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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冷却塔是以水作为循环冷却剂，从某一系统中吸收热量排放至大气中，来

降低水温的装置，冷却塔作为工业基础产品，其应用于石化、冶金、电力、

空调、制冷、塑胶、食品、医疗等行业，应用领域非常广阔。 

本文主要介绍了冷却塔的行业概况、市场概况，以及消雾、节水技术在冷

却塔中的重要应用。 

结论： 

冷却塔是工业工艺循环水冷却的重要设备，蒸发冷却设备的水损耗，尤其

是蒸发损失，占到国内全部工业用水耗水量的 30%-50%，而且冷却塔水雾水

蒸气（白烟污染）还是雾霾最重要载体。 

近年来，随着合资冷却塔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大力发展，国内冷却塔产品的

设计制造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国产化水平有了跨跃式的提高，各类型冷

却塔产品已经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基本需求。 

行业发展来看，未来基于新材料设计的消雾、节水、节能型闭市冷却塔将

是市场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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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冷却塔基本概况

1.1. 冷却塔原理分析 

冷却塔是以水作为循环冷却剂，从某一系统中吸收热量排放至大气中，来降低水温的

装置；基于蒸发散热、对流传热和辐射传热等原理，利用水与空气流动接触后进行冷

热交换产生蒸汽，蒸汽挥发带走热量来散去工业上或制冷空调中产生的余热来降低

水温的蒸发散热装置，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1.2. 冷却塔的分类 

冷却塔的分类如表 1 所示，其中按水温和噪声分类标准如下。 

按水温分类标准： 

1. 低温型塔（亦称标准型塔），通常设计进塔水温 37℃，出塔水温 32℃，温差Δ

t=5℃；

2. 中温型塔，通常设计进塔水温 43℃，出塔水温 33℃，温差Δt=10℃；

3. 高温型塔，通常设计进塔水温 55℃，出塔水温 35℃，温差Δt=20℃。

按噪声大小分类标准： 

1. 标准型塔，噪声≥70dB（A 声级），多数用于工矿企业，对噪声要求不高，故亦

称工业塔；

2. 低噪声塔，噪声≤65dB（A 声级），多数用于民用；

3. 超低噪声塔，噪声≤60dB（A 声级），用于民用和对噪声要求高和严的场所，如

医院等。

表 1：冷却塔的分类 

按应用领域 工业型冷却塔 空调型冷却塔 

按水和空气是否直接接触 开式冷却塔 闭式冷却塔 

按冷却水温的大小 低温型塔 中温型塔 高温型塔 

按通风方式 自然通风冷却塔 机械通风冷却塔 混合通风冷却塔 

按水和空气的接触方式 湿式冷却塔 干式冷却塔 干湿式冷却塔 

按热水和空气的流动方向 逆流式冷却塔 横流式冷却塔 混流式冷却塔 

按噪声级别 普通型冷却塔 低噪型冷却塔 超低噪型冷却塔 超静音型冷却塔 

其他型式 喷流式冷却塔 无风机冷却塔 

数据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整理

1.3. 冷却塔的应用 

冷却塔作为工业基础产品，其应用于石化、冶金、电力、空调、制冷、塑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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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等行业，应用领域非常广阔。应用最多的为化工业、空调冷却、制造业等。仔细

划分为如下 3 类： 

1. 石油化厂、冶金、发电、核电站、钢铁厂等，这类企业产能规模较大，需冷却热

源较多，一般多采用大型自然通风式双曲线型开式冷却塔；

2. 空调冷却：空调设备、冷库、冷藏室、冷冻、冷暖空调等；这类企业对冷却量要

求不大，但对冷却后产业的白雾、噪音要求较高，一般多采用低噪型的闭式冷却

塔；

3. 制造业及加工类：食品业、药业、金属铸造、塑胶业、橡胶业、纺织业等，这类

企业对冷却塔的冷却质量要求较高，像食品业对冷却循环水的清洁度以及冷却

水温控制精度要求较高，一般也多采用低噪型的闭式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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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却塔的行业概况

2.1. 行业政策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

重，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2017 年国务院出台《水十条》明确指出，“要加强工业循环水利用及管理”，对工业

用循环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8 年 2 月，全国环保工作会议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是打赢蓝天

保卫战，要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 浓度”。 

现今的工业用冷却塔仍然存在能耗损失大、白烟污染、噪音大、水资源污染浪费等诸

多环保问题。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冷却塔技术研发的投入，用户对冷却塔要求的不断提高，

以及国家环保监察政策的大力出台，未来节能环保、低噪音、环保高效型的冷却塔将

会越来越有竞争力。 

2.2. 行业规模 

近年来，随着合资冷却塔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大力发展，国内冷却塔产品的设计制造水

平得到了飞速发展，国产化水平有了跨跃式的提高，各类型冷却塔产品已经可以满足

国内市场的基本需求。 

国内需求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内电力需求连年增长，电力装机容量大约保持

7%的平均年增长率，预计 2018 年将达到 122028 万千瓦，按每 100 万千瓦装机容量

需 144,000𝑚3/h 循环水量计算，需新增约 690 万𝑚3/h 循环水量的冷却能力，进而加

大市场对工业冷却塔的需求。二是家用和商用领域建筑市场的活跃性大幅提高，预计

也会推动暖通冷却塔产品的需求。 

我国冷却塔市场起步较晚，但发展规模稳中有升，特别是近几年冷却塔市场规模每年

以 10％左右的速度增长。据统计，2016 年冷却塔市场规模为 99.3 亿元，2017 年冷

却塔市场规模达到了 118.85 亿元，国内蒸发式冷却器的出口数量也连年创出新高，

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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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近十年蒸发式冷却器的出口数量（台）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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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却塔市场概况

3.1. 国内冷却塔品牌状况 

国内冷却塔市场中高端品牌冷却塔被外资企业独揽，国内冷却塔生产企业多而杂、技

术不成熟、规模较小、恶性竞争、产品档次低，较难满足国内大型配套工程的需求，

产品也难以走向国际化。 

从市场上的品牌来看，冷却塔企业分布以华南、华北、华东为中心向中东部地区覆盖。

外资企业手握优质专利技术，品牌当中以马利、益美高、BAC、良机、荏原、览讯康

明等市场份额较大，品牌信誉较好。 

表 2：国内冷却塔品牌分布 

第一阶梯 第二阶梯 第三阶段 

BAC 美国巴尔的摩 

EVAPCO 美国益美高 

马利（美国斯必克） 

BRAPU 德国巴普 

东莞空研、大连斯频德、荏原中日合资、良机

金日（台湾企业） 

上海万享、上海廷亚、广州览讯康明、广

州菱电、无锡方舟、浙江联丰、江苏海鸥 

数据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整理

3.2. 市场发展趋势 

2018 年由品牌排行网主办的全网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品牌综合实力排名评选活动。

活动邀约国内近一半的品牌和经销商参与，同时也被新浪、网易、新华、中国、搜狐

等 70 多家知名网媒高度关注。从排行榜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冷却塔企业正迎头赶上、

快速发展，向外资集中的高端品牌看齐。 

另外，为了更加环保、节水、节能，国内使用开放式冷却塔的企业如火电厂等也开始

向闭式冷却塔转变。2016 年，闭式循环系统的市场销售额占比已经超过了 30％，混

合型冷却塔预计将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2017 年~2025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超过 4％。 

其次，截止 2016 年，玻璃钢（FRP）材质的产品在整个市场的占比超过 20％，高密

度聚乙烯（HDPE）材质的产品预计在 2017 年～2025 年期间增幅将超过 5.0％，这主

要基于该材质具有的高耐腐蚀性、低维护成本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2018 年 9 月，锡林热电公司位于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体型最大的单项工程——全钢

结构空冷塔顶层成功合拢，这是当前国内建成的体型最大的全钢结构冷却塔，在燃煤

火力发电厂中，冷却在汽轮机做完功的乏汽是发电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之一。锡林热电

公司通过采用国内还没有实例的全钢结构空冷塔间接冷却技术，来有效的节约建筑

材料，降低环保成本，提高资源再利用效益。由此来看，未来基于新材料设计的消雾、

节水、节能型闭市冷却塔将是市场中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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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8 年度中国节能冷却塔十大品牌排行榜 

品牌 性质 企业 

益美高 中美合资 益美高(上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益美高） 

BAC 中美合资 巴尔的摩冷却系统（苏州）有限公司（BAC） 

鹏盛 国内民营 山东鹏盛传热科技有限公司（鹏盛） 

康明 国内民营 广州康明冷却塔制造有限公司（康明） 

中乙 国内民营 四川中乙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中乙） 

金日 台湾企业 金日集团（金日） 

联丰 国内民营 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联丰） 

良机 台湾企业 上海良机冷却设备有限公司（良机） 

菱电 国内民营 东莞市菱电冷却设备有限公司（菱电） 

新菱 国内民营 广州新菱冷气集团（新菱） 

数据来源：品牌排行网，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整理

3.3. 节能环保问题 

目前国内的冷却塔技术相对还不成熟，冷却塔使用中还有许多涉及居民生活及环保

问题亟待解决。 

1. 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如羽流、漂移、白雾问题给周围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都带来了

一定的危害，而且白雾还是雾霾的载体，加重了空气污染。

2. 白雾使得城市空气质量下降，降低了附近城区的能见度，对城市交通状况造成很

大的压力。特别是湿度较高的雨季、冬季或湿度较大的季节，白雾更加严重。

3. 冬季白雾降落会在地面上形成水蒸汽，冷凝后结冰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

4. 冷却塔的使用要消耗大量的水，虽然现在有海水冷却塔，但在内陆缺水的北方地

区大量冷却塔的使用仍然给当地水资源带来很大的压力。

随着城市环保要求的提升，我国对冷却塔的白雾控制也慢慢重视起来，使用冷却塔设

备的单位都需要面对和解决这种白雾现象。另外，冷却塔的耗能、节水以及冬季防冻

的要求也会迫使企业对旧塔进行改造升级或者重新建造新的冷却设备。 

3.4. 封闭式冷却塔的消雾技术 

封闭式冷却塔的消雾节水技术原理其实很简单，如图 2 所示。下方换热组件可横向

通过干冷气流 1，在此过程中，纵向的湿热气流 2 与换热组件横向吸入的干冷气流 1

不进行直接接触，两组气流以组成换热模块的基片为传热介质进行热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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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封闭式冷却塔消雾原理 

资料来源：五度易链行业研究中心整理

换热后结果就是，湿热气流在通过时经过降温而冷凝，同时当气流通过换热组件后，

其含湿量会降低，温度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于外界空气温度，而当外界的干冷空

气 1 被换热模块风机吸入并通过换热模块后，它的含湿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且会

低于换热组件流出的湿热气流，温度上升但不高于湿热气流。在两组气流通过换热组

件的过程中，通过对湿热气流 2 的冷凝以及通过换热组件后的两股气流的混合，使

气流含湿量逐步降低，从而达到消雾的目的。 

喷淋系统的冷却水经过表冷器换热后变成饱和水蒸汽，再经过换热组件后冷凝并重

新进入蓄水池供下次循环使用，以此减少冷却水的蒸发损失、提高冷却水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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