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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技术条件 建设规模
投资额
(万元)

节能量
(tce/a)

二氧化碳减
排量

（tCO2/a）

该技术
在行业

内的推

广潜力

（%）

预计总投
入(万元)

预计节能
能力(万

tce/a)

预计二氧
化碳减排

能力（万

tCO2/a）

典型项目 未来5年节能减碳潜力

序
号

目前
推广

比例
(%)

适用范围技术名称 主要技术内容

216

基于冷却塔群变
流量控制的模块

化中央空调节能

技术

建筑行业
建筑及工业领

域使用水冷式

机组中央空调

系统的场合

采用冷却塔群变流量技术，充分利
用冷却塔有效换热面积，提高冷却

效率，减少冷却水流量需求，降低

主机及冷却水泵的能耗；采用双变

流量技术，用一次泵系统实现主机

定流量安全运行、末端变流量节能

运行，降低冷冻水泵的能耗；由传

统的采集所有温度、压力、流量等

信号，由上位机集中处理后发出指

令去驱动相关设备，变为独立采集

相关设备信号后直接驱动的方式，

实现模块化控制，各个设备按预先

设定运行。

水冷式中央空调
系统制冷面积1万

m
2以上

大型水冷式中央
空调改造

315 823 2172 ＜1 1 75000 25 66

217

低辐射玻璃隔热
膜及隔热夹胶玻

璃节能技术

建筑行业
建材、建筑行

业民用或商业

建筑窗体

该技术产品通过控制红外反射率的
溅射技术、纳米涂布技术、紫外阻

隔技术等，降低建筑物窗体热损

失，与low-E玻璃相比，可实现低

成本节能。

原有窗体玻璃为
非节能玻璃

窗体面积

12000m
2 90 192 507 ＜1 10 100000 21 55

218
溴化锂吸收式冷
凝热回收技术

建筑行业
采暖供冷，工

业领域，工艺

制冷及供热

针对同时有制冷制热需求的用户，
通过采用冷凝热回收技术回收制冷

剂冷凝废热，在制冷的同时产生

80-90℃的高温热水，降低机组的

运行能耗。

医院、宾馆等同
时需要供冷和供

热的大型公共建

筑，且两种负荷

持续稳定

1台800万kcal/h

热泵型冷凝热回

收机组

700 3600 9500 5 20 31104 16 42

219

浅层地能利用之
一：单井循环换

热地能采集技术

建筑行业
建筑供暖

以循环水为介质，单井全封闭循环
换热采集浅层地能，实现在动态平

衡下自然能源的循环利用。具有较

强的可设计性和较为广泛的适应性

。

适用于粗砂、砾
石、岩石、粉砂

、细砂、粘土等

地质条件

9.3万m
2 3242 3372 8902 4 20 4200000 300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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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基于冷却塔群变流量控制的模块化中央空调节能技术 

 

一、技术名称:基于冷却塔群变流量控制的模块化中央空调节能技术 

二、技术所属领域及适用范围: 建筑行业 建筑及工业领域使用水冷式机组

的中央空调系统 

三、与该技术相关的能耗及碳排放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能耗不断升高，约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 28%-30%。2013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37.6 亿 tce，仅建筑能耗就达到 10.5 亿 tce 至 11.28 亿

tce。建筑用能中约有 50%的能耗与空调系统有关，中央空调能耗占医院总能耗

的 35%-45%，占酒店总能耗的 50%-60%，占写字楼总能耗的 50%-60%。此外，

数据机房及生产企业的中央空调也存在大量的能源消耗。提高中央空调系统能

效，降低相关能源消耗，对于促进我国建筑行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应

用该技术可实现节能量 3 万 tce/a，减排约 8 万 tCO2/a。 

四、技术内容 

1.技术原理 

该技术采用冷却塔群变流量技术，充分利用冷却塔有效换热面积，提高冷却

效率，减少冷却水流量需求，降低主机及冷却水泵的能耗；采用双变流量技术，

用一次泵系统实现主机定流量安全运行、末端变流量节能运行，降低冷冻水泵的

能耗；由传统的采集所有温度、压力、流量等信号，由上位机集中处理后发出指

令去驱动相关设备，变为独立采集相关设备信号后直接驱动的方式，实现模块化

控制，各个设备按预先设定运行，实现系统高效运转。 

2.关键技术 

（1）模块化控制技术。由原来的集中采集信号变为各个模块独立采集信号，

其优点在于系统可以标准化生产后大量普及。 

（2）智能型变流量冷却塔技术。采用水力稳压器以及变流量喷头组合而成。

当流量变化时，能够均匀布水的冷却塔群，以实现冷却塔在流量变化时仍然保持

高效，降低冷却水温度。 

（3）双向变流量技术。中央空调主机与末端流量互相补偿，以实现冷冻水



 

760 

泵流量扬程的有效匹配，达到节省冷冻水泵电能的目的。 

（4）水力平衡控制技术。末端各个分支之间流量分配技术，以达到各个支

路流量的有效分配，以此达到冷冻水泵电能以及损耗下降的目的。 

3.工艺流程 

该技术以冷却塔变流量技术为前提，冷却塔模块根据采集的数据，在尽可能

降低冷却水温度的前提下，使冷却塔风机节省电能；冷却泵模块根据采集的数据，

控制冷却泵运转速度以及数量提高系统输送系数；主机策略模块根据冷机的特

性，控制冷机工作在高效区；冷冻泵控制模块在双变流量技术的硬件支持下，达

到末端与主机流量的互调，降低冷冻泵用电量；水力平衡模块负责调节各个支路

的流量。利用配套研发的WISDOM平台，实现整个系统的智能化节能运行，其

系统原理图见图1。 

 

 

图 1 模块化控制高效节能水冷式中央空调系统原理图 

五、主要技术指标 

1.中央空调整体节能率：≧30%； 

2.中央空调机房年综合制冷能效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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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鉴定、获奖情况及应用现状 

该技术中的“冷却塔水力稳压器”和“智能型变流量冷却塔”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3 年通过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的高新技术产品认定，并于 2011 年获得国家火炬

计划项目资金支持。此外，该技术已获得 11 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 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 项。目前，已在医院、酒店、商场、写字楼、电子厂、光伏

厂、制药厂等 60 多个项目中成功应用。 

七、典型应用案例 

典型用户：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公司、宜兴市中医医院等。 

典型案例 1  

案例名称：东方电气集团（宜兴）迈吉太阳能公司中央空调系统改造项目 

技术提供单位：江苏天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1.5 万 m2 建筑面积。建设条件：由离心式机组，横流式冷却塔和

冷冻、冷却水泵构成水冷式系统。主要技改内容：将原有 4 台 700m3/h 的冷却塔

升级成智能型变流量冷却塔，对 3 台 1000RT 离心机进行主机策略控制，对 2 台

90kW 冷冻泵进行控制，对 2 台 75kW 冷却泵进行控制。主要设备包括：冷却塔

变流量喷嘴 1867 个，水力稳压器 DN200 型 16 个，冷却塔能效控制柜 2 台，冷

却水能效控制柜 2 台，冷冻水能效控制柜 2 台，主机策略控制柜 2 台，监控终端

1 套。节能技改投资额 315 万元，建设周期 2 个月。每年可节能 823 tce，碳减排

量 2172tCO2。年节能经济效益 187 万元，投资回收期 1.7 年。 

典型案例 2  

案例名称：宜兴市中医医院中央空调系统改造项目 

技术提供单位：江苏天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8 万 m2 建筑面积。建设条件：由蒸汽型溴化锂主机，横流式冷

却塔和冷冻、冷却水泵构成水冷式系统。主要技改内容：将原有 3 台壳管式换热

器更换为 2 台浮动盘管式换热器；通过管路改动，实现冷热水共用循环水泵，拆

除原有 3 台 18.5kW 热水泵；将原有 3 台 600m3/h 的冷却塔 90 度转向，并升级成

智能型变流量冷却塔；对 3 台制冷量 2330kW 蒸汽型溴化锂主机进行主机策略控

制；对 2 台 75kW 冷温泵进行控制；对 2 台 75kW 冷却泵进行控制。主要设备包

括：冷却塔变流量喷嘴 1200 个，水力稳压器 DN200 型 12 个，冷却塔能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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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 2 台，冷却水能效控制柜 2 台，冷温水能效控制柜 2 台，主机策略控制柜 2

台、热源策略控制柜 1 台，监控终端 1 套。节能技改投资额 296 万元，建设周期

2 个月。每年可节能 884tce，碳减排量 2334tCO2。年节能经济效益 220 万元，投

资回收期约 1.3 年。 

八、推广前景及节能减排潜力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与建筑节能工作不断推进，大型建筑的中央空调节能改

造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预计未来5年，该技术在行业内的推广比例将达到1%，

项目数量达500项，总投资额7.5亿元，形成的年节能能力为25万tce，年碳减排能

力为66万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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