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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交通运输部在2011年试点推进绿
色汽车维修技术，并对绿色汽车维修技术所需主
要设施设备和材料实施资金补贴，为了促进专项
补贴资金能采购到技术性能优良、节能减排效果
显著的绿色维修设备，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
会针对相关设备生产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绿色汽
修—中国汽保行业在行动”征文活动，
《汽车维修
与保养》杂志作为协会会刊将征集的作品分期刊
发在《中国汽保》栏目，重点介绍绿色机电维修技
术、绿色钣金技术、绿色涂漆技术及其他绿色维
修技术等内容。
“制冷剂回收、净化、加注设备”属
于绿色机电维修技术，本期我们详细介绍其特性
及优势。

制冷剂回收、净化、加注设备的特性及优势
◆文/山东 周爱芳

环境保护是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

调，其车辆维修时全年排放量可达11.52万

排放CFC，违者罚款10万港币。我国内地

规划的要求，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前提

吨，上海地区近年用于汽车空调CFC的年排

在氟利昂回收方面行动相对落后，从20世

基础。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经济建

放量达103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人

纪90年代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制冷剂

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大背景下，环境保护是我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制冷剂(俗称氟利

向大气的排放。目前，我国已制订法规，强

国各级政府强力推进的重要措施，也是整个

昂)的生产达到了高峰，年产制冷剂达到了

调在制冷空调装置维修时，必须进行回收、

社会关注的焦点。

144万吨。据权威统计资料，在对氟利昂实

净化、循环利用制冷工质，以期达到节能、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关于消耗

行控制之前，全世界向大气中排放的氟利昂

减排、环保的目的，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臭氧层物质议定书——制冷、空调和热泵

已达到了2000万吨。氟利昂最大的特点是无

目前，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制冷剂回收、

委员会2012年的报告》，我国在2011年

削减期，释放到大气中的氟利昂在空气中历

净化、加注机，大部分采用人工观察、手动

氟利昂消费量已达50万余吨。截至2011

经上百年也不会削减。一个氯氟利昂分子就

操作的程序，已经不能满足生产和维修的需

年1月，中国R134a制冷剂年生产量达20

能破坏多达10万个臭氧分子。臭氧层被大量

求。为提高冷媒回收加注设备的自动化程

万吨。

损耗后，吸收紫外线辐射的能力大大减弱，

度，进一步提高氟利昂的利用率，同时也为

从而引起地球“温室效应”。

了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号召，温

在制冷剂回收、净化、加注机未研制
成功以前，制冷空调装置在生产及维修过程

因此，减少排放，增强制冷剂的回收

特尔冷媒回收净化加注机提供了20多款精良

中，会排放大量的制冷剂到大气中。据资料

再利用工作已经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环保工作

的产品，是目前国内外市场上功能齐全，回

介绍，全世界CFC-11离心式冷水机组在维

者与制冷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多数发达国家

收速度快、加注精确、净化干净的同类产品

修保养和抽气装置的运行等工作过程中每年

已制定法规，加强在维修过程中的回收、再

中的尖端产品。

至少排放4500吨CFC(氯氟烃)。日本曾对使

循环和再生处理。美国环保局已颁布了一项

用离心式冷水机组的用户进行统计，各用户

新的法规，要求对空调装置和电冰箱中使用

平均CFC-11的补充充注率高达13.66%。

的制冷剂全部进行再生循环利用。我国香港

该产品在空调企业维修过程中，将原

目前，大约2.88亿辆汽车使用CFC-12空

地区已经规定在制冷空调的维修时不得随意

本排放到大气中的氟利昂进行净化再回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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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原本空调企业随意排放到大气中的制

海信集团、格力集团和大连冰山等公司制

耗电280千瓦时，该产品以年节约2.6万吨

冷剂得到循环利用，否则空调企业需要重新

冷剂钢瓶年使用量均在25000瓶以上，每

制冷剂测算，每年可节约电量=26000吨×

购买制冷剂回注到空调中。生产制冷剂要耗

支钢瓶的制冷剂残留量平均按60kg计算，

0.35吨×280千瓦时=254.8万千瓦时，折

废大量的水、电、煤等物质，其各种耗能也

每年可循环利用的制冷剂量=25000瓶×

合标准煤782吨。

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通过该设备的回收

60kg/瓶=1500吨。

功能，达到了制冷剂的再利用，节约了空调

4.空调报废环节制冷剂量测算

综上所述，每千台制冷剂回收加注机
设备投入市场使用后，可为国家年节约水

空调报废环节可循环再生利用制冷剂

1.75万吨，节约原煤(按5000千卡/千克

量测算，假设目前国内一般制冷剂回收加

计)21840吨，节约电254.8万千瓦时，合计

举例说明：以一家企业年产1000台制

注机生产企业年订单千台，并全部投放市

折标准煤16382吨。

冷剂回收净化加注机全部投入市场使用计

场，按目前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格力集

算。分别从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制冷设备

团和大连冰山空调器总保有量约13000万

三、广阔的市场前景

生产工厂和空调器报废环节测算可循环利用

台，空调淘汰周期按照6年计算，年报废量

1.空调生产及销售市场现状

的制冷剂量。

约为2166万台，报废后每台空调含制冷剂

(1)国际市场

1.家用空调制冷剂量测算

量从0.5千克到几十千克不等，按照平均1

根据有关统计，2011年全球空调市场

台1kg计算，每年可循环利用的制冷剂量

规模约7870万台，其中中国2630万台、

=2166万台×1kg/台=2166吨。

美国1690万台、亚洲(除中国和日本)970

厂家再采购制冷剂的费用，因此，回收再利
用制冷剂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家用空调生产返修环节可循环再利用
制冷剂量测算，以目前国内一般制冷剂回收
加注机设备生产企业的订单为例测算，目前

综上所述，该产品年可以循环再生利

万台、欧洲860万台、日本800万台、拉美

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格力集团和大连冰

用制冷剂量=19600吨+3080吨+1500吨

410万台、中东360万台、非洲140万台、

山总产量为2450万台家用空调，年返修率

+2166吨=26346吨。

大洋洲90万台。中国、美国、日本和主要

0.5%~1.5%，平均每年约有245万台需返
修，每台家用空调可循环再生利用的制冷剂

欧洲国家的空调市场占据世界市场的四分之

二、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效果分析

三。2012年，全球房间空调器市场增长了

量为0.5~1.1kg，按照平均每台可循环利用

氟利昂的合成过程中需消耗电与水，

制冷剂0.8kg计算，家用空调每年返修环节

减排氟利昂就等于为国家减少生产氟利昂

中国生产的空调目前占据世界市场的

可循环利用的制冷剂量=2450万台×0.8kg/

的物料损耗。下面以国内制冷剂使用量最多

70%以上，2011年市场规模为2630万台，

台=19600吨。

的制冷剂R12为例，具体分析其节能减排效

比2010年增长了15.1%，其中出口326万

2.中央空调制冷剂量测算

10%。

果。R12由四氯化碳、氢氟酸、液态氯等合

台，比2006年增长了19.9%。2011年美

中央空调生产返修环节可循环再生利

成的，液态氯是由电解盐和电合成的，氢氟

国空调市场规模约为1690万台，比2010年

用制冷剂量测算，以目前国内一般制冷剂回

氨是由银石粉、硫酸、甲醇合成的，甲醇是

下降了1%。欧洲空调市场被中国、日本和

收加注机订单进行测算，目前海尔集团、海

由煤提炼制取。

韩国空调产品垄断。2011年，日本售出的

信集团、格力集团和大连冰山总产量为220

１.节水量

空调总量为800万台，其中出口量为700万

万台中央空调，返修率1.0%～1.8%，平均

根据行业统计指标：生产1吨R12制冷

每年约有3.08万台需返修，一台螺杆机返

剂需消耗甲醇0.35吨，制取一吨甲醇消耗

修过程可循环再生利用的制冷剂量从几十千

水10吨。该产品以年节约2.6万吨制冷剂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克到几百千克不等，按照平均1台100kg计

算：每年可节约水量=26000吨×0.35吨×

的提高，空调作为重要的家用电器，在国民

算，中央空调每年返修环节可循环利用的制

10吨=1.75万吨。

经济生产和人们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

冷剂量=3.08万台×100kg/台=3080吨。

2.节煤量

来越重要。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空调行业

台，比2010年略有下降。

(2)国内市场

根据甲醇行业统计指标,每生产1吨甲

结构逐渐趋于稳定。来自各方的调查数据显

目前制冷设备生产工厂内一般都没

醇耗原煤2.4吨，该产品以每年节约2.6万

示，我国空调企业仅剩40多家，其中市场

有大型制冷剂储罐，用的都是400kg、

吨制冷剂测算，每年可节约原煤量=26000

活跃品牌不到20家。国内空调行业权威专

800kg、1000kg几种规格的制冷剂钢瓶，

吨×0.35吨×2.4吨=21840吨，折标准煤

业杂志《空调销售》对外发布的市场调查

这些钢瓶在加注以后，每只钢瓶的制冷剂

15600吨。

报告表明，空调行业的格局依然是格力、海

残留量在40～80kg左右。根据工厂规模

3.节电量

尔、美的三大品牌为第一阵营，奥克斯、志

3.制冷设备生产工厂制冷剂量测算

的不同，用量也不等。目前，海尔集团、

根据甲醇行业统计指标,每生产1吨甲醇

高、科龙、海信、三菱电机等品牌强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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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制冷剂的ODP和GWP值
物质
CFC11(R11)
CFC12(R12)
HCFC22(R22)
HFC32(R32)
CFC113(R113)
CFC114(R114)
CFC115(R115)
HCFC123(R123)
HCFC124(R124)
HFC125(R125)
HFC134a(R134a)
HCFC141b(R141b)
HCFC142b(R142b)
HFC143a(R143a)
HFC152a(R152a)
HC600a(R600a)

ODP值(R11＝1)
1.0
1.0
0.05
0
0.8
1.0
0.6
0.02
0.02
0
0
0.08
0.08
0
0
0

等高分子材料更加容易老化和分解，结果

据了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前十名空调的市

又带来光化学大气污染。

场占有率为82.19%，空调行业品牌集中度

与CFCs相同，HCFCs也能够破坏

进一步提高，而格力、海尔、美的占据了

臭氧，两者的区别在于所含氯原子多少不

47.62％的市场份额。

同而已。CFCs、HCFCs和新一代HFCs

空调销售及使用量的增加，必然带动

制冷剂都被认为是温室气体，它们对全球

制冷剂使用量的增加，目前制冷空调行业中

气候变暖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吸收红

使用的制冷剂多为CFC和HCFC(含氢氯氟

外能量的能力和它们在大气中延续的时

烃)。这些物质由于生产、维修及报废过程

间，可用GWP(全球变暖潜值 ) 来 度 量 它

中，大量排入大气，对臭氧层具有破坏作用

们对全球变暖作用的大小，其大小是相对

并产生“温室效应”，因此制冷剂循环利用

于 C O 2的 温 室 效 应 而 言 的 ， 规 定 C O 2的

技术和设备的研发生产，成为行业发展的重

GWP值为1。物质对于臭氧层破坏能力的

要一环。

大小是以ODP(大气臭氧层损耗潜能值)来

2.空调制冷剂回收利用技术及发展现状

衡量的，以CFC11为基准，规定CFC11

CFCs和HCFCs，其次是HFCs。发达国
家已于19 9 6 年1月1日起 禁止 生 产 和 使 用
CFCs，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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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5500
7400
29
150
860
420
150
540
1800
47
15

组成第二阵营。国内前十强空调品牌目前占

空 调 行业目前使 用 较 多的 制冷剂 是

66

GWP值(CO2＝1)
1500
4500
510

的ODP值为1。部分制冷剂的ODP和
GWP值见表1。
正因为现行的制冷剂对环境的巨大的
破坏作用，促使着人们积极的寻求能够与环

CFCs的禁用是因为CFCs会在大气

境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制冷剂回收循环利

中分裂并释放出破坏臭氧层的氯原子。据

用技术及设备。环境保护技术和装备——制

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如

冷剂回收、净化、加注机，是环境保护特别

果平流层的臭氧总量减少1％，预计到达地

是环境污染防治的技术基础，也是解决资源

面的有害紫外线将增加2％。有害紫外线的

战略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更

增加，会产生以下一些危害：①使皮肤癌

是我国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改善环

和白内障患者增加，损坏人的免疫力，使

境，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传染病的发病率增加；②破坏生态系统，

温特尔“制冷剂回收循环再生充注

过量的紫外线辐射会使植物的生长和光合

机”是一种可以气液自动转换、风冷/水冷

作用受到抑制，使农作物减产。紫外线辐

冷媒回收加注机，是目前国内外同类产品的

射也可能导致某些生物物种的突变；③引

领先技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可全部回收再

起新的环境问题，过量的紫外线能使塑料

循环利用制冷剂，节能、减排、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