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盛在结合人力、科技、资讯所共同创造的市场远景下，更加关注于您对可

靠想和效率的追求。我们致力打造为您量身订做的空气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有限的产品，无限的服务



追求卓越  丰富人生

自1953年创立以来，复盛公司始终秉持“创新改革，追求卓越的产品与服务”的理念，从设计的不断

优化、过程的合理化及服务的快速化，均一丝不苟地运用ISO9001及精益制造的精神。并坚信“品质

看得见，过程是关键”，制造出符合顾客需求的产品，让产品行销世界60余国，深受各行业用户的赞

誉与信赖，同时创造出更高的附加价值。

多元化，国际化及顾客导向，使我们的策略从空气及冷媒压缩机，高尔夫球头到电子产业，乃至贸易

及环保。而推展国际行销网是发展的重点，我们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北京、上海、中山）、越南、美

国（匹兹堡，圣路易斯）、德国、西班牙、印度等地都有生产基地，并在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各

大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复盛的授权经销商更是遍布全球，能够及时为我们尊贵的用户提供更高品质的

服务。

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空气压缩机，

更是一套整体压缩空气解决方案。

为您设计咨询、方案施工以及售后服务工作，

更大限度满足您全方位需求

更贴近行业需求

空气压缩过程无润滑油参与；确保压缩空气之洁净无油；

压缩空气出口压力2.5~4.0MPa之间可调，除了适应多种吹瓶需求外，

亦可适用于其他工业无油之压缩空气之需求。

更高效节能

更高的运转效率；优于行业15%~20%的能效水

准，为用户节约更多的电能开支；

大风量，低转速的设计，确保客户的运转成本亦

是更低的；

水套冷却，使压缩过程更加趋近于等温压缩，高

效可靠。

充分的水分离装置，确保高压缩效率，保证压缩

空气品质；

更稳定可靠

大缸径、低转速、长行程，维护简单。

智能的控制系统，具有自我诊断及保护功能，液

晶屏适时显示各项运转参数，多项记录，存储，

保护，确保运转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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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阀  

全进口的HORBIGER进气阀，通流面积大，阻力损失

小；阀片采用瑞典ASSAB耐热耐磨专用阀片钢，确保

高可靠性；长寿命，高稳定性，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活塞环   

原装进口的TEFLON材质，非常强的耐温耐磨性和自润

滑特性，低噪长寿命迷宫设计的密封环，减少气量的流

失，提高压缩效率。 高强度铸铝合金，有效减重并保持

优良动力性能，

铸铝活塞  

活塞采用铸铝活塞，减重的同时保证更好的物理性能，

同时减少因为克服转动惯量带来的额外能源支出。

一体式压缩布局  

二三级压缩为一体式串联设计，更短的连接管道带来

更小的压降和更少的泄露，大幅提升压缩效率，显著

降低运行成本，高效节能；气动优化的设计连接件，

有效降低易损件数量，提升了设备的可靠性，保证了

您的生产连续性。

独立的油泵润滑系统

独立的油泵润滑系统，由曲轴带动，确保曲轴箱的无

失油之虞；

特殊涂层的十字头

特殊层的十字头，更耐磨，长

期运转更加平顺，确保压缩室

无油。

稳定的V型结构，ALL IN ONE 整体撬装平台；

高效的级间冷却器和末级冷却器，水套式环壳冷却；

三段压缩均安装有安全阀，确保设备使用安全

无虞；

集成设计的活塞环；

全系列均配置温度过高、油压过低的安全保护；

全部冷却器均安装管道疏水器和自动排水阀

完善的冷却水保护系统、油路保护系统

和电器保护系统

充分的水分离装置，确保更高压缩

效率，保证压缩空气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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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缸径、长行程、低转速

稳定可靠，节能高效

压缩全过程无润滑油参与，确保压缩空气无油

水套冷却，压缩过程趋近等温压缩，高效可靠

稳定可靠的机组设计

全新一代VFW系列产品依照ISO9001、ISO4001等标准要求进行设计、制造和测试。

确保非常低的运转费用长期而无故障的运行

优良的机组成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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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

物联网云端装置
您将能拥有

智能控制系统

VFW SERIES  参数表 VFW SERIES  选配项目

推荐配备复盛清净系统

云端平台下的空压机物联网管理

系统，实现了监控、故障诊断、

维修保养的一体化。通过短信和

电子邮件等方式把空压机故障信

息及运行状况及时发送给指定专

业人员。

一目了然的人机交互界面，设备的运行

及报警信息尽在掌握，不仅保证可靠性，

也便于制定维护和保养计划；

远程开/关机功能；

RS485通讯，可顺序控制机组；

主电机和风扇电机的电流监视器。

支持多种语言，使用无国界限制。

VFW系列-中压无油PET空压机

VFW SERIES

型 号 VFW-50/4 VFW-75/4 VFW-100/4 VFW-125/4 VFW-150/4 VFW-175/4 VFW-215/4 VFW-250/4 VFW-300/4

排气压力 Mpa 4.0

排气量 m3/min 3.6 5.5 7.4 8.8 11.6 13.5 16.0 19.2 23.0

缸径 × 缸数
mm×pcs

一段 φ255×1 φ255×1 φ320×1 φ320×1 φ350×1 φ350×1 φ375×1 φ450×1 φ450×1

二段 φ180×1 φ180×1 φ220×1 φ220×1 φ250×1 φ250×1 φ260×1 φ300×1 φ300×1

三段 φ95×1 φ95×1 φ115×1 φ115×1 φ125×1 φ125×1 φ130×1 φ155×1 φ155×1

活塞行程 mm 160 160 160 160 200 200 200 200 200

机体转速 r/min 300 455 385 455 395 460 460 385 460

电机功率 kW/HP 37/50 55/75 75/100 90/125 110/150 132/175 160/215 185/250 220/300

冷却水量 L/min 110 160 200 250 310 360 450 540 650

外形尺寸
    mm

长 3740 3740 3870 3870 4250 4250 4250 4380 4380

宽 1830 1830 1850 1850 1950 1950 1950 2050 2050

高 2520 2520 2550 2550 2790 2790 2790 2810 2810

重量 kg 5500 5500 6500 6500 8000 8000 8500 10000 10000

选配项目

气体净化设备
高效的空气净化系统，大幅提升空气品质，去除空气中的杂质和水分更好的满足生产需求，
一体化的系统更利于后续的服务与保养。

GO SERVICE
可将所有运转信息无线传输到手机或电脑终端，实时对设备的运行的各种信息追踪，更
加科学的管理设备，确保满足生产的连续不间断运行

托管式服务
可选不同保养包对设备保养维护，也可将设备委托总包管理。复盛将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更大程度的节省费用，大幅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多机联控系统
联锁对系统中的多台设备集中控制，选择更适合运行方案，更好的满足客户现场使用要求，
大幅提供运转稳定性和可靠性。

PLC 选配
先进的 PLC 控制系统，具有自我诊断以及保护功能，显示屏不仅提供空压机运转信息，
同时也具备保养建议及故障报警汇总信息。

参考工况:

--绝对进气压力：1bar(A)

--空气进气温度：20℃

--流量测试标准：ISO121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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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宽

高

高效的压缩空气后处理系统，去

除压缩空气中的杂质和水分，为

您提供高品质的成品压缩空气，

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

选择复盛清净系统，您将感受到

复盛全方位压缩空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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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盛在结合人力、科技、资讯所共同创造的市场远景下，更加关注于您对可

靠想和效率的追求。我们致力打造为您量身订做的空气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有限的产品，无限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