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

400-845-5569

宁波波力维革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  0 5 7 4 - 6 3 2 5 0 7 5 0

传   真：  0 5 7 4 - 6 3 2 5 0 7 5 3

网   址：www.ningbogmf.com

E-mail :  home@ningbogmf.com

地   址：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马堰工业区（余慈高铁连接线马堰段）

绿色   智造  未来

GMF

宁波波力维革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GM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Technology Co.,Ltd.



让我们一起创造不一样的世界！

设计、规划、跟进、落实
姓名：格格

出生年月：2015.10

住址：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马堰工业区

我叫格格，虽然我听起来像个公主，可其实我是个科

研工作者。我喜欢带着斗笠，披着披风，剑不离手，

一身剑客的打扮，因为剑客都是披荆斩棘，不畏困难

的。我扮得了酷，卖得了萌，内心极客，对生活充满

热爱，喜欢与小伙伴们一起探索研究新的事物。

蚂蚁文化
诚信、实力、敏锐、团结、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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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GMF CORPORATE 
BROCHURES

企业简介

         宁波波力维革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以聚焦新能源技术、设备研发的新型高新科技创业公司。公司总部坐落于浙江省慈溪市，地

处余慈高铁连接线马堰工业区。公司秉承“绿色、智造、未来”的品牌发展理念，从技术创新、设备研制、系统集成等多方面形成了独有的知识产权体系，积

极推动新经济常态下能源产业结构升级。

         公司目前产品有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超高温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超高速智能油温机、GMF 智能供暖系统等，符合市场需求及国家宏观政策方向。

当前依托公司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已经在中小型蒸汽锅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现阶段充分利用好电磁加热技术的基础上，公司将不断创新 , 不断进行新型

加热技术及复合技术的研发，在保持现有产品线的基础上，将继续扩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供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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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

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奋斗拼搏，在生活中尽情娱乐享受生活，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创业团队，敢干敢拼，会耍会玩！

图为公司组织秋季郊游活动 图为公司组织包饺子活动

图为公司组织端午节包粽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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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荣誉

1、2013 年 10 月全国石油化工行业汽车塑化装备制造重点实验室

2、北京化工大学 -GMF 新能源汽车塑化制造研究中心

3、中共慈溪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上林英才”计划创业创新基地

4、拥有 103 项专利，包括实用新型专利 50 项、发明专利 48 项、外观设计专利 5 项，其中授权 4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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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交流活动

滚塑技术与市场发展论坛暨滚塑企业联谊交流活动 2015 聚合物发泡会议 2015 年第九届中国成都橡塑工业展览会

2015 先进高分子材料、实验室设备与分析仪器展览会 2015 中国国际节能低碳创新技术与装备博览会 2014 中国墙纸布艺地毯暨家居软装饰展览会

2015 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博览会

PRODUCTS ARTICLES

GMF  项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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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是一款利用清洁能源、高效率、零排放的新型产品，改变了过去传统电阻丝加热锅炉、燃煤锅炉污染大、蒸汽质量低的局面。超高速绿色

智能蒸汽发生器既秉持了公司“绿色、智造、未来”的品牌理念，又响应了新经济常态下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号召，精确控制无浪费，把节能环保和智能创新有机

结合起来，成为新时代锅炉行业的领导者！同时该设备也是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由低端仿制到高端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代表。

GMF·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

产品简介

功能亮点

~

90秒出汽

相比电阻丝加热，加热功率密度更大，90 秒可出蒸汽，省时更省钱！普通燃煤锅炉需要 30 分钟 ~60 分钟出蒸汽。

0排放

零排放，绿色环保，免检产品，环保部支持。普通燃煤锅炉污染严重、能耗高，是国家治理的重点。

INDUSTRIAL EQUIPMENT

工业用设备

09 GMF CORPORATE 
BROCHURES 10CORPORATE 

BROCHURES GMF



经权威部门检测，本设备热效率为 96.3%，可极大节省企业成本消耗，比 1 级能效＜1t/h 层状燃烧锅炉节能 15.89%。

96.3%热效率

采用德国西门子工控系统，一键启动、智能控制。可无人值守、自动清洗，节省 2~3 人用工成本。普通燃煤锅炉操作繁琐，需专职人员看守。

1键启动

本设备加热核心部分水电分离，不会造成漏电事故。电阻丝加热部分水电不分离，电热管长期浸泡在水中，容易造成漏电事故，危害人体健康。燃煤锅炉易爆炸，事故发生率高。

0危险，安全性高

模块化安装，可根据客户实际用汽情况，单台单工位供汽，也可多台并联集中供汽，即装即用，节省空间、更省基建费！ 4 台蒸发量为 65 公斤的本产品并联使用可替代 1 台

蒸发量为 1000 公斤的燃煤锅炉！

1+1>2模块化安装

功能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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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额定蒸发量

额定工作压力

输入功率

额定电压

主汽阀口径

安全阀口径

进水阀口径

排污阀口径

水泵功率

重量

外型尺寸

额定蒸汽温度

型号

DN20

DN20

DN15

DN20

750W

185kg

 1108x 650 x 1530mm

DN20

DN20

DN15

DN20

750W

185kg

 1108x 650 x 1530mm

DCZF-F50-0.7 DCZF-F70-0.7

380V 380V

36kW 50kW

0.7MPa 0.7MPa

46kg/h 65kg/h

16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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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程度 

低下
需要人工加煤，流量和压
力靠阀体控制，精度低，
浪费大

较高
硬启动，采用按钮、时间
继电器、接触器等普通电
器元件，只能进行简单自
动化控制

最高
软启动，采用德国西门子
PLC模块，输出精度高，
无中间转换环节，智能控
制时间、温度和压力

维护方便性 需专业人员维护，过程繁琐
控制线路复杂，众多元器
件，特别是更换发热丝比
较繁琐

模块化结构，更换方便
快捷。无发热丝，线圈
寿命8年以上

结垢和除垢
较容易结垢
除垢要拆锅炉

最容易结垢，除垢要拆卸
发热丝，且容易损坏发热
丝，无法进行自动化清洗

由于是炉体整体发热，没
有局部高温，不容易结垢，
可以按实际需要调整自动
清洗程序

宁波波力维革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
与市场现有的燃煤锅炉和电阻丝加热锅炉的性能对比表：

    对比                                                     燃煤锅炉                                             电阻丝加热锅炉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

 排放                                                       高排放                                                      无排放                                                        无排放

安全性
较低
会出现爆炸事故

最低
电阻丝在锅炉内局部高温
发热，温度可达800度，且
与水直接接触，容易损坏
漏电，会对操作人员造成
伤害

最高
无发热丝，整个炉体均
匀加热，最高温度165
度

      出汽时间                                                     1小时                                                        8分钟                                                          90秒  

能量利用率                                                  70%                                                          90%                                                          96.3%

尺寸 Φ2*4（米）                                         1.5*1.5*4（米）                               1.108*0.65*1.53（米）

性能对比部件名称

压力表

安全阀

电源开关
急停开关

水箱

电磁阀

压力变送器

调节阀

主机控制集成系统

锅炉内胆

出汽口

警示灯

触摸屏

液位计

高压泵

增压泵

安全阀

铭牌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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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价格 煤 0.7元/kg 柴油 6.15元/L

项目 燃煤蒸汽发生器 燃油蒸汽发生器 电热蒸汽发生器 GMF蒸汽发生器

燃料成本（h） 20kg/h×0.7元/kg=
14元/h

9.8L/h×6.15元/L=
60.27元/h

72元/h×24h×300天
=51.84万元/年

65元/h×24h×300天
=46.8万元/年

用水成本（年）
100kg/h×0.0038元/kg

×24h×300天=0.27万元
/年

100kg/h×0.0038元/kg
×24h×300天=0.27万元

/年

0万元/年
0.5元/h×24h×300天

=0.36万元/年

100kg/h×0.0038元/kg
×24h×300天=0.27万元

/年

100kg/h×0.0038元/kg
×24h×300天=0.27万元

/年

用电成本（年）

环境成本（年）
会产生导致雾霾的废气和
污染环境的废渣等，净化

需花=6万元/年

会产生导致雾霾的氮氧化
合物、二氧化硫、烟尘等
处理废气需花=3万元/年

电能可通过水力风力发电
而来，燃烧过程不会产生
废水废气，环境成本=0万

元/年

电能可通过水力风力发电
而来，燃烧过程不会产生
废水废气，环境成本=0万

元/年

燃料成本（年） 14元/h×24h×300天
=10万元/年

60.27元/h×24h×300
天=43.39万元/年

基础建设成本（年）

储煤、储渣场地、运输车
辆及各类人员，240

元/平/年×50平=1.2万元
/年

储油场地、运输车辆及各
类人员，450元/平/

年×25平=1.125万元/年

无储存场地、无运输车辆
及各类人员，240元/

平/年×5平=0.12万元/年

无储存场地、无运输车辆
及各类人员，240元/

平/年×5平=0.12万元/年

人员要求
属于压力锅炉，国家规定

需专人维护，且持证
上岗，经验丰富

属于压力锅炉，国家规
定需专人维护，且持证

上岗

自动化程度不高，需有人
值守、维护

无需专人维护，全自动
控制

人工成本（年） 3×3500元/月×12个月=
12.6万元/年

2×3500元/月×12个月=
8.4万元/年

2×3500元/月×12个月=
4.2万元/年

0万元/年

报检成本（年） 属于压力锅炉，各种检
验费用=2万元/年

属于压力锅炉，各种
检验费用=2万元/年

不属于压力锅炉，无需
要报检、省报装和年检
费用、免除繁琐办证手

续=0万元/年

电能1元/（kW.h) 电能1元/（kW.h)

72（kW.h)/h×1元/
（kW.h)=72元/h

65（kW.h)/h×1元/
（kW.h)=65元/h

维修成本（年） 各种维修费用=0.5万元
/年

各种维修费用=0.5万元
/年

易坏、各种维修费用=
1万元/年

故障率低，维修费用=0.1
万元/年

折旧成本（年） 总造价1.4万元÷6年=
0.23万元/年

总造价2.5万元÷5年
=0.5万元/年

总造价2.2万元÷3年
=0.73万元/年

总造价5.5万元÷8年
=0.6875万元/年

热转化率 60% 80% 90% 96.3%

出汽时间 1小时出汽 1小时出汽 8分钟出汽 90秒出汽

安全因素 有爆炸危险 有爆炸危险
电阻丝结垢后容易烧毁、
短路、漏电造成安全事故

水电分离，有7层保护措
施，不结垢，无局部高温

可操控性 需整机操控 需整机操控 需整机操控 温度、压力可以分别控制

控制精度 ±5℃ ±10℃ ±5℃ ±3℃

年运行成本 32.8万元 59.54万元 63.36万元 47.98万元

每公斤蒸汽成本 0.46元 0.83元 0.88元 0.67元

1、   前面两种锅炉对环境有污染，不仅需要专人操作和维护（每月人工开支）, 还需要专门的仓库存放燃料，更涉及到消防安全隐患，还有爆炸危险，国家逐渐取缔。

2、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容积小于 30L，无需报检、省报装和年检费用，免除繁琐办证手续，不仅省钱，   更加省心，其他锅炉的控制精度没有该设备高。

3、可以满足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控制，不需要用增加压力的方式来提高温度，控制更精准，能够满足不同行业需求。

4、通过改变电流逆变频率产生定向电磁来加热锅炉，无电磁干扰。

5、前两种锅炉对于新厂房需要增加基础建设方面的费用，此费用受到土地、人工、材料的成本制约，而本设备体积小，占地面积约为 1 平方米，不需要专门的

基础用地。

6、对于将锅炉房外包给第三方，然后通过按照蒸汽量来购买蒸汽的成本计算，现在按照宁波地区，购汽价格 150 —180 元 /t, 按照 150 元 /t*10 小时 / 天 *300

天 =45.00 万元 / 年，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年运营成本为 40.45 万元 / 年，机器所有权归客户，用汽做到随时用随时有，控制精度更高，温度可以调。

四类蒸汽发生器运行成本对比表（100kg/h，出汽温度120℃）

不属于压力锅炉，无需
要报检、省报装和年检
费用、免除繁琐办证手

续=0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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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台 烘干机 干洗机 水洗机

脱水机

混凝土养护机 热交换设备

其他行业

( 油田、汽车 ) 蒸汽清洗行业；( 宾馆、宿舍、学校、搅拌站 ) 热水供应；( 桥梁、铁路 ) 混凝土养护；( 休闲美容会所 ) 桑拿洗

浴、热交换设备；毛绒行业滚球机、定型机等设备配套使用。

服装洗涤行业

干洗机、烘干机、水洗机、脱水机、熨平机、熨斗等设备配套使用。

发酵罐

反应釜

夹层锅 搅拌机 搅拌机 乳化机

生物化工行业

食品机械行业

豆腐机、豆浆机、茶叶烘蒸发酵、蒸箱、灭菌罐、包装机、涂料设备、封口机等设备配套使用。

蒸箱 豆腐机 封口机 灭菌罐 包装机 涂料机

1、化学工业－－油脂化工、聚合工业、反应罐、蒸馏、浓缩。

2、塑料工业－－塑料发泡、挤压定型。

3、纺织工业－－树脂定型机、染色机、干燥室、高温机、滚筒机。

4、橡胶工业－－橡胶的硫化加热。

5、食品工业－－蒸煮、干燥、植物油提炼。

6、林产工业－－夹板、保丽板、纤维板的加温定型。

7、纸品工业－－包装纸箱的多层纸板、烘干、干燥。

8、其  它－－金属电镀槽的加热、涂料缩合、干燥、医药工业蒸馏、还原、

浓缩、脱水、沥青熔融等。

9、服装行业－－服装熨烫。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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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罐、反应釜、夹层锅、搅拌机、乳化机、硫化机、喷胶棉烘箱等设备配套使用。



慈溪化妆品公司
该公司购买了一台50kW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给1000L的反应釜内的水加热到90℃。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 被加热的反应釜 被加热的反应釜

0.3t的燃煤锅炉（每月用燃煤7t,每吨燃煤均价为650元，合计4550元/月）

锅炉工1人:（工资4500元/月）

电费：（5kW×6h×30天×1.3元/kW·h=1170元/月）

合计：4550+4500+1170=10220元/月

改造前情况：

加热一釜的时间为40分钟，每天3釜（加热总时间为2小时）

费用=50kW×2h×30天×1.3元/kW·h=3900元/月

改造后情况：

江苏盐城色母粒公司
客户是做调色原料产品，购买了2台50kW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替代1台0.5吨燃煤锅炉，通过蒸汽给反应釜加热，将反应釜内不同色泽的原料加热到指

定温度、保温、降压、出料。客户反应若避开用电高峰，在电峰谷使用，比燃煤锅炉节省费用50%以上。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的使用现场 加热的反应釜

使用0.5吨的燃煤锅炉，加热1釜产品需要1-1.5小时，白天加热产品4

釜，晚上加热产品4釜，锅炉工作时间：24小时。

锅炉达到的性能：蒸汽的压力为0.5MPa，蒸汽温度为110-130度。

锅炉能耗：每月18吨煤。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

50kW*2台*4小时*1.5元/度（白天）*30天=18000元/月，50kW*2台*4小时*0.3元/度（晚上）*30天=3600元/月

合计：18000+3600=21600元/月

燃煤锅炉：

燃煤：18t/月*800元/t=14400元/月

人工：5000元/月/人*2人=10000元/月

电费：7kW*16(白天)=112kW*1.5元/度=168元/天*30天=5040元/月，7kW*8小时(晚上)=56kW*0.3元/度=16.8元/天*30天=504元/月，5040元/月+504元/月

=5544元/月

合计：14400元/月+10000元/月+5544元/月=29944元/月

燃煤锅炉其他方面的费用：维修费、年检费、场地基建费、燃煤存储费用、浇煤的水费等。

运营费用：

改造前情况：

使用我公司的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之后，加热1釜产品的时间是1个

小时，白天加热产品4釜，晚上加热产品4釜，设备工作时间为白天4小时，

晚上4小时。

设备达到的性能：压力为0.5MPa,温度为120-140度。

设备能耗：耗电量是100kW/h（2台）。

改造后情况：

我公司生产的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应用领域广泛，在塑胶管材、食品加工、鞋材加工、化工反应釜、餐饮行业、酿酒行业、EPS发泡、高温消毒、金

属表面处理、服装行业等很多行业均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一致好评，以下为我公司产品行业应用工程案例示意。

工程案例示意 工程案例示意

天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客户用反应釜设备生产PVA产品，将粉状PVA加进反应釜，然后加适量的水，混合物3000L/釜 。

两台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并联使用现场

使用12根加热棒（每根6kW），给夹层内的导热柴油（400kg油，

约460L）加热（加热至75℃），加热所需时间为4个小时。

改造前情况：

使用两台50kW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给反应釜加热，加热时间

2.5小时，节约时间1.5小时/每釜，节电约38度/每釜。

改造后情况：

被加热的反应釜被加热的反应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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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反应釜行业应用案例示意：



工程案例示意

慈溪市横河中学
慈溪市横河中学全校师生约有2000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率先淘汰以前的煤锅炉，用我公司的3台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来替代。其中一台50kW的

同时将200kg的水加热到80℃，蒸400kg的饭，煮100kg的稀饭和蒸4立方的菜，约1个小时30分钟完成所有工作。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使用现场 用于烧水的夹层锅 用于蒸饭的蒸锅

吴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积极响应当地节能环保政策，使用2台50kW的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替换一台0.3吨的煤锅炉，每次可放置400公斤的酒糟，出酒度数高达85度。

2台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并联使用现场 被加热的酿酒蒸锅

慈溪食品加工
公司使用1台36kW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给100kg碱水加热到100℃，用来制作豆腐。

设备使用现场

目前用我公司的设备，将100kg的碱水从常温加热到100℃需要15分钟，老板对本设备很满意，原因有以下几点：

1)占地面积小，以前要专门准备锅炉房，现在只需要一个立方的位置就足够放置，并且无污染、无噪音、散发热量很小，使厂房干净整洁；

2)以前用燃煤锅炉，需要提前一个小时加煤燃烧，现在即用即开，出汽速度快，加热速度快，机器放置在碱水桶旁边，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

热能浪费；

3)我们炉体容积是29L，在国家免检范围内，不需要去报检，使用省心；

4)厂家就是慈溪当地的，出现售后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使用放心。

使用情况：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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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行业应用案例示意：

餐饮行业应用案例示意：

工程案例示意

食品加工行业应用案例示意：



工程案例示意

慈溪宏祥实业有限公司
用途：金属表面处理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使用现场 以前用的燃煤锅炉

使用0.2吨燃煤锅炉，给两个水池（每个水池1.5立方多），加热到65

℃然后持续维持温度，同时给一个蒸饭柜供汽蒸饭以及烧开1吨水，

水池加热时间为2个多小时，烧水蒸饭需要1个小时。操作麻烦，需要

注意水池温度，温度高了关闭阀门，温度低的打开阀门，需要频繁操

作。燃煤锅炉管道复杂，单独设一个小房间，需1名锅炉工（工资

3500元/月），且设备每年须缴纳检测费去年检。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

电费：50kW*4小时=200kW*1元/度=200元/天*30天=6000元/月，人工： 0元，合计：6000元/每月

燃煤锅炉：

燃煤：6t/月*1000元/t=6000元/月

人工：3500元/月/人*1人=3500元/月

电费：7kW*8=56kW*1元/度=56元/天*30天=1680元/月

合计：6000元/月+3500元/月+1680元/月=11800元/月

燃煤锅炉其他方面的费用：维修费、年检费、场地基建费、燃煤存储费用、浇煤的水费等。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此公司使用我司的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每月能节省5800元。一年能节省69600元，客户表示使用该设备既方便、省电，又环保。

运营费用：

改造前情况：

使用一台50kW的超高速智能蒸汽发生器给水池加热，加热时间1.5个小时，装

有温度反馈系统，设置好温度区间，在达到65℃的时候机器自动停止运行，在

低于60℃的时候开始工作，完全实行了无人看管自动运行的模式，且用电成本

极低，完全人性化设计，资源充分利用，没有不必要的浪费。在需要烧水时，

切换阀门，烧水蒸饭时间30分钟，完毕后切换阀门到水池。只需在需要烧开水

的时候手动切换下阀门，其余时候无需人员来看管。

改造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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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表面处理行业应用案例示意：

GMF“争气发生器”权威认证

         超高速绿色智能蒸汽发生器的喜报频传，不仅凭借自身过硬的技术和产品品质获得了欧盟CE认证，

并成功入选《浙江省节能技术 ( 产品 ) 推广导向目录 (2015)》, 加上之前的《节能项目评估报告》( 权

威机构检测热效率高达 96.3%)《企业标准认证》，还有几十项核心技术专利作为支撑，正掀起一场锅

炉行业的绿色革命！



        超高速智能油温机是一种以电为热源、导热油为热载体的新型导热油锅炉。超高速智能油温机利用循环油泵强制液相循环，将热能输送给用热设备后，返回重新加热，

实现热量连续传递，使被加热物温度升高，达到加热工艺要求。超高速智能油温机首创业界电热管和电磁双重加热系统，充分利用两种加热方式的最大优势，并在整体结构、

控制系统集成方面经过科学严谨创新和实验验证，在使用寿命、安全性、加热效率、热利用率等方面均领先于业界同类产品。

GMF·超高速智能油温机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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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亮点

8~10年使用寿命

1、采用电热管和电磁双重加热方式，当达到设定温度或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低于设定温度时，系统会优先关闭或启动电磁快速加热模块，

以调整设备运行功率来达到设定温度的要求，避免反复开关对电热管造成损害，极大的提高了设备使用寿命。

2、产品使用配件均采购自国内国际知名供应商，保证了设备的质量和寿命。

96%热效率

采用电热管和电磁双重加热方式，充分利用两种加热方式的最大优势，该设备热效率高达 96%，远远高于同类产品。

该设备以清洁能源电为热源，清洁卫生，无烟尘，不污染环境，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环保型加热设备。

0排放

1、 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反复的设计论证及实验验证，使得该设备整体设计科学合理。

2、 该设备拥有 4 层过热保护、过流保护、热油泵连锁保护等。

安全性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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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备结构紧凑，便于安装，无需专用锅炉房，极大的节省了设备使用空间。

安装方便、节省空间

控制器智能控制，集自动检测、控制、连锁报警提示于一体，无需专职人员看守。

智能控制、无人值守

该设备可根据设定的温度来自动分配电加热管和电磁加热两个模块的使用，以最优的配比来达到设定使用要求。

温度可调，最高温度可达300℃

采用先进的自动控温模式，即通过所设定的温度反馈给控制系统实现热负荷的自动调节。采用模糊控制和自整定 PID 控制完美结合的控制技术，控温精度可达到

±1℃。

控温精度可达±1℃

功能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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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应用领域

1、化学工业－－油脂化工、聚合工业、反应罐、蒸馏、浓缩。

2、塑料工业－－挤压定型。

3、纺织工业－－树脂定型机、染色机、干燥室、高温机、滚筒机。

4、橡胶工业－－橡胶的硫化加热。

5、食品工业－－干燥、植物油提炼。

6、林产工业－－夹板、保丽板、纤维板的加温定型。

7、纸品工业－－包装纸箱的多层纸板、烘干、干燥。

8、其  它－－涂料缩合、干燥、医药工业蒸馏、还原、浓缩、脱水、沥青熔融等。

排汽口

溢油口

排汽管

电控柜

温控仪

回油口

主机信号

排污阀

加油口

高位槽

液位计

排汽电磁阀

出油口

温控仪

信号指示灯

启动开关

急停按钮

电流表 电流表 电压表 电流表 电流表

 

 

 

 

两组电磁线圈

两组电热

热油泵
 流量  12.5m³/h

扬程

热媒体

控制方式

控温精度

最高温度

型号

电机功率

规格型号

电源

单组固定功率

单组功率

加热功率

参数

30m

导热油

温控仪

±1℃

300℃

RY50-32-160

3kW

3 相 380V、50Hz

45kW

30kW

150kW

部件

DN15

Φ400*600mm、V100L

1550*1280*1680mm

700kg

DN20

φ10mm

DN50（可按要求定做）

DN50（可按要求定做）

排污口

规格

外形尺寸

重量

补油口

排汽口

回油口

出油口

接口

高位槽

框架

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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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研发及生产的供暖产品主要由加热主板、加热内胆等结构组成，加热内胆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涡流加热技术，以电为能源、以水为介质，通过涡流加热快速升温

成热水，再通过管道与暖气片、增压泵等相连接组成的循环水供暖系统把热量散发到环境中，从而达到室内供暖效果。该供暖产品在运行过程中节能环保、可控调节、安全可靠，

可代替燃煤锅炉供暖、燃气壁挂炉供暖等传统供暖方式，成为新时代采暖行业的典范！

GMF智能供暖系统

产品简介

节能省电：
内胆内层自发热，无热
转换损失，热利用效率
达到最高。

快速升温：
专利涡流加热技术及专
利多层流道内胆，能够
快速升温。

防干烧保护模式：
突跳式温度开关控制，
防止无水干烧。

使用寿命长：
软启动开关技术，无
启动冲击电流，内胆线
圈寿命8年以上。

00.00

三段定时功能：
可以连续设置三个不同
时段的定时开关控制，
更加方便快捷。

低温防冻功能：
环境温度低于5℃，系
统会自动运行进入防冻
保温状态。

智能控制：
微电脑芯片控制，配有
按钮和遥控双控制方式，
能实现自动温度调节。

精准控制：
入水式专用温敏电阻
PID控制，精准度达 
±0.1℃。

故障报警功能：
实时监测设备运转状态，
出现故障时会自动报警
提示。

免维护：
循环水加热后被磁化，
不形成水垢，整个系统
免于维护。

安全可靠：
涡流加热专利技术，水
电分离，无安全隐患。

低压启动：
使用电压为180V—240V
（单相），低压仍可正
常启动。

功能亮点

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

供电电压 / 频率

电源导线截面积

电热效率

供暖系统建议最大水容量

外形尺寸

整机重量

增压泵最小流量

出 / 回水口口径

系统压力

建议采暖面积

防冻保护水温

最高水温设定

≥10 L/min

DN20

常压

≤30 ㎡

5℃

85℃

3kW

220V/50Hz

2.5mm

≥98%

62L

￠300×H810mm

25kg

2

CIVILIAN EQUIPMENT

民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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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独特涡流加热专利技术及多层流道内胆专利设计，能更快达到人体舒适温度。

分户控制，方便供暖

可以由用户自行设定室内温度和采暖期，完全避免了因集中供暖方式产生的很多问题。

方寸之间，舒适如棉

通过水循环加热模式，自然对流导热，使热量通过暖气片均匀释放，既不破坏水分子成分，又可使室内始终保持相对合理的温度和湿度，避免空调取暖导致室内空气干燥引

起身体不适。

采用涡流加热专利技术，节能效果卓越，运行费用经济，比同类产品节能 20%~30%。

温暖由心不由电

微电脑芯片控制配合独特涡流加热专利技术使得该供暖系统运行稳定，安全可靠。

运行稳定，安全可靠

清洁能源，避免燃气类壁挂取暖炉产生的 CO、NOX 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该设备核心加热部分水电分离，不会造成漏电事故，相比电阻丝取暖设备更加安全。

每平方的温暖都是健康的

开机便是暖冬

GMF 独特涡流加热专利技术 
更快、更省、更舒适……

模块化安装，有水电经验的消费者可自行安装，根据散热片类型的选择，可在不破坏墙体的前提下进行安装，既节省空间又能配合用户的室内装饰风格。安全性百分之百。

模块化安装，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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