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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2-2015 门窗保温 节能窗膜

该产品采用 PET（聚乙烯）为基材，通过金属溅射、真空离子

以及薄膜物理、精细化工等系列技术，在薄薄的 PET基材上涂

覆多层贵金属纳米粒子，进行光谱选择，使得这种复合产品在

保持透过可见光的同时又反射了几乎全部的紫外线和最大限度

的反射红外线，实现窗户膜的隔热效果。

北京哈尼众业

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2.电梯和动力系统

序号
所属领域

子系统
技术////产品名称 技术原理 申报企业

B001-2015 电能回馈节能 电梯节能装置

电梯运行过程中，因惯性能量或机械势能产生再生能量，该电

梯节能装置能把这部分再生能量通过逆变处理，回馈到同级电

网，供电梯周边用电设备使用，达到节能的效果。

深圳市合兴

加能科技有限

公司

3.空调和通风系统

序号
所属领域

子系统
技术////产品名称 技术原理 申报企业

C001-2015

智能控制调整

中央空调全自动

清洗节能系统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及程控原理，将软质特殊球送入冷凝器，对

冷凝管道进行固定频率地自动反复擦洗，确保冷凝管壁始终处

于无任何结垢的干净状态下运行，以达到节能目的。

福建柏德环保

有限公司

C002-2015
中央空调智能节

能工作站

将人工智能控制技术应用到楼宇中央空调控制领域当中，避免

了人工逻辑编程的繁琐和疏漏，完全由计算机根据运算结果发

布指令，智能指导各设备运行。同时，可以根据测点反馈相应

数据，建立并实时调整建筑的热响应模型，直接计算出建筑实

际冷负荷，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冷需求进行预测，做到按需

供冷，减少了冷冻机及其他设备的运行能耗。

上海特蕊节能

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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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3-2015

智能控制调整

智能风机盘管及

改装套件

应用永磁马达和智能程式温控器，根据室内使用变化或自定温

度而自动调节风速，温度控制精度达±0.5℃，对比一般交流马

达风机盘管，智能风机盘管可节省 40%-80% 能源消耗。

盈电环保

节能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C004-2015
中央空调变流量

节能控制装置

中央空调系统负荷变化时，模糊控制器根据现场采集得到的各

种传感数据，经过经验数据库推理后输出优化的控制参数值，

对系统运行进行动态调整。

厦门元谷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005-2015
模块化控制高效

节能水冷式中央

空调系统

采用自主研发的技术与产品，具有智能型变流量冷却塔技术、

双向变流量技术、一泵对多机技术、水力平衡技术、模块化控

制模式等。

无锡永信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C006-2015
智能集成热湿分

控中央空调节能

技术

通过空气调节过程的热湿分控、系统热湿传递过程强化及系统

的动态运行调控，提高冷水机组热力完善度，实现输配系统运

行优化，在满足被调环境热舒适条件下提高系统整体运行能效

比，实现中央空调系统运行节能。

广东迪奥技术

有限公司

C007-2015
冷热源设备

负荷优化节能控

制技术

基于历史数据和试验数据，使用神经网络算法建立能耗设备在

不同的干扰量（负荷，环境温度、湿度、照度、压力）下，能

耗设备各可调量与能耗设备运行性能之间的非线性动态模型，

在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并满足负荷要求、空气质量等级要求下

实施节能优化改造，对系统实时监测控制，动态调节，实现系

统的供需平衡，提高能耗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目的。

中惠元景能源

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lenovo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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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公共机构是全社会节能减排的重要领域。做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需要采

取行为节能、管理节能、技术节能等多方面的措施。根据《公共机构节能“十二五”

规划》有关要求，为建立科学的节能技术和产品遴选、鉴定、试用、推广机制，指导

各级公共机构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节能节水技术和产品，国管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司委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继续组织征集、编制了《公共机构节能节水技术产品参考目

录（2015年度）》（以下简称《目录》。

本次征集过程中，我们通过政府组织申报、专业机构推荐、企业自行申报等多渠

道，共收到194项符合要求的节能节水技术/产品的申请。经过两次专家评审，共有104

项节能节水技术/产品最终进入本期《目录》，内容涵盖建筑隔热保温、电梯和动力、

空调和通风、锅炉供热、车辆与交通、照明和采光、供电配电、餐厨设备、用水设备、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办公设备、能源消费监控体系及其他等13个系统。本期《目录》

较2013年度《目录》相比，增加了更为详细的典型应用及同类产品的比较。同时，为

方便用能单位进一步了解详细技术内容，提供了技术申报企业的联系方式。

《目录》在征集、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国家节能中心、北京家电研究院、循环经济

协会、国家电光源检测中心、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建筑科学研究院、天津电气

传动设计研究所、国家卫生计生委、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行业专家的支持及各

地公共机构节能管理部门的大力配合，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

1.《目录》中所有技术产品均为企业自愿申报，《目录》是对申报技术产品的遴

选结果，并不完全代表和涵盖目前最先进的节能节水技术和产品，请各公共机构根据

情况参考使用。

2.《目录》中关于技术及产品“节能节水效果”的描述，是指试验环境下或申报

案例的应用数值，实际节能节水效果可能根据不同应用环境有所差异，请各公共机构

参考。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2015 年 9 月

http://www.baidu.com/link?url=EKZ9oO2mQHjmTmRf2mT_wegH6pHMqvwStbGpiOQKvUIu2UCAOzm7_k5qPcRmDceg
http://www.baidu.com/link?url=EKZ9oO2mQHjmTmRf2mT_wegH6pHMqvwStbGpiOQKvUIu2UCAOzm7_k5qPcRmD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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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5-2015模块化控制高效节能水冷式中央空调系统

一、技术名称及编号

模块化控制高效节能水冷式中央空调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大型商用水冷式中央空调。

三、技术/产品简述

1.1.1.1. 技术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原理

（1）智能型变流量冷却塔技术，通过最大化利用冷却塔换热面积及控制冷却塔风

机高效运行，显著提高冷却塔的冷却效率及冷却效果，降低冷却塔自身能耗的同时，

降低主机的能耗，并为冷却泵创造更大的节能空间，可使空调整体用电量下降 8%-15%，

由于未使用动态元件的硬件设备，从而保证冷却塔群在冷却水流量大幅变化时仍高效

运行，为模块化控制提供了可靠的硬件基础与更大范围的有效数据的采集。

（2）双向变流量技术，在冷温水循环管路上创造性的安装“主机负荷平衡管”和

“末端负荷平衡管”，通过对两个平衡管内的流量调节，实现“主机定流量安全运行和末

端变流量节能运行”，用一次泵系统实现二次泵系统的绝大部分功能，为冷温泵的节能

运行创造更大空间。可使空调整体用电量下降 4%-8%，较大地简化了冷温系统的管道

结构，更加便于变量数据的采集和控制，从而为模块化控制提供了技术便捷和保障。

（3）一泵对多机技术，在优化水泵选型的基础上，自动调节泵组的流量与扬程匹

配管路需要的流量与阻力，实现冷温水共用循环泵，并且显著提高冷却泵和冷温泵的

输送系数，节约水泵能耗。可使空调整体用电量下降 3%-7%，单体水泵数量少、输送

量大，使得在流量数据采集和控制上有更大的优势，为模块化控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4）水力平衡技术，根据不同支管路对应区域的负荷特点，自动调节支管路的流

量，既实现末端效果的改善，也实现了冷温水泵的节能。可使空调整体用电量下降

4%-6%，一条支管对应一定区域，便于模块化控制的数据采集与控制。

（5）模块化控制模式，研发出能根据实时数据自动对中央空调的各个设备组执行

节能控制的通用型下层设备，控制不同设备组的下层设备既能独立工作，又能协调统

一，具备极强通用性的控制设备和控制策略。可使空调整体用电量下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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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工艺流程图

2.2.2.2.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1）冷却水流量在 30-100%的范围内变化时，冷却塔群均可充分利用。

（2）冷却塔的出水温度与湿球温度的温差不大于 3度，年均为 1.5-2度。

（3）冷冻水输送系数（WTFchw）全年累计工况值大于 40，超过 GB/T 17981-2007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的限值 30。

（4）冷冻水输送系数（WTFchw）典型工况值大于 45，超过 GB/T 17981-2007《空

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的限值 35。

（5）冷却水输送系数（WTFcw）全年累计工况值大于 50，超过 GB/T 17981-2007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的限值 25。

冷却水输送系数（WTFcw）典型工况值大于 55，超过 GB/T 17981-2007《空气调

节系统经济运行》的限值 30。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1.1.1. 适用适用适用适用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适用于建筑面积 2万平米以上，水冷冷水机主中央空调。

2.2.2.2.限制条件限制条件限制条件限制条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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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中央空调机房制冷系统能效比，是冷量与电量的比值，值越高表示中

央空调系统越节能。据统计，普通中央空调系统的机房年均制冷系统能效比是 1.5-2.5，

即制造 1Kw冷量的机房设备用电量是 0.4-0.67 kWh，该高效中央空调机房的年均制冷

系统能效比在 5 以上，即制造 1Kw 冷量的机房设备用电量是 0.2Kwh 以下，节能率

50%-60%。

测试方法：每月进行一次能耗对比测试，通过实时数据记录，依据合同规定，进

行节能量的计算，每月都有相应的节能记录和测算单，并由双方签字盖章认可。

六、同类产品比较

采用多项自主研发的技术与产品，通过多年实际运用提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安全性。

七、典型应用

宜兴市中医院，改造前，中央空调机房年总能耗费用为 400 万。改造内容分为两

期，第一期为制冷系统改造，包括主机的控制，冷冻泵的控制，冷却泵的控制，冷却

塔的改造和控制。第二期为制热系统改造，包括换热器的更换，热水循环管路的改造

等。通过节能改造，显著减少了宜兴中医院的中央空调能耗，为其实现了节能效益。

该项目 2013年 11月开始运行，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2月，总计 120天，节能

量总计 285714kWh，平均节能率 30%，平均日节能量 2380kWh，投资额 296 万元，投

资回收期 6 年，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进行改造。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无锡永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邹金金

联系方式：15061596963 0510-87923399

电子邮箱：3706461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