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能服務
壓縮空氣系統最佳化



最佳化的空氣：純淨而簡單

操作核心取決於可靠的壓縮空氣，有效率地運轉系統比您所想的

更簡單。無論您需要進一步瞭解系統的執行方式、改善操作成本

或計畫未來擴展規模，Ingersoll Rand 效能服務都能提供完全最佳

化系統所需要的深入資訊。

透過識別、分析和校正整個壓縮空氣系統中的問題——無論問題

發生於何處——我們的全球服務團隊都能使用資料驅動分析，發

現導致操作問題的根本原因，然後建議合乎成本效益的解決方

案，藉此最大化利潤並降低整體持有成本。

我們的資料驅動分析提供客製計畫，為您的設施需求量身打造，

以協助：

• 處理目前系統缺乏效率的情況

• 改善能源效率，以降低環境影響

• 識別可能問題，避免其發生

• 提供全面的深入資訊以改善 ROI

發現整個壓縮空氣

系統中隱藏的效能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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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效能服務的原因

从生成和 输到交付和使用点，系统性能的下降意味着效率降低并会影响生 率。Ingersoll Rand 完整的空氣系統評估

工具組合使用資料驅動方式，可識別系統陷阱，以對應最佳化系統效率的方式。這以相當簡單的方式，確保設施從

生產到使用需求，都能夠可靠地供應高品質的壓縮空氣。

追蹤系統效能
無論是軟體式或透過手動檢查，我們的評估工具都使用歷史證據和即時資料來識別操

作缺口，以改善目前的效能，並針對未來的需求獲得更好的計畫。

提升系統效率
讓供需適度相符，以更有效的方式使用空氣資源。根據您的生產需求，降低漏氣和其

他系統缺乏效率的情況，以增加整體生產力。

改善生產並減少浪費
盡可能減少系統或應用內的油液、溼氣和其他汙染，獲得穩定、持續和高品質的空

氣，以減少浪費。

缺乏效率會發生在製造程序中的每個層面。

壓降 漏氣 空氣品質

生產

•  資本支出
•  缺乏效率的設備
•  停機時間

•  停機時間 
•  浪費的能源
•  供需不相符

•  失去產量
•  重做
•  廢料
•  腐壞

傳輸和遞送 使用需求

您可從效能
服務獲得的
優點：

大部分的空氣損失發生在管路的最後 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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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系統缺乏效率的情況，瞭解修正的位置和方式，以改善生產情況並降低操作成本。我們的評估通常可發現

常見問題，包括過大的壓縮機、不適當的空氣處理、驅動供應回應的間歇性高峰事件或導致假性需求的過度誇

大之壓力需求。

免於猜測

「 通 在客户的系统
中发 泄漏，我 就能
 他 的空气要求降低 
15%」

「 通 优化我 客户的 有设备，我 
就能 他 的能耗降低 24%。」

「通 全面的系统 估，我  客户具备知    适 
的设备 行 展，从而 运 效率提升 20%」

在資訊充足的情況
下，做出符合生產
預算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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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您需要管理成本、增加可靠性或計畫未來成長，我們的評估工具組

合都能提供詳細診斷，給予您正確的深入資訊，以協助降低整體持有成

本 (TCO)。

符合需求的客製分析

漏氣評估

• 識別和標記漏氣情況

• 使用進階漏氣偵測工具，
判定空氣損失影響

• 計算與漏氣和維修相關的
成本

• 根據嚴重度和 ROI 排定
優先處理的漏氣情況

電子評估

• 分析壓縮機效能、能源
使用和氣流

• 根據目前的需求識別改
善事項

• 提出建議事項，以最佳化
目前的空氣供應和控制

• 根據 ROI 和可靠性因子
排定優先順序

系統評估

• 根據您的需求進行客製的全
面分析

• 處理設施中特定和反覆發生
的問題

• 根據 ROI 和降低 TCO 提出
建議事項

• 為目前和長期需求進行計畫

最多可節省 

15-50%
我們可以協助最佳
化操作情形並降低 
TCO。

效能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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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您選擇哪一種分析，結果都是相同的。技術高度純熟的服務專業人員團隊會與您合作，找出最佳化壓縮空氣系

統的最佳方式。這包括我們的輔助目視評估。透過此評估，將可在產生任何費用之前，建議您適合使用哪一種類型

的評估。

獲得更佳效能的過程 

信賴的
合作夥伴

可行性研究

詳細分析

建議事項實施計畫

最佳化您的
壓縮空氣系統

1. 可行性研究 
在投注資金之前，免費
判定哪一種評估適合您

5. 信賴的合作夥伴 
我們的經驗、全球專業
知識和主動性保養，在
壓縮空氣系統方面帶來
真正的合作關係

2. 詳細分析 
接收詳細資料、漏氣診斷和
顯示財務影響的系統報告

4. 永續性實施計畫 
為目前情況進行最佳化
並透過您的空氣系統使
用壽命來驗證的客製解

決方案

3. 可實際運作的建議 
真正深入觀察壓縮空
氣系統的資訊，提供

真正的 ROI



若您處於正確的路徑上，就容易瞭解
要從哪裡開始。回答這幾個簡單的問
題，以開始系統最佳化旅程。

在過去 6 個月，我需要：

a.  處理壓縮空氣系統內部的已知維修事項

b. 處理壓縮空氣系統內部的已知漏氣情況

c.    在整個操作過程中提升生產力和減少浪費

在 12 個月以內，我需要：

a.   開發改善效率和控制成本的計畫

b.   排定優先處理的壓縮空氣洩漏情形與相關成本
以及實施校正措施

c.   在製造程序中提升壓縮空氣的價值

 

我們的長期壓縮機策略包括：

a.   最佳化多個壓縮機的效率

b. 最大化現有的基礎設施

c.    建造規模擴展的系統，以符合未來需求

您目前是否正經歷：

a. 來自壓縮機的壓降

b. 系統中漏氣

c. 由於缺乏壓縮氣流而損失產量 

我的整體 ROI 衡量方式：

a.     節省能源

b.     最佳化氣流

c.     系統效率

我的立即需求是：

a.    改善並校正系統效率

b.     處理廠房問題

c.     準備因應即將來臨的成長 

若您的答案是：

大部分是 A：  以 IntelliSurvey 分析開始，以
獲得可實際運作的系統資料
和分析

大部分是 B：  使用漏氣評估以識別目前缺
乏效率的情形

大部分是 C：  進行完整的系統評估，以建
立成長計畫並最佳化目前的
系統資源

IngersollRandCompressor.com 7



™

Ingersoll Rand（NYSE：IR）致力於建立舒適、永續和有效率的環境，以提升生活品質。我們的員工和品牌系
統 (包括 Club Car®、Ingersoll Rand®、Thermo King® 和 Trane®) 共同合作，提升住家和建築物中的空氣品質和舒
適度；運輸並保護食品和易腐品；以及提高產業生產力和效率。我們是擁有 140 億美元的全球企業，致力於
永續發展的世界和持久不衰的成果。如需更多資訊，請至 www.ingersollrand.com。

Ingersoll Rand、IR 和 IR 標誌是 Ingersoll Rand、其附屬公司和/或子公司的商標。所有其他商標是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Ingersoll Rand 壓縮機的設計目的、用途或核准事項並沒有呼吸空氣應用。Ingersoll Rand 不會核准用於呼吸空氣應用的專業設備，對於用於呼
吸空氣服務的壓縮機，也不具任何責任。

本文件中的內容絕非用來延伸對於其中所述產品的任何明示或默示之保證或陳述。任何這類保證或其他產品銷售條款和條件應根據 Ingersoll Rand 
對這類產品的標準銷售條款和條件，對此可申請索取。

產品改善一直是 Ingersoll Rand 的目標。本文件中包含的任何設計、圖表、圖片、照片和規格僅作為代表性用途，可能包括可隨時變更的選用
範圍和/或功能，且不另行通知，亦無義務。

IngersollRandProducts.com

我們致力於使用具有環境意識的列印做法。 © 2018 Ingersoll Rand    IRITS-0318-0281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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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格索兰
英格索兰（纽交所代码：IR），以企业家精神和主人翁意识为动力，致力为我们的员工、客户和身边的人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我们在关键业务流程构建和工业解决方案方面基于技术驱动下的卓越表现深受客户信赖。即使在极其复
杂和严苛的工况下, 我们旗下备受赞誉的40余个品牌的产品和服务亦能凭借优越的性能脱颖而出。 我们的产品组合
涵盖诸多领域，包括空气压缩机、泵、鼓风机、流体管理、装载、动力工具和物料吊装系统，以及知名的多功能车
品牌Club Car等。我们在全球范围的17,000多名员工将持之以恒地为客户提供可靠的专业知识，帮助客户提高生产
力并提升效率，与客户建立终身连接。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IRCO.com.cn。

IngersollRa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