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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能量电池

高效的流体 处理解决方案

绿色环保

　行之有效

结垢



硬水结垢导致的成本...

积垢导致的高成本（标准能源损失率）
下表给出了不同厚度的积垢导致的标准能效损失率。

积垢厚度 能效损失率 每吨损失的煤 每千加仑损失的油 每立方英尺损失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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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lb.

360 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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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t.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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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ft.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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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硬水的流体动力学参数（温度、压力、流速）发生变化时，溶

解于水中的矿物质将从溶液中沉淀出来，并聚集在流速最低的区

域（通常为管道和设备的内壁表面），从而降低流速。这种积垢

可在表面形成绝热层，大大降低热交换器的热传递效率，

从而增加能源成本。



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使用一套获得专利的

磁力系统，能够控制甚至除去存在于各种

流体中的积垢。

该系统亦能缓解与硬水相关的其他问题，

可提高氯气之类的消毒剂的杀菌作用，加

速其他添加剂或水处理剂的扩散。 

安耐浮如何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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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这些矿物质的结合并使其保持悬

浮状态，从而防止其形成团簇颗粒并

逐渐变大，最终从溶液中沉淀出来并

形成硬垢。

当溶解于水中的矿物质从溶液中沉淀出

来并向流速最低的区域（通常为管道和

设备的内壁表面）移动时，就会生成积

垢。

当导电流体通过多极多轴向磁场时，在流体中就会产生磁动

力。这会对悬浮在流体中的矿物质诸如钙和镁产生影响，进

而影响其结晶动力状态。

水能够渗透到多孔矿物垢中，加速腐蚀。另外，在积垢下方堆积了微生物，而水无法将这些微生物

冲刷掉，并且杀菌剂也无法将其杀灭，从而导致微生物腐蚀效应 ( 。MIC)

流向



行之有效的技术...

 魔幻化的软水技术
《经济学家》
 338卷第7955期，p74，2p 

“

。”

在适当的磁力、温度、酸度和水流速条件下，

他们发现积垢速度真的可以减半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受控的理化条件下，磁能量处

理可大大降低碳酸钙积垢的沉积

水研究- 碳酸钙积垢的磁力处理-pH值控制的影响
Simon A. Parsons
克兰菲尔德大学水科学学院

“安耐浮可减少热水储罐中的结垢现象，平均防治效

率达34%...最大防治效率达70%。”

用于处理家用热水储罐积垢问题的一套高效磁力水处理设备
南非兰德阿非利加大学 



某火力发电厂的工程师们始

终需要面临的一大难题：灰

浆输送管内的碳酸钙积垢坚

如岩石。工程师们抱着半信

半疑的态度尝试使用安耐浮

流体能量电池，看其能否除

去原有积垢并防止生成新的

积垢，结果让维修工程师们

喜出望外。

某大型国际化工和合成纤

维制造商使用安耐浮流体

能量电池成功地解决了设

备的结垢问题。设备工程

师对安装前后系统的相关

参数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检

测，以测定安耐浮的使用

效果，结果显示：经过短

短十个月的时间，安耐浮

已经有效除去了长期以来

积聚在流体设备内的矿物

质积垢，大大提高了设备

的运行效率。

安装在柴油发电机装置冷却水系统上的 能

够解决泵内的结垢问题，见安装前（左）及安装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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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水管线上的阀门上被硬垢所覆盖（左），在使用安耐浮

设备后硬垢被完全清除（右）。

硬质碳酸钙结垢需要对设备
进行不断维护，尤其在阀门
周围更是随处可见。

安装在其中一条灰浆输送主管线（14英寸）上的安耐浮流

体能量电池

安装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一

个月后，白色硬垢已经泛黄

并大量软化。

两个月后，安耐浮流体能量

电池几乎完全除去了系统内

的碳酸钙积垢。

某轮胎制造商的主要换热器设备结垢严重，每隔几个月就

必须进行清洗。安装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短短30天后，奇

迹发生了！下面的照片是最好的说明：

安装前 安装后

安装前 安装后

安装前 安装后

安装前 安装后

化工公司... 电厂...

轮胎公司...

实际效果...



应用无极限...

   大型美国游轮将安耐浮流体磁力电池安装

在其饮用水和洗碗机用水管线上。 

将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安

装在井口下方的两英寸

管线上大约60天后，

现有石蜡垢被完全

清除，并可防止

生成新的石蜡垢。

“在使用安耐浮流体

磁力电池后，游轮

餐饮经理

发现，从使

用最初开始

玻璃杯上的白斑

就变少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能够快速阻止积垢生成，并能除去积垢...”

某大型美国游轮甲板和引擎主管

“在将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安装到饮用水管线上之前，存在很严重的结垢问题。安装后，结垢停止了...”

安装前 安装60天后

经验证明，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

能够除去油井中积聚的石蜡垢。



在家里使用时，在水表或压力槽（如

果使用井水）后方至少两（2）英尺处

的进水冷水管线上安装第一套安耐浮

流体能量电池系统，在热水器或锅炉

后方的热水管线上安装第二套系统。

用于游泳池时，在泵或过滤器后方的

循环水管线上安装一套安耐浮流体能

量电池系统即可。

在家里使用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

对于冷水：

水表或压力槽...

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

至少两英尺

对于热水：

热水器或锅炉...

•  控制矿物质结垢。

•  减少硬水矿物质造成的斑点。

•  减少肥皂和洗涤剂的用量。

•  减少游泳池的氯气用量。

•  保存能量同时降低污染。

•  无需使用化学物质即可实现软水目的。

•  不会改变流体化学性。

•  安装简便：无需水管和电气连接。

•  可作用于各类型管道：塑料、铜、电镀 

    管道等。

•  行之有效，无需维护。

•  100%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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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或压力槽...



安耐浮流体能量电池是唯一由大规模流体结垢处理制造公司生

产和销售的能量流体处理系统...

我们的磁铁设计和生产团队在该行业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并且

我 们 的 磁 力 系 统 应 用 专 业 知 识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首 屈 一 指 。

我们的美国工厂通过ISO/TS 16949 2002认证，并且我们生产

的磁铁销售给一些全球大型公司，这些公司要求非常苛刻。

:

美国制造

ISO/TS 16949

本材料版权归安耐康集团所有，本材料任何部分在未得到安耐康集团书面允许的情况下均不能以包括图片、电子或者机械的方式（包括使用复印、录制或信息储存与提取系统）被复制或者使用。

E-Mail: 

6 Platinum Court · Medford, NY 11763-2251

china@ene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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