.75MW

当量日节约天然气15704.8Nm3

当量减少CO2排放9297.1t/年

当量减少NOx排放4533.7kg/y

天津某热力公司,46MW天然气锅炉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1.烟气量:5,000M3/H;

2.烟温度:180-58℃;

3.烟阻:100 PA;

4.水温: 38-42℃;

5. 测试节能率: 8.76%

6. 冷凝水量:0.2T/H

序号 名称 测试 单位

1 烟气进温 250 ℃

2 烟气出温 55 ℃

3 进水温度 38.39 ℃

4 出水温度 44.2 ℃

5 水流量 13.77 m3/h

6 节能率 10.98 %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1.烟气量:1,000M3/H;

2.烟温度:130-43℃;

3.烟阻:60 PA;

4.水温: 39-42 ℃;

5. 测试节能率: 6.85%

6. 冷凝水量:45kg/H

1.烟气量:5,000M3/H;

2.烟温度:135-50℃;

3.烟阻:60 PA;

4.水温: 39.8-44.3 deg C;

5. 测试节能率: 7.62%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9.4T燃气锅炉用回收器,板式, 

小巧,效率高

1.烟气量:8,000M3/H;

2.烟温度:170-58℃;

3.烟阻:100 PA;

4.水温: 38-42 ℃;

5. 测试节能率: 8.2%

9.4T燃气锅炉用回收器,翅片管

式,  体积大,效率低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2.2
燃气烟气

“消白”



排烟温度55℃降温到25℃

达到“目视消白”目的

瞬时回收热量198KW

当量减少CO2排放318t/y

当量减少NOx排放155kg/y

陕西，2.1MW冷凝锅炉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瞬时回收热量0.96MW

烟气温度：395-67℃

当量节约蒸汽1.6t/h

当量减少CO2排放1552t/y

当量减少NOx排放757kg/y

安徽某淀粉厂



排烟温度60℃降温到30℃

达到“目视消白”目的

瞬时回收热量178KW

当量减少CO2排放287t/y

当量减少NOx排放140kg/y

青岛，2.1MW冷凝锅炉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排烟温度65℃降温到30℃, 达到“目视消白”目的

瞬时回收热量1608KW, 天津，14MW天然气热水锅炉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排烟温度65℃降温到30℃, 达

到“目视消白”目的

瞬时回收热量3337KW(满负荷）

天津，40T天然气热水锅炉



瞬时回收热量1984KW

当量节约天然气200.7Nm3/h

当量减少CO2排放3259t/y

当量减少NOx排放1589kg/y

杭州萧山机场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暖通领域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瞬时回收热量0.96MW

当量节约蒸汽1.6t/h

当量减少CO2排放1552t/y

当量减少NOx排放757kg/y

北京大兴机场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食品行业

瞬时回收热量1.2 MW

当量节约蒸汽量1.96t/h

当量年节约蒸汽量14112T 

(300天/年)

当量减少CO2排放1940t/y

当量减少NOx排放946kg/y

某食品生产商

瞬时回收热量530KW

当量节约蒸汽量0.87t/h

当量年节约蒸汽量6264T 

(300天/年)

当量减少CO2排放857t/y

当量减少NOx排放418kg/y

某方便面生产商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汽车行业

排烟240℃～ 100℃

当量日节约蒸汽量21T

当量年节约蒸汽量6197T

 (300天/年)

当量减少CO2排放850t/y

当量减少NOx排放414kg/y

北京某汽车厂

排烟300℃～150℃

当量日节约蒸汽量3T

当量年节约蒸汽量902T

 (300天/年)

当量减少CO2排放124t/y

当量减少NOx排放60kg/y

某汽车配件生产厂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余热回收专用节能设备：汽车行业

排烟300℃～110℃，加热水85～95℃

当量年节约蒸汽量1814T

 (300天/年)

当量减少CO2排放254t/y

当量减少NOx排放124kg/y

某汽车配件生产厂

质量与世界同步，技术成就未来!





阿玛西：

致力于清洁供热供冷与全领域余热回收

高效热交换设备的研发及应用！

北京阿玛西换热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