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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麦克维尔

享誉全球的国际品牌

130多年来，麦克维尔一直站在暖通空调技术发展的前沿

是全球最早从事热泵技术研究的厂家之一

全球热泵市场的领先品牌

如今，麦克维尔将40多年热泵技术经验应用于热水领域

不断创新

满足工商业客户对节能热水供应方式的需求

推动“热水文明”迈向新纪元
阿联酋迪拜伯瓷（Burj Al-Arab）酒店

世 界 有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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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热水文明”迈向新纪元 ！

全球采用麦克维尔中央空调的部分顶尖建筑(篇幅有限，不一一尽列）

意大利米兰新展馆阿联酋迪拜探索花园 2008北京奥运会奥运村 美国纽约自由塔（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重建）

麦克维尔 全球热泵技术专家

年 领 先 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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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新一代热水供应方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热水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住宅、公寓或别墅，还是在工

商业建筑如写字楼、酒店或洗浴（SPA）行业等场所，热水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的燃煤，燃油热水锅炉由于对环境造成

严重的污染已逐步停止使用，燃气锅炉和电锅炉效率不高，耗能大，运行维护费用高，不符合节能的要求，而太阳能热水

器占地面积大，容易受天气条件的制约，使用起来有很大的局限性。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高效节能，水电完全分离，无触

电危险，无废烟、废气排出，同时也克服了太阳能阴雨天不能工作的缺点，是继锅炉、电热水器和太阳能之后的新一代环

保节能型热水制取设备，必然推动热水供应方式迈向“热水文明”新纪元。

各种热水制取设备性能比较分析表

引领节能热水供应革命

类别 外形图 能源性质 安全性 稳定性 初投资 使用维护成本

锅炉（燃油、燃气） 一次能源 有漏油、漏气、火灾、爆炸等安全隐患 不稳定 较低 较高

电锅炉 二次能源 电热管易老化，有漏电隐患 不稳定 较高 较高

太阳能 可再生能源 安全可靠 受天气影响较大 较高 较低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可再生能源 安全可靠 稳定 较高 较低

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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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热水文明”迈向新纪元 ！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新一代热水供应方式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应用热泵原理，消耗小部分的电能驱

动机组运行，就能把空气中不易被利用的低品位热能转化

为易被利用的高品位热能，用以制备热水。机组消耗1份
电能，能从空气中吸收3份能量，制取约4份能量的热水。

机组不消耗宝贵的一次能源，并且对环境无任何污染，运

行不受天气环境影响，是当今最先进的节能环保型热水制

取设备。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高效节能

热水设备 耗能计量单位 单位能源产生热量（kCal） 设备效率 能源单价（RMB） 1吨水温升40℃耗能 费用（RMB）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kW·h 860 4.00 1.00 11.67 11.67

燃气锅炉 m3 9000 0.80 3.50 5.57 19.51

燃油锅炉 kg 10200 0.85 6.00 4.63 27.77

电锅炉 kW·h 860 0.95 1.00 49.12 49.12

太阳能+电辅加热 阴雨天气或日照温度低时，只能靠电辅加热，全年至少1/3以上天数需使用电辅加热

加热一吨水各种商用热水设备参考费用对比表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注：能源单价参考深圳地区能源价格水平，以上仅为示例，供参考

直热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原理示意

11.67

0

费用（RMB）

19.51

27.77

49.12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燃油锅炉燃气锅炉 电锅炉

加热一吨水各种商用热水设备参考费用对比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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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热水文明”迈向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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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树立空气源热泵热水市场新标杆

管理更轻松

智能控制

性能更优

双模式设计

健康更舒适

环保稳定

安全：水电分离，无触电危险，也无有害气体排放，绝对安全。

舒适：可在楼房、平房、别墅安装中央热水系统，用户可接多个

用水点，水流冲刷力大，洗澡更舒心。

节能：运行费用是电热水器的1/5， 常规太阳能的2/3。
环保：噪声低，无废热、废水、废气排放，缓解热岛效应。

住宅、公寓、别墅

多层住宅 高层公寓 别墅

宾馆、酒店

洗衣房 酒店客房 餐厅

全天运行：一年四季全天候运行正常，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节       能：运行费用是燃气锅炉的1/2，是燃油锅炉的1/3。
安     装：不受环境限制，不须专用机房。安装方便，可安装

于阳台、楼顶和室外等。

安     全：系统通过制冷剂和铜管传递热量制取热水，水电分

离，运行安全。

热水供应理想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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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热水文明”迈向新纪元 ！

麦
克维尔，秉承四十多年全球领先的热泵技术，锐意创新，成功将国际领先的热泵技术应用到热

水供应领域，震撼推出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机组具备高效节能，双模式运行设计，稳

定可靠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酒店、宾馆、别墅、医院、工厂等热水应用场合，充分彰显麦克维尔

科技创新，推动社会节能减排的品牌理念和社会责任。

管理更轻松

智能控制

省电更省心

高效节能

灵活更便捷

模块组合

工厂 医院 宿舍

工厂、医院、宿舍

智能控制：机组由微电脑控制自动运行，根据水箱水温和用户

用水情况，自动启停，无需专人值守。

投资分散：分期投资，机组可以实现模块化结构，组合方便。

使用灵活：投资小，可与原有保温储水箱和燃气、燃油锅炉组

合使用。

桑拿中心 休闲会所 美容院

休闲、洗浴行业

直热式设计：制热更快速，只要打开水龙头即可产生热水，无需

预热，省时省电，有水流就有热水。

产水量更高：比常规热水设备热水产量大，出水温度恒定，保证

洗浴的舒适性。

热水供应理想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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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采用全新的双模式设计，可

运行直热+循环两种制热水模式，一机两用，克服了一般

热水机组单模式的局限性，既能保证充足的热水供应量，

又能长时间保证水温恒定，运行平稳高效，提供最优化的

热水系统。

 麦克维尔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双模式”设计

循环模式对水箱中的热水进行循环再加热，保证水箱中的

热水温度稳定在设定值，随时满足用户的热水使用需求。

 循环模式

直热模式把来自空气和阳光的低品位热能提高，然后直接与

常温自来水进行热交换，自来水经过充分的换热并达到设定

温度后进入保温水箱。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设定用水温度，用

水舒适性优，出水温度稳定。机组运行效率高、寿命长。

备注：自来水直接进入机组，热水出水进入水箱，循环水进水管处于不使用状

态，用虚线表示。

备注：保温状态下，水箱中的水通过循环水进水管进入机组，热水出水进入水

箱，自来水进水管处于不使用状态，用虚线表示。

 直热模式

创新“双模式”热泵热水机组

双模式设计 
                   性能更优
双模式设计 
                   性能更优

自来水

淋浴����水�

止回�循�水�

双模式空气源

���水机�

保温水箱

自来水

淋浴����水�

止回�循�水�

直�模式

保温水箱

自来水

淋浴����水�

止回�循�水�

循�模式

保温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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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模式 双模式（直热+循环） 水循环单模式

运行状况 稳定 不稳定

运行效率 高 低

补水速度 及时 不及时，水温变化大

安全性能 安全 安全

化霜性能 不影响水温 化霜时水温下降

麦克维尔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的双模式设计，能

全自动实现水箱中缺水补水，水满保温的状态，

在满足用户用水需求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节

能降耗的目的。机组经过优异的系统匹配，能效

水平在不同的出水温度工况下，都比只有水箱循

环的单模式热水机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使用水箱循环单模式的热泵热水机组制热水时，

最理想的进水温度在45℃以下，此时能效比

≥3.5；当进水温度高于45℃时，能效比大大降

低，长期使用有可能增大压缩机故障率，影响机

组使用寿命。

麦克维尔双模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与水循环单模式系统性能比较

性能更优

环境温度20℃时，机组COP随出水温度变化曲线

麦克维尔双模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MHA

水循环单模式热泵热水机组

1.0
0.5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0

COP

出水温度(℃)40 45 50 55 60

双模式设计 
                   性能更优
双模式设计 
                   性能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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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组外壳经德国进口喷涂生产线处理，表面进行防紫

外线纯聚酯高光粉末涂料喷涂，不易褪色，显著提高

机组的防锈蚀能力。

 轻松搬运：机组采用模块化设计，可通过电梯及手推

叉车等完成搬运，无需专业吊装设备，减少吊装和人

工费用。

 施工方便：机组可分开搬运，组合安装，施工简单，

缩短施工工期。

 节省建筑空间：可安装在阳台、楼顶等任何合适的露

天位置，节省宝贵的建筑空间。

模块组合，安装更灵活

 麦克维尔热泵热水机组采用创新的模块化设计。机组

模块化组合，最多16台，可以实现分级启动，减小对

电网的冲击。

 维护方便，单台机器维护或维修不影响其它机组运行。

 交替除霜，防止热水温度下降。

 采用全自动水路控制系统，不管供水水温多少，机组

自动调节出水温度恒定在设定的55℃左右，机组的出

水温度高，保证了用户的使用效果。

 机组直接利用自来水的压力供水，出水速度快，出水

直接进入保温储水箱，即可供给用户使用，使用更加

方便。

模块组合，使用更便捷

55℃

15℃

90℃

50℃

50℃

30℃

模块组合 
                灵活更便捷
模块组合 
                灵活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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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热泵热水机组采用创新的1~16台模块式集中控制器。系统可以实现压缩机智能平均运行时间，提高机组的整体寿

命，动态监控机组的运行，确保机组的每一部件安全运转。当机器出现故障时，控制器迅速准确显示故障所在地，协助快

速排除故障。控制器具有集中远程控制功能，并可实现楼宇自控联接等强大功能。

模块组合，控制更智能

模块组合 
                灵活更便捷
模块组合 
                灵活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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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采用国际知名品牌涡旋压缩机，经

过麦克维尔专家精心设计、优化选型和

国家级测试中心的严格综合测试，确保

机组处于最节能状态；机组采用电子膨

胀阀EXV精确控制机组运行。

行业领先的麦克维尔模块化设计，

进行模块组合时，具备更多级的

能量调节。调节以每个压缩机为单

元，部分负荷情况下仅有必不可少

的压缩机投入运行，保持机组处于

最佳的节能状态，避免了传统机组

在低负荷时电机效率低下的缺点，

轻松实现了全年高效节能运转。

机组更节能

2.6

3.0

3.5

4.0

4.5

5.0

COP

14%

模块组合更节能

高效节能 
                 省电更省心
高效节能 
                 省电更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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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热泵热水机组可搭配各种形式的空调机组和太阳能热水器使用，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建筑环境解决方案，系统组合

使用，节能效果更加显著。

方案一：风冷热泵热回收机组+热泵热水机组

 风冷热泵机组满足夏季制冷和冬季制热的空调要求

 风冷热泵机组热回收能量和热泵热水机组共同满足热水需求

方案二：热泵热水机组+水源/地源热泵多联机组

 热泵热水机组满足热水需求

 水源/地源热泵机组夏季满足空调制冷需求

 热泵热水机组为空调机组冬季制热提供热源

方案四：热泵热水机组+商用中央空调

 商用中央空调如多联机，模块机等满足夏季制冷

和冬季制热的空调要求

 热泵热水机组满足生活热水的需求

方案三：热泵热水机组+太阳能热水器

 热泵热水机组和太阳能热水器共同提供生活热水和地

板采暖的热量需求

注：方案仅供示意。图中       绿线表示自来水，     蓝线表示空调供水管，     红线表示热水供水管，     黑线表示回水管。

系统更节能

高效节能 
                 省电更省心
高效节能 
                 省电更省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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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设置功能：实时时间设置/定时开关机时间设置/
出水温度设置（40~60℃）

 参数显示功能：出水温度显示/水箱温度显示/水箱水

位显示/设置参数浏览/故障报警显示机组报警及保护

功能

 其他功能：远程开关机功能 /压缩机平均磨损功能 /
辅助电加热控制功能/自动/手动除霜功能/防冻功能

MODBUS标准数字接口，支持楼宇自控

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可选用麦克维尔

MODBUS网关协议部件，将机组轻松接到楼宇控制系统

（BAS）进行集中控制，轻松实现智能化管理，避免不必

要的浪费，节省机组运行费用。

机组控制 楼宇控制

智能控制 
                管理更轻松
智能控制 
                管理更轻松

BAS楼宇自控

MODBUS��

主机

≤32� ��模�数量≤16台

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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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自带高低压、相序、欠压、过压、超温、压缩机过载

等10多种安全保护，最大程度的确保了机组安全，系统出

现任何故障，控制器进行实时报警。

采用双模式设计，机组通过判断水位传感器反馈信号自动

运行，直热模式保证水箱中的水量充足；机组通过判断温

度传感器反馈信号自动运行循环模式，保证水箱中的水温

恒定。全天24小时提供充足热水，实现无人监管的全自动

热水系统。

出水55℃

进水15℃
恒温水箱

接自来水

水箱未满时直接产热水过程

全自动热水系统，热水想用就用 实时保护 安全放心

恒温水箱

水箱满水时保持水温恒定

智能控制 
                管理更轻松
智能控制 
                管理更轻松

一台机器保养，不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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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采用箱体隔振

设计，多重降噪处

理，加上国际知名

品牌全封闭涡旋压

缩机和特殊风叶低

噪声风机的采用，

使整机的噪声、振

动处于业界领先水平。依托国家实验室认可精密级噪声试

验室对机组噪声进行频谱分析，取得最佳的降噪方案，机

组噪声明显降低；创新多档调速风机，环境温度越高，越

有利于机组吸收热量，机组运行低档风速，噪声更小。

麦克维尔以国际领先热泵技术，依托国家认可实验室，模

拟出各种恶劣气候条件，对模块式热泵热水机组进行反复

测试与比对，全面优化系统匹配、结构及控制方案，机组

的可靠性更高。产品运行性能稳定，运行寿命长达15年以

上，维护费用低。

静音低噪 性能可靠 安全更稳定

环保稳定 
                健康更舒适
环保稳定 
                健康更舒适

新型螺旋扇叶 “V”型换热器 压缩机隔音设计

正常运行

43℃的炎热 -7℃的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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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选用亲水铝箔作为风侧换热器的翅片，使翅片表面非

常光滑，不易结霜。由微电脑控制器根据多变量自动除

霜，除霜效率高，除霜过程不会影响储水箱的热水的温

度，并有创新的较高温度除霜模式，机组更节能，另外还

可根据实际情况无条件手动除霜。

机组无废气、废水、废渣及其它有害物产生，因而无中毒

危险，也不会对大气和环境产生任何污染，绿色环保；同

时机组运行时吸收热量，夏季有改善周边环境的作用，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

智能除霜 稳定可靠 无废气排放 环保更舒适

环保稳定 
                健康更舒适
环保稳定 
                健康更舒适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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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注：■ 以上所标名义制热量是在室外环境干/湿球温度20℃/15℃，机组进水温度15℃，出水温度55℃工况条件下测定；

■ 表中水流量参数为机组循环式制热的设计水流量；

■ 上表中噪声值是在背景噪声为11.5dB（A）的噪声室中测得，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环境噪声或其他原因，所测噪声可能与表中数值不同；

■ 以上表格为两个基本单元模块机组主机的参数，相同能力代号单元模块从机的参数与主机相同；

■ 模块式机组在实际应用时可根据需要以相同能力代号单元模块为基础进行组合，组合台数为1~16台，不同能力代号单元模块不允许互相组合。模块

式组合的机组的名义产水量，循环水流量，名义制热量，机组输入功率，制冷剂充注量，压缩机数量，压缩机总功率，风机额定功率，电源线根数，

机组净重，运行质量按照单模块的对应参数乘以组合台数得到。

举例：如3台MHA050A组合时是由一台MHA050AM（主机）和两台MHA050AS（从机）组合而成，组合的名义产水量是414×3=1242（L/h），名义

制热量是19.2×3=57.6（kW），依此类推。

MHA  100 A M - F AA 

AA：产品具体描述

电源特性：F为380V/3N~/50Hz

机组特征：M代表主机，S代表从机，组合机组缺省

A：设计序列号

100：机组能力代号

MHA：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机组型号 MHA050AM MHA100AM

名义产水量
L/h 414 872

m3/h 0.41 0.87
循环水流量 m3/h 3.3 7.0
名义制热量 kW 19.2 40.5
机组输入功率 kW 4.4 9.4

电源 380V/3N~/50Hz
制冷剂类型 R22
节流方式 电子膨胀阀

压缩机
型式 全封闭涡旋式

数量 台 1 2

风机

型式 低噪声轴流式

调速范围 档 2 2
额定功率(高/低) W 210/170 640/290

水侧换热器形式 套管式

循环水压降  kPa 70 78

接口尺寸

进水管 Rc1-1/4 Rc1-1/2
出水管 Rc1-1/4 Rc1-1/2
补水管 Rc3/4 Rc1

外形尺寸

长 mm 1004 990
宽 mm 406 877
高 mm 1560 1840

噪声 dB(A) 59 62
机组净质量 kg 160 305
机组运行质量 kg 176 340

建议电源线配线规格

主线截面积 mm2 4 6
主线根数 3 3
零线截面积 mm2 4 4
零线根数 1 1
地线截面积 mm2 4 6
地线根数 1 1

基本单元模块技术参数

产品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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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热水文明”迈向新纪元 ！

■ 以上表格为2~6台模块组合时的总管推荐管径；

■ 组合机组的总水管需要现场制作安装，厂家不提供，管径要符合设计标准。

40

40

43 43
40 40

35 35

30 30

25 25

20 20

15 15

10 10

5 5

0 0

-7 -7

45

45

50

50

55

55

60

60

环
境
温
度
℃

出水温度℃

运行范围

组合台数 进水管径 出水管径 补水管径

2 DN40 DN40 DN25

3 DN50 DN50 DN25

4 DN65 DN65 DN25

5 DN65 DN65 DN32

6 DN80 DN80 DN32

组合台数 进水管径 出水管径 补水管径

2 DN50 DN50 DN32

3 DN65 DN65 DN32

4 DN80 DN80 DN32

5 DN80 DN80 DN40

6 DN100 DN100 DN40

以MHA050A为基本单元模块的组合机组进水/出水/补水管的选择 以MHA100A为基本单元模块的组合机组进水/出水/补水管的选择

说明：此运行范围为机组的正常运行范围，超出此范围

时，机组将不能正常运行。

机组运行范围

组合机组水管管径选择参考表

以MHA100A为模块的组合机组安装示意图

M12×200

300

1390×(N-1)+950
1390×(N-1)

390

400

845

400

1645

560 830 560 560 39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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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单位：mm

MHA050AM/MHA050AS 外形尺寸图

MHA100AM/MHA100AS外形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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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A050A模块组合安装空间要求示意图

MHA100A模块组合安装空间要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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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模块式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单台热水机组连接示意图

水箱结构示意图

注：■ 水箱的用水口位置要高于循环水口的位置；

■ 水箱需要保温，水箱内的水一昼夜的温差不应大于5℃；

■ 水箱应满足生活用水的防尘，防菌等卫生标准。

注：■ 在室外环境温度低于-5℃时，建议增加辅助电加热设备；

■ 机组出厂时只有主机带有防溢流开关1个、水位开关组件1套和

水箱感温探头1个，其他水系统部件厂家并不提供；

■ 水位开关和防溢流开关适应温度范围：-25℃~+100℃；

■ 水位开关连接线、防溢流开关连接线、水箱温度感温探头连接

线建议最长不超过20m。

多台热水机组连接示意图

注：■ 主开关，断路器及虚线部分随机不提供，请用户自备；

■ 主机配线控器，从机不配；

■ 主机与线控器通讯线长为40m，从机配带的通讯线长5m。

Bpc  Apc  Bin  Ain Bpc  Apc  Bin  Ain Bpc  Apc  Bin  Ain Bpc  Apc  Bin  Ain

1# 2# N#
(N 15)

380V/3N~/50Hz

MC312

LCD WINDOW

R  S  T  N

R  S  T  N R  S  T  N R  S  T  N R  S  T  N

水系统参考图（以MHA100A为例，MHA050A同）

主从机电源线及控制线连接示意图

F

MHA 15#

MHA 1#

MH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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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热水用量应用参照(根据GB50015-2003)

说明：热水温度按60℃计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单位 最高用水定额(L) 使用时间(h)

1
住宅
有自备热水供应和沐浴设备

有集中热水供应和沐浴设备

每人每日
40~80

60~100 24

2 别墅 每人每日 70~110 24

3

单身职工宿舍、学生宿舍、招待所、培训中心、普通旅馆
设公用盥洗室

设公用盥洗室、淋浴室

设公用盥洗室、沐浴室、洗衣室

设单独卫生间、公用洗衣室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每人每日

25~40
60~60
50~80

60~100

24或定时供应

4
宾馆客房
旅客

员工

每床位每日

每人每日

120~160
40~50 24

5

医院住院部
设公共盥洗室

设公共盥洗室、沐浴室

设单独卫生间

医务人员

门诊部、诊疗所

疗养院、休养所住房部

每床位每日

每床位每日

每床位每日每人

每班

每病人每次

每床位每日

60~100
70~130
110~200
70~130

7~13
100~160

24

8
24

6 养老院 每床位每日 50~70 24

7
幼儿园、托儿所
有住宿

无住宿

每儿童每日

每儿童每日

20~40
10~15

24
10

8

公共浴室
沐浴

沐浴、浴盆

桑拿浴（淋浴、按摩池）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40~60
60~80

70~100

12

9 理发室、美容院 每顾客每次 10~15 12

10 洗衣房 每千克干衣 15~30 8

11

餐饮厅
营业餐厅

快餐店、职工及学生食堂

酒吧、咖啡厅、荼座、卡拉OK房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每顾客每次

15~20
7~10
3~8

10~12
11
18

12 办公楼 每人每班 5~10 8

13 健身中心 每人每次 15~25 12

14 体育场（馆）
运动员沐浴

每人每次 25~35 4

15 会议厅 每座位每次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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