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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筑隔热保温系统

A001-2016 免拆复合模板节能防火保温体系

一、技术产品名称

免拆复合模板自保温节能防火保温体系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建筑的框架、框剪、剪力墙结构的围护结构。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免拆复合模板自保温节能防火保温体系”是指：用“免拆复合保温模板”

和“自保温节能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功能性建筑材料构筑的，仅仅靠“节能保温

新材料”自身的热工性能，无需附加任何外墙保温措施。

2、技术参数

满足国家65%-75%节能标准要求。免拆保温模板导热系数0.028w/k·m，抗弯

荷3126N，抗冲击10J，密度26Kg/m³；自保温砌块导热系数0.11w/k·m左右，抗

压强度大于4.0MPa，密度570/m³。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各类建筑的框架、框剪、剪力墙结构的围护结构。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见检测报告（报告编号：S09类2016年1815号，2015年574号，2015

年2733号）

检测方法：依据 Q/NXX005-2014《AKFS 一体化永久性复合保温模板》、

Q/NXX 004-2013《自保温节能加气混凝土砌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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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1)省工：运用“自保温体系”，墙体保温性能在土建施工的同时，墙体保

温同步形成，省略了繁杂的保温施工，节省工时和减少人工劳动强度。

（2）使用寿命长：自保温体系与建筑物体融为一体，牢固紧密结合，与建

筑主体同寿命，无论使用多少年，保温措施无须维护和更新。

（3）节能：自保温体系产品节能性能优异，免拆复合模板导热系数仅为

0.028W/(M.K)；自保温砌块导热系数0.11w/m.k左右；抗压强度大于4.0mpa；满

足国家节能标准以及力学性能标准要求。

(4)经济：运用“自保温体系”产品，比运用常规保温体系，工期将节省2

个月时间，保温体系增价减去节省工期价值后余款，几乎没有增加。整个工程综

合成本明显降低，效益显著增加，且省去后期维护、更换二次装修产生大量的费

用支出。

(5)节约：免拆复合模板替代传统模板，节省钢材和木材资源；自保温加气

混凝土砌块主材为70%粉煤灰和工业废石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节约，减少资

源的浪费。

七、典型应用

南阳市海昌房地产开发公司西坪头安置房建设项目建筑规模66000平方

米，工程总投资13000万元。于2013年开工，2015年建成。项目保温材料选用河

南省澳科保温节能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免拆复合模板自保温节能防火

保温体系产品(下称自保温体系)。该自保温体系节能率达到国家规定65%的设计

标准。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河南省奥科保温节能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振飞

联系方式：0377-63103089 18637713555

电子邮箱：13603779369@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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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2016 热屏蔽镀膜玻璃（UG玻璃）

一、技术产品名称

热屏蔽镀膜玻璃（UG玻璃）

二、适用范围

（1）新建建筑围护结构幕墙、外窗、屋面用玻璃。

（2）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玻璃保温隔热节能技术改造:仅需在室内侧加装1片

“UG玻璃”或更换单片外窗玻璃。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SJ零散技术膜层”，与低辐射镀膜玻璃直接热反射的膜层不同，“UG

玻璃”膜层的热反射主要为散射、折射。“UG玻璃”在高效阻隔（阻隔率≥97%）

太阳近红外辐射热进入室内的同时，高效阻挡（阻隔率≥95%）室内中远红外（冷

气或暖气）透过玻璃泄露到室外，既隔热又保温。

2、技术参数

近红外阻隔率≥97%；中远红外阻隔率≥95%；可见光直接投射比≥60%；可

见光直接反射比≤8%；遮蔽系数0.58。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1）新建建筑围护结构幕墙、外窗、屋面用玻璃。（2）既有建筑围护结构

玻璃保温隔热节能技术改造：仅需在室内侧加装1片“UG 玻璃”或更换单片外窗

玻璃。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使用 UG玻璃后，室内温度理论可下降4~5℃，根据电力部门提

供的数据，空调温度每调整一度，消耗电力约10%，即使用 UG玻璃理论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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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50%的耗电量。1度电的碳排放量相当于341g标准煤，1吨标准煤排放2.7吨

二氧化碳。

测试方法：室内温度比对法，使用“温度自动记录仪”，在建筑朝向、阳光直

射测点等相同条件下，测试并比较：已经改造与尚未改造房间玻璃室内侧附近的

空气温度及温差。

六、同类产品比较

1.高通透，光学不变形，视觉无障碍。

2.双向热反射，反射区域宽泛，热阻效率高，同步保温隔热。

3.硬度高（6H），附着力强（划格法，1mm，0级）。

4.耐候性好（耐酸、耐碱、耐水、耐盐雾、耐温变、耐紫外老化测试结果表

明性能优异），使用寿命≥20年（离线 Low-E玻璃涂层的使用寿命仅为8年）。

5.不含重金属，不释放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无光污染（可见光直接反射率

≤8%）。

七、典型应用

2015年6月，上海仲晟置业有限公司选用“UG玻璃”（单片，6mm）对位于

南京西路580号仲益大厦的幕墙玻璃（原为8mm阳光控制镀膜玻璃）进行节能技

术改造。

2015年10月15日至17日，国家建筑节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该楼已经加装

“UG玻璃”的房间和未经改造同朝向同面积的房间进行了连续72小时的比对测

试。测试结果:在室外太阳辐射强度不足700W/ｍ²和未开空调制冷的条件下，已

经改造房间室内侧玻璃附近空气温度低于未改造房间室内侧玻璃附近空气温度

16.6℃。

仲益大厦幕墙玻璃的节能改造是上海市和静安区政府的示范工程。UG玻璃

的节能效果非常可观。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北京华衍寰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君起

联系方式：1391105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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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junqi.xun@hy-ugt.com

mailto:junqi.xun@hy-u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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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3-2016建筑玻璃用纳米陶瓷隔热防爆膜

一、技术产品名称

建筑玻璃用功能膜

二、适用范围

建筑玻璃（建筑玻璃幕墙、玻璃门窗、室内隔断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最新一代纳米陶瓷隔热防爆膜，由纳米陶瓷颗粒和氮氨氧化物等材料组成，

具有独特的分子结构，能够筛选太阳光谱的智能性玻璃贴膜，以太阳光中的可见

光高度透过而选择性的阻碍红外线、紫外线及其他有害光线的辐射。

2、技术参数

可见光透过率：22%-70%，紫外线阻隔率：99%。

遮阳系数：0.3-0.8，U值：1.6W/m2·K-2.4W/m2·K。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建筑玻璃（建筑玻璃幕墙、玻璃门窗、室内隔断等）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建筑玻璃膜根据其膜层特点可具有安全性和隔热性。安全贴膜

是利用贴膜膜层本身的韧性和与玻璃的粘结性，在玻璃材料破损时仍能保持玻璃

碎片的整体性，而将高空钢化玻璃破碎后的不定时脱落暂时整体固定，未及时采

取安全隔离措施或及时更换提供了时间，因而贴膜可增强玻璃的安全性；隔热贴

膜可有效降低太阳光中热辐射部分的透过率，从而减少夏季进入室内的热辐射，

有效降低夏季空调能耗，也可组织冬季室内长波辐射传递出室外从而降低冬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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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能耗。

测试方法：符合现行国家建材行业标准 JC846-2007 贴膜玻璃和国家标准

GB/T 29061-2012建筑玻璃用功能膜的相关技术要求规定进行检验。

六、同类产品比较

纳米陶瓷技术隔热保温效果更佳、高透光率、安全环保、使用寿命更长、施

工方便安全快捷，相对同类技术产品质量更优、价格更低。

七、典型应用

项目介绍：中国石油华东设计院大厦，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华严路，是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最大的石油炼制工程设计院。

项目玻璃幕墙面积：7000㎡。

贴膜施工时间：2013年7月。

使用建筑玻璃环保功能膜型号：JNX-127。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青岛金士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旭东

联系方式：0532-58701797 13070866661

电子邮箱：jinsevqd@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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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调通风系统

B001-2016磁悬浮中央空调冷水机组

一、技术产品名称

磁悬浮中央空调冷水机组

二、适用范围

适用各种建筑空调:地铁、办公写字楼、酒店、学校、机场和工艺冷却等场

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产品属于大型中央空调冷水机组：采用了磁悬浮轴承技术，省掉了传统离心

式中央空调的润滑油与油路设备，解决了复杂的润滑油系统和由于润滑系统带来

的故障率高问题。同时，机组采用了降膜式新型蒸发器和高效冷凝器技术，解决

了换热器传热效率低，传热管换热量不一致的问题，并且降低了制冷剂的充注量。

在控制上：开发了磁悬浮中央空调专用的智能调控及安全保护技术，解决了常规

离心式中央空调系统在部分负荷时机组易发生喘振的问题，实现机组的安全高效

运行。

2、技术参数

综合能效比 IPLV12.18，启动电流2A，噪音70dbA。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各种建筑空调:地铁、办公写字楼、酒店、学校、机场和工艺冷却等场

所。

2、限制条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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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产品综合能效比达到了12.18，与市场常规产品相比较，达到了

50%。

测试方法：测试标准与方法按照 GB/T18430.1-2007。

六、同类产品比较

1.机组的综合能效比(IPLV)12.18，节能50%

2.寿命长，设计寿命30年。

3.维护保养费用低，没有润滑油，系统简单，后续维护费用低

4.机组启动电流2A，对电网冲击小

七、典型应用

深圳招商地产：办公楼，建筑主体为五层，SANYO旧厂房改造而成总建筑

面积21960 ㎡，空调面积15600 ㎡。采用了360冷吨机组1台，2008年开始运行, 磁

悬浮机组的年耗电量仅8.8万 kWh，占空调系统总耗电量的13.7%,主机节能比同

类主机节能40%以上。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佃振

联系方式：18053289900

电子邮箱：Yangdzh.kt@haier.com

mailto:Yangdzh.kt@ha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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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2-2016寒冷地变频多联机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寒冷地变频多联机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各种公共、商用和家用建筑的空调及供暖领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产品采用低温喷液强热技术，有效提升低温制热时的系统运行频率，从而

保证机组超强的低温制热能力。通过创新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产品实现室外最低

-30℃的有效运行，并保证室外最低-15℃时制热能力无衰减，-20℃～-15℃时制

热能力比普通多联机能力平均提升40.3%～43%。通过除霜方式的改进和优化，

系统制热周期延长至最大250min并快速提升除霜后室内机出风温度，大幅提升

用户热舒适特性。有效扩大变频多联机的低温应用领域并大幅提升多联机产品的

低温制热性能。

该系列产品具备需求智能控制技术、智能省电模式和夜间静音模式等多重自

主控制模式，满足多需求及多场合的应用。产品的容量范围8～30HP，基本模块

6HP/8HP/10HP，体积小且重量轻，节省运输及安装空间。该系列产品内机型式

多样，可轻松应对空间布局的变化。

2、技术参数

制冷剂：R410A

制冷量范围：16.8kW~84.0kW

制冷量范围：18.8kW~94.5kW

室外最低-15℃时制热能力无衰减。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各种公共、商用和家用建筑的空调及供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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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6HP机组：4.83；8HP机组：4.95；

10HP机组：4.80；均高于国家一级能效数值（3.60）。

测试方法：测试标准与方法依据 GB 21454-2008《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六、同类产品比较

模块组合容量丰富，环境温度适应范围宽，低温制热能力强劲，部分负荷能

效高。

七、典型应用

呼和浩特分公司呼和浩特市海东路加油站，总建筑面积650m2。所在地一月

份室外温度维持在-18℃左右，通过安装2套33.5kW的寒冷地变频多联机组满足

强劲供热需求。经过一月份历时32日的持续监测，寒冷地变频多联机系统相比前

期供暖设备实现15%的节电率。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联系人：纪月明

联系方式：0532-80875203 15966840126

电子邮箱：jiyueming@hisensehitachi.com

mailto:jiyueming@hisensehita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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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3-2016水、地源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水、地源多联式空调（热泵）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各种公共、商用和家用建筑的空调及供暖领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产品是利用水作为介质，实现从自然界的低品位热源中取冷取热，解决风

冷空调制冷制热能力随气温的变化而衰减的问题。机组同时具备水源热泵和风冷

多联机的优点，运行平稳，节能高效。

该系列产品成功集成了宽水源温度的控制技术、多联机控制技术、直流变频

驱动技术等技术优点，使得空调可以利用自然界的各种可再生资源，通过水作为

载体，向室内传递冷热量，大大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能效比。创新的设计的高压

Pd 增压控制回路，过冷却器控制和双电子膨胀阀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使机组

在宽水源温度下，室内侧负荷剧烈变化时(室数切换)，仍然能保证制冷制热能力，

且运行安全可靠。

2、技术参数

制冷剂：R410A

制冷量范围：8.0kW~84.0kW

制冷量范围：9.0kW~94.5kW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各种公共、商用和家用建筑的空调及供暖领域。

2、限制条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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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制冷综合性能系数(IPLV(C)):8.0kW机组：6.54；11.2kW机组：6.07；

14.0kW机组：6.14；16.0kW机组：6.37；6.14；22.4kW机组：6.26；28.0kW机

组：6.25；均高于 CQC3156中规定的节能评价值（5.90）。

测试方法：依据 CQC3156-2016《水冷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节能认证技

术规范》。

六、同类产品比较

产品容量组合丰富，制冷制热适应水温宽，机组运行能效高，制冷剂充注量

自我判定

七、典型应用

广东佛山某空军基地新概念节能楼项目，总建筑面积2215m2。在通风空调系

统的选择中，新概念节能楼利用自身地处湖边的特点，设计采用3台28.0kW 的日

立水源变频多联式中央空调，与老式营房相比，全年空调能耗减少了65%。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联系人：纪月明

联系方式：0532-80875203 15966840126

电子邮箱：jiyueming@hisensehita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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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4-2016水汽能热泵智慧节能中央空调系统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水汽能热泵智慧节能中央空调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民用、商用、公共等建筑范围。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一种能够在夏季“高温高湿”和冬季“低温高湿”以及冬季寒冷的气候条

件下，利用水汽能收集器（热源塔），以小温差传热即时吸收存储在空气水蒸气

中的水汽能作为热泵的冷(热)源，对热泵输入少量的高品位能，来实现低品位能

量向高温位的转移，实现建筑物冷暖空调终端无锅炉、无排碳、无电辅和高能效

的目的。

2、技术参数

夏季 COP5.4 冬季 COP3.48 （能效系数 COP=制冷量/制冷输出功率）。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环保节能技术 适用民用、商用、公共等建筑范围。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比常规油气锅炉或油气直燃机供空调和生活热水方式节能60%以

上。

测试方法：委托第三方检验。

六、同类产品比较

采用闭式蒸发器、消噪汽雾分离器、无缝拼接防渗漏措施，使闭式热源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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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空气中低温位能作为热泵热源时，运行稳定效率高，对环境无任何污染，没

有传统冷却塔取热飘雾污染环境现象，对比传统空气源热泵制热减少了90%以上

的结霜几率。

七、典型应用

推广面积约50万 m2，已进入高新产业区，自主生产。推广案例：冷水江市

行政大楼、湖南邵东邦盛国际大酒店。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湖南东尤节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林青

联系方式：18975100633

电子邮箱：365922309@qq.com



18

B005-2016 碳氢制冷剂

一、技术产品名称

R433b/R436a碳氢制冷剂

二、适用范围

汽车空调、冷柜、家用空调、商用空调。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凝固点低，蒸发潜热更大，使得单位时间内降温速度更快，等熵压缩比功小，

使压缩机工作更轻松，延长压缩机的使用寿命。分子量小，流动性好，输送压力

更低，减少了压缩机的负载，降低系统运行成本，减少能耗。

2、技术参数

型号 R433b 型号 R436a

分子量 44.19 49.33

沸点℃ -42.5 -33.4

蒸发潜能0℃<KJ/KG> 305.4 305.4

稳定性 稳定 稳定

腐蚀性 无 无

爆炸极限 2.0—9.5% 3.7%--9.5%

自燃点℃ 490 540

毒性 无 无

臭氧层破坏潜能<ODP> 0 0

温室效应指数<GWP> 3 3

润滑油 矿物油 矿物油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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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冷柜、家用空调、商用空调。

2、限制条件

通风效果不好禁用。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率可达15%-35%。

测试方法：对比法，1、同一台空调，满负荷运转的单位时间内，对比更换

制冷剂前后的电度表读数法.2、同一台空调，满负荷运转，对比更换制冷剂前后

用电流表读数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具有安全环保、经济实惠、高效节能制冷性好、混合率高、灌充方便、适用

性强等优点。

七、典型应用

北京富力广场开利螺杆机组1台，运行时段的平均电价约0.98元/度，节能量

15%-35%，投资额为40200元，回收期为10个月。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浩

联系方式：15518515789

电子邮箱：Pyzwhg@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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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热锅炉系统

C001-2016蒸汽发生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蒸汽发生器

二、适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宾馆、饭店、学校、工厂等需要蒸汽和采暖的领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1）燃烧系统采用燃气和空气预混合燃烧方式。

（2）盘管换热器内热水与高温烟气逆流换热。

（3）通过水泵输送水系统实现蒸汽供热。

2、技术参数

（1）系统热效率：≥92％；

（2）给水温度：90℃；

（3）饱和蒸汽温度：184℃；

（4）排烟温度：≤150℃；

（5）设计燃气力压为1.5—2Kpa；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广泛应用于宾馆、饭店、学校、工厂等需要蒸汽和采暖的领域。

2、限制条件

额定蒸汽压力≤1.6Mpa，额定出力≤ 2.0MW。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以1吨预混蒸汽发生器为例，产生相同热量状态下，按平均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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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产1000台计算，年节省天然气大约3600万 m³，减少碳排放大约680吨，

项目产品高效节能，绿色环保，具有很高社会效益。

测试方法：由具有节能监察资质单位或有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测试报

告。

六、同类产品比较

1、无需报装监检 2、无需独立锅炉房 3、水容量少，使用很安全 4、MCS

物联网中心，无需持证司炉工 5、运行费用抵。

七、典型应用

江西赣江宾馆于2012年进行设备改造，要求一台1吨蒸汽锅炉为厨房、洗衣

机房等部门提供1.0Mpa以下蒸汽，目前采用了我公司生产的 LJPZ2×0.5-1.0-Q蒸

汽发生器。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浙江力聚热水机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笑达

联系方式：13805741649

电子邮箱：10471878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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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明和采光系统

D001-2016导光管采光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导光管采光系统

二、适用范围

主要应用于建筑领域，适用于地下空间、车间厂房、体育场馆、商场超市、

展览馆、物流中心、候车候机大厅、公路隧道、地铁轻轨、学校医院、办公楼、

监狱、住宅别墅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导光管采光系统又称为无电照明系统、日光照明系统，其基本原理是：通过

采光罩高效采集室外自然光线，再由超高反射率材料制作的导光管传输和强化

后，由系统底部的漫射装置把自然光均匀地照射到室内。

2、技术参数

采光罩可见光透射比：92%

采光罩紫外线透射比：0.00

采光罩紫外线反射比：7.0%

采光罩抗冲击性：1KG钢球由1500mm高度自由落下，样品受冲击后未破坏

采光罩太阳的热系数：83.8%

导光管反射片反射比：99.7%

漫射器片可见光透射比：92%

导光管采光系统抗冷凝结露性能：室内外40度温差是无结露

导光管传热系数：小于1.5W/(m³×k)

透光折减系数：0.72（5级）

一般显色指数：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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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抗风压性能：可承受±5000Pa压力，未损坏

系统水密性能：稳定加压至2000Pa不渗漏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主要应用于建筑领域，适用于地下空间、车间厂房、体育场馆、商场超市、

展览馆、物流中心、候车候机大厅、公路隧道、地铁轻轨、学校医院、办公楼、

监狱、住宅别墅等。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据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统计，2014年度我国年度总发电量54638

亿千瓦时，其中照明用电量7103亿千瓦时，而白天照明占全部照明用电总量的50

％以上，主要是商业建筑和工业建筑用电。据统计，全国50%以上白天需照明的

场所可以安装本项目所述导光管照明系统，可以节约80%以上的白天照明电量。

据此测算，在全国范围推广使用导光管日光照明系统，每年可实现： 节约电量：

7103×50%×50%×80%=1420亿千瓦·时 ，节约电费：以每度电0.5元计算，每

年可节省1420亿×0.8=710亿元。

测试方法：按照国标照度标准，等面积年耗电量折算，单套本技术产品每年

可以节电1752度（千瓦·时）。而每节约1度电，就相当于节省了0.4千克煤的能耗

和4升净水，同时还减少了1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的排放。

六、同类产品比较

优点：1.零能耗2.隔热保温3.健康环保4.安全防护5.无污染6.自主知识产权。

七、典型应用

中国中学生田径训练基地训练馆（武汉四中）导光管照明项目

项目建设规模：5500平米

项目建设条件：新建体育场馆

主要设备：72套 SUNDOME 530A导光管日光照明系统

节能量：每年节电12.6万度，节省电费及灯具设备费1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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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及回收期：该项目投资20多万元，每年实现经济效益12.7万元，1.8

年可收回成本。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盛旦节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欣

联系方式：010-84940188 18613873753

电子邮箱：zhangxin@sundome.com.cn

mailto:zhangxin@sundom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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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2-2016 LED场馆灯

一、技术产品名称

LED 场馆灯

二、适用范围

各类体育场馆、收费站、展馆、仓储等大功率照明。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LED 场馆灯由4个系统组成，驱动电源，光源，散热系统，配光系统。采用

独特航空铝保密材料配方，比压铸铝的密合度高100倍,导热散热一体化。LED 场

馆灯解决了 LED 大功率灯具散热的技术难题，突破了 LED 寿命短，光衰大的瓶颈。

2、技术参数
雷舒科技100W LED 场馆灯

产品型号 LS-CG100C 显色指数 Ra≥80

光源功率 100W LED 数量 15PCS×6W

驱动电源 英飞特 LED 光效 140-150lm/w
光源品牌 美国科锐 型号：XPL 光源寿命 ≥50000H
电源效率 ≥91% 防护等级 IP65
输入电压 AC90V～305V LED 结温 ≤150℃

功率因数 0.97 电源频率 50Hz

工作电压 DC48～52V 储藏温度 —30～40℃
工作电流 2000mA 工作温度 —40～50℃
散 热 器 雷舒专利散热技术 质量保证 5年
电 器 盒 航空铝6063 光 通 量 11000lm
光学配光 高硼硅玻璃光学透镜 导热材料 美国道康宁

整灯材质 航空铝6063 LED 色温 5000K-6500K
表面处理 阳极氧化处理 灯罩角度 45°90°120°
净 重 4.2kg 毛 重 5kg
包装尺寸 325mm×325mm×255mm 包装材料 外盒：瓦楞纸盒 内 EP防撞包装

安装方式 链条吊装/水管硬链接 灯罩处理 哑光喷砂，可选喷涂及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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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舒科技150W LED 场馆灯

产品型号 LS-CG150C 显色指数 Ra≥80

光源功率 150W LED 数量 22PCS×6W

驱动电源 英飞特 LED 光效 140-150lm/w
光源品牌 美国科锐 型号：XPL 光源寿命 ≥50000H
电源效率 ≥91% 防护等级 IP65
输入电压 AC90V～305V LED 结温 ≤150℃

功率因数 0.97 电源频率 50Hz

工作电压 DC33～36V 储藏温度 —30～40℃
工作电流 3800mA 工作温度 —40～60℃
散 热 器 雷舒专利散热技术 质量保证 5年
电 器 盒 航空铝6063 光 通 量 16500lm
光学配光 高硼硅玻璃光学透镜 导热材料 美国道康宁

整灯材质 航空铝6063 LED 色温 5000K-6500K
表面处理 阳极氧化处理 灯罩角度 45°90°
净 重 5.2kg 毛 重 6kg
包装尺寸 325mm×325mm×255mm 包装材料 外盒：瓦楞纸盒内 EP防撞包装

安装方式 链条吊装/水管硬链接 灯罩处理 哑光喷砂可选喷涂及其他方式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各类展体育场馆、收费站、电厂、馆、仓储等大功率照明。

2、限制条件

不能使用在户外，防爆区域。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大于60%。

测试方法：在相同环境下达到相同照度条件，测试功率，功率越低越节能。

六、同类产品比较

（1）散热器取热能力超强,取热热流密度可达 400W/CM2，其能力比水冷

高 1000 倍，比热管高约 100 倍。

（2）散热均温性优越，散热器表面温度均匀性在±2℃以内 。

（3）重量轻、体积小，重量不到传统散热器的 50%，体积可小20%以上。

（4）无功耗冷却：被动式散热，无需风扇水泵，无冷却用能耗。

（5）可靠性高：装置简洁紧凑，工作稳定，无启动问题，可靠性远高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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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水冷和铜铝结合热管散热器。

（6）节能环保：相变工质环境友好,无铅、无紫外辐射，绿色环保。

（7）使用寿命长：在-50~+50℃环境中使用，散热器寿命可达20年以上。

七、典型应用

亨特道格拉斯建筑产品（中国）有限公司厂房改造案例

设计方

案

厂房结

构描述

灯具高

度

设计灯

具

设计数

量（盏）

实际功

率（W/

盏）

总功率

（W）

用点时

间（小

时/天）

年耗电（度）

原设计
长：

102m
宽：

125m
6m

250w
金卤灯

285 287 81795

24

588924
度/h×
天按

24h×年
按300
天新设计

90w
LED灯

285 90 25650 184680

每年节省电量：404244度，维护成本减少：50%，节能比例：68%。

每年节省标准煤：162吨，照度提高：100%。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318吨，电力电压器减少容量：55%。

每年减少污染排放：112吨。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雷舒照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于双江

联系方式：13671534138

电子邮箱：ysj@shlskj.com

mailto:ysj@shls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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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电配电系统

E001-2016中央节能保护装置

一、技术产品名称

中央节能保护装置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各类公共机构的政务中心、医院、学校、酒店等建筑。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中央节能保护装置从电能质量改善和提高入手，采用移植创新法与整合创新

法，将微磁场电工、电磁平衡、电感与电抗交互作用“三大原理”相融合，综合

运用治理电能污染、提高功率因数、智能促进三相平衡、智能清洁电网、智能无

功补偿、智能电磁储能、智能调流调压、远程监测和管理节能“九合一”技术，

而研制成功的全面性、深刻性、原始创新性的集中节能与集中保护产品。

2、技术参数

适用频率：50Hz或60Hz。

抗震等级：≤6级。

安装位置：非阳光直射，非雨淋，最好安装在室内。

电压范围：低压型200V～480V；高压型6KV～35KV。

空载输出电压偏差：±5%。

空载输出电流偏差：≤0.3%。

空载损耗：≤0.7%。

负载损耗：≤2%。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工业企业类、楼宇商场类及其他用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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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本节能技术目前已在国内近100家企事业单位使用，在公共机构

领域，如医疗医院、网吧（网络会所）场等成功进行了节能保护技术改造，节电

率在12.6%-25.67%；在工业企业，如电子制造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玩具制

造业等成功进行了节能技术改造，节电率在8.48%-15.28%；在通讯基站成功进行

了节能保护技术改造，节电率在7.84%-26.49%，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

效益。

测试方法：采用“四相同”验收法即：相同时间、相同环境、相同负荷、相同

负载，与用户共同观察记录电表数据相结合，以实载方法验收。

六、同类产品比较

优点：1. 高效节能、高效保护2. 全面节能、全面保护3. 远程监测，管理节

能4. 高安全、高可靠5. 改善电能品质，延长设备寿命6. 安装简单，使用习惯不

变。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广西南宁第二人民医院5号1250KVA变压器配电系统中央节能保

护技改项目。

项目规模：广西南宁第二人民医院5号1250KVA变压器配电系统及其设备系

统，本技改项目的主要用电设备有：喷淋泵（77.2kW）、消防泵（75kW）、空气

源热泵及中央空调热水机组（214kW）、医院电梯（100kW）、自动扶梯（60kW）、

电热水器（104kW）、消防炮（24.2kW）、生活水泵（35.3kW）、天面消防风机

（32kW）、热泵热水机组（46.7kW）、景观照明（50kW）、弱电机组（40kW）、

制氧机（120kW）、应急照明（107kW）、供应科用电（300kW）。

项目内容：在广西南宁第二人民医院5号1250KVA变压器配电系统电能入口

端（变压器二次侧），安装本技术，对该配电系统及其设备实现中央节能和中央

保护

项目投资：主体设备投资额：98.75元（大写：玖拾捌万柒仟伍佰元整）；



30

辅助工程8万元（大写：捌万元整）。共计106.75万元（大写：壹佰零陆万柒

仟伍佰元整）。

项目节能量：年节电量（kW.h）：57.94万；年节能量（tce/a）：202.79；碳减

排量（tCO2/a）：434.55。

项目经济、环境及社会效益:该技改项目实现节电率13.52%，可节约电费

40.56万元/年（该费用还不包括降低设备维护维修费用和祥和电信级管理节能平

台所节约的费用），2.7年收回投资成本，技改项目20年有效期，剩余17.3年按目

前情况节电总效益1002.4万元。20年碳减排量8691.0tCO2/a，折标煤4055.8tce/a。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成都双赢产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联系人：何莉

联系方式：028-85181092 15390408848

电子邮箱：759525218@qq.com

mailto:7595252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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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2-2016 智能节电进线总柜

一、技术产品名称

智能节电进线总柜

二、适用范围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购物广场、大型超市、高层楼宇、机场、纺织、造纸、

汽车制造、造船、港口、建材化工、医院、污水处理厂等各大用电单位；场所为：

配电房、动力中心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旁路节电切换无间断不停电，在线检测节电率无间断不停电。旁路切换至节

电运行时可看到数显有功功率立即降8%±2左右，根据现场工况或降更多。本节

电控制柜无任运行在节电状态还是旁路状态，所有保护和电力监测都一应俱全。

节电和旁路回路均配装了进口智能型抽屉式或插入式空气断路器。整个设备的运

行通过触摸屏控制与显示，使设备运行具有遥测、遥信、遥控、遥调达到智能化

功能；仪表板上装有智能数显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直观显示。并装有智能数显温

控仪，当节电机芯超温时会自动启动芯片式降温与散热风机系统散热；超出设定

安全温度，会闪光报警，同时在不断电状态，自动从节电状态切换到旁路市电供

电回路；安全、可靠、稳定。安装节电设备后，可大幅度降低配电动力设备及现

场电力设备的电磁噪音和温升；可使配电电力变压器增容10%以上，延长变压器

的使用寿命。

2、技术参数

相数：三相；频率：50Hz；空载损耗≤1%；绝缘电阻≥2000MΩ；绝缘电压

AC2500V/min；冷却方式:AF；节电率η≥8%。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大型购物广场、大型超市、高层楼宇、机场、纺织、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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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造船、港口、建材化工、医院、污水处理厂等各大用电单位；场所为：

配电房、动力中心等。

2、限制条件

环境温度：-10~40°C；空气相对湿度≤80；电压变化400±10；海拔不超过2000

米；周围无振动、无爆炸、无腐蚀性介质。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节能效果检测报告（报告编号：浙能监2012（监

字）16号）。

测试方法：

节能效果= %100-


旁路运行的计量数据

据节电回路运行的计量数旁路运行的计算数据

六、同类产品比较

优点：节电效果明显，实时记录节电数据，安全可靠，或国家发明专利和多

项实用新型专利。

七、典型应用

浙江世博大酒店；安装容量为1250KVA节电设备，总投资750000元，节电

率为11.03%；回收期为750000/(1250×0.65×24×365×0.85)×11.03%/75=1.12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江苏普瑞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志祥

联系方式：0515-88287756 15261920788

电子邮箱：jsbright@163.com

mailto:jsbrigh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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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3-2016永磁低压开关控制与保护系统节能技术

一、技术产品名称

永磁低压开关控制与保护系统节能技术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建筑中的泵、风机、空调、消防、照明等电控系统以及冶金、煤矿、

钢铁，石化、港口、船舶、铁路等领域的电动机控制和保护系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本产品在传统控制保护开关基础上，利用永磁结构替代传统产品的电磁吸合

机构达到大幅度降低能耗的效果。可在功率200KW 一下的电机系统上运用。

2、技术参数

该技术主要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V、电流1A-400A的电力系统中接

通、承载和分断正常条件下包括规定的超载条件下的电流。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XLN9主要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电压至380V、电流自1A～400A的电

力系统中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条件下包括规定的超载条件下的电流，且能够接

通、承载并分断规定的非正常条件下的电流（如短路电流）。

2、限制条件

周围环境温度：-25℃～+40℃(-40℃～+80℃须特殊订制)。

湿度：安装地点的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

温度下允许有较高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低温度不超过+25℃，该月的月

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90%，由于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上的凝露情况须采取措

施。

海拔：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安装类别：380V系统中的安装类别为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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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不间断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负载因数即

通电持续率为40%）。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优点：与传统同类产品对比，开关能耗降低80%左右。节能效果

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CQC-JNJSRD-1403）。

六、同类产品比较

（1）环保静音：磁路封闭，无电磁干扰，噪音为10 dB，基本静音。

（2）无温升、无震颤：当开关吸合后，合闸电路被截止，线圈电流为零，

线圈绝不发热，不烧毁(传统产品的温升可达40℃，而 XLN9仅不到5℃)。并且采

用智能电子线路控制，实现产品免维护，临界电压（可根据需要设定）吸合一次

性动作，不振颤。

（3）高性价比：永磁技术节能、节材，两年半节省的电费可收回开关的成

本；节省大量人工安装、调试和维护费用；节约50%以上的空间。

（4）安全可靠：采用 DMC不饱和玻璃树脂外壳，DMC不饱和玻璃树脂外

壳具有耐高温，高绝缘，抗阻燃，介电强度高，防护能力强等特点。彻底解决了

由于温升、电网电压波动等原因引起的产品过热、震颤等问题，避免了产品的损

坏，保证了负载的正常运行，减少安全事故。

七、典型应用

应用单位：南京法瑞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用能人数：127人

单位建筑面积：8634.29㎡

应用情况：该项目设计并运用 XLN9系列产品316台。其中，XLN9-400A产

品62台；XLN9-225A产品186台；XLN9-100A产品68台。与传统产品对比节能

量为：269236KW.h。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 ：扬州新菱电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海斌

联系方式：0514-87893083 1395272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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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whaibinn@163.com

mailto:whaibin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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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餐厨系统

F001-2016 节能燃气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节能燃气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政府、学校、医院、部队等各类公共机构事业单位食堂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1）提前预混燃气技术

依据强压涡流燃烧技术原理，使燃气与空气科学配比后逐层混合，由螺旋导

槽射出开始燃烧。燃烧速度快、噪音低、温度高、碳排放量低。燃烧时火焰成青

蓝色外焰温度外 1300度左右。热负荷 25千瓦时热效率为 41.1%，节能率超过 35%

以上。一氧化碳排放量仅为 0.004%。

（2）余热交换后再次利用技术

铸钢灶膛与密闭式灶圈为一体化设计，密闭式灶圈将热量完全锁控于灶膛内部，

热流经灶膛螺旋线盘旋于锅底，而后高温气体经导流孔进入双层储热腔，不断蓄

热反复作用锅底，多次余热利用，此技术可节能 10%以上；

（3）红外线防空烧技术

节度燃气灶采用节能燃烧控制器，当锅具离开灶台时即自动熄火，杜绝空烧，

从而极大降低了燃气浪费的现象，同时也可降低室内温度；

（4）耐高温整体炉膛技术

采用整体炉膛，延长使用寿命 10倍以上，燃气灶采用灶芯、灶膛、锅圈三者合

而为一的整体结构，全面采用铸钢铸造，避免了传统分离模式造成的松动滑脱，

其使用寿命是普通燃气灶的 10倍以上，传统灶具每个炉膛每年至少维护一次，

一次维护费用为 300元，本灶具每个灶具灶膛使用寿命在 5年以上，不需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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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可节约维修费用 1500元每个炉膛；

（5）灶台龙头节水技术

全自动进补水，节气节水两不误；燃气灶特有的蓄水尾铮，采用单片机检测

水位并控制灶台龙头，使其进行自动进水与补水。通过智能化的计算系统，每年

可省水 540吨。

2、技术参数

电压 220v；频率 50Hz，功率 0.55kw；（燃料）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两用；

采用安全点火装置；产品外形采用 304不锈钢。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政府、学校、医院、部队等各类公共机构事业单位食堂等。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率高达 55%以上。

六、同类产品比较

燃烧效率高；聚能防空烧；寿命长；噪音小。

七、典型应用

太原市心血管医院一食堂现在使用三台双眼中餐炒灶、一台大锅灶，改造之

前平均每个月的燃气费用为 7000元，通过改造成节度灶具之后平均每个月的燃

气费用为 3150元，每个月可节约 3850元，每年节约 46200元，改造的成本为

20000元，基本在 6.5个月左右回收改造成本。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山西迪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杨

联系方式：18935188291

电子邮箱：jieduls@163.com

mailto:jiedul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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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2-2016 节能大锅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节能大锅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共厨房中的炊用燃气大锅灶。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产品运用智能芯片控制灶具的风、气配比，在每种燃烧状态下使燃气始终保

持最佳燃烧状态比例；助燃聚能辅助装置的运用，能二次提高热能利用率，从而

使灶具内部形成环岛均匀集热式燃烧，环形集热排烟技术的运用，增强了产品的

安全性，提高了产品的热效率，减少了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真正的达到

节能减排的效果。

2、技术参数

（1）功率：30KW

（2）噪音等级：一级

（3）干烟气 CO（α＝1）: 0.012%

（4）热效率：65.5% （一级能效）

（5）燃气种类：液化气、天然气

（6）燃气压力：T 2000 Pa Y 2800 Pa

（7）点火方式：电子点火

（8）排烟方式：间接排烟式

（9）燃烧方式：预混式燃烧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公共厨房中的炊用燃气大锅灶。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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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效果：比传统灶具节能 30%-50%以上。

六、同类产品比较

（1）多重安全保护：离子熄火保护，提高了产品的实用安全性。

（2）节能高效：燃气节约 30%-50%。

（3）绿色环保：有害气体排放仅为国家标准的 10%。

（4）省时耐用：烹饪时间和同类产品相比，提高了 30%，增加使用寿命。

（5）应用广泛：火力强劲、受热均匀，能满足用能单位各种烹饪需求。

七、典型应用

扬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位于扬中市中电大道 8号，于 2015年 5月对其厨

房进行节能改造，共计投入设备三台双眼大锅灶 、一台双眼炒灶。产品颠覆了

传统灶具技术，经用能单位长期使用，该灶具节能率达到 35%以上，该商用变频

节能灶，产品质量稳定，操作安全便捷，低噪音，超低排放，与改造前燃气总量

对比，该节能效益明显，用能单位每年节约燃气费用达 2.8万元。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江苏博大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施浩东

联系方式：13605295588

电子邮箱：1651852288@qq.com

mailto:165185228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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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3-2016 商用电磁炉

一、技术产品名称

商用电磁炉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政府、学校、医院、部队等各类公共机构事业单位食堂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商用电磁炉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厨房电器。在设备内

部，由整流电路将 50/60Hz的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再经过控制电路将直流电

压转换成频率为 16-40KHz的高频电压，高速变化的电流流过线圈会产生高速变

化的磁场，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铁质锅具底部产生无数的小涡流，使锅具本身自

行高速发热，对周围空气无加热效果，从而达到节能效果。

2、技术参数

热效率≥90%，节能率≥30%，待机功率≤12W。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政府、学校、医院、部队等各类公共机构事业单位食堂等。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相同输入功率的燃气灶与点此在同时加热相同质量的水，烧开水

的速度电磁灶比燃气灶块 50%、电磁灶节能率超过 30%。

称量锅具的重量 m1；

将锅内加入其 70%容积质量的水 m2，水温为 15°C±1°C；

温度测量点应放置在锅内中心位置，距离锅底 10mm，读取温度读数 t1；

启动炒菜灶并迅速将其调节到最大额定功率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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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的温升接近 75 K时，关闭大锅灶，同时记录消耗的电能量 E，并读取

1min内的最高温度读数 t2，温升△t在 75K±1K范围内为有效；

以初次测试记录的电能量 E为依据，再重复上述测试过程两次，计算测量

三次热效率的平均值作为该蒸箱的热效率值。

根据式（2）计算炒菜灶的热效率：

%100
106.3

)
6
2211 





E
tmcmc（ ………………………………（2）

式中：

η：热效率；

c1：水的比热容，取 4.18×103，单位为焦尔每千克开尔文[ J/（kg·K）]；

m1：水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c2：锅的比热容，铁锅取 0.46×103，单位为焦尔每千克开尔文[ J/（kg·K）]；

m2：锅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 : 消耗的电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t: 温升，单位为开尔文（K），△t =t2-t1。

六、同类产品比较

绿色环保，无污染，无噪音，智能性高

七、典型应用

东莞市林发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2013年采用燃气灶具时，全年食堂灶具用

气量 44500 m3，燃气价格为 4元/ m3，共计消费能源成本 178000元，用餐人数

约 200人。

2014年采用环保节能电磁炉灶具后，东莞市林发通风设备有限公司全年食堂灶

具用电量 126000度，电价格为 1.1元/ 度，共计消费能源成本 138600元。用餐

人数约 200人。

能源购入、消费情况表

能源种类 折标系数

2013年 2014年

购入 消费
折标煤

（kgce）
购入 消费

折标煤

（kgce）

天然气

（m3）
1.2143kgce/m3

4450

0

4450

0
540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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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kWh）

0.1229kgce/kW

h
126000 126000 15485.4

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该单位采用环保节能电磁炉灶具后，有明显的节能效果，

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了 71%。

节能效果及经济性指标

本次审计主要对人均耗能量及人均耗能费用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并对比分析了该

单位审计期及基期的用能状况和用能成本等数据，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2013年 2014年
升降幅度

（±%）

1 天然气消耗量 m3 44500 0 -100

2 电力消耗量 kwh 0 126000 100

3 折标量 tce 54.04 15.49 -71

4 用餐人数 人 200 200 0

5 能源成本 元 178000 138600 -22

6 人均用能 kgce/人 270.18 77.43 -71

7 人均能源费用 元/人 890.00 693.00 -2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4年东莞市林发通风设备有限公司相比 2013年未采用环保

节能电磁炉灶具人均用能下降 71%及人均耗能费用均下降 22%。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东莞沁鑫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雪平

联系方式：13326857388

电子邮箱： lixp@dgqinxin.com

mailto:lixp@dgqin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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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4-2016 节水型洗菜机

一、技术产品名称

节水型洗菜机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军队、餐饮、中央厨房、净菜加工、

农副产品加工、家庭等各领域食堂、餐厅、加工场所、家庭厨房生鲜食材的净化

清洗。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系列产品以自来水为解毒净化的原料，无需任何化学添加，通过专利核

心部件在通电情况下产生高能粒子簇射轰击水分子，使水分子瞬间裂解，生成大

量水触媒 TM功能团（·OH 等，氧化还原电位 2.8ev），从而使水变成了具有超强

解毒净化能力的高能水，快速杀灭生鲜食材上各种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等），

高效降解农药、激素、抗生素等有机化学残留，并可迅速还原为水，对人体及环

境安全无害，绿色净化、高效安全、节水环保。

2、技术参数

水容积：107L

工作电压：380V

蔬菜净化量：6Kg\1次\10分钟

瓜果净化量：15Kg\1次\10分钟

肉类净化量：15Kg\1次\10分钟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军队、餐饮、中央厨房、净菜加工、

农副产品加工、家庭等各领域食堂、餐厅、加工场所、家庭厨房生鲜食材的净化

清洗。

2、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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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于无自来水供给、排水、供电设施场所使用。

五、节能\节水效果

平均节水率≥30%，现场测试，与人工清洗用水量进行周期用水量对比。

六、同类产品比较

（1）原创水触媒技术、高效安全。

（2）节水率可达 30%以上。

（3）大幅降低洗涤剂等化学品用量，减轻水系污染、环保价值高。

（4）智能控制、自动清洗、操作便捷、节省人工。

七、典型应用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改造前人工水洗生鲜食材，平均单日耗水量为 15m³，

人员劳动强度大，食品安全存在隐患；改造后采用“保食安”水触媒食品净化机，

平均单日耗水量降低为 10.2m³，节水效率为 32%，大大减低劳动强度，食品安

全得到有效保证，投资额为 12.3万，投资回收期 1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中食净化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友健

联系方式：13811813841

电子邮箱：fanyoujian@cfcjh.com

mailto:fanyoujian@cfcj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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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5-2016 明火仿真电磁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明火仿真电磁灶

二、适用范围

单位食堂、酒店、社会餐饮店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明火仿真技术通过快速捕捉抛锅速度、高度等参数，由高速智能处理器进

行分析处理，调整线圈的激磁强度，扩大磁场的分布范围，保证在抛锅空间内的

磁场强度，实现功率的及时补偿，模拟出明火加热的热锅效果，形成一种看不见

的磁热场。

2、技术参数

（1）热效率≥90%，一级能效。

（2）节能率≥40

（3）加热方式：电磁加热，锅体主动发热

（4）能源方式：电能

（5）待机功率≤12W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单位食堂、酒店、社会餐饮店

2、限制条件

电容量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在相同火力情况下，明火仿真电磁灶与燃气灶同时加热相同

质量的水，到达规定温度时，明火仿真电磁灶比燃气灶节能 53%，速度快

30%。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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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明火仿真技术电磁灶盛装常温的 10KG自来水，记录水温 t1，

然后将锅放在产品加热单元中心位置加盖。

（2）用数据采集仪的热电偶放置在锅中心离锅底约 20mm处记录水的

温度。

（3）启动电磁灶并迅速将其调节到最大额定功率档。

（4）当水接近 70K时，关闭电磁灶，并记录消耗的电能量（E），并读

取最高的水温度 t2。

（5）相同的方法测量 5次。计算平均消耗的电能量∆E。

六、同类产品比较

（1）无明火，干净卫生，安全。烹饪过程中无明火燃烧，锅具温度比

明火高但炉具本身低温运行，厨房环境温度比传统燃具厨房平均降低 5-10

℃，少油烟油垢，厨房运行空调有效。不会发生燃烧、火灾、爆炸等安全事

故。

（2）节能节水。热效率高达 90%以上，远高于厨房其他产品，明火仿

真电磁灶节能率高达 40%以上。无需鼓风机等助燃设备，减少了外围设备投

入；无需常流水给炉面降温，平均每小时节省 60L水资源。

（3）低排放。不产生废气、毒气，明火仿真电磁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同类产品减少 40%以上。

（4）省成本。明火仿真电磁灶比传统燃具厨房节省燃耗成本 50%以上，

具有极大的经济效应。

（5）智能操作。带定时、定温、定火力功能，减少人力。

（6）可抛锅，不断火。明火仿真技术突破电磁灶不能抛锅或者抛锅火

力不稳定的技术瓶颈，在抛锅过程中持续输出 2倍的热值，真正模拟明火烹

饪效果，让电磁灶炒菜同明火炒菜一样好吃，使得电磁灶的节能优势更具推

广价值。

（7）加热面积更大。与明火仿真技术配套的齿形线圈盘架构保证明火

仿真电磁灶拥有比同类产品大 3倍的加热面积。

（8）加热更均匀。特殊绕制模型保证每公分间距内的温差不大于 5℃，

确保加热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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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典型应用

辽宁省政府员工食堂，用餐人数 1200人，投资额约 80万元，投资回收

期约为 4年。改造情况：改造前为使用明火燃具的传统厨房，改造后为以明

火仿真技术为依托的全电厨房，经过改造，食堂能源消耗年减少量折合标准

煤 36.6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年降低 101吨，经济成本年节省 19.7万元。具

体数据如下：

（1）节能量：

单位

煤气 电

用电节省能

源（kgCE）

节能降幅

（%）

年消耗

量

（m³）

折合标准

煤

（kg）

年消耗量

（度）

折合标准

煤

（kg）

辽宁省

政府
143483 51223.43 119115 14651.15 36572.28 71%

通过改造为明火仿真电磁灶，年用电量约为119115度，折合标准煤14.7吨，

比之前使用燃气灶年度能源消耗节省36.6吨标准煤，节能率达71%。

（2）碳排放量：

单位
煤气年消耗量折合

标煤（kg）

电年消耗量折

合标煤（kg）

用电消耗减少

折合标煤（kg）

减少碳排放

（t）

辽宁省政府 51223.43 14651.15 36572.28 101.4

通过改造为明火仿真电磁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101 吨。

（3）气电省钱对比

单位

煤气 电

用电省钱

金额（元）

成本降幅

（%）

年消耗量

（m³）

年费用

（元）

年消耗量

（度）

年费用

（元）

辽宁省

政府

143483 344359.2 119115 147702.6 196656.6 57%

通过改造为明火仿真电磁灶，年用电量约为 119115 度，假设厨房作业均在

峰时，按峰时电价来计算，年度电费约为 14.7 万元，相比一年 34.4 万元的燃气

费，能源成本年节省 19.7 万元，成本下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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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深圳国创名厨商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正伟

联系方式：13760177010

电子邮箱：wangzhengwei@mantru.com



49

F006-2016 余热回收鼓风燃气节能炒菜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余热回收鼓风燃气节能炒菜灶

二、适用范围

机关、商用厨房燃气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燃烧装置采用复式多层燃气结构，采用高新耐火材料制成，耐高温可达

1800度具有保温和耐热功能，是国内商用厨房较好的节能燃气灶具。

2、技术参数

（1）热效率≥45%，一级能效

（2）节能效率≥40%

（3）节约燃气≥35%

（4）能源方式：天然气、液化气

（5）外形尺寸：1150×1000×800/1260

（6）额定功率电压：100W/220V

（7）运行噪音：一级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商用厨房燃气设备

2、限制条件

场地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约燃气效果良好，节能燃气炒菜灶比普通燃气炒菜灶在加热

水量、加热温度相等和热负荷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节约燃气量 35%，加热时间快

40%左右，噪音降低 30%。

测试方法：通过对比法，同时在两台灶上面安装煤气表、温度计及噪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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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仪，节能燃气炒菜灶和普通燃气炒菜灶在加热水量、加热温度相等和热负荷基

本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达到尽可能的消除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加热 10Kg

水、加热温度 50℃的情况下，节能燃气炒菜灶耗气量：0.0784m³、加热时间：3＇

47＇＇、噪音：50dB，普通燃气炒菜灶耗气量：0.1199m³，加热时间：5＇43＇＇、

噪音：81 dB 。）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产品灶头采用整体铸钢铸造，燃烧器采用复式混合燃烧，全自动点火装置，

装有漏气报警器使用安全、可靠。并通过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

的节能环保检测，热效率高达 45%比普通燃烧器节能效率提高 33%，烟气排放

0.027%排放低于国家标准 0.073%，能效检测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该产品已获得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节能环保产品证书，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相对成本可

以降至最低，产品已进行销售和使用，在技术性能、生产成本、销售价格方面比

其它同类产品有绝对优势。

七、典型应用

2014年北京电子机关服务中心采购 8台进行厨房改造。

项目规模 8万平方米，节约燃气量 32.43%以上，热效率达到 45%以上。投资额

12.8万元 ，投资回收期 1-1.5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宝森

联系方式：13683046386

电子邮箱：Jingxichuj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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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7-2016 余热回收鼓风燃气节能大锅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余热回收鼓风燃气节能大锅灶

二、适用范围

机关、商用厨房燃气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产品采用整体复式燃烧器，全自动点火装有漏气报警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可靠，大锅灶采用加翅装置使火焰在锅底进行旋转加热充分利用热能，在燃烧器

周围安装聚能网收集余热在利用以达到节能目的

2、技术参数

（1）热效率≥65%，一级能效

（2）节能效率≥50%

（3）节约燃气≥48%

（4）能源方式：天然气、液化气

（5）外形尺寸：1100×1150×800/1260

（6）额定功率电压：100W/220V

（7）运行噪音：一级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商用厨房燃气设备

2、限制条件

场地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约燃气效果良好，节能燃气大锅灶比普通燃气大锅灶在加热

水量、加热温度相等和热负荷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节约燃气量48%，加热时间快

46%左右，噪音降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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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通过对比法，同时在两台灶上面安装煤气表、温度计及噪声测

试仪，节能燃气大锅灶和普通燃气大锅灶在加热水量、加热温度相等和热负荷基

本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达到尽可能的消除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加热30Kg水、

加热温度45℃的情况下，节能燃气大锅灶耗气量：0.12194m³、加热时间：7＇45＇＇、

噪音：58dB，普通燃气大锅灶耗气量：0.24615m³，加热时间：15＇37＇＇、噪音：

83dB 。）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产品采用整体复式燃烧器，全自动点火装有漏气报警装置使用方便安全、

可靠，大锅灶采用加翅装置使火焰在锅底进行旋转加热充分利用热能，在燃烧器

周围安装聚能网收集余热在利用以达到节能目的。并通过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天津）的节能环保检测，热效率高达70.5%比普通燃烧器节能35%，烟

气排放0.006%排放低于国家标准0.094%，能效检测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该产品已

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节能环保证书产品证书，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相

对成本可以降至最低，产品已进行销售和使用，在技术性能、生产成本、销售价

格方面比其它同类产品有绝对优势。

七、典型应用

2014年北京亚华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8台进行厨房改造。

项目规模 8万平方米，节约燃气量 43%以上，热效率达到 65%以上。投资

额 12.8万元，投资回收期 1-1.5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宝森

联系方式：13683046386

电子邮箱：Jingxichuj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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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8-2016 商用电磁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商用电磁灶

二、适用范围

机关、商用厨房电能烹饪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加热原理形成高频交换，磁场使锅具铁分子高速无规则

运动，分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使锅具高速发热从而使电能转换热能，是现

代化食堂较高的节能减排灶具

2、技术参数

（1）热效率≥92%，一级能效

（2）节能效率≥70%

（3）加热方式：电磁加热，磁场感应电流使锅体发热

（4）能源方式：电能

（5）外形尺寸：1200×950×800/1260

（6）额定功率电压：8Kw/380V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商用厨房电能烹饪设备

2、限制条件

场地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1）热效率≥92%，一级能效

（2）节能效率≥70%

（3）加热方式：电磁加热，磁场感应电流使锅体发热

（4）能源方式：电能

（5）外形尺寸：1200×950×800/1260

（6）额定功率电压：8Kw/38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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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电磁灶具是当锅具与微晶玻璃接触时锅具本身自行高速发热，微晶玻璃及

灶台本身并不吸收热量。热能损耗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电磁灶具的热效率高于

80-90%。当锅具脱离微晶玻璃一定距离时将自动不使用能源而且当锅具接触到

微晶玻璃时响应速度快，大大节约了能源。该产品已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

的节能环保证书产品证书，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相对成本可以降至最低，产品

已进行销售和使用，在技术性能、生产成本、销售价格方面比其它同类产品有绝

对优势。

七、典型应用

2014年公安部机关服务中心采购 12台进行厨房改造。

项目规模 1.2万平方米 ，节约能源 70%以上，热效率达到 92%以上

投资额 41.7万元，投资回收期 1-2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宝森

联系方式：13683046386

电子邮箱：Jingxichuj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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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9-2016 前端油烟净化+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

一、技术产品名称

前端油烟净化+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

二、适用范围

机关、商用厨房油烟减排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前端油烟净化器是以过滤碰撞、吸附原理手机油烟中的油脂，其特殊的过

滤吸附材料，解决了过滤吸附控制技术在应用中，油烟比重大、自流困难。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利用，UV+02→O—+O*(活性炭)O+O2→O3（臭氧）对恶臭气

体及其它刺激性异味有较理想的清除效果。

2、技术参数

（1）净化率≥90%

（2）安全防火≥1283℃

（3）寿命（UV灯管）≥8000%小时

（4）能源方式：电能

（5）外形尺寸（前端）：500×500×25

外形尺寸（末端）：1255×1090×630

（6）额定功率电压：150W×8/220V

（7）运行噪音：≤60dB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商用厨房油烟减排设备

2、限制条件

场地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减排效果良好，前端油烟净化+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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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90%以上。

测试方法：对比法，前端油烟净化+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与运水油烟净化

器经使用一周后，比运水油烟净化器净化效果提高30%，额定风量下净化率

93.7%。前端油烟净化+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与静电式油烟净化器经使用一周

后，比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净化效果提高35%，额定风量下净化率94%。

六、同类产品比较

前端油烟净化器是以过滤碰撞、吸附原理手机油烟中的油脂，其特殊的过

滤吸附材料，解决了过滤吸附控制技术在应用中，油烟比重大、自流困难。末端

UV光解净化除味利用，UV+02→O—+O*(活性炭)O+O2→O3（臭氧）对恶臭气

体及其它刺激性异味有较理想的清除效果，该产品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相对成

本可以降至最低，产品已进行销售和使用，在技术性能、生产成本、销售价格方

面比其它同类产品有绝对优势。

七、典型应用

2014年中国大唐集团采购 37.4平方米进行厨房改造。

项目规模：1万平方米 节能量：无水电能耗费用，减排率 85%以上

投资额：13.464万元 回收期：1-1.5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宝森

联系方式：13683046386

电子邮箱：Jingxichuju@163.com

mailto:Jingxichuj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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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0-2016 高效节水食品清洗机

一、技术产品名称

高效节水食品清洗机

二、适用范围

机关、商用厨房的清洗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使用臭氧、紫外线、活性炭连用技术。利用循环水对被清洗食材进行去除

农残灭杀菌群。

2、技术参数

（1）节约水资源≥42%

（2）节约人工≥50%

（3）能源方式：电能

（4）外形尺寸：1500×850×850

（5）额定功率电压：1Kw/220V或380V

（6）瓜果、西红柿类： 约7分钟/次

黄瓜、萝卜、土豆类：约10分钟/次

油菜、白菜、菠菜类：约7分钟/次

韭菜、茴香类： 约10分钟/次

肉类： 约20分钟/次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商用厨房的清洗设备

2、限制条件

场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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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水效果良好，人工清洗7天用水量72.2m³，高效节水食品清洗

机7天用水量34.1m³，节水47%。

测试方法：对比法，通过对食品清洗机和人工清洗各安装水表，连续清洗

一周，查看水表节水40%以上，节约人工50%以上。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产品采用循环水自动清洗，紫外线消毒，以及臭氧—活性炭联用技术进行

水净化处理、杀菌消毒、解除农药，专用于清洗蔬菜、瓜果、肉类等食品的现代

化清洗机，提高了清洗效率，节约用水并大大地改善了饮食卫生状况。本产品已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检测，公司自主研发、生产，

相对成本可以降至最低，产品已进行销售和使用，在技术性能、生产成本、销售

价格方面比其它同类产品有绝对优势。

七、典型应用

2013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职工食堂采购 12台进行厨房改造。

项目规模：1.7万平方米，节能量：节约水资源 42%节约人工 50%以上

投资额：36万元 ，回收期：1.5-2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宝森

联系方式：13683046386

电子邮箱：Jingxichuju@163.com

mailto:Jingxichuj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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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1-2016 节能的餐厨垃圾处理机

一、技术产品名称

节能的餐厨垃圾处理机

二、适用范围

机关、商用厨房垃圾处理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处理餐厨垃圾，产出物为有机肥料适用于农田及土壤

改良

2、技术参数

（1）处理量（天）≥500Kg

（2）单位耗电量（天）： 0.2 kwh/公斤

（3）节约人工成本（天）≥120元

（4）节约运输成本（天）≥83元

（5）有机肥料产出（月）≥8吨

（6）能源方式：电加热

（7）控制系统：PLC智能控制系统

（8）外形尺寸：2200×1420×1500

（9）额定功率电压：15Kw/380V

（10）运行噪音：≤49dB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商用厨房垃圾处理设备

2、限制条件

场地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处理500kg餐厨垃圾耗电量为102度，平均处理1kg餐厨垃圾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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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约为0.2度。

测试方法：采用数字式功率仪表或三相有功电度表。测量设备在发酵运转

时，采用的数字式功率仪应符合设备的耗电原理。用三相有功电度表测量时，测

试电度表转10圈所用时间，重复3次求其平均值。

六、同类产品比较

占地面积小，使用范围广，处理效果良好，自动化程度高。

七、典型应用

项目时间：2015年8浙江省诸暨市草塔镇人民政府采购1台进行餐厨垃圾处

理。项目规模1.2平方米，日处理量 500kg，节约电量30%。投资额 36万

回收期3-5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市警盾京西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宝森

联系方式：13683046386

电子邮箱：Jingxichuj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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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2-2016 长寿命紫外汞齐灯净化设备

一、技术产品名称

WSY-1长寿命紫外汞齐灯净化设备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所有需餐厨油烟净化场所，特别适用于机关;学校;宾馆;饭店;养老

机构;托儿所;企业等厨房油烟净化.对新建和老旧厨房均可利用,无特殊要求。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WSY-1长寿命紫外汞齐灯净化设备主要由阻光导流板阻挡大颗粒油烟，这

些油烟聚成液体残油经汇流槽自然流至回收桶进行回收利用，同时阻光导流板阻

挡紫外光线使操作环境安全。油烟的细小分子气体靠安装烟罩内能发出

185nm~254nm紫外光线的高效能紫外汞齐灯发光切断油烟分子的结合，发生光

化学反应，把油污分解到单分子以下，进而生成 CO2和 H2O排出。所以整个净

化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且除异味，主动式防火。

2、技术参数

（1）采用合成石英的大功率紫外汞齐灯，释放185nm及254nm波长的紫外线。

（2）灯管长度;1600mm。

（3）电孤长度:1458mm。

（4）功率:300W。

（5）电压及频率:220V~380V及50Hz。

（6）控制器类型:300W，2.1A。

（7）灯管寿命:>13000小时。

（8）工作温度:0℃~150℃。

（9）风量(m3/h);≥6000～≤20000。

（10）设备阻力:≤150Pa。

（11）油烟净化率:≥93%。

（12）185nm的辐射量:26W。

（13）254mm辐射强度:≥0.126mv/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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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所有需餐厨油烟净化场所，特别适用于机关;学校;宾馆;饭店;养老

机构;托儿所;企业等厨房油烟净化.对新建和老旧厨房均可利用,无特殊要求。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良好，不仅治理空气污染也杜绝了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同时因

油烟回收利用，使需光解油烟分子的能量变小。

采用对比的测试方法：与运水烟罩式油烟净化装置比较

（1）因通风量大于运水烟罩式油烟净化装置 30%以上，所以相同的排风量

可以选择更小功率的风机。

（2）采用汞齐技术的紫外汞齐灯能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发出同样大小普通

紫外线灯（40°C）输出功率密度 3~10倍的 185nm~254nm紫外光。

（3）紫外汞齐灯寿命达 13000小时以上。

（4）风机联动的自动控制技术使整个系统处于最佳工作状态，节约能源。

六、同类产品比较

油烟净化率高,其持久性远远高于其他产品,光化学反应使有害油烟气体变

成无害的 CO2和H2O排出,无任何二次污染,在此基础上能根除烟道火灾、除异味、

无后续维护、无噪声、节能且操作简便等。

七、典型应用

北京市教委餐厅油烟净化改造是我公司为完成西城科委《pm2.5排放浓度

控制相关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 灶台长度约 7米，原来使用运水烟罩来净化

油烟，不但净化效果差而且因风阻大至使排烟困难，特别是后续服务工作特别繁

重，如每天需清掉浮在水上的油垢，定期清洗油罩、风机和风道等。 排风烟道

很长而无法清洗，火灾隐患加大，安装 wsy-1 紫外汞齐灯油烟净化装置后，经

西城环保局专业检测，油烟净化率达 98%，pm2.5净化效率达到 90%，苯系物净

化效率达到 90%。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广大宏朗联拓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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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张景齐

联系方式：13901222120

电子邮箱：gdhll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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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水系统

G001-2016 多级立式离心泵

一、技术产品名称

多级立式离心泵

二、适用范围

水过滤和输送、工业给水增压、主管网增压、锅炉给水和冷凝系统、空调

冷却系统、消防系统、超滤系统、蒸馏系统、区域灌溉、喷灌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此种多级离心泵是非自吸离心泵；当泵体内充满液体时，原动机带动叶轮

快速旋转，充满在叶轮内的液体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从叶轮中心沿着叶片间的流

道甩向叶轮的四周，由于液体受到叶片的作用，使压力和速度同时增加，经过导

流壳体的流道而被引向下一级的叶轮；同时，新的液体在大气压力下从泵的进水

口进入泵内，这样，逐次地流过所有的叶轮和导壳，进一步使液体的压力能量增

加，将每个叶轮逐级叠加之后，就获得一定扬程且流量不变；最后经压出室排出

泵外。

2、技术参数

SY（N）15-8主要参数：电机功率 P=7.5kW，流量 Q=18m3/h，扬程 H=85m，

水泵最大效率η=72.8%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水过滤和输送、工业给水增压、主管网增压、锅炉给水和冷凝系统、空调

冷却系统、消防系统、超滤系统、蒸馏系统、区域灌溉、喷灌等

2、限制条件

本产品输送液体必须是稀薄、清洁、不含固体颗粒或纤维的非易燃易爆介

质、液体温度范围：-15℃-120℃；本产品不允许空转、运行前须把泵注满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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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必须按照水泵表明的转向旋转；环境温度最高40℃，如超过40℃或海拔高

于1千米时，应配备更高功率的电机。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参照 GB19762-2007《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

测试方法参照 GB/T 3214-2007《水泵流量的测定方法》

GB/T 13007-2011《离心泵 效率》

GB/T 5656-2008《离心泵技术条件（Ⅱ类）》

JB/T 8097-1999 《泵的震动测量与评价方法》

JB/T 8098-1999 《泵的噪音测量与评价方法》

GB 3216-2005 《回转动力泵 水力性能验收试验1级和2级》

六、同类产品比较

高效、节能、价格低廉、占地面积小、重量轻、振动小、噪音低、使用寿

命长。

七、典型应用

在合肥市保利拉菲公馆二期与保利海上五月花分别对 老式 SY16-12和新

式 SY15-12水泵各十台进行为期3个月的用电情况进行细致的对比测算；测试为

全天式满负荷运行，老式 SY16-12每台水泵平均每月用电为303.6度，使用新式

SY15-12每台水泵平均每月用电为247.5度；综合对比后发现新式 SY15T水泵比

老式 SY16T水泵节能效果提高17%以上。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磊

联系方式：15056959218

电子邮箱：1400508002@qq.com

http://baike.so.com/doc/471248.html
http://baike.so.com/doc/5104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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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2-2016 步进式饮水机

一、技术产品名称

步进式饮水机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企业、机关单位、酒店、部队、车站、机场、工厂、医院、学校等

公共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本产品采用微电脑控制步进式加热技术，逐层进水逐层加热，可连续提供

100%纯开水保证出水持续恒温。同时，高效能的整体聚氨酯发泡保温厚度达到

25mm,大大提高保温效率。开水器特设蒸汽热能回收装置，省电达30%，水加热

所产生的蒸汽热能被自来水吸收。

2、技术参数

水箱容量：60升

尺寸：100×49×178cm

电压：6000w

电源：380v/50Hz

控制方式：智能微电脑

过滤方式：反渗透（RO）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企业、机关单位、酒店、部队、车站、机场、工厂、医院、学校等

公共所。

2、限制条件

0℃以下-40℃以上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实际案例中，该型号饮水机比原开水器节电 81%。

测试方法：根据实际案例测试得到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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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领先的微电脑控制步进式加热技术，逐层进水逐层加热，可连续提供100%

纯开水保证出水持续恒温，逐层沸腾，完全实现冷热水分离，电脑控温确保仅一

次沸腾，解决了“沸腾式”开水器对此沸腾造成的“千沸水”问题。高效能发泡

保温厚度达到25mm,提高保温效率，热损低，即开即饮，第一次开机后10分钟即

有开水饮用;水温90-95度，无需人员管理。开水器特设蒸汽热能回收装置，省电

达30%。水加热所产生的蒸汽热能被自来水吸收。而且解决普通开水器蒸汽腾腾

的现象，大大提高了加热速度和省电效果。

七、典型应用

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投资40万元进行为期3个月的时间对开水器使用

情况细致对比测算，使用好井牌步进式饮水机每个月用电450度，平均每天用电

15度，在对原老开水器测量中，平均每个月用电近912度，平均每天用电30.4度。

综合对比后发现好井牌饮水机比传统开水器节电30%以上。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山东好景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宇

联系方式：18615646410

电子邮箱：369156428@qq.com

mailto:3691564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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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3-2016智联无负压供水设备

一、技术产品名称

智联无负压供水设备

二、适用范围

所有建筑二次供水的新建与改造中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1、基于实测流量的水泵搭配： 基于用户实测流量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支

持向量机的水泵选型方法优化，依据实际用水量的变化规律确定水泵额定功率和

变频调速的范围，有效地发挥变频调速水泵节能效果，长期运行在高效区间。

2、主动高压蓄能罐体”设计：将出口的水通过增压装置提高一定的压力，

再将高压力的水储存在高压蓄能罐体中，当小流量时，再将高压力的水减压补偿

给用户端，避免水泵频繁起动，可避免小流量状态下能耗过大的问题。

3、水质与设备运行状态在线监测平台：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在线监测，对

设备故障进行预测，并在发生问题时可进行自动故障诊断，保证设备的运行安全

和供水水质安全。可通过设备与人员之间的互动提供工作效率和管理效率。

2、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4℃-40℃,若超出此范围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相应湿度：不大于 90%（20℃），无凝露；

供电电源：三相五线制 380V*（±5%）50和 2Hz;

三相电压不平和率：≤3%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m，超过时，控制元器件做相应的调整；

设备安装地点无导电或爆炸性尘埃，无腐蚀金属或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汽及其其

它介质。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所有建筑楼宇的二次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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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4℃-40℃,若超出此范围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相应湿度：不大于 90%（20℃），无凝露；

2、限制条件

市政来水较为充足，有稳定的供电。

五、节能效果

产品符合 GB/T20234.2-2011要求，实时监控充电状态，节能效果良好。

（1）依据实际用水量的变化规律确定水泵额定功率和变频调速的范围，有效

地发挥变频调速水泵节能效果，长期运行在高效区间。

（2）泵组流量分级，利用水泵之间的大小泵搭配，使得系统更为节能。

（3）比传统无负压供水设备节能 38%以上。

六、同类产品比较

a 敏捷流量控制

在市政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取水，同时要满足用户用水需求；

b一对一变频控制模式

变频器冗余备份，降低系统故障率 ；水泵启停时，供水压力更加平稳

c 双控制器

利用 PLC和工控机组成的双控制器维持系统持续运行。

d泵组流量分级

利用水泵之间的搭配和选择使得系统更为节能。

e更加安全(系统稳定)

应用全系西门子产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兼容性达到最佳。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宁波富达广场供水系统设施改造

项目时间：2015年

项目内容： 通过对宁波富达广场 A区生活给水系统改造

项目改造前后对比：1 、原有变频给水设备老旧，变频控制器部件老化，设

备运行效率低下，致使给水设备单位流量电耗运行较高； 2、更换后的设备具有

良好的差量补偿能力。在用水高峰时段无负压流量控制器可自动进行调节，保护

市政管网压力不产生负压，同时把高压腔内的水与市政给水进行汇合，经水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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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给用户供水。3、更换后的设备有良好的小流量保压功能。当用户流量较少时

最大可能在不启泵的前提下保证用户用水，依靠能量储存器、高压腔、双向补偿

器与用户管网相连，对用户管网起到稳压保压投资额：两套设备，投资额共计

120万节能效率：节能效率 38.48%。进过一年运行，累计节约电量为 15万元；

基于智慧管理平台，节省专职管理人员 2名，节省人员工资 10万元。投资回收

期：基于一年节约电量的电费及降低的管理成本费用，总投资 120万，每年节省

成本共计 25万，预计 5年收回成本。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威派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凯辉

联系方式：15911023088

电子邮箱：10172839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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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H001-2016 大功率直流一机双充型智能充电桩

一、技术产品名称

大功率直流一机双充型智能充电桩

二、适用范围

居民小区、商场、园区、机关单位等大型公共活动场所、房地产公用设施

地上或地下停车场。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充电桩目前主要分为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两大类，分别参考 GB/T

18487.1-2015、GB/T 20234.1-2015、GB/T 20234.2-2015、GB/T 20234.3-2015、GB/T

27930-2015等国家标准，在国标接口的基础上，集成人机交互、功率模块、充电

控制、管理平台等各单元，实现高效、安全、可靠等充电服务。

2、技术参数

（1）交流输入电压: 380V±15% 电网频率：50Hz±10%

（2）动态响应：在 20％负载跃变道 80％负载时恢复时间≤200μS，超调≤±5

％

（3）稳压精度: ≤±0.5% ; 稳流精度: ≤±1%；有源型充电机总谐波电流: ≤5%

无源型充电机谐波电流≤30%;充电效率≥95%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居民小区、商场、园区、机关单位等大型公共活动场所、房地产公用设施

地上或地下停车场。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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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符合 GB/T20234.2-2011要求，实时监控充电状态，节能效果良好。

（1）在原材料的选用、采购、报废等过程中去控制污染、保护环境、采用

高效高寿命长、安全和性能稳定的电气元器件，如电容，电阻，高效芯片等；

（2）采用低损耗、性能优的电气元器件，如高效电源模块，交直流电表，

电子接触器等；

（3）充电站与加油站相比根据驾驶者的驾驶习惯不同，每公里节省 9分到

2毛钱；

六、同类产品比较

具有远程控制功能，可向充电机发送控制指令、开关机信号，控制充电机启

停。具备读取 IC卡内的信息，识别客户的身份及相关信息；具备多平台智能一

体化支付技术，结合电子商务支付满足不同人群需要；智能的数据化管理，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提供管理员查询，拷贝，删除等功能。

七、典型应用

安徽省合肥市和瑞出租车电动汽车充电站，共计建成 245个直流分体式充电

机位，可满足全部车位同时充电，依照出租车快速充电的需求，最大功率可达到

37.5A，所有充电桩均接入后台管理系统。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排污量、节能成本

等方面，一辆电动汽车的一年比汽车节省约 800元的用车成本，一年下来能省 9600

元左右。目前易威斯新能源在和瑞出租车充电站前后投入约 700万元，按照每天

500辆出租车充电两次，每次 18度电，每度电 1.5元标准来计算的话，275天左

右能实现投资回收。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安徽易威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钱丽

联系方式：13866198629

电子邮箱：qianli@evsge.com

mailto:qianli@evs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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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能源消费监控体系

F001-2016 多协议智能数据采集网关

一、技术产品名称

多协议智能数据采集网关

二、适用范围

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网关支持各种基于 RS485总线、工业以太网的仪器设备的采集和控制，它

与配套模块的使用可实现对模拟量和数字量的采集和控制；它采用 SD卡等存储

器，可实现多达32G数据缓存。 网关可加上彩色触摸屏，提供良好的人机界面。

网关采集软件基于嵌入式 linux系统，结合在总线型设备接口驱动定制、协议开

发、网络通讯方面的技术积累，并融入国家密码管理局认证的密钥管理的技术。

2、技术参数

数据采集间隔可达1秒/次。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2、限制条件

工作电压：220VAC；工作温度：0～85℃；湿度：5% ～95% RH，无凝

露；铸铝防水外壳，满足 IP65防水防尘等级要求。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良好，采用前后对比的方法测得相关数据，以实际案例为准。

六、同类产品比较

基于嵌入式技术的智能网关、多样数据采集与多种通讯模式输出、有线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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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远程控制，支持 ISO/IEC/IEEE18880国际标准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传输技术导则》，对比其他产品技术有更好的

节能效果。

七、典型应用

青岛市局部署的学校数字化能源管理项目。项目针对局属三十余所学校实

现不同人、时、地的能耗指标、用能情况的远程在线监测和动态优化管理。

在项目中，多协议智能数据网关部署于项目中三十余所学校各建筑、区域内，

连接各类表计，利用智能网关自带的数据接口协议兼容现场仪表的数字参数，并

利用智能网关支持的多种标准传输协议， 既可利用现场总线技术获取 RS485、

422、232总线数据，又可通过 TCP/IP协议实现网络传输，实现对现场总线串行

信号、并行信号、网络数据等不同类型数据的获取，方便的适应不同类型用能参

数的数据采集。

智能网关在项目中实现了如下的功能要求：

 对水、电表数据的现场采集、本地存储，数据存储量可达 2G，支持半年

以上断网能耗数据存储能力

 数据的实时远程传输、历史数据远程传输

 支持终端参数的远程配置能力

 对终端的远程诊断、校时、故障恢复

 遵从 RS485电气协议和 Ethernet数据传输协议标准规定

 数据采集和传输格式符合《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

系统建设技术导则》的相关格式要求。

 数据采集、处理存贮部分和数据通信完全电气隔离。

具有远程管理功能，具有本地接口和Web配置/维护功能。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苟婉璐

联系方式：13969662587

电子邮箱：gaoxin.soft@163.com

mailto:gaoxin.sof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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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2-2016 建筑智慧用能云平台

一、技术产品名称

建筑智慧用能云平台

二、适用范围

机关办公楼和大型公共机构建筑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建筑智慧用能云平台”在统一的运维及配置管理的基础上，采用自动采

集或手工录入的方式采集到能耗数据，通过用户私有网络或公网，传输到平台服

务器进行储存，实现数据的共享以便对整个用能系统进行监控和纠错管理等。

2、技术参数

（1）服务器端响应时间：小于 1秒

（2）网络响应时间：正常网络情况下小于 1.5秒

（3）客户端响应时间：小于 2秒

（4）吞吐量：一般处理量不小于 50条/秒

（5）点击数：单次点击发送的 http请求数最高可达到 10

（6）并发用户数：支持同时在线用户数不小于10000，并发用户数不小于1000。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机关办公楼和大型公共机构建筑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综合节能效果为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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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项目实施前，从客户方获取建筑各类能耗（电、水、天然气等）

数据，项目实施后实测能耗数据，将项目实施前后能耗进行对比分析（能耗数据

统计时间段为可比时间段，如完整的两年或两年中的相同月份），同时根据建筑

类型考虑能耗数据影响因数（如建筑入住情况、就餐情况、室外温度等）的影响，

计算各类能耗节能率和综合节能率。

（1）通过用能行为管理（如非工作时间能耗考核等）和智能控制（公共区域

按需照明、空调温控等）实现 10%-25%的单项节能效果；

（2）通过能耗评估算法、智能报警和专家诊断，帮助用户及时发现用能异常

点并进行处理，实现 5%-15%的综合节能效果；

（3）通过系统指导和持续评估的节能技改（空调暖通改造、外围护结构改造、

新能源利用等），实现不少于 20%的单项节能效果。

六、同类产品比较

（1）云计算平台与建筑能源管理融合，为用户提供更多更好服务；

（2）大数据分析、数据建模、专家智能相辅相成，精准执行能源利用诊断

和节能优化；

（3）用能报警、用能预警和用能考核相互贯通，确保实现管理节能落地；

（4）能源物联网关应用，实现能源管理多协议集成；

（5）数据采集网络多样化，有线、无线、电力载波等根据现场测试评结果

估灵活使用；

（6）同时支持移动 APP 和 PC 应用；

（7）建立完善的运维体系，大福减少故障率、提高维护效率；

七、典型应用

山东临沂荣华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节能改造项目，起至时间为 2012年 4月

到 2014年 4月，项目方案包括建筑节能改造技术方案和建筑能耗分项计量及数

据上传方案。通过对酒店附楼和主楼的外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采暖通风空调及生

活热水供应系统节能改造、供配电与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监测与控制系统节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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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可再生能源利用以及余热回收等节能技术改造，实现酒店建筑群整体耗能量

（主要是耗电和耗燃气）的大幅降低。通过分项能耗数据实时采集、传输、处理，

对酒店整体能耗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实现对酒店建筑能耗的远程动态监

测和管理，为酒店用能提供决策支持，达到酒店能耗的优化分配和科学管理，实

现建筑节能降耗的目的。该项目预计投资回收期为三年，经山东省住房与城乡建

设厅认定项目实施后荣华酒店建筑群整体能耗总量节能率为 27.9%，同时被评定

为“山东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苟婉璐

联系方式：13969662587

电子邮箱：Gaoxin.sof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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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3-2016 中央空调大系统气候补偿智能节能控制技术

一、技术产品名称

中央空调大系统气候补偿智能节能控制技术

二、适用范围

公共建筑内中央空调系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智能控制算法、计算机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相结合，根据气候补偿的

原理将端口受控哈密尔顿方法纳入到中央空调水系统变流量控制中，实现系统能

量优化控制，按需供温，无论外界天气冷热如何变化，都能实现水系统的按需要

温度根据外界气候变化进行能量优化节能控制，在保证室内温度舒适的情况下，

降低电耗，进而实现综合能耗的降低。

2、技术参数

（1）采用高性能计算机芯片控制器，彩色触摸屏人机交互显示屏幕，仿

真图显示工况；（2）具有多条补偿曲线设定功能，能任意设定补偿控制的温度

范围；（3）具有可任意时段设定和任意日期设定的分时分温功能；（4）具有手

动和自动控制功能，具有历史数据和报警数据查询和存储功能；（5）具有远程

网络通讯接口；（6）具有防冻死保护功能；（7）输入输出为 4-20mA信号，可

扩展多路输入、输出；（8）节能率：总体平均达到 14%。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公共建筑内中央空调系统

2、限制条件

工作温度范围：-40℃-60℃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显著，节能率平均达到 14%。现场实际测试数据并结合电机频率

与功率比例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可得节能率。

六、同类产品比较

自有专利技术，结合公共机构中央空调应用现场灵活设计智能节能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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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投资回收期短，性价比高，使用寿命长。

七、典型应用

案例：辽宁省政府人民会堂中央空调气候补偿节能改造项目，其中央空调系

统基本运行情况：顿汉布什的 225kW机组两台；11kW循环泵（供暖）三台两

用一备；18.5kW循环泵（冷冻）三台两用一备；18.5kW冷却泵三台二用一备。

本项目在保证满足工作环境和工艺要求及室外环境要求条件下，通过国家专利技

术（CN 201410280219.1和 CN201420334696. 7）：中央空调大系统气候补偿智能

节能控制技术，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的现场分时分温控制器、气候补偿控制器，中

央空调大系统气候补偿节能控制平台等相关产品，结合室外温度和天气变化，实

时自动地调整水温变化，控制制冷、供暖的品质，尽可能节约能源，达到实际节

能量 20%左右，投资额为 30万元，回收期为 2年。

项目现场应用情况如图 1—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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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沈阳安新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秋实

联系方式：15940059922

电子邮箱：zhangqiush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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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04-2016 节能精细控制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节能精细控制系统

二、适用范围

大型公用建筑、集中办公场所、政府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展览馆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中央空调自动控制技术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将现代计算机技术、模糊控

制技术、系统集成技术与变频调速技术相结合，成功开发出的具有智能模糊控制

功能的先进的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它可依据负荷的变化，实现空调系统运行

参数的优化和冷媒量根据负荷需要动态调节，保障空调系统冷源设备在任何负荷

条件下，都能保持高效率运行，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空调系统能耗，可实现系统

综合节能10%-30%。

2、技术参数

供回水温差、供回水管道压力和流量、电机运行频率。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大型公用建筑、集中办公场所、政府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展览馆等

2、限制条件

暖通空调循环系统为水系统

五、节能\节水效果

通过对比改造前后系统总耗能量来测试，综合节能10%-30%

六、同类产品比较

节能控制精确、节能量较大、投资小

七、典型应用

《天津市北方金融大厦能源系统节能改造工程》将原有 蒸汽型溴化锂机组

改成直燃机溴化锂机组，增加供回水系统变频控制，总投资620万元，与改造前

相比，空调系统全年节省了330t标准煤，投资回收期为2.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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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天津锐锟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华

联系方式：13920283703

电子邮箱：th3703@126.com



83

十、其他

J001-2016 电热地膜供暖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电热地膜供暖系统

二、适用范围

医院、学校、住宅楼等所有需要采暖的建筑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电热膜是将可导电的特制浆料、金属载流条经印刷加工、 热压在绝缘聚酯

薄膜间制成。工作时以导电浆料为发热体，散发出远红外线，使人体及密实物体

首先得到温暖。同时通过多次散射形成居室内均匀的缓释恒温能量。

2、技术参数

绝缘电阻：常态≥200MΩ， 潮态≥5 MΩ

耐压：3750V/1min 无击穿

防水：IPX7

泄漏电流：≤0.03mA

电热转换率：99.69%

阻燃性：自息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医院、学校、住宅楼等所有需要采暖的建筑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作为供暖产品，无轮是北方传统的集中供热相比，还是和南方的水地暖相



84

比，低碳环保高效，以清洁能源电为发热源，以电热地膜为发热体，将电能转换

为热能，电热转换率为99.69%，工作时，零排放、无污染，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

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经监测已经运行采暖工程，较传统采暖方式节省运行费

三分之一左右。

六、同类产品比较

（1）一次性投资低。总投资均低于各种传统取暖方式。

（2）使用寿命长。经国家检测验证，远红外线释放膜使用寿命在50年以上；

终身免维修、免维护。

（3）运行费用低。经监测已经运行的所有远红外线采暖工程，较传统采暖

方式节省运行费三分之一左右。

（4）安全系数高。采取并联式安装，设定有四重安全运行保护措施，无任

何安全隐患。

（5）工艺先进。分户控制，分室控温，智能调控，居同行业各类采暖产品

之首。

（6）铺装方便。体积小、操作方便，是其他采暖设施铺装速度的3倍以上。

七、典型应用

下表为威海市人民政府出资建造的威海海洋职业学院项目，使用了

99000M2 中惠电热膜产品，2013年开始使用，表格内容为该校2014年11月至

2015年4月使用费用的详细记录，以及和传统供暖的对比比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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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黑龙江中惠地热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月月

联系方式：15077833815

电子邮箱：157676187@qq.com

mailto:1576761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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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02-2016 碳晶电暖

一、技术产品名称

碳晶电暖

二、适用范围

产品可应用于难以获得城市集中供暖的城镇、农村地区以及既有建筑的采

暖改造。用于住宅、办公、学校、部队、敬老院、酒店等各类场所的取暖。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热体中的碳分子团产生“布朗运动”，碳分子之间发生

剧烈的摩擦和撞击，产生的热能以远红外辐射和对流的形式对外传递，其电能与

热能的转换率高达98%以上。碳晶电暖之所以能够对空间起到迅速升温的作用，

就在于其全部电能输入被有效地转换成超过65%的远红外辐射热能和超过30%

的对流热能。

2、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220V；额定频率：50HZ；表面温度：75-90℃；电热转换率：

≥98%，使用寿命：≥100000小时；防护等级：IP56。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产品可应用于难以获得城市集中供暖的城镇、农村地区以及既有建筑的采

暖改造。用于住宅、办公、学校、部队、敬老院、酒店等各类场所的取暖。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温度：-30℃-80℃；相对湿度：≤85%

五、节能\节水效果

该产品具有高效、节能、经济、无污染、寿命长和温度可控等特点，使用

成本合理，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通过测试产品的电热转化率、使用寿命及同等条

件下与其他采暖方式的对比等方法测试产品的节能效果。

六、同类产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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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发热；表面温度适中；使用寿命长；安全性能高；更环保、益于身体健

康；升温迅速；控制灵活；运行费用低。

七、典型应用

案例简介：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山东省威海市荣成所前王家社

区。该公司现办公区面积约4550m2，办公区位于海边，海风较大，夏季气温为

32°C，冬季日气温平均约-3°C，2012年最低记录为-13.9°C，项目共四栋楼房，

其中一层的一栋，二层的两栋，三层的一栋，墙体为24墙，无保温，单层玻璃，

层高三米，保温情况一般。

运行费用说明：

运行时间

（Ｈ）

总功率（Ｋ

Ｗ）

运行数量 实际工

作时间

（H）

一天的耗电

量（度）

采暖季采

暖 天 数

（天）

一个采暖季耗

电量（度）

一个采暖季

度费用（元）

办公楼 10 358.75 100% 5 1793.75 90 161437.5 87176.25

注：因为安装场所为办公室，只有周一至周五上班，上班时间一般为早八点半到到晚五点，

一般10小时，得象碳晶墙暖在上班的时间段运行，一天运行10小时左右，实际工作时间为5

小时左右，一天的耗电量约为1794度，采暖季四个月，除去周末，总共需采暖的时间大概为

90天左右，所以一个采暖季的耗电量为161438度左右，采暖费用为87176元左右（电费按0.54

元/度计算）。

项目经济效益：

该项目的的实施每年新增电量约161438kw.h，新增电费收入约8.72万元，运行成

本比锅炉取暖节约约5.28万元。

项目环境效益：

该项目的实施每年可减少煤的消耗约140吨，转化成标准煤约100t（1t煤=0.7143t

标煤），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49.3t、碳粉尘68t、二氧化硫7.5t，氮氧化物3.5t

（每节约了1t标准煤，就减少污染排放2.493t二氧化碳、0.68t碳粉尘、0.075t二

氧化硫、0.035t氮氧化物），环境效益显著。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山东得象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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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勇敏

联系方式：15562630801

电子邮箱：6459286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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