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百特制造
人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
罗百特工作人员在此诚挚的为世界各地的人们
保证提供他们所希望达到的室内空气质量。

其定制产品的高质量、高安全性及永续性阐释了罗百特付诸实践的
优先战略。作为一家技术运营公司，有赖于员工“谁与争锋“的精神，
罗百特一直能够寻找到更好地解决方案并研发出更好的产品。
而多功能、高效率的先进工作流程以及员工的规范知识和奉献精神
则是满足并实现客户要求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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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与标准化
个性化的产品定制与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并非矛盾 - 正相反。 自动化生产流程与员工专业知识的结合使空气处理机  (AHUs) 能

够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前提下，同时保证高品质。所有流程的有效
组合确保了空气处理机  (AHUs) 生产、安装和操作过程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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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设计
多样化的机组组合使得无界设计的实施完全
成为可能。RM -/RL 系列覆盖范围从1,000
至 320,000 m³/h, 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独特的个性化
适应客户个性化的需求是我们的宗旨。该 RM-/RL 系列的灵性
体现在外壳的多样化，使其可适用于L、T或U形以及覆盖范围
为 1,000 至 320,000 m³/h 的任意截面尺寸。

给任何应用提供最优的方案
该 RM-/RL 系列代表着与工业生产精度相结合的个性化。空气
处理机组分室外型和室内型，这同样适用于防爆型 ATEX, 卫生型
和游泳池的应用。

 概览

▸ 模块化设计，便于现有结构 
 的空气处理机的简单安装。

▸ 无限灵活性，可满足增加的 
 卫生要求或防爆区的要求。

▸ 空气处理机亦适用于自定义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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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处理机
细节表现了空气处理机的质量。罗百特为
您提供具备优良特征值得箱体以及个性
定制服务 - 此乃标准方案，无需特别设计。

优良的特征值 - 标准方案 
远超出最低要求的箱体特征值可带来特定效益
  热桥: TB1

  热传系数: T2

  空气密度: L1 (M)

  外壳变形: D1/D2 (M)

  过滤器旁路泄露: F9

TÜV 能效证明
罗百特可为您提供国际 EUROVENT 能效证明及
根据德国空气处理机制造商协会的 AHU -01 指令
的能效证明；双重验证保证了能源效率的可靠性。

 概览

▸ 准则已基于标准配置上。

▸ 能效证明的任意选择。



9

TB1 –避免冷凝
空气处理机的 TB  值越差，发生冷凝的可能性
就越高，这将缩减空气处理机的运行寿命，
损坏建筑物结构，甚至会导致人们吸入
受污染的空气，危害身体健康。

冷凝的形成
自然条件下的空气温度和处理过的空气温度
间的温差越大，出现冷凝的风险就越大。

冷凝风险
表面冷凝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包括：
  通过微生物增殖造成卫生缺陷
  腐蚀和过早老化
  冷凝的入侵导致结构性损害

罗百特标准 - TB1
作为标准，罗百特 RM-/RL 系列是最佳的 TB1 

种类。即使是罗百特的检查窗口也带有最好的
TB1 质量。

TB1不仅仅是奢侈品
下面的示例性计算清楚地证明，TB1 质量的空
气处理机的使用使冷凝发生的时间相对较晚。
放置在杂物间：温度 24°C/75.2°F., 室外温度
-12° C/10.4° F.,冷凝发生在：
TB4 (kb = 0.30) 24 °C, 18 % r. H.

TB3 (kb = 0.45) 24 °C, 28 % r. H.

TB2 (kb = 0.60) 24 °C, 40 % r. H.

TB1 (kb = 0.75) 24 °C, 57 % r. H.

 概览

▸ 空气处理机标准配置 TB1。

▸ 检查窗口均为 T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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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理念
机组草案和清单系统并加速了专业设计。
罗百特的成熟概念保证了最佳功能的可靠性
以及能源效率。

规划过程中的宝贵支持
显然，应用程序对空气处理机设备的要求起决定性
作用。这些在罗百特提供的应用程序概念里得到了
简洁而全面的总结。
  重要要求
  现行标准的明确阐述
  综合设计信息
  规范的设计数据
  成熟的机组设计方案

针对设计师的顾问咨询
罗百特的设计方案融入了核心知识及无
数次实际运用的经验，适用范围覆含了：
  多合一
  ATEX ( 爆炸危险区)

  教育设施
  医疗应用
  屋顶
  室内游泳池
  商场

 概览

▸ 成熟的设计方案不会桎梏灵活性。

▸ 规划信息的汇总。 

 

▸ 有效的规划支持。

▸ 多种优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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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Blue 能效证书
能源需求，经济效益和环境相容性密不可分。
通过 TrueBlue 能效证书可透析三者关系。

标准兼容，全面
在这项服务中，罗百特将有关投资、运行、维护、
废品处理以及主要能源需求和  CO2

 排放的成本
纳入考虑范围之内。TrueBlue 是第一个能量计算
工具，它基于德国节能规范 DIN V 18599 指令及
其规范计算法，通过它可以比较不同品牌，设备，
设计方案及组件。这种模拟采用项目现场的气象
数据以小时为单位并考虑到项目的个别边界条件。
后续 TrueBlue 能效证书包含符合现有法规的
所有显著特定值，使得我们可以为您的决策提供
确切信息。

透明性及可评估性
除满足各种空气处理机厂房概念的能源需求外，
TrueBlue 还可促进第三方有关能量和投资的热
量及冷却发电设备的客观评价。只有通过这种整
体的方法，才有可能对整个系统进行透明及准
确的评估。

 概览

▸ 呈现差异化的效率优势。

▸ 比较各种品牌，
 设计方案和组件。

▸ 考虑个别边界条件以及
 特定的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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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集成控制技术
罗百特服务范围完整，包括相应的电气设备
技术，控制和自动化系统。

工厂集成
工厂集成控制柜可以将所有子装配以及控制系统
零件整合到一个空气处理机中，节省空间; 也可以
将控制柜与机组分离。设计，集成，调制和检测同
时在工厂执行。

智能控制
DDC 软件“智能控制”是空气处理机的最佳选项。
根据各自的应用程序，“智能控制”可以又快又容易
配置。各种功能元件如：高效盘管式能量回收，室
内游泳池，DEC 和冷水控制器均可使用。

多功能的通信潜力
从在本地网络的远程终端  (pLAN)）到开放式通信，
集成的控制系统提供多功能的通信潜力。
这使个别罗百特设备间的通讯以及与建筑物高级
自动化系统的通讯得到保证。

 概览

▸ 所有组件和控制系统的集成。

▸ 节省空间的內嵌于机组中的  
 控制柜。

▸ 工厂内的设计、集成、调试
 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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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于机组中的冷却技术
在空气处理机里对所有冷却部件进行空间节省整合，
使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最低化成为可能。

来自一方的完整解决方案
简单安装和快速调试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结构
改动过程中。智能化的及完整的解决方案显然
是一种优势。集控制和冷却技术为一体的工厂
设备创造出了最优实体。

高效冷却和空间需求的减少
拥有集成冷却技术的空气处理机空间需求更小，
从而使配电损耗降低。这些冷却系统代表经过
优化的、可自给自足并具有高性能系数 (COP)）

的完整系统 。

DEC 技术
DEC 技术（除湿蒸发冷却技术）将水淋的冷却
效应和除湿的冷却效应结合为一体。凡废热或
太阳能均可被采用于再生空气流中，这种技术
能成功的降低运营成本并产生巨大的生态优势。
这种环保工艺采用水和空气来代替标准冷却液。

 概览

▸ 集成节省了安装空间并使  
 安装简便易行。

▸ 工厂设备集成。

▸ 检查及安全认证。

▸ 环保的 DEC 技术冷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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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回收-定制效率
对一个可用于任何给出的通风和空调应用的
最优能量回收系统  (HRS)。专业选择需要
足够的技术多样化来进行支撑。

罗百特的高效率能量回收系统
对于高效率的能量回收，罗百特提供了各种系统：
  转轮式能量回收
  交叉板式能量回收（横流式或回击式）
  热泵
  盘管式能量回收
  多元化的选择给任何一种设计方案提供最理

 想的能量回收

高效盘管式能量回收
从结构角度来看，当需要气流分离或空气处理机
空间分离时，盘管式是能量回收系统的第一选择。
盘管式适用于较短的机组，还可以将多个机组集
成于一个能量回收系统中。

平衡液压系统的整合
罗百特将液压组件充分集成到机组中。如此，
液压系统的个性化设计便可使调节装置得到
最佳选择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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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
兼顾效率与实用性；由一个源头及溢价制造商
提供的复杂系统整合能够满足最复杂的要求。

卫生加湿
各种可行加湿解决方案验证了罗百特空气处理
机的灵活性
  不锈钢外壳循环喷淋加湿器（包括卫生控制 

 加湿器的自动排空、清洗及干燥）
  不锈钢外壳没有再循环水时，用于处理过的 

 淡水的高压喷雾器
  蒸汽加湿器，具有不锈钢蒸汽枪、底座浴缸 

 和粉末涂层外壳
  接触式加湿器

集成制热
空气处理机可将石油或天然气直接转化为热量。
在这样的转换下，罗百特为间接气流加热提供了
一个充满活力、经济以及有利的替代。当产生的
热量通过燃烧室或气体表面燃烧器时，
高成本效益便可实现，效率因素可高达 100% 。 。

 概览

▸ 各种加湿解决方案可集成到
 空气处理机中。

▸ 为空气处理机 制热而备的燃
 烧室或气体表面燃烧器。

▸ 检测了的安全认证。



1 | 配在每个部分的周界基架
2 | 激光焊接的排水盘
3 | 内置的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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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信服的证明
年超过 6,000台的定制空气处理机组，其高质量、
高安全性和永续性是罗百特优先战略的有力证明。
细节表现了RM -/RL 系列的完美和无与伦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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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铰链式防风雨壁炉
5 | EC 风机
6 | 带有锁钩的检测门
7 | TB1 检查窗口
8 | 可调高度的底座
9 | 便于运输和组装的吊耳
0 | 与外部空气连接的电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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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粉末涂料
罗百特的抗菌粉末涂料甚至能够阻碍多重
耐药细菌的生长。一项长期研究已调查并
证实了抗微生物作用的高效性和长效性 。

长期有效的保护
虽然标准的抗菌涂层可完成初步识别结果，但其效果往往在
短短几周内不断下降。相比之下，罗百特的粉末涂料即使在
数年之后仍能保持其有效性。此外，与抗菌剂不同它也能阻碍
藻类、酵母真菌和霉菌的生长。

粉末涂料使你领先一步
创新铸造了罗百特的质量理念。除了为提高卫生要求的独特
抗菌粉末涂料，罗百特还为安装在防爆区的空气处理机提供
耗散粉末涂料。安装在泳池设施的空气处理机则带有特殊的
双层粉末涂料并通过涂布环氧底漆的运用，使壳体得到周全
的保护。

 概览

▸ 抗菌粉末涂料持续有效，
 甚至可抵抗多重耐药细菌
 (MRSA)。

▸ 耗散粉末涂料适用于防爆
 区的安装。

▸ 刷有双层粉末涂料的泳池
 可以增加防护，使其免受氯
 化剂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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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布尔高总部

就本文件内容的正确性或完整性，罗百特不承担
任何责任或法律责任，且在一定程度上，数字及
描述含有超过标准的产品要素。服从技术更改及
修订。
2014/03 版，版权由罗百特所有



德国布尔高工业路 26号
邮编 89331

电话 : +49 8222 999-0
传真: +49 8222 999-222
info@robatherm.com
www.robather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