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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立马瑞利是一家全球汽车系统供应商，将海立在新能源汽车压缩机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和强大
的业务网络与马瑞利的汽车创新和全球市场专业知识相结合。公司致力于引领客舱舒适性业务，专注
于为客户和供应商开发世界级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压缩机电气化、热泵和暖通空调系统（“HVAC”）。

公司注册于中国香港，运营总部设于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在全球拥有约4200名员工，30多个工
厂和研发机构。业务遍布日本、中国、亚洲其他地区、欧洲和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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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全球布局

全球汽车工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与转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海

立马瑞利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高水平国

际合作，将致力于研发、制造、销售世界级汽

车空调系统和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整体解

决方案，引领行业技术变革，目标成为全球领

先的汽车热管理系统供应商。

公司将整合海立与马瑞利的研发、供应

链和全球渠道资源，重点发展压缩机电气

化、热泵和暖通空调系统，尤其是新能源汽

车的零部件，拓展全球市场。

公司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精益制造

为己任，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为员工创造更

多发展空间，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价

值，致力于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企

业。

董事长　郑建东

中国运营总部日本运营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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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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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Magneti Marelli成立

1938
日本散热器制造株式会社成立，开始生产散热器

1954
海立创建于中国上海

1956
关东精机株式会社成立

1966
第一台日本散热器空调发布

1982
日本散热器制造株式会社开始生产蒸发

1985
海立进入制冷行业

1988
日本散热器株式会社改名为Calsonic株式会社

1992
海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1993
海立生产第一台空调压缩机

1991
关东精机株式会社改名为株式会社Kansei

2000
Calsonic和Kansei合并成立
Calsonic Kansei株式会社

2001
海立更名为“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海立集团生产第一台新能源汽车用压缩机

2015
海立集团进入电机行业

2018
Calsonic Kansei和Magneti Marelli合并部分业务

2019.5
Calsonic Kansei和Magneti Marelli

联合推出新的全球品牌MARELLI

2019.8.29
海立集团与马瑞利签订《合作意向备忘录》

2020.9.4
海立集团与马瑞利签订汽车零部件合资项目

计划在项目交割后成立合资公司

2021.1.28 
海立马瑞利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发展历程 产品概要

热泵系统

功能

特征

本公司所提供的热泵系统采用MFR（多功能贮液器）和IHX（内部热交换器）等多项专利技术，实现
了系统高效运行，无需额外增加组件即可实现除湿加热。此外，系统整体使用阀门、管路数量较
少，便于发动机舱内的安装。

在制冷模式下，采用与传统空调相同的膨胀阀原理实现系统高效运转。
在加热模式下，通过吸收外界空气中热量，达到室内采暖目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阀门控制系统控
制除湿和加热，可以有效避免车窗起雾和保证采暖性能。在外界空气极度寒冷的情况下，通过高性
能的温水加热也能保证足够的采暖性能。

■ 加热和制冷时性能达到耗电量的两倍

■ 构造简单的除湿和加热功能

高压热水器 电动压缩机

内部热交换器 (I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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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应用车型覆盖小型车到SUV，提供单区、双区和三区温控，舒适性行业领先。热泵系统与现有空
调系统兼容，可直接应用于新能源汽车，而无需对现有空调系统进行大幅调整。

可应用车型覆盖小型车（排量：60cc）到SUV（排量：110cc），
产品阵容丰富，广泛适用于各类车型。

产品阵容丰富，可适用于各种排量和驱动电压的车
型，可应用于PHV和BEV等xEV车型。

传统燃油车空调机组

空调系统

传统燃油车压缩机

压缩机

新能源汽车空调机组

电动压缩机

根据车厢内外环境的变化和驾乘人员的
需求，调节车内的温度、出风口、风量和
湿度，为车厢提供舒适的环境温度。

高性能、暖通空调前排左右独立温控、
后排座椅吹脸/吹脚风口可进行温度调
节。

与热泵系统兼容，有效温控，打造舒
适的驾乘环境。

在现有暖通空调基础上，配备了小巧
省电的无刷电机和高性能的热交换
器，实现省电、低噪音，左右前后独
立控温。

该系统由皮带传动装置驱动发动机提供动
力，压缩气态制冷剂，并使制冷剂在空调循
环中循环流动。通过电磁离合器接合与分
离来控制其运转。

通过电动机的驱动压缩气态制冷剂，使制冷剂在
空调循环中循环流动。

功能

涡旋式压缩机高效、紧凑，达到业界顶尖水平。

功能

特征

功能

特征

功能

特征

特征

■ 小型、轻量、高效、均衡。
     世界上最高技术水平的车用旋转压缩机

■ 2020年1月获得美国off-cycle credit认证

产品概要 产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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