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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
前川MYCOM品牌压缩机被广泛应用在工业冷冻、船舶渔业冷冻、化工气体压缩等领域。
凭借先进的设计、研发技术，采用高精度加工和测量技术，不断发展满足市场的需求。
螺杆式压缩机的轴功率范围：22～2600KW
活塞式压缩机的轴功率范围：15～200KW

SCV 系列

单级螺杆压缩机（开启式）

在使用领域中拥有众多销售业绩，通过Vi可调（2.63～5.8）
高效应对广域的温度范围。

在工业冷藏、冷冻、空调领域中应
对广域的温度范围，也可作为增
压压缩机使用。
排气量范围415m³/h～4740m³/h，
产品共13种型号。
采用4×6转子齿形，提供适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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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级螺杆机

单机双级螺杆机

C 系列

单机双级螺杆压缩机（开启式）

在低温工况拥有众多销售业绩的高效紧凑型单机双级螺杆压缩机。

排气范围在367m³/h～16000m³/h，
覆盖广泛的应用领域，根据转子直
径分6种型号。
MYCOM工业用复合压缩机，仅需
一台电机和油分离器，节省空间。
中大型双级压缩机。
采用4×6转子。

MHS 系列

单机双级螺杆压缩机（半封闭式）

面向低温用途的高效多功能压缩机。

搭载水冷半封闭电机，实现高效率。
采用半封闭电机与油分离器一体式
结构，轻量化的同时便于机组化。
实现低噪音、低震动。
采用滚动轴承，无需油泵，实现高性
能化。

※由前川日本总公司统计所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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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 系列  单机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采用新设计、微小化吸入气体内部过热的结构，实现高性能、高耐久性，是可
对应高压的新一代节能压缩机。
■ 通过阀门构造提升耐久性，实现大修周期16000小时提升。
■ 通过冷媒对主要零部件进行耐高压设计，实现更宽泛的运转条件。在热泵
等高压力条件下也可使用。
■ 容量调节控制油压配管及润滑油配管均设置在压缩机内部，无需热压的
设计，便于更换消耗品。
■ 可使用自然冷媒并对应氟利昂冷媒。可融入各种灵活型应用程序。

WA 系列

单级或单机双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可适用于各种冷媒的空冷式冷凝器高压设计，在中小规模
冷藏、冷冻领域中应对广域温度范围的畅销机型。

可使用自然冷媒NH3、丙烷，氟利昂
R134a、R404A、R507A、R23。
应对多种负荷变化。

WBHE 系列

单机双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通过改善阀门构造减少机械性损耗，提升性能。

可使用自然冷媒NH3、丙烷，氟利昂
R134a、R404A、R507A、R23。
对氟利昂冷媒使用的空冷式冷凝器
也进行了高压设计。
在大规模冷藏、冷冻领域应对广域
的温度范围。
应对多种负荷变化。

HK 系列

单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适用自然冷媒的高压（50bar）标准机型压缩机。

对应氨热泵系统的压缩机。冷凝温度可达到85℃，应用于排热系统。
50bar高压设计，可应对从CO2复叠到NH3热泵的广域温度范围。
还适用于CO2热气除霜系统。
自2004年销售至今拥有众多业绩。

MII 系列

单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采用新设计、微小化吸入气体内部过热的结构，实现高性能、
高耐久性，可对应高压的新一代节能压缩机。

通过阀门构造提升耐久性，实现大
修周期提升到16000小时。
容量调节控制油压配管及润滑油
配管均设置在压缩机内部，无需热
压的设计，便于更换消耗品。
自然冷媒及氟利昂均可使用。可灵
活融入各领域。

HS 系列

单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适用于自然冷媒的高压（60bar）大容量压缩机。

改善各部分设计，有效降低油耗，
实现氨热泵系统稳定运转，可应用
在排热节能系统。
60bar 高压设计。可对应从CO2复
叠到NH3热泵的广域温度范围。还
适用于CO2热气除霜系统。
与现有高压压缩机相比，负载量提
升，可灵活应对大规模系统。

K 系列

单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适用于多种冷媒的压缩机。采用多种驱动方式（直接连接、V型皮
带）、可使用自然冷媒（NH3、丙烷等）及氟利昂冷媒（R404等）。可
融入灵活型应用程序使用。

针对冷媒特性，对主要零部件进行耐
高压设计，实现广泛的运转条件。也
可轻松应对热泵等压力较高工况。
可使用自然冷媒NH3、丙烷、丙烯，氟
利昂R134a、R407C、R407F、R404A、
R507A。
可对应广泛的转速范围800～1800rpm，
在小型设备中发挥强大能力。
容量控制油压配管及润滑油配管均
设置在压缩机内部，简化外部配管，便
于保养。无需热压设计，便于更换消
耗品。

L 系列

单级活塞压缩机（开启式）

可对应广泛的运转领域，是针对NH3冷媒研发的压缩机。

负荷变化稳定，适用于陆地用冷冻、冷
藏领域。
可与4极马达直接连接。节省空间实
现轻量化。
转速范围1000～1800rpm，发挥强
大能力。

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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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双级活塞机

i 系列

单级螺杆压缩机（开启式）

内置吸气过滤器、截止阀，采用法兰电机。便于机组化，是
具有高可靠性的小型压缩机。

采用滚动轴承，无需油泵，实现高
性能。
通过配载法兰电机，节省空间，在
有限的空间也可进行设置。
易于保养，便于更换消耗品。

J 系列

单级螺杆压缩机（开启式）

新一代实现低震动、低噪音高性能压缩机。

为实现高性能，研发了5×6 J型专
用转子齿型。
可灵活对应自然冷媒NH3、CO2、丙
烷及氟利昂系冷媒。可灵活融入各
领域。
通过无级容量调节控制，根据负荷
选择理想的运转方式以实现节能。
通过Vi可变（2.5～5.0）高效应对广
域的温度范围。
内置截止阀，而且可配载法兰电机，
降低机组成本，节省空间。

※由前川日本总公司统计所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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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3仅在机房内循环，安全性高。采用极限充注方式，NH3填充量微小化。
CO2储液罐、CO2配管、水冷壳管式冷凝器的换热管采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油冷却器设置油温三通阀控制供油温度。
中间冷却器采用冷媒闪发方式，提高冷冻机的效率，节省能源。
采用Vahterus公司板壳式热交换器，温差小、换热效率高。
压缩机变频控制转速在1,800～3,550rpm范围内，在不同负荷下实现高效节能。
配置每小时冻结量在2-3T的连续式速冻机使用。
配有远程监控系统及诊断系统等服务体制。

南极光
以NewTon设计为理念的新型机组南极光采用自然冷媒NH3为制冷剂，CO2为载冷剂，安全、环保，节能。

搭载高性能IPM电机，降低耗电量，提高运行效率。
高精密度加工技术及新型齿形专用转子，减少内部泄露，实现高效率。
板壳式热交换器，根据不同机种优化壳板，实现极少量冷媒充注及换
热器小型化。
配备振动传感器，NH3除害设备泄漏传感器等，提高安全性。
紧凑型机组设备便于安装，装置完全撬块化易于搬入。
远程监控系统中写入专用的诊断软件，既可达到定期计划维护保养，
也可以在早期发现数据异常，降低故障概率，防患于未然。

NewTon
前川制作所将压缩、换热、控制技术融合于NewTon，削减了制冷设备整体耗电量，降低CO2排放量。NewTon采用不破坏臭氧层、防止温
室效应的自然冷媒NH3对CO2间接的制冷方式，冷媒NH3仅存在于机房内，保证使用安全。还配有远程监控系统及诊断系统等服务体制。

将空气作为直接冷媒进行循环。压缩冷库内的空气使其发热，再
冷却后膨胀，使其温度低于从冷库内吸入的空气，通过空气循环
使冷库保持低温。
采用涡轮膨胀一体式压缩机，将膨胀机产生的膨胀力量作为压缩
机的辅助动力，提高能效。
通过空气直接冷却，冷库内无需设置冷风机，没有风扇及除霜产
生的能量损耗，温度更稳定。
无需除霜作业，大幅减轻工作负担。
结合机器设备的动力削减，整个系统实现明显的节能效果。
冷库运作的同时也可进行改造工程。

Pascal Air
通过终极自然冷媒“空气”创造-100℃的超低温环境。
PascalAir 是一款超低温领域（-50～-100℃）空气直接循环的开放型冷却系统。通常在气体状态下通过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实现冷冻效果。
采用空气作为冷媒，无毒无可燃性，无需担心冷媒泄露和环境污染问题，不破坏臭氧层。
主要构成设备：膨胀机一体式压缩机、一次冷却器、冷热回收热交换器。

复叠冷冻机MCU
 复叠冷冻系统实现-95℃低温环境。
冷冻机体积小效率高。
缩短设备运转时间，降低运行成本。
低压压力高无需担心水分、气体侵入，降低故障发生率。
根据冷媒特性实现理想状态运转，通过优质的精度控制使设备
稳定运转。
小型冷冻机便于机组化、设置节省空间。
8种机型，根据需求应用在超低温冷藏、食品加工、制药、电子学、
石油化工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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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气外溢最大的位置就是最底部，
下吹型风幕最底部的风也是最弱的地方。

冷气外溢最大的位置就是最底部，暖风容易外溢的是最顶部，
横向循环采用分散循环的强横风进行充分的遮断。

POINT!

一般的空气风幕（下吹型） （横向循环气流型）

气体被卷入导致冷气流出气体被卷入导致冷气流出

空气风幕机

Thermo shutter 

横向循环气流型  隔热用空气风幕机

应用在食品工厂、物流冷库、配送中心等门口，通过强有力的横向风循环、阻止库外热气进入和库内的冷气流出，解决库内产品
温度上升及制冷设备成本增加等问题。

库内温度保持稳定，品质更有保障。
不易产生结露，减少除霜次数。
 减少制冷负担，降低耗电量。

防虫风幕机

Bug shutter 

横向循环气流型  防虫用空气风幕机

应用于食品工厂、配送中心、医药制造工序等门口，防止虫及灰尘侵入。吸入口内部设置1×1mm网眼，通过“吸引”＋“捕获”解决了
虫子混入、滋生细菌等卫生问题。

将虫子吸入捕获的解决型空气风幕机。
双重空气墙阻止虫子侵入。
对捕获的虫子进行监测，有助于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简易安装的门柱型设计，排虫和维护都很简单。

热泵系列
前川自1971年开始制造大型空调用热泵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所，如办公室、计算机中心、美术馆、公共建筑、区域供暖、温泉设施等。
MAYEKAWA的热泵系列有空气热源EcoCute UNIMO AW、空气・水双热源EcoCute UNIMO AWW、水热源EcoCute UNIMO WW、CO2热
风热泵Eco Sirocco、无氟空气热源融雪热泵。

Eco Sirocco
CO2热风热泵　Eco Sirocco

实现传统热泵难以达到的120℃高温加热。有效利用工艺制冷的
冷水和废热、井水等可再生能源，为干燥及加热提供所需空气。
有效实现CO2减排、节约成本。

EcoCute UNIMO AW
空气热源EcoCute UNIMO AW

利用空气的热能实现高效热水供应，是标准型商用EcoCute。利用
空气热能供应90℃热水，并确保充足供应量。

利用热水

贮热水箱

供水

65℃，90℃

EcoCute UNIMO WW
水热源EcoCute UNIMO WW

利用水热能制冷的同时高效提供热水。将热水锅炉和冷水功能集
成到一台设备，实现高水准的加热能力、稳定供应90℃热水、进水
温度可高达65℃。

EcoCute UNIMO AWW
空气・水双热源EcoCute UNIMO AWW

利用空气和水的双热能实现制冷和热水供应。在需要冷气、工艺制
冷时利用“水的热能”供应冷水、热水，在不使用冷水时利用“空气
热能”供给热水。根据设备及工厂需求持续高效运行。

通过空气采热 出热水

供给
热水

热水箱

进水

不需要冷气不需要冷气

出热水

供给
热水

热水箱

进水

冷却

白天·夏季
水热源运转

夜间·冬季
空气热源运转

室内制冷室内制冷

从机器散发出的热从机器散发出的热

Eco Sirocco

干燥·加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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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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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加热工程

利用热水

贮热水箱

65℃，90℃

供水

利用冷水

利用热水

贮热水箱

65℃，90℃

20℃~5℃

供水
井 水 地下热

未利用
的能源

37℃~12℃

利用热水

贮热水箱

65℃，90℃

供水
排热回收

冷却水
温排水

不仅防虫

吸入

不易逃脱

捕获

防虫网 减震器

风扇

风向百叶窗

因昆虫侵入而导致混入产品，带入细菌等，在卫生方面造成困扰。
“Bug shutter”不仅从搬入口、出入口，阻断侵入的昆虫，

还利用吸引、捕获方式减少昆虫数量，使侵入率极限减少。

吸入捕获
减少昆虫的数量，从而降低侵入率

这是前川的创新技术
运转的同时吸引口开放对侵入的昆虫进行吸引
停止的同时关闭让捕获的昆虫不易逃脱

通过吸引口对昆虫进行捕捉
让它无法逃脱

能够有效

降低昆虫的

进入和逃脱

其挡热效果
得到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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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冻结 结构简单 工厂整体制造 缩短工期 节能、节省空间 卫生性

分散冻结 高品质冻结 支持多种类型产品 节省人工 紧凑 卫生性

采用垂直对冲射流式送风

实现短时间冻结
（缩短冻结时间）

短时间冻结

稳定的品质,提高成品率

适用多种产品

单塔可下进下出的灵活配置 与传统驱动不同，
采用外周链轮方式
速冻机内部可视化，
便于点检及清洗

无转毂结构减轻减速机容量，
采用轴流风机实现节能化，
单塔下入下出节省空间

结构简单重量轻
出入口自由设置

实现商品的高品质冷却

按照需求
设置产品和处理量

各区域都可通过计时器
来设置先入先出

实现均匀的冷风流动 可选择
托盘插入式、台车搬入式

可根据房间进行先入先出
操作，具备更强操作性

与液氮冻结相比
大幅减少运行成本

通过缩短冻结时间
大幅减少设置空间

易清洗构造
（选配：CIP清洗装置）

采用垂直对冲射流式送风

实现短时间冻结
（缩短冻结时间）

仅保留必要的功能，
实现更简单的结构

结构紧凑，
实现工厂整体制造

通过工厂整体制作、
整体（半整体）搬入，
大幅缩短工期

减小尺寸实现节能、
节省空间

采用防水、
卫生性设计

通过震动，分散化设备
和下方送强风方式防止
产品相互黏连

从下往上送强风进行
急速冻结，确保稳定的
品质

适用广泛的产品
（蔬菜、水果、块状肉、

鱼，其他）

分散化设备节省人工 通过多层装载进行冻
结减少设置空间
可对应集装箱的尺寸

结构简单
船底地板构造

速冻机系列

Thermo-Jack Freezer  
连续速冻设备

Super Fresh 
Super Fresh是专为蔬菜水果保鲜及长期储存研发的新技术设备。
可使储藏库保持稳定恒温，实现高湿度，抑制水分蒸发，实现长期
保鲜。Super Fresh可在高湿度下进行冷却，防止蔬果干燥，达到更
好的保鲜效果。

SlimLight Freezer  
连续速冻设备 / 紧凑型

全新的冷链

IQF Line Freezer
分散冻结设备

MultiLayered Freezer
螺旋型连续式冻结设备

Batch Freezer
间歇式速冻机

超高湿度保鲜系统

不会因为过度除湿而使果蔬干燥，也不会因为湿度饱和而结露。
连续对库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控制，创造稳定的库内环境。

快速冻结 高品质冻结

节能、节省空间

灵活配置 无转毂＆无挡板 节能、节省空间 重量轻 高品质冷却

支持多种类型产品 先入先出 均匀冻结 类别 操作性提高

卫生性

支持多种类型产品

无需单独包装 码垛后入货即可

在田地里预冷刚收获的蔬菜 低温高湿的环境中长期储存，保障原料

时间

湿度％

温度°C

保持原有“鲜度”的加工和保管

国内市场

海外市场

栽培 预冷 储藏 加工 运输 消费

保持品质的远距离运输

从收获到消费，提供稳定温湿度管理的冷链。
温
度
・
湿
度



MCI 11 MCI 12

原料(Front half) 产品

DAS系列 DAS系列

YIELDAS 3000
全自动鸡胸脱骨机

自动测量投入Front half，针对不同个体选择位置进行切割。
无需统一原料大小。 

以图像处理数据为基础，在合适的
位置进行切割。
实现肩部、鸡脯肉切割自动化，只需
投入原料即可拆分为胸肉、鸡翅、鸡
脯肉和鸡架。
通过成熟的脱骨技术，实现与手工
同等切割的形状和成品率。
圆刀片和刀“一键”安装、拆卸，内
部结构更卫生。
处理量：3000只/小时
                （900-1600g/只）

WINGDAS
全自动鸡翅根脱骨机

通过自动化实现鸡翅根脱骨加工，保持稳定品质和成品率。
只需投放鸡翅根即可骨肉分离 。
无需培训即可完成脱骨。
对 不 同 鸡 翅 根 进 行 测 量 找 出 理
想位置切割。
通 过 简 单 替 换 调 整 即 可 实 现 郁
金香翅根加工。
处理量：1200只/小时(45-80g)

标准机能

产品原料

TORIDAS
全自动鸡腿脱骨机

TORIDAS配备自动断筋、肉骨分离功能，只需将带骨鸡腿放
在机器上就可完成骨肉分离。

无 需 培 训 即 可 完 成 脱 骨，实 现 与
人工操作同等的成品率。
装置内部可进行热水清洗、药品杀
菌，确保卫生。
各种带骨鸡腿肉（250-550g /只）
均能实现高品质、高成品率的连续
处理。
产品品质和成品率更稳定。
可选配脱半腿骨，保留琵琶腿。
处理量：1000只/小时

示意图

原料（鸡翅根）

肱骨 鸡翅根（整形前）

郁金香翅（整形前） 郁金香翅（整形后）

投入前
投入前

产品

前处理

骨产品骨

鸡翅根（整形后）

制品示意图

脱骨示意图

投入部
1st 2st 3st 1st 2st 3st 4st

5st 6st 7st

8st

SET WORK
修正

投入
原料

夹紧
装置

断筋
测量

骨头全长

切断
脚踝

切断
小骨筋

剥离
(根据2st测量值)

测量关节位置 切断关节筋
(根据6st测量值)

切断软骨
(根据6st测量值)

剥离  最终分离
(根据2st测量值)

排出骨头
9st 10st

WANDAS-RX
猪腕肩部位自动脱骨机

通过X射线实现高品质处理。
左右区分功能，可以随时投入。
减少接触面积，提高卫生性。
处理量：600只/小时

HAMDAS-RX
猪腿部位自动脱骨机

通过X射线实现高品质处理。
左右区分功能。
减少接触面积，提高卫生性。
处理量：360~500只/小时

处理示意图 处理示意图

WANDAS-Mini MKII
猪肩胛骨・上腕骨自动脱骨机

减 轻 工 作 量，通 过 自 动 化 脱 骨 操 作 减 轻 肩 胛 骨 剥 离 过 程 中
操作员的负担。
利用全长测量进行高品质加工，通过测量总长度并根据测量
剥离肩胛骨软骨，减少肩胛骨软骨的破裂。
肩软骨与肩胛骨联合脱骨，通过握住并像人手一样扭转肩胛
骨，从而将薄而脆弱的肩胛骨软骨附着在肩骨上进行脱离。
处理量：212只/小时 除骨前

上腕骨肩肉 肩胛骨

脱骨示意图

主要导入效果
・ 成品率稳定
・ 卫生性ＵＰ（接触面少）
・ 生产量稳定
・ 结构简单

WANDAS-Mini MKII

主要导入效果

・ 节省人工
・ 成品率稳定
・ 卫生性ＵＰ（接触面少）
・ 生产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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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过程中
产生的副产品

啤酒工厂节能系统

CO2 回收系统的概要  
啤酒酿造工艺

系统的成本性价比 

节能  
冰场制冰用冷冻机采用NH3/CO2为冷媒的专用机。推荐使用节能（与传统机型相比效率提升）及安全性（非密封）兼备的市场专用设备
“NewTon-S”。

滑冰场用冷冻系统

使用粘度低、输送热密度高的“液体二氧化碳”使泵动力减少。
采用热传导性能高的新研发钢制冷却管，实现低成本制冰。
与不冻液方式相比，节省系统整体年耗电量、削减CO2排放量。
通过此种方式送至冰场的CO2与返回冷冻机的CO2的温度几乎无差别。
冰场冰面温度稳定，保持均一冰面温度。可对应各种竞技场冰质，保持均衡冰温。
采用对地球温暖化影响极小的自然冷媒。
冷冻机内1次侧冷媒采用NH3，冰场冷却的2次侧冷媒采用CO2。
采用远程监控系统可对运转数据进行分析及走向管理，预知故障。
冷媒填充量极小化，采用半密封冷冻机，从氨除害设备、地震感知器、泄露传感器等多方面提升安全性。

制造过程 啤酒 CARBONATION
工程

麦汁罐
CO2回收装置 

RAW GAS 
纯度：９7%

水分、不纯物
CO2 净化

CO2 回收

CO2
纯度 : 99.998%

回收率 : 90%以上

发酵罐

yeast excess yeast

green beer

啤酒制造 Malt制造 糖化 发酵 成熟 过滤

水洗 →压缩→  精制(脱水、吸附) → 液化(冷却)→ 蒸馏
[CO2 回收系统]

高纯度(99.998%)
生成液体CO2

水分、不纯物 二氧化碳

通过减少L-CO2购买费用，
突破性的节省一年中的

生产成本!!

注入L-CO2

生产过程中必要的高纯度液

体碳酸全量回收及再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