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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简介
Woolworths 集团有 205,000 多
名员工，每年为 9 亿客户服务。作为一

家多元化的大公司，Woolworths 知
道其可持续发展方式对国家经济、社

区和环境有着重要影响，这体现在集

团的《公司责任战略 2020》中。

该战略围绕 20 个主要目标，阐述了 
Woolworths 与客户、社区、供应链

和团队成员的关系以及责任，以便尽

量减小运营对环境的影响。该战略包

含 20 个承诺，其中之一就是采用新

型天然制冷剂，将商店中的制冷剂泄

漏量相对 2015 年水平降低 15%（二

氧化碳当量）。

二氧化碳 (CO2) 通常被视为理想的天

然制冷剂。它是无毒、无味无色的不可

燃气体，但是高浓度会导致昏迷甚至

死亡，因此准确可靠地监测其浓度以

确保人身安全、快速检测潜在泄漏是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地的超市都安装了新

的天然制冷系统，从二氧化碳监测仪中获益。

维萨拉探头促进了环境友好型制冷的推广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海德堡的 Woolworths 商店。

墙面安装型维萨拉 HMW90 系列变送器。

非常必要的。因此，Woolworths 及
其冷链合作伙伴 Emerson 需要一

个准确可靠的 CO2 监测仪，在其商店

推广使用天然制冷剂时发挥重要监测

作用。

在过去 8 年中，维萨拉二氧化碳探头

已广泛用于 Woolworths 集团的多

个商店，使集团受益非浅并帮助集团

实现战略目标。

全球转向天然制冷剂
几十年来，合成制冷剂气体已广泛应用

于各个行业中。但是，氯氟烃 (CFC) 
会损坏臭氧层，在 1987 年《蒙特利

尔议定书》之后已被逐步淘汰。全球



氢氯氟烃 (HCFC) 的产量不断增加，

因为它们对平流层臭氧的危害较小。

但是，HCFC 是非常强大的温室气

体，因此氢氟烃 (HFC) 变得更受欢

迎。然而，大多数 HCFC 和 HFC 的
全球变暖潜能值 (GWP) 比二氧化

碳的全球变暖潜能值高数千倍，因此

很多国家/地区都减少了 HFC 的使

用，《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2018) 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减少

使用 HFC。因此，国际上大力推广使

用天然制冷剂（如二氧化碳）。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Woolworths 
集团率先采用具有很低 GWP 的制冷

剂。Woolworths 的高级专员 Luke 
Breeuwer 说：“我相信，除非有更好

的方法出现，最终所有超市制冷（无

论是店内还是后场）都将转向跨临界 
CO2。”

“近年来，CO2 制冷技术有显著进步，

这使我们能够在大多数区域推广，但

是昆士兰州部分地区除外，那里的湿

度水平决定了目前我们只能部署混合 
CO2 系统。”

转向跨临界 CO2 制冷系统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这可能限制在其他超市推

广该系统的速度。Woolworths 的 
Luke 说：“我们的财务部门大力支持

推广新系统，它不仅使环境受益，而且

确保在将来的某个时点我们不会遗留

无法维护的制冷资产。这项计划的资

金成本也将通过使用该技术用于店内

供暖来抵销。”

监测二氧化碳
为了保护客户、员工和承包商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需要在传统商店安

装大约 6 个 CO2 传感器。但是，对于

海德堡 Woolworths 烘烤食品部。

维萨拉 Indigo 200 系列变送器。



采用跨临界 CO2 制冷技术的商店，通

常至少需要 24 个传感器。

很多 Woolworths 商店的制冷和 
HVAC 控制系统由 Emerson 提供。

回顾过去，Emerson 负责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冷链业务的高级业务经理

Shannon Lovett 说：“大约 8 年
前，我们评估了本地生产的 CO2 传感

器，它的质量问题很多，老出故障，因

此我们在一个商店安装了维萨拉传感

器作为试点。”

“令人高兴的是，维萨拉探头表现

令人满意，现在我们已将它推广到

Woolworths 集团在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的商店中。我们在各种类似应用

场合也采用了维萨拉温湿度传感器。

和其他一些 CO2 传感器相比，维萨拉

监测仪的价格更高些，但是它们很受

承包商欢迎，我们发现维萨拉产品

的可靠性降低了总成本。”

Luke Breeuwer 同意 Shannon 
有关投资更高质量的仪器可带来长

期效益的观点，他补充说：“维萨拉 
Indigo 200 变送器与 GMP252 
探头的 MODBUS 通讯能力对我们

来说也是一大优点；这意味着大大

减少了布线量，从而简化系统、降

低成本。”
对于维萨拉探头的可靠性，Luke 
说：“我们大量使用了维萨拉传感

器，但没有出现故障或紧急报警事

件，因此维护成本很低。维萨拉建

议我们每隔两年进行一次传感器校

准，但是它们很稳定，每次检查都

显示传感器符合规格要求，这真是

太棒了。”

海德堡 Woolworths 商店的新鲜食品部图片。

另一 Indigo 200 系列变送器。

Luke 回忆起有一次维萨拉 CO2 传感

器的准确度受到质疑的情形。一个安

装的探头读数异常低，因此需要进行

现场检查。但是，维萨拉对自己的传感

器充满信心，他们分析一定另有原因。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分析终于揭开了

谜团：是附近固化混凝土吸收 CO2 的
碳化过程造成的。

传感器技术
维萨拉 CARBOCAP® 二氧化碳探

头 GMP252 是一种智能型二氧化碳

传感器，适用于需要进行稳定、准确测

量 CO2 的恶劣潮湿环境。重要的是，

该探头采用第二代 CARBOCAP® 技
术。除了测量 CO2 之外，电调谐微型

机械滤波器还可以在不发生吸收的波

长下进行参比测量。参比测量可补偿

光源强度的潜在变化以及光路中的污

染，这意味着传感器在一段时间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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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稳定。探头还自动补偿温度、压力、

氧气和湿度，在 -40 到 +60 °C 的
工作范围内，传感器可以准确测量 0 
到 10,000 ppm 的 CO2，也可用于

测量浓度高达 30,000 ppm，但是

准确度会部分降低。

展望未来
通过确定天然制冷剂在企业责任战略

中的作用，Woolworths 明确阐述了

自己的意图。两年前，集团没有任何跨

临界 CO2 商店，但是现在七家商店已

改造完毕，未来一年将有十二家大都

市商店进行改造。

Luke 总结说：“通过在制冷系统中使

用 CO2，我们将帮助降低温室气体排

放量，同时也降低运营成本。但是，可

靠的 CO2 监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保护员工和公众安全，同时帮助识别

和降低泄漏 – 实现双赢！”

维萨拉技术的优点

从 Woolworths 的角度
看，Luke 说：“主要优点是可
靠性、低维护和 MODBUS 通
讯。但是，灵活性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也在店内使用维萨拉
探头来确保 CO2 浓度不会升得
过高。我们通过使用监测数据
来自动控制和优化新鲜空气的
进气，以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Woolworths 的高级专员 Luke 
Breeuwer

Emerson 将维萨拉传感器集成
到楼宇管理系统，Shannon 强
调该设施采用双继电器输出本
地报警，这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功
能。“我们当然最看重可靠性这个
优点，”他补充说。“但是很低的维
护要求、长达两年的校准周期和 
MODBUS 通讯也为我们提供了
竞争优点。”

Shannon Lovett，Emerson 
负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冷链业
务高级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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