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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隔热保温系统

A001-2016建筑用保温隔热涂料

一、技术产品名称

建筑用保温隔热涂料

二、适用范围

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墙体和屋面节能工程。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建筑用保温隔热涂料技术的研发主要涉及到化工材料学、大气红外物理学、

热工学领域的知识，应用了红外辐射理论。在技术上主要应用了大气红外物理学

中的普朗克定律、玻尔兹曼定律。依据普朗克黑体辐射理论，任何绝对温度大于

��（即���	���度）的物体都会向外辐射出能量，辐射能量的大小和波谱分布会

遵从�普朗克定律 。同时，物体辐射能量谱的峰值波长和温度遵循�玻尔兹曼定

律 ，即峰值波长和绝对温度的乘积约等于	���，这个定律决定了物体辐射的主

要能量在频率上的分布。依据大气红外物理学理论，当建筑内外的温度约为 �

温度区间时，建筑物体的红外辐射谱峰值为 �!值，除以绝度温度	���后，�

温度区间下建筑物释放热量时对外辐射的波长"�!#	��"�$微米。而大气层对这

个能量的波段恰好是吸收少、通过量大，因此建筑物吸收释放的能量正好可以顺

畅地通过这个�大气窗口 进行能量交换，从而达到建筑物保温隔热的目的。

2、技术参数

建筑用保温隔热涂料以��	㎜厚的涂层达到当量热阻%����（&�'�）#(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民用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墙体和屋面节能工程。

2、限制条件

施工温度宜控制在�～��℃范围内，施工时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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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良好。

六、同类产品比较

建筑用保温隔热涂料仅以��	㎜厚的涂层达到当量热阻%����（&�'�）#(，改

变了传统保温材料通过低导热系数与增加厚度来降低传热系数以达到保温隔热

效果的模式，解决了传统保温材料燃烧、空鼓、起层、开裂、脱落、渗漏等安全

隐患。

建筑用保温隔热涂料通过特定红外波段将吸收的热量，通过�大气窗口 将热

量释放，进行有效的热交换以达到建筑物降温目的。该产品克服了反射隔热涂料

主要依靠白色、浅色、镜面的反射作用将可见光部分反射，减少墙体对光热的吸

收而达到隔热效果，这种方式在建筑外墙面的应用局限性很大且作用小。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贵阳万科

项目建设规模：	�万平米

项目投资额（万元）：	�*���"����万元

项目建设期：�个月

项目节能量（+,-）：年节电量"��*	�"���万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项目碳减排量（折 +�0�）：年减排�	�	�� +二氧化碳�

项目经济、环境及社会效益：项目建设绝热（保温隔热）涂料施工造价����

万元，绝热（保温隔热）涂料年节电量���万 .�/，年节约电费	��万元，绝热（保

温隔热）使用年限最少��年，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年减排二氧化碳����万吨，有

较好的环境效益；与保温砂浆、聚苯板保温体系相比较，可降低成本约��)，经

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贵州广毅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澍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122�,�&

mailto:2697502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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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2016 金属尾矿混凝土复合墙体

一、技术产品名称

金属尾矿混凝土复合墙体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建筑中非承重内墙、外墙或建筑绝热、隔声用墙体。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首先采用实腹式或格构式轻钢龙骨与高强复合水泥板构成墙体骨架空腔，然

后利用泵送浇筑工艺，浇入金属尾矿泡沫混凝土作为芯材填充于内，结构与芯材

紧密结合形成自保温复合墙体。其中金属尾矿泡沫混凝土是以金属尾矿粉、水泥

基胶凝材料、水为主要成份，同时掺加增强纤维、发泡剂、外加剂等其他功能组

分，按一定比例制备成浆料后，通过化学发泡技术制成。由于墙体芯材含有大量

均匀微泡，具有隔声、隔热和保温作用，能大幅降低建筑能源消耗3同时能够消

耗大量金属尾矿粉工业固废。

2、技术参数

金属尾矿混凝土复合墙体分内墙和外墙，技术指标分别见表�、表�。

表 � 复合内墙技术指标

检测项目
墙体厚度

�� && ��� && ��� && ��� &&

抗压强度#4�5 %	��

抗弯破坏荷载（板自重倍数） %���

面密度#（.6#&�） ����� ����� ����� �������

吸水率#) 7��

抗冲击性能 	�.6冲击 ��次表面无裂痕

干燥收缩值（&&#&） 7���

吊挂力 荷载 ����8静置 ��/，板面无超过 ���&&的裂缝

传热系数#9(#（&��'�）: 7��� 7��� 7��� 7���

计权隔声量#;� %	� %�� %�� %��

耐火极限#/ %	��

mailto:2697502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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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复合外墙技术指标

检测项目
墙体厚度

��� && ��� && 	�� &&

抗压强度#4�5 %���

抗弯承载（板自重倍数） %���

面密度#（.6#&�） ������ ������� �������

吸水率#) 7��

干燥收缩值（&&#&） 7���

抗冲击性能# <�= 摆锤冲击强度%��

吊挂力 荷载 ����8静置 ��/，板面无超过 ���&&的裂缝

抗冻性
质量损失#) 7�

强度损失#) 7��

传热系数#9(#（&��'�）: 7��� 7��� 7���

计权隔声量#;� %�� %�� %��

耐火极限#/ %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施工环境温度应高于�℃。

2、限制条件

金属尾矿混凝土复合墙体不可作为承重结构；不得在下列部位使用：

（�）建筑物防潮层以下部位；

（�）长期浸水或经常干湿交替的部位；

（	）受化学侵蚀的环境；

（�）墙体表面经常处于��℃以上的高温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年��月依据 ���#>�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国家建筑节能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采用建筑热工温度、热流巡回检测仪、����采集记录仪等对

已完工程进行建筑外墙围护结构（	��&&厚）传热系数检测，现场检测结果如

下：（�）室内空气平均温度����℃，室外空气平均温度����℃；（�）室内墙面

平均温度����℃，室外墙面平均温度����℃；（	）热流密度����(#㎡；（�）外

墙传热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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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依据 ��#>�	��������《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标定和防护热

箱法》，国家建筑节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采用墙体保温性能检测装置对送检样品

进行传热系数检测，样品传热系数为��	�(#（㎡'�）。

该墙体传热系数远小于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关于严

寒 �区外墙传热系数7���	(#（㎡'�）的规定，节能效果良好。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墙体与同类产品相比，施工速度快；燃烧性能达到 �级，耐火极限�/；

建筑过程全封闭操作，无粉尘污染；免抹灰，墙面不易空鼓开裂，墙体整体浑然

一体，牢固无晃动感，符合国人居住习惯；墙体对主体结构起到增强保护作用，

房屋整体承重性能好；墙体透气，是会呼吸的墙体，墙体有蓄热性能，不但节能

并且室内温度柔和，冬暖夏凉居住舒适；具有防火、保温、轻质、抗震、隔音、

环保、耐久性好、施工简便等特点，优势明显。

七、典型应用

该技术目前已经在辽宁、河北、重庆、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北京

等多地的建筑工程中得到应用，并且被应用到国家工信部综合业务大楼工程中，

作为国家�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示范工程，应用该技术的建筑工程，均得

到了用户的高度评价。例如����年�月建成的辽宁科技大学镁资源研究中心大楼，

建筑面积�����㎡，其内墙、外墙均采用该技术，墙体传热系数为��	�(#<&�?�=，

建筑节能率达到��)以上，投入使用后，没有出现开裂、墙体渗漏、结露等现象，

保温、隔声、舒适度性能良好；该技术为学校节约标煤���吨#年，折合减少二氧

化碳排量����吨#年，消耗尾矿粉等工业固废约	���吨，节能减排效益显著；该

墙体共投资���万元，其中增量投资��万元，年节约能源折合约	�万元，增量投

资回收期为���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阳鑫玉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ABCBC51��	�,�&



�

A003-2016 低辐射（Low-E）镀膜玻璃

一、技术产品名称

低辐射（
���）镀膜玻璃

二、适用范围

本品具有传热系数低和反射远红外热辐射的特点，它可将冬季室内采暖、家

用电器和人体发出的热量反射在室内，并降低玻璃的热传导，从而获得极佳的保

温效果。本品还具有较高的太阳能透过率，可使太阳中近红外热辐射进入室内而

增加室内的热量，从而有效地降低采暖的能耗，可用于全国各大典型气候区，特

别适用于北方寒冷地区使用。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玻璃是在浮法玻璃生产线锡槽部位玻璃的成型过程中采用常压化学

气相沉积（�����）技术进行镀膜。镀膜反应器设备安装在锡槽末端，原料气

体向下喷射至高温超白玻璃带表面，膜层一次成型。这时玻璃处于近 ���℃的高

温，保持新鲜状态具有较强的反映活性，膜层同玻璃通过化学键结合、非常牢固。

膜层全部由半导体氧化物构成，具有很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以及比玻璃本

体还高的硬度，因此称为�硬镀膜 。 在线 
���玻璃具有永久的节能特性，其

膜层具有永久节能特性，其膜层保质期为 	�年。
2、技术参数

产品技术参数表

厚度<&&= 可见光透过率<)= 辐射率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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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无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效果

采用�&&的超白玻璃、在线 
���玻璃，中间间隙厚度为��&&，填充气

体为空气。两片 
���玻璃组成的中空，采用两片厚度为�&&玻璃，中间间隙

厚度为��&&，填充的气体为空气。通过对比不同的玻璃基片组合，测试其遮蔽

系数、传热系数如下表所示。并根据如下计算公式：

夏季透过玻璃传输的热量：D夏＝E（>外－>内）＋�	��, <�#&�=

冬季透过玻璃传输的热量：D冬＝E（>外－>内） <�#&�=

可以看出，
���玻璃的节能效果明显。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只有在线 
���

玻璃才能将膜层放置在�F和�F号面。

使用 
���玻璃对中空玻璃节能数据

玻璃组合 膜层位置 E值 �,值
室内 ��℃时能量传递<�#&�=

室外 	�℃ 室外��℃

�片超白玻璃 无 ����� ����� �	���� �����

�片超白玻璃
G

�片
���玻璃

�F ����� ���	� ����	�� �������

�F ����� ����� ������ �����

	F ����� ����� ������ �����

�F ���	� ����� ����� �����

�片
���玻璃

�F、	F ����	 ����� ����	�� �������

�F、�F ����� ����� ������ ������

�F、	F ����� ����� ������� �������

�F、�F ����� ����� ������ �	����

六、同类产品比较

�、与国内市场上的其他 
���产品相比，本产品具有更低的辐射率和更高



��

的可见光透过率，在提高室内采光的同时节能性能更优。�、本系列产品使用含

铁量极低的超白玻璃为基底，极大的降低节能窗体的自爆率，比其他非超白


���产品具有更优的使用安全性。	、国内主流镀膜产品是离线镀膜产品，存

在寿命问题，本系列产品率先使用超白浮法在线镀膜技术，可使膜层与玻璃同寿

命，具有优秀的可靠性。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工信部综合办公楼节能示范工程

项目时间：���	年

项目地点：北京

该示范工程建筑外窗全部使用本品所二次加工而成的窗体材料，玻璃原片牌

号为 �����，采用 ���在线大面积镀膜工艺新技术，在高温（���℃）玻璃熔

融状态下镀膜，膜层与玻璃基片结合牢固，不会出现脱膜、膜层变色等情况，设

计的镀膜玻璃能使用	�年。采用 ������ �A �HI-J�@-5JK�G���JG����� �A

�HI-J�@-5JK� 新型中空节能玻璃产品，采用超白高透玻璃合成的中空节能玻璃增

强室内采光，有效减少室内采光照明能耗。镀膜材料采用高透的 
���膜层3具

有强的隔热性能，在可见光波段高透过，红外线波段高反射，实现低的 E值。

采用超白高透玻璃具有含铁量低，强化后可降低自爆率，安全可靠性更高，能适

应公共机构人流密集特点，提高节能外窗安全性。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曾晶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L-A6BCA615MC,6@5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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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调通风系统

B001-2016 ESV数字化节能风机

一、技术产品名称

��数字化节能风机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医院、商场、养老院、办公楼、银行、学校等场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数字化节能风机采用 �数字化节能型电机，是一种内置智能控制模块

的直流无刷风机，可根据不同需要进行数字化节能或进行远程监控调节。其结构

由换向电路、永久磁铁、线圈、迭片结构定子、霍尔效应传感器、轴承系统、外

转子叶片等组成。

2、技术参数

（�）风量����&	#/；

（�）全压 ����5；

（	）明示效率 ��)；

（�）压力系数 ���；

（�）比转速 ��；

（�）叶轮直径 	��&&；

（�）转速 ����J#&CA；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医院、商场、养老院、办公楼、银行、学校等场所

2、限制条件
环境温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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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实测风机效率值为�����)， 能效标准执行依据 ������������ 《通风机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测试方法依据 ��#> ��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

风道进行性能试验》，试验安装方法为 �型，达到国家Ⅱ级能效标准要求，节

能效果良好。

（�）输入电源范围宽，���� ����3 ���L#���L3 �O����3 ���L #���L3 �O	���

����3 ���L #���L3；

（�）调速与电机极数无关，在内置电路的控制下，任何速度均可实现；

（	）效率高，噪音低，寿命一般超过�����小时且智能化程度高；

（�）自带软启动功能（零电流启动）。

六、同类产品比较

��数字化节能风机采用 �风机，效率达到国家Ⅱ级能效标准要求，与传

统交流 ��风机相比，�风机具有输入电源范围更宽，效率提高��)以上，内

部能耗降低	�)以上、噪音低、寿命长、智能化程度高、自带软启动功能等优点。

七、典型应用

重庆云阳县中医院门诊医技楼和住院综合楼，项目建筑面积为����万平方

米，采用 ��数字化节能风机机组设备，前期投资约为��	万元，若采用传统通

风设备（交流风机加变频器）投资约为���万元，设备增量投资额约为���万元。

�� 智能通风机组年耗电量约为������.(?/，传统交流风机年耗电量约为

��������.(?/，若电价以���元#.(?/计算，则 ��数字化节能风机机组年运行

费用约为����万元，传统交流风机年运行费用约为		万元，��相对于传统交流

风机年节约运行费用为����万元，其静态投资回收期约为�年，节能率为����)。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俸林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5A6P-A6@CA1Q/6J�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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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2-2016 中央空调及供热控制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中央空调及供热控制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共建筑中央空调和通风系统，供热锅炉系统的新建和改造。如

政府大楼、医院、酒店、综合商业体、写字楼及工厂等公共建筑。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控制系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主动试探和被动观

察）、设备的互相协作能力、和运行方式的自主规划能力，使得建筑物中央空调

系统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设备状况下能够自主地（不依赖于人工设计和干预）

克服大多数故障和干扰，真正实现自动、安全、舒适、节能运行。

2、技术参数

兼容通讯协议：
�A��J.N、0��、4�;QHN#>��、40;QHN#�>E、���A-+#��，

自动化投入比例 ��)以上；末端室内温度 ��℃O��摄氏度，湿度 ��)O��)，主

要监控设备：风冷主机、水冷主机、地源主机、免费制冷设备、板换（制冷#制

热）、锅炉、水泵（变#定频）、冷却塔等。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公共建筑中央空调动力系统、供热锅炉系统的新建和改造。如政府大

楼、医院、酒店、综合商业体、写字楼及工厂等公共建筑。

2、限制条件

中央空调系统须为水系统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	�)。

采用原系统控制运行与�先控系统 控制运行直接对比的方式测量。以天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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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交替，剔除明显受天气、负荷、维护等影响的样本，分别收集原有方式和先控

方式的运行记录，计算两种方式下每天的平均能耗。

六、同类产品比较

先控系统具有负荷计算及趋势预报，更精准节能优化运行；能耗和能效数据

记录，可为设备保养提供建议、为节能审计提供数据支撑；免逻辑编程，运行方

案自动计算�万里挑一 ；容错控制，智能切换保证末端稳定、安全运行；数据库，

可保存十年运行数据、一年操作记录；开放性好，可免费扩容无需重新购买软件；

初期投入低，回收周期短等特点。

七、典型应用

苏州维信电子有限公司，中央冷机系统性年能耗 ���万度，电费近 ���万

元。原管理方式：无控制系统3手动控制，操作人员每天定时巡检。现管理方式：

安装先控系统，自动化运行。安装先控系统后，提高了冷机站运行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实现了信息化和自动化，并为设备保养与维护提供决策支持。年平均节能

率约 ��)，年节电 ���万度，年节约费用 ��万元，项目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使用方零投入。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江苏国泰诚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联系人：崔彦翔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HCRS1�C+J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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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3-2016 HAPC中央空调制冷机房能效控制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中央空调制冷机房能效控制系统

二、适用范围

����系统适用于所有设置了集中制冷机房的各类公共建筑与各类厂房建

筑。如T各类大型商业楼宇、写字楼、酒店、医院、学校、数据中心和电子厂房

等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根据冷源系统的负荷变化情况，通过冷站智能控制策略，对冷站的全部设

备（包括冷水机组、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等）设定相应的控制目标参数，

����节能控制系统能够充分利用冷水机组在部分负荷下的高效优势，根据当前

系统负荷需求，实时控制，合理输送，按需供给，综合集成，使系统的综合效率

趋于最佳。

2、技术参数

����需要的工作电压：����U��)，电网频率：���LU��)。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系统适用于所有设置了集中制冷机房的各类公共建筑与各类厂房建

筑。如T各类大型商业楼宇、写字楼、酒店、医院、学校、数据中心和电子厂房

等。

2、限制条件

不适用于直接蒸发式多联空调系统（���）等非水系统。

五、节能效果

����系统实现制冷机房全年整体能耗最低的效果，解决了最优运行点无

法与建筑的实时负荷向匹配的控制难题；目前投入使用的建筑，其整体节能效率

为 ��)～��)。



��

节能量与节能效果的评估方法，采用国标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

术规程》中规定的校准化模拟法的规范做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技术具有能源监测、能耗统计、问题诊断和系统优化管理的功能，能根据

当前系统负荷需求，实现实时控制、合理输送、按需供给等综合集成。使制冷机

房系统运行效率 ��
�最高、同时运行能耗最低。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北京银泰中心中央空调系统改造项目

项目时间：����年 �月

项目地址：北京银泰中心位于建国门国贸桥西南角；

北京银泰中心位于建国门国贸桥西南角，是北京中心商业区的核心地带。由

�座酒店公寓楼、�座办公楼、�座办公楼、�座商业裙房、座宴会厅、地下

商业和后勤服务用房及地下停车库组成的多功能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 	�万㎡。

集中冷源系统，配置 �台 ����离心冷水机组，总装机容量 �����>，相应配置

�台冷冻泵和 �台冷却泵及 �台冷却塔。冷冻水系统设计为二次泵变流量系统，

二次水系统分 �、�、�、�四个区域设置二次变频循环水泵，�、�、�座设备

层分别设置一套三级泵系统。���计算机房冷源系统设置在同一机房，共用冷源。

����系统使用为每年的空调制冷季运行，该项目投资额为 	��万，建设周期为

���天。可实现年节能量为 ����吨标煤， 减排 �����吨二氧化碳。����年节电

费 �	����万元。����年节电费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华航远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燕飞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HPPR1//P�J-N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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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4-2016 变频驱动控制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变频驱动控制系统

二、适用范围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电梯、中央空调、水处理设备、智能楼宇等各类设备中。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变频驱动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

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通过V交�直�交V的转换方式，从而达到节电

环保的效果，还可以更好地保护电机的作用。

2、技术参数

变频驱动控制系统技术指标如下：

效率：%��)；

功率因素（带能量回馈满载时）：%����；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工作环境温度���℃～G��℃（G��℃工作时需将防尘盖打开）。

（�）相对湿度：空气的最大相对湿度不超过��)，且不得出现凝露。

（	）运行地点无导电或爆炸尘埃，无腐蚀金属或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汽。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变频驱动系统目前已在风机水泵领域，如中央空调设备、锅炉风

机设备、供水供暖设备（恒压供水、供暖设备）等领域成功进行了节能技术改造，

节电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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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取得了良好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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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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变频驱动系统具有转换效率高、动态响应快、抗干扰能力强、工作温度范

围宽、安全性强、电网适应能力强等特点。

七、典型应用

����年�月，阿里巴巴集团在西溪园区推进节能、绿色、环保空调变频配套

项目，一期工程��多个机组，���多台（三碁）变频驱动器成功配套。据相关数

据显示，综合节电率达到	����)，一年节省电费������万元左右（单台日省电

������度）。目前阿里巴巴西园区空调节能改造前后投入约���万元，按每度电�

元标准计算，�����天左右能实现投资回收。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泉州市桑川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国军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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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05-2016 空调智能控制节能技术

一、技术产品名称

空调智能控制节能技术

二、适用范围

适合酒店、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家庭等使用分体式空调的场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技术对空调的运行状态、环境温度变化进行全面检测与智能分析，并根

据一年四季在每天的不同时段人体对室内温度、湿度等的最佳健康指数需求，智

能调整房间的空调温度，在满足人体所需的健康度和舒适度的前提下，达到最优

化的节能模式，显著降低空调的耗能。

2、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单相 �������� ��；

<�=最大负载功率：	���(；

<	=最大负载电流：���；

<�=无线类型：����，������� Q#6#A；

<�=工作温度：���W� 至 G��W�；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使用分体空调的场所。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

该技术通过调节空调运行状态，显著降低空调工作时的能源消耗，在满足

特定舒适度的条件下，平均可达到 	�)左右的节能效果。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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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两个条件一致（包括房间楼层、大小、结构、朝向和空调品牌、型号、

出厂日期等）的房间，在空调供电线路上单独接上电表，其中一个房间安装空调

智能控制节能技术的设备，另一个不接（保持原来状况）。在这两个房间同时开

机测试 �����个小时，测试期间不要人为干预，以最终的空调开启时间和用电能

耗计算节能率。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技术产品舒适性较好，节能效果显著。

�、该技术产品运行可靠、稳定性较高。

	、该技术产品安全性较高，硬件方面采用 ���阻燃 ��材料与磷铜高抛光

镀镍簧片，提供更多安全保障；�继电器技术，彻底杜绝普通(C�C插座中继电

器存在的用电浪费、元件失效、过载等隐患。

七、典型应用

广州七天酒店（东圃地铁站）共有 ��间客房，入住率达 ��)左右，每月电

费在不同季节有 ���万元到 	��万元不等。根据广州气候特点，除去每年的 	、

��、��月的空调使用较少的三个月份，每年有 �个月的空调使用时间。使用空

调智能控制节能技术的产品后，该酒店年平均节能率达 	�)左右，按平均每月节

省电费 ����元计算，年节约空调电费约 ��3���元。其投资回收期约为 �个月。

八、 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广州易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符裕英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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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热锅炉系统

C001-2016 相变储热式热库

一、技术产品名称

相变储热式热库

二、适用范围

��燃煤锅炉替代

��供热管网难以覆盖的区域

	�现用热成本相比谷电较高的项目

��场地空间紧张的电蓄热项目

��新能源电能难以消纳的区域

��有工业余热的场所

��正使用电锅炉供热场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热库使用高性能无机纳米复合相变储能材料，利用相变储能原理来实现能量

的储存及转移。利用谷电、太阳能、工业余热等能源转换成热能储存在热库中，

在需要用热的时间或者地点从热库取热释放。

2、技术参数

额定储热量T���4�X

外形尺寸：���Y���Y��	�&&；重量：����.6；

充热温度：��#	��℃

额定压力：���4�5；

接管管径T �8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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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特殊要求

2、限制条件

已经采用天然气供热场所、配电容量不够并且无法增容

五、节能\节水效果

�、运行费用低于天然气、燃油、市政采暖等能源。

�、蓄热密度高，相同蓄热量所占体积为水的�#���#��，场地要求低。

	、充热�放热效率高，高达��)以上。

�、稳定、可靠提供用热末端所需热量，全程自控。

检测方法：

运行费用可通过实际运行记录（如电表）计量得出。对比相同蓄热量下其他

蓄热产品的体积。效率可通过温探、流量计等仪器现场计量后计算得出。测量末

端被加热物体的温度；用户调查问卷或设备主管的使用反馈。

六、同类产品比较

�、蓄热材料优势

相比传统存储显热的蓄热材料如水、高温砖，有蓄热密度高、使用安全的优

势。相比市场上常见的相变蓄热材料，有蓄热密度高、稳定性强的优点。本产品

所使用的无机纳米复合相变材料储能密度为���4�#&	，相变温度为��℃，循环

充放热����次，储热能力下降不超过�)。

�、结构设计优势

为常压产品，结构简洁，便于后期的维护；产品的换热设计保证蓄热材料能

够全部有效利用，并能够支持较大的充放热效率；可靠性方面，在重要部件进行

了防护处理，确保产品寿命。

	、系统优势

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产品的个数，灵活性高；除产品外的系统

部件如管道、阀门、换热器、仪表等都为标准常规设备；系统搭建便捷，工程时

间成本低。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天津水游城谷电蓄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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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的供暖改造为谷电蓄热供暖系统

投资额：����万元

回收期：�年

节能效果：较原市政采暖系统节省		�万元，节省比例��)。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江苏启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继皇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BC/H5A6�L/5A61IC�A--J-A-J6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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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2-2016 RBI全预混铜管模块锅炉

一、技术产品名称

���全预混铜管模块锅炉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共建筑、民用住宅、工业企业的冬季供暖，酒店、公寓等场所的生

活热水供应。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全铜翅片热交换器，传热系数达到 	��(#<&�℃=，是普通钢制锅炉的 ��

倍，全预混金属表面燃烧器，确保天然气与空气在燃烧前充分混合，热效率达到

��)。炉膛为水路四回程结构，有效增加换热面积，氮排放低于 	�&6#8&	，满

足北京市最低排放标准要求，变频调节输出功率 ，具备 ������)范围内无级调

节的能力，且在变负荷工况下热效率 ��)恒定不变。

2、技术参数

功率 ���.����	�.�，配套燃气压力 �����	����5，变频调节范围 ������)，

氮排放Z	�&6#8&[，热效率 �����)，执照标准为北美 ��4标准。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须在锅炉房或设备间内安装，空间高度、锅炉间距、距墙尺寸需满足维修

保养需要。

2、限制条件

安装和使用须遵守有关法规和条例的规定。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热效率达到 ��)；氮排放 	� &6#8&	；每蒸吨锅炉电功率 ���.�；

输出功率变频调节范围 ������)。热效能的测试方法：参照 ��#>���������	《工

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进行，用正反平衡法测定锅炉的热效率，测试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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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衡效率和反平衡效率平均值为准。氮排放的测试方法：��#和 ����������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	����� 固定污染源

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

测定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铜的传热性比较好，同样的炉膛温度之下，铜管换热器能交换到更多的烟

气热量。铜管换热器的传热系数为 	��(#<&�℃=，普通钢制锅炉的传热系数为

	�(#<&�℃=，铜管换热器的传热能力是普通碳钢的 ��倍。���纯铜翼翅片管技

术是在直铜管的外表面于每英寸（����&&）长度均匀攻出九片翼片，从而增大

受热面积，提高锅炉热效率。由于锅炉热效率高，模块化管理，��E<年均燃料

使用率）较高，综合统计华北同纬度一般建筑小区，每平米天然气消耗量比传统

钢制大锅炉节省燃气约 ��)����)。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公寓燃气锅炉房节能改造项目。项目时间：

����年 ��月，使用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号北京师范大学院内。

该项目为节能改造项目，原有燃气锅炉房内设 �台 	蒸吨立式钢制锅炉，经过改

造，总装机容量不变，仍为 �蒸吨，但是由 �台 	蒸吨变为 �台 �蒸吨模块化锅

炉，锅炉选型为 ���铜管模块锅炉。改造完成后，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仅需

要 ���台模块锅炉即可满足使用要求，供水温度由原来 ��℃提高至 ��℃。通过

对改造前后运行费用的检测统计，耗气量由改造前的每天 ����&[降至 ���&[，

节能比例超过 	�)，�年时间可回收锅炉投资。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英泰质好热能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秦立伟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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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明和采光系统

D001-2016 LED照明技术

一、技术产品名称


�照明技术（格栅灯具）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机构机构照明。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进口 
�芯片，驱动采用集成 ��驱动电源方案，在性能上除了具备

无频闪特性，还具有高转换效率，高功率因素的优势。灯具经过专业光学设计，

采用专利格栅防眩技术，及可透光的高分子复合材料，达到最佳出光效果。

2、技术参数

功率因素＞���，额定功率为 	�(，光通量 ����@&，色温 �����，显色指

数＞��，光频闪无危害，寿命＞	����小时。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学校教室、办公室等场所。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为室内。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
�格栅灯具具有光效高、寿命长等特点，相较于传统灯具可

节能电费和维护费用，节能率较荧光灯支架约 ��)以上。

测试方法：通过目前传统教室安装 >�荧光支架灯，同改造后使用 
�格

栅灯具，前后照明环境参数及耗电量实测对比。

六、同类产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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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更光效高，性能稳定、寿命长、更节能。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厦门五缘实验学校灯光改造。改造涵盖普通教室、舞蹈教室、

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物理#化学实验室等不同类型教室，改造为不同类型的

教室定制详细的照明设计方案。此次改造提供 
�格栅灯近 ���盏，在健康护

眼的基础上，实现节能 ��)以上，为学校每年电费节省约 �	�	�元。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厦门立达信照明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月蓉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L/-A6RH-J�A61@--;5J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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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2-2016 LED面板灯

一、技术产品名称


�面板灯

二、适用范围

商务办公、医院、学校、铁路、超市、家庭等照明环境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参考 �������������要求，采用侧发光原理：光源通过激光导光板折射原

理，通过软件设计增加光的频率，提高光的强度，将点光源折射成面光源，均匀

发光。

2、技术参数

型号 电压 功率 频率 显指 功率因数 光效

$�4��� ���� ��( ���\ �5]�� ]��� ������
&#(

$�4��� ���� 	�( ���\ �5]�� ]��� ������
&#(

$�4�	� ���� 	�( ���\ �5]�� ]��� ������
&#(

$�4��	 ���� ��( ���\ �5]�� ]��� ������
&#(

$�4��� ���� ��( ���\ �5]�� ]��� ������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商务办公、医院、学校、铁路、超市、家庭等照明环境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产品符合 ��#�����������要求，节能效果良好。

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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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光学级 LED面板灯 丝网印刷 LED面板灯 直下式 LED灯具

外观图片

发光原理

超薄电视的侧入式发光

原理，开发应用于 
�

面板灯广泛使用。

侧入式发光原理

将 
�光源直下式发

光，

通过扩散板扩散发光

区别

�、发光均匀，不刺眼，

保护视力；

�、发光角度大（广角）；

	、侧发光灯具超薄；广

泛用于商务办公、医院、

学校、超市、车辆、家庭

等吊顶装饰。

�、印刷导光 
�面板灯3

没有激光导光板 
�面板

灯导光强度高，同等功率低

于�激光导光 
�面板灯 

的光效。

�、印刷 
�面板灯与激光


�面板灯结构及工艺一

样。

�、发光角度窄；

�、直下发光比侧发光

灯具厚；

	、结构简单。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山西省古城高级中学图书馆节能改造

图书馆 功率
1天 8h耗

电量
300天/年电量 亮度测试 亮度比值

改造前 	���( ����度电
����度电#年

����元#年

平均值

���
S 亮度

提高 ����倍
改造后 ��( ��度电

����度电#年

����元#年

平均值

���
S

结果：��改造后亮度提高 ����倍；

��电度单价 ���元，每天工作 �小时，	��天#年可节省电费 �	��元；

	�改造前是改造后 ���倍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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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山西宇皓新型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亮亮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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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3-2016 节约型格栅灯具

一、技术产品名称

节约型格栅灯具

二、适用范围

公共领域室内办公照明：如学校、政府机关、医院、车站、写字楼、银行、

超市等所有应用格栅灯具的场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本产品采用高效反光材料，反光效率高，抗老化能力强。将光源用一整体

反光材料包覆起来，使光源所发出的光线被专业反光板毫无保留的折反射出格栅

灯盘；结构创新，充分利用光的反光折射原理，提高光效、达到节能效果。

2、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U��)

频率 ���\U��)

功率因数 ���

格栅灯具效率分别为：�	��)、����)、����)；支架灯具效率为：����)。

（ 经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室内一般环境。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本产品节能效果良好，节约原材料 	�)左右，灯具效率效 �	��)，

照度提高 	�)，节电 ��)��	)。

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节约型格栅灯具从设计、制作、使用全过程始终贯穿绿色节能环保理念，

改进了传统格栅灯具制作工艺，节约了原材料，简化了制作工艺，摒弃了焊接、

喷涂工序，用结构的改变提高灯具的照度和使用效率，利用光的反光和折射原理。

用一块近似灯具正投影大小的彩板，经过冲切、冲折一次整体成形便完成了灯架

（除反光器及格栅外）的制作。通过与反光器零件（正面为反光器、背面为灯盘

底）的组装成型，完成灯盘整体制作。灯具格栅与灯盘装配连接后，灯盘底部作

为专业的反光材料，与格栅的反光部分，将光源用一整体反光材料包覆起来，使

光源所发出的光线被专业反光板反射出格栅灯盘。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北京富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节能改造项目

该公司改造前使用 ���*���*（	*��(）普通格栅灯具（电感），单只灯具

功率 ��(，每天工作 ��小时，耗电每天 ����度，电费每度 ����元，每天电费 ����

元。灯具总量 ���只，年电费支出为 ������元。使用鹰目节约型 
� ���*���*

（�*�(）格栅灯具，单只功率 ��(3同样时间用电，全年电费支出 �����元。节

约型 
�格栅灯具相比普通型格栅灯具（电感）灯具全年节省 ������元。一年

时间即可收回投资。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鹰目照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甄建忠 谢磊明

联系方式：�	��������� �	���������

电子邮箱：�	�������	�1��	�,�& ��������122�,�&

mailto:13011188830@163.com
mailto:165874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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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4-2016 公共照明智慧节能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公共照明智慧节能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路灯、夜景、隧道、景观、楼宇、公园、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综合照

明系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本系统综合采用了电力线通信（ ���-J 
CA- ��&&HAC,5+C�A，英文简称

�
�）技术，数据采集与监视（�HI-JMCN�JR ��A+J�@ �A; �5+5 �,2HCNC+C�A，英文

简称 �����）系统技术，以及路灯设备智能控制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

术。通过改进传统电力线载波通信中使用的静态同步解码处理方式，采用�一种

基于载波通信的动态调整位同步解码方法 ，降低路灯通讯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误

码率，提高数据传输可靠性，系统采用了基于 �5;��I的45I�-;H,-大数据处理

模型，系统具备很好的横向硬件扩展能力，保证了海量异构数据的存储能力，大

幅度提高系统的并发处理能力，实现了�基于电力载波通信技术的 �����智慧

城市照明监控系统 ，有效解决了传统城市照明中存在的巡视监察效率低下、管

理及数据信息等功能不全面、照明不智能、电力浪费等问题。

2、技术参数

集中控制器，符合《低压电力用户集中抄表系统技术条件》（�
#> ��������）

电源参比值及允许偏差：频率：���L3允许偏差��)～G�)，电压：	*����3允许

偏差���)～G��)，整机功耗7��(<	���=，日计时误差7U���N#;。（环境温度为

�	℃时），����#��4�上行通信波特率为����QIN以上，通讯参数：������，

波特率：����QIN

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偶校验，载波通信能力：在组网技术的配合

下可覆盖半径 	公里的路灯线路，数据保存：停电十年以上数据不丢失，计量精

度范围 ：U�)，外壳密封符合 ����防护等级，环境温度：���℃～G��℃，相对



	�

湿度：7��)，外形尺寸：���&&*���&&*��&&。

单灯控制器，电源参比值及允许偏差：额定频率：���L3允许偏差��)～G�)，

额定电压：����3允许偏差���)～G��)，整机功耗7�(，负载能力：可接Z��(

的传统路灯，可接Z���(的 
�灯具，载波通信能力：在组网技术的配合下可

覆盖半径	公里的路灯线路，数据保存：停电十年以上数据不丢失，计量精度范

围 ：U�)，外壳密封符合 ����防护等级，工作温度范围 ：���℃～G��℃，外形

尺寸：�	�&&*��&&*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硬件系统

极限工作温度范围：（���～G��）℃，相对湿度：��～���)��

（�）软件系统

基于 
�8E!系统运行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工程改造后节约运维成本不低于��)。

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 同类产品比较

�、高速载波技术，控制反应时间短，可以做到快速开关与数据传输控制，

采用自主发明专利中的�动态调整位同步解码方法 技术突破当前城市智能化照

明中在电力线载波通信中通讯距离短，通讯不稳定的问题，将通讯距离普通的四

五百米提升至四公里，使得单个节点的覆盖面更广，下挂数量更多，提高产品的

自愈能力。

�、自动抄表时间短，可快速完成系统抄表与数据传输；

七、 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 项目时间 项目地点
使用

效率

投资额

(万元）

节电量

（kW·h/年）

回收期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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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榄镇路灯智能改造工程 ����年 �月 广东中山 ��) ���� ������� �����

智慧旅游智慧照明工程 ����年 ��月 贵州凯里 ��) ���� �	���� �����

背街小巷综合改造工程 ����年 �月 福建厦门 ��) �	�� ������ �����

体育馆智慧照明工程 ����年 �月 天津 ��) ��� ����� �����

备注：平均每盏路灯年度节省用电量�	���� .('/，相当于������+,-。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厦门市致创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凤君

联系方式：�	����	��	�

电子邮箱：�������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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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5-2016 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机关、高职院校、医院超市、工厂企业、广场、园区和生活小区等相

关单位及公共机构的户外及大空间场馆照明设备管理及控制。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利用物联网传感技术、物联网云平台技术、新型电力载波通信技术、����、

	�、��无线网络传输技术、全球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

构建集单灯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设备运行监控、检录检测、故障报警、灯具定

位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实现灯具工作状态的远程监测和

灯具的智能化自动控制及手动远程控制，且系统的使用不受时间、地点、空间限

制，有助于突发时间现场快速处置，实现�零距离 应急处理和指挥。

2、技术参数

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中包含的硬件设备，集中控制器和单灯控制器参

考以下国家标准：

（�）静电放电，符合 ��#> ������������标准

检验部位：外壳、按键、缝隙

检验等级：�级

接触放电：电压U�.�

空气放电：电压U��.�

放电时间间隔：�N

检验次数：正负各��次

检验期间和检验后，能正常工作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符合 ��#> ������������标准

检验端口：电源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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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等级：�级

检验电压：电压U�.�

重复频率：�.�L

持续时间：�&CA

检验期间和检验后，能正常工作

（	）浪涌（冲击）电压，符合 ��#> ������������标准

检验端口：电源端

检验等级：�级

检验电压：线地U�.�，线线U�.�

重复频率：�次#分钟

检验次数：正负各�次

检验期间和检验后，能正常工作

（�）电压跌落和短时终端，符合 ��#> �������������标准

检验等级：�)E>

持续时间：��&N

检验等级：��)E>

持续时间：��&N

检验期间和检验后，能正常工作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户外照明设备的监测与控制，如道路路灯、公园广场照明设备，室内大空间

照明的监测与控制，如大型体育场馆照明设备的监测与控制。

2、限制条件

安装地点需有移动运营商的 ����、	�、��等网络信号，或者需具备宽带

接入点。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实现照明设备的智能管理及控制，比现有的时钟控制和人工控制

节约用电��)以上，此外还可节约照明设备巡检的人员费用及车辆用油��)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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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采用电力载波技术，施工简单，功能完善，产品成熟度高，传输稳定，便于

维护，兼容双臂式路灯，减少硬件投入，未来将会大规模使用。

采用公网无线 ����#	�技术，功能完善，产品成熟度高，可外延业务，未

来集中监控将采用此方案，使用范围较广阔。

与现有的照明方案相比，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能够节省��)以上的电

力资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运维费用，提高��)管控效率。

七、典型应用

����年��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祥云

县�祥云县智慧城市智慧照明系统 项目。采用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进行路

灯照明节能，将高压钠灯更换为氙气灯，并安装了智慧照明节能管理控制系统，

节能量高达��)，每年节约电费�����万元，节约标准煤����吨，减少碳排放���	

吨。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云南中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聪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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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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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光管采光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学校、医院、疗养中心、体育场馆、展览馆、

机场、火车站、酒店、住宅等新建、改建和扩建场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导光管采光系统是通过室外的采光装置捕获室外的日光3并将其导入系统内

部3然后经过导光装置强化并高效传输后3由漫射器装置将自然光均匀导入室内需

要光线的任何地方。

2、技术参数

型号 ��	��
���	�

�
���	� �����

直径（&&） 	�� �	� �	� ���

采光罩类型 晶钻型 平板型 晶钻型 晶钻型

透光折减系数（>J） %��� %���� %���� %���	

系统承载性能（�8） ���� 落锤高度 �&，采光罩无破损

一般显色指数 �5（)） %��

紫外线透射比 �

传热系数 �值（(#

㎡��）
7���

太阳得热系数 ���� 7��	�

抗风压性能（.�5） ��

水密性能<压差

�����5）
未发生渗漏



��

抗结露性能（℃）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导光管采光系统应用广泛，白天需电力照明的场所都可以安装，能节约 ��)

以上的照明费用。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导光管采光系统产品，执行《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		����	、《导光

管采光系统技术规程》���#>	�������及其他相关国家设计标准的要求，节能效

果良好。

六、 同类产品比较

导光管采光系统和采光天窗、采光带比较，具有以下优点：

�、导光管采光系统的采光罩和漫射器均由具有低导传热系数的材料制作，

传热系数为 �"���(#<㎡��=。

�、光导管以铝制材料为主，防火性能好；漫射器和采光罩为 ��材料制作

而成，离火不助燃。

	、导光管采光系统传导的光线均匀、无眩光现象、无频闪、不会因光线入

射角的变化而改变。且室内照射面积大，不会产生局部聚光现象，从黎明到黄昏，

甚至是雨天或阴天，光导照明系统的光线仍然十分充足，可节省白天 ���)的照

明能源。

�、导光管采光系统开孔面积小，不会受材料本身热胀冷缩性能影响，并可

通过设备的防水装置与各种屋面进行结合，达到完全防水效果。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华东区物流仓库。总建筑面积约为 �����平方米，以 �

号仓库为例，计算经济效益，面积约为 ����㎡，仓库照度要求为 ���@S3平均每

㎡的耗电量约为 �(，电费以工业用电或当地费率为准，计算年总耗电费用约为



��

��万元，使用导光管采光系统数量为 ���套，造价约为 ��万元，经比较分析后，

项目投入导光管使用的投资回收期约为 �年，在此期间节约了用电能源，并且，

平均每年节约煤炭能源（发电）使用量为 �����吨，节约用水（发电）使用量为

����吨，减少碳粉尘污染的排放量约为 	����吨。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东方风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丽娟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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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7-2016 无极灯

一、技术产品名称

无极灯

二、适用范围

体育场馆、大型商场、道路、隧道、矿山、化工厂、电厂、人防工程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无极灯没有灯丝和电极3依靠电磁感应形成等离子气体放电的基本原理而

发光。它是通过高频发生器的电磁场以感应的方式耦合到灯内，使灯泡内的气体

雪崩电离，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受激原子返回基态时辐射出紫外线。灯泡内壁

的荧光粉受到紫外线激发产生可见光。

2、技术参数

（�）功率因数T]��)

（�）镇流器能效T]�	)

（	）待机功率TZ�(

（�）光效：����� @&#�

（�）平均寿命：����� /

（�）显色指数：]���5

（�）元器件T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元件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体育场馆、大型商场、道路、隧道、矿山、化工厂、电厂、人防工程等。

2、限制条件

目前限制在大功率应用领域 ��(����(。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较白炽灯节能 ��)，较金卤灯高压钠灯节能 ��)，较荧光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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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测试方法： ������	�����《单端无极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D�#> ��������� 《单端无极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六、同类产品比较

优点：高效节能、寿命长、光衰小、视觉舒适度高，性价比高。

缺点：小功率相对成本高、外观样式相对较少。

七、典型应用

清苑区路灯节能改造项目：该项目采用无极灯取代老式高耗能的高压钠灯。

项目改造成本 ���万，改造后，年节电约为 ��万千瓦时，两年左右收回成本。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保定奥普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隋鹏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NHCI-A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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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电配电系统

E001-2016 基于电磁平衡调节的用户侧电压优化技术

一、技术产品名称

基于电磁平衡调节的用户侧电压质量优化技术

二、适用范围

各类型灯具的照明配电系统；通风、水泵等三相异步电机系统；办公楼宇、

公共建筑的混合用电。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基于电磁平衡调节的电压质量优化技术通过采集用户侧用电设备的电压、

电流及功率因数等电气参数，并根据用电设备的自身特性进行参数计算和分析，

确定用电设备的最佳工作点，即综合耗损最低时的工作点。当用电设备的实际能

耗大于最佳工作点的能耗时，装置的主控制单元会瞬即通过无扰动切换模块启动

电磁式自耦调压装置，调整用电设备的输入电压等电气参数。通过多级动态调整

从而使用电设备的实际工作状态达到或接近最佳工作点，优化用电侧用电质量，

降低用电设备综合损耗，最终达到节电及电能质量智慧治理。

2、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U��)，输出电压偏差：7���)；

（�）空载电流7��	)，负载损耗7���)，负载损耗7�) ；

（	）切换时间：�����&N；

（�）切换过程实现无扰动、不失压。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照明配电、动力配电及混合负载配电等供配电系统。

2、限制条件

不适应供电电压严重偏差（偏差幅度超过U��)）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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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效果

�、对于照明负载用电场合，节电率：��)���)。

�、对于���.� 三相异步电机，节电率：�)���)。

	、对于混合用电场合，节电率：��)���)。

�、对于�.�高压三相异步电机，节电率：�)��)。

节电率的测试方法由瞬时测量和稳态测量两种测量方式获得。

六、同类产品比较

该项技术实现了档位切换过程的无扰动，即：根据用电需求进行切档位换时，

不会产生失压，不改变原有波形，采用无触点切换的方式规避了接触式切换设备

维护量大、使用寿命短的缺点；设备工作过程中不会产生谐波，并有一定的抑制

谐波的作用，有�清洁 电网的作用。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节能改造项目

建设规模：改造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供电系统。主要技改内容：在

图书馆配电中串联一台混合用电型电磁式电能优化装置。主要设备：电磁式电能

优化装置、���.(照明、办公混合用电。项目技改投资额�	�	�万元，建设期一

个月（含运行监测时间）。年节能量���	�吨标准煤，碳减排��	��� 吨二氧化碳。

年节能经济效益�����万元，投资回收期为�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安徽集黎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健夫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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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2-2016 电力系统负荷匹配节电装置

一、技术产品名称

电力系统负荷匹配节电装置

二、适用范围

学校、医院、政务中心等公共机构领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电动机节电装置：本装置具备调频调压调节功能，动态跟踪电机工作过程中

的负荷率变化实时匹配调整电动机的输出功率，是一种按照内置节能软件控制，

具有综合调节电机功率能力的节电系统。节电系统内置多种对用电设备能耗，出

力（负载），最佳寿命及使用效果兼顾的优化节能软件，通过对多个环节进行综

合的节能控制，最终在整体上达到最大的节能效果。

照明节电装置：本装置采用计算机闭环节自动控制和电磁感应控制技术，自

动监测供电和用电参数的变化情况，对供电系统电能质量进行二次优化处理，从

而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可实现动态跟踪，带载连续调节，输出最合适的功率，

节省了电能的消耗，同时延长了灯具的使用寿命。

2、技术参数

根据实际改造情况确定技术参数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电动机节电装置：适合三相异步电动机回路。

照明节电电装置：适合钠灯汞灯等气体放电灯的回路节能。

2、限制条件

电动机节电装置：电动机输出功率不足的场所不适合用该装置。

照明节电电装置：供电电压低于	���（交流）的用电回路不适合用该装置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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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电效果：良好，电动机节电，节电率可达��)～��％之间，照明节电，节

电率可达��)～��)之间。

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电动机节电技术优势：

��、不改变用户的用电习惯； �、保证用户使用的前提下，节约电能；

	、针对负载变化明显，负荷率较低的工况，通过动态跟踪功能，提高用电潜能；

�、拥有气候补偿及分时分温节能控制系统功能，该功能可根据无线传感器测量

的温度指标实时跟踪调节室内所需温度。�、平滑的软启动功能，避免电动机启

动瞬间的大电流冲击，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照明节电技术优势：

�、计算机智能控制，闭环节自动控制，励磁控制技术。 �、具有灯具启动

保护、分时段控制、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自动和手动旁路控制等功能，系统安

全可靠。	、 主回路没有电子元件和滑动触点，无谐波污染，抗浪涌电压和大负

载冲击。

七、典型应用

银川市路灯管理处北京中路电缆改造工程，共配置节电设备�台，根据客户

要求在每台设备上都安装了云数据采集器，数据可上传至云服务器，随时查看，

设备有无源无线照度传感器，可根据照度反馈进行节电优化控制，此项目总投资

额�	���万元，电费约����元，年节电量���	�万度，年节电收益	����万元，照计

算约两年左右可回收全部投资成本。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北京和利时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娜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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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3-2016 高性能节电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高性能节电器

二、适用范围

宾馆、酒店、办公楼、超市等有谐波和瞬流发生的用电单位。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产品通过实时检测负载电流波形，滤除波行中基波成分（������\），将

剩余部分的波形反向，通过控制 ���>的触发。将反向电流注入供电系统中，实

现滤除谐波，动态补偿系统波动，抑制谐波，提高功率因素等功能、平衡三相、

抑制瞬流。终端用户电网中由于电力负荷的频繁变化，感性设备的起停开合而产

生的瞬流、浪涌、谐波，将其转化成为有用的正弦波，改善还原供电波形，增加

供用电效率而实现节电。在节电的同时还能降低电压和电流的畸变程度，净化供

用电系统，提供用电设备的抗干扰能力，改善整个系统的电能质量，延长用电设

备的有效使用寿命。

2、技术参数

根据实际工作环境而定。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 ����以下的低压

2、限制条件

温度：���℃以下，��℃以上

海拔高度：����米以上

湿度：��)以上，有凝露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本节能技术在医疗行业进行节能改造，节电率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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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企业，在电子制造业、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玩具制造业等进行节能技术

改造，节电率在 ����)������)；在矿山行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节电率在

����)������)，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测试方法：对比法，同等用电负载，同等使用时间，对比用电负载在未安装

使用该节电器前用电量(�和使用该节电器后用电量(�。

节电率计算方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并联线路，使用方法简便；

�、减少设备发热和线路损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自动节电，无须调试，无须专人操作；

�、无须改变原有线路的控制状态，无须改变用户的用电习惯和使用方式。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昆阳矿磷分公司 ���万吨浮选厂应用项

目。项目规模：��台变压器配电室以�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安装 ��台 $$系列节

电器，总装机容量为 �����千瓦。项目总投资额：������万元，平均节电率 ����)。

以用户的实际年用电量 ����万度、节电率 ����)计算，一年可节电 	��万度，

电费按 ����元#度计算，一年可节约电费为 ���万元。总投资额为 ������万元，

��个月即可收回成本。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福建省蓝科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光漫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PB@.B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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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餐厨系统

F001-2016 中餐燃气炒菜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中餐燃气炒菜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医院、学校、酒店、宾馆等食堂。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产品是一种全预混自动控制燃气炒炉，包括炉膛、鼓风机、燃气管道，

炉膛中部安装有燃烧器，所述燃气管道设有气阀，气阀出口分别连接常明火气管

和炒炉主管，炒炉主管后端内径收窄并安装有细长的燃气喷嘴、外径连接有混合

管，混合管另一端与燃烧器连通；炉膛为中空的双层不锈钢结构，炉膛夹层设有

进、出风口，进风口通过风管连接鼓风机，出风口通过热风管连通燃气喷嘴根部

处的混合管，工作时空气先进入炉膛夹层预热，再与燃气充分混合后从炉头喷出。

2、技术参数

（�）额定热负荷：��.(，热效率 ���	)，达到国家一级能效；

（�）烟气中 �0含量：�����)

（	）燃气系统密封性：����	
#

（�）风机功率：���(#����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无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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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对比法，与传统燃气中餐燃气炒菜灶对比，其锅内同时注入 ��.6

水，火力开到最大，水温同时从 	�℃加热到 ���℃，佳利华灶具耗气量为 �����.6，

用时 ���秒，传统灶具耗气量为 �����.6，用时 ���秒，则节省时间为 	�秒，节

省燃气"（�����������）#�����*���)"���	�)。

六、同类产品比较

�、烟气中 �0排放量为 �����)，比同类产品（一般 �0排放量Z����)）

低，且远低于国家标准为7���)。

�、市场大部分炉具的熄火装置为红外线感应头或离子感应头，熄火次数多。

	、传统灶风机功率 ���(，本灶风机功率 ���(，节约电能达 �����)。

�、同类产品中，炉膛内壁的材料一般为耐高温合金或黏土，热效率低，使

用寿命短。本燃气炉具炉膛内壁采用双层不锈钢结构，中间具有空气流动，可减

低钢板内壁的温度，提高内壁寿命。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恩平市银星大酒店节能改造项目。原有传统中餐燃气炒菜灶（双

头）�台，共 �个灶眼，每头每小时耗气量为 ���.6（按每公斤 �元），按每天

实际工作 �小时计算，每月耗燃料费用共 �����元，则年耗燃料费用达 	�����

元；于 ����年 ��月 ��日更换两台节能双头中餐燃气炒菜灶（�个灶眼），热

效率达到 ���	)，每头每小时耗气量为 ���.6（按每公斤 �元），按每天实际工

作 �小时计算，每月耗燃料费用共 �	���元，年耗燃料费用共 ������元，费用

节省率达 �����)。同时鼓风机额定功率为 ����#���M，与传统灶具的鼓风机额定

功率 ����#���M对比，节电率为 �����)。投资成本为 �����元，根据相关客户

使用情况及相关燃料消耗数据，	个月可实现投资回收。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江门佳利华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少云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122�,�&

mailto:24069844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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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2-2016 中餐燃气炒菜灶（单炒）

一、技术产品名称

中餐燃气炒菜灶（单炒）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依据高温低氧燃烧技术原理，使高温烟气与新鲜空气混合后，变成低氧高

温空气，再次与燃料混合燃烧，形成高温低氧燃烧环境，如此循环往复，达到节

能效果。

2、技术参数

（�）燃气类别：天然气；

（�）点火方式：常明火G电点火器；

（	）热负荷：�����.(；

（�）运行噪声：��;�；

（�）干烟所中 �0（5"�）：�����)；

（�）干烟气中 80S（5"�）：�����)；

（�）热效率：����)；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该产品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良好，产品检测依据 ��#> ������	《中餐燃气菜灶》进行检测，其

能效等级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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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采用高效节能燃烧器通过优化燃烧混合比例，提高火焰温度；合金炉

膛吸热保温，减少热量流失；红外线自动感应锅起火灭等方法使炉灶火力更猛，

用气更省，寿命更长，使用更方便。

（�）整体灶架及灶面均采用优质���不锈钢材质，更加坚固耐用，耐油耐腐

蚀，延长使用寿命。

（	）台面与背面采用��度斜角处理，使用更加卫生方便；排水槽与前围一

体成型，更加坚固耐用。

（�）采用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斜柄气阀，操作更顺畅方便。

（�）灶台所有紧固螺栓全部采用羊角螺栓，拆卸、维修更加简单方便。

七、典型应用

宜昌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食堂，于����年	月安装我公司节能燃气灶：一台

双炒单温节能灶、一台单炒单温节能灶、一台大锅灶、一台低汤炉。启用至今已

有四个月。项目共计投资�����元，使用前平均每月燃气费用约����元，更换后

平均每月燃气费用约	���元，节能率��)左右。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湖北谁与争锋节能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钧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QNRL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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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3-2016 商用电磁灶（1）

一、技术产品名称

商用电磁灶

二、适用范围

学校、企事业单位、部队饭堂，机场、酒店、宾馆、连锁餐饮厨房。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由整流电路将���L#���L交流电变成直流电，通过控

制电路将直流电转换成频率����LO����L高频电，利用高频电流通过环形线圈

而产生交变磁场。当磁场内磁力线通过导磁导电金属体表层时，即产生无数小涡

流，从而使金属体本身自行高速发热来达到直接加热的目的。

2、技术参数

交流输入电压T 	���U��) 电网频率：���LU��) 功率：��O��.(，热

效率实测 ��)，线盘温升 ��℃，���>散热器温升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学校、企事业单位、部队饭堂，机场、火车、轮船、酒店、宾馆、连锁餐

饮厨房。

2、限制条件

环境温度低于 ��℃下才可工作。

五、节能\节水效果

经国家饮食服务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依据 ��#>����������标准进行测

试，产品热效率��)，达到一级能效标准（检验报告编号：��������������		

���������������）

商用电磁灶与燃气、柴油灶能效实测比对

测试条件 水 ��.6 水温 ��℃ 结束状态 ���℃ 升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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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具 输入功率
耗能

耗时 耗费 节约率
电 燃料 单价

燃气（���F）
风机 	��(

����.

(

���.6 ���元#.6 �����&CA �����元 ��)

柴油（���F）
风机 	���

����.

(

���@ ����元#@ �����&CA �����元 ��)

鼎龙

电磁灶

_��� ��.( ���.( � �元#.(/ �	���&CA ���元

`��� ��.( ���.( � �元#.(/ �����&CA ���元

`���� 	�.( ���.( � �元#.(/ ����&CA ���元

备注 根据工作状况，电磁炉比燃气节约 ��)，比燃油节约 ��)费用

六、同类产品比较

商用电磁灶的节能、环保的特性，完全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即使在人员

密集的开放式商业场所也适用。其无明火的特点，安全性、可靠性强，极大程度

上降低了爆炸、着火等危险；其无废气、无黑烟排放的特点，减少了排放设备的

配置，节约空间，美化环境；无噪音的特点，即使在噪音要求极低的场合也适用；

其节能的特点，让使用者节省费用。

七、典型应用

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于����年	月进行生产区员工食堂改造，将原燃气

设备全部改换成电磁设备，一期工程费用共计���万元，其中电磁炉产品��万元，

辅助配件、人工等��万元，�月份完工投入使用，经过对�、�、�连续	个月的专

项核算发现，总用电费用较去年同期燃气费用，月均节省费用	���万元，由此换

算出节能量达到��)，投资回收期�个月。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广东鼎龙厨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万玉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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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4-2016 商用电磁灶（2）

一、技术产品名称

商用电磁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单位厨房、学校厨房、酒店厨房、工厂厨房等大型厨房。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磁场感应加热方式，其加热原理是将	���三相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压，

再通过感应加热线圈加到 ���>模块上，若此时有铁锅置于炉面上，则 ���>模

块的上桥臂与下桥臂受驱动信号的控制而轮流导通和截止，在感应加热线圈中有

频率为����LO����L的高频电流通过，感应加热线圈的周围将产生高频磁场，

高频磁场通过锅底时，锅底会产生无数小涡流，此涡流克服锅体内阻流动时，使

锅体自行高速发热，作为烹饪的热源。

2、技术参数

额定功率：�.(～	�.( 额定电压：	��� 额定频率：���L

工作环境温度：＜��度 工作频率：<��～��=.�L

进水压力：＜���4�5 防水等级：��!�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单位厨房、学校厨房、酒店厨房、工厂厨房等大型厨房。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的用电量。

五、节能效果

节能效果：加热效率高达��)以上，使用成本比较传统燃气灶具低��)O��)。

而且使用商用电磁灶加热速度更快，比传统厨具热效率高出	�)O��)。

测试方法：第三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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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 #技术要求： ��#>����������《商用电磁灶》，产品符合

�D�	�������������《商用电磁灶节能认证规则》认证规格的要求。

六、同类产品比较

低噪音烹饪设备，使用中的电磁灶小于��分贝，解决厨房的噪音问题。

商用电磁灶的智能化设计，故障自动报警，采用以磁场感应电流的加热原理

进行加热，当锅离开炉面	�厘米时，电磁灶将自动停止功率输出，在把锅放入灶

台，�秒钟后重新自动工作。还具有超温保护、自动故障检测、过压（高、底）

及缺相保护，故障报警显示等功能。

商用电磁灶打破了传统的明火烹饪方式3在烹饪过程中无明火，由锅体自身

直接发热来烹饪食物，不存在热传导和辐射，还具有超温保护、自动故障检测、

过压（高、底）及缺相保护，故障报警显示等功能，无锅时，自动断电，解决厨

房火灾隐患的安全问题。

七、典型应用

项目名称：南海区看守所厨房设备设施升级改造，项目时间：����年，项

目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前期：采用燃油炉，每月燃油费用 ��万，后期：

采用电磁灶，总投入设备 ��万，每月电费 �	���万元。每月比前期节约 ����万

元，对比多余投入金额 �个月收回。

八、 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佛山市科思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柳扬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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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5-2016 商用电磁灶（3）

一、技术产品名称

商用电磁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学政府、部队、监狱、学校、医院、企业、酒店等各类公共机构事

业单位食堂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采用磁场感应涡流加热原理，利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内之磁

力通过含铁质锅底部时，即会产生无数之小涡流，使锅体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然

后再加热于锅内食物。电磁灶工作时产生的电磁波，完全被线圈底部的屏蔽层和

顶板上的含铁质锅所吸收，对周围空气没有加热效果，从而达到节能效果。

2、技术参数

热效率 ��)以上。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学政府、部队、监狱、学校、医院、企业、酒店等各类公共机构事

业单位食堂等。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热效率��)以上，试验方法 ��#>�	��������中���款。

六、同类产品比较

优点：节能、环保、噪音小、热效率高。

七、典型应用

广东省韶关监狱节能改造项目，占地面积�����万平方米，伙房用餐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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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节能效果良好，投资回收期较短。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广东康伟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生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6;.�,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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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6-2016 带翅片的节能大锅及鼓风式节能大锅灶

一、技术产品名称

带翅片的节能大锅及鼓风式节能大锅灶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使燃气和空气的混合达到最佳配比状态，燃烧充分。采用高效导热材料利

用聚能网把燃烧后产生的热能以较小的损失传递到大锅上。

2、技术参数

（�）热负荷：����.(；

（�）燃烧噪声：�	;�<�=；

（	）干烟气中 �0（5"�）：�����)；

（�）热效率：���	) �级能效；

（�）燃气种类：天燃气；

（�）大气压力：��	���.�5；

（�）点火方式：电点火；

（�）熄火保护装置：离子感应式。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该产品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该产品节能效果及测试方法依据 ��#> 	�������《炊用燃气大锅灶》，经检

测，产品热效率 ���	)，达到国家二级能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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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高效节能：省气达	�)���)，极大的节约燃气费用。

（�）绿色环保：燃气充分洁净燃烧，有害气体排放极低，不熏黑锅底。

（	）高温耐用：燃烧器中心温度可达����度，火力强劲，使用寿命长。

（�）性价比高：三至五个月可收回灶头成本。

（�）结构科学：巧妙结构设计使燃烧面与锅底曲面板很好贴合，热效率高，

火力集中，受热均匀，热损失小。

（�）适用天然气：广泛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

位的厨房等。

七、典型应用

宜昌训练大队后勤处于����年�月安装四台节能大锅灶、一台节能单炒单温

中餐燃气炒菜灶，使用时间一个月。项目投资	万元，使用前平均每月燃气费用�

万元，使用当月燃气费用����元，节约率��)。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湖北谁与争锋节能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钧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QNRL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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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7-2016 蒸汽发生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蒸汽发生器

二、适用范围

该产品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蒸汽发生器水胆底部呈 �形底，两侧分别设有一个火排，火排上连接有火

管，火管位于水胆内，呈迂回状，火管上方与烟气汇流室相通，烟气汇流室位于

水胆内。水胆上方分别设有电机、蒸汽出口和进水口。水胆设计成 �形，将燃

烧室改成独立控制的左右两个火排进行对烧，�形底部斜面形成水垢沉积槽，在

水槽的一端设计了一个可开启的活动清垢口，可容手伸进内胆内清理大块坚硬的

水垢，从而彻底清理干净水垢。在使用的过程中内胆底部的热能则能充分的传导

给水，热效率就不会因为水垢问题而降低。

2、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D�� �$\��\D���

燃气类型 液化石油气（液化气）#天然气#人工煤气

额定燃气压力（�5） ����#����#����（分别对应以上气种）

有效容积（
） ＜	�

上汽时间（N） �������

点火方式 智能脉冲点火

适用水压（4I5） ＜���

额定电压 �����#���L

蒸汽出口规格 ����外牙

进水口规格 ����外牙

进气口规格 ����外牙

排污口规格 ����外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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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管管径（&&） ��

风机功率（(） ��� ���

蒸汽温度（℃） ��� ���

额定热负荷（.�） 	� 	�

燃烧器规格 	�单元火排 	�单元火排

蒸发量（.6#/） 液化气（����I5） �� ��

天然气（����I5） �� ��

单位耗气量

（液化气：.6#/）

（天然气：&	#/）

液化气（����I5） 	�� 	��

天然气（����I5） 	��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2、限制条件

无

五、节能\节水效果

由于该产品国家未能出台相应检测标准，因此，该产品节能效果及测试方法

参照 ��#> �������	《燃气蒸箱》。

六、同类产品比较

（�）高效、节能：与传统蒸柜蒸煮食品时使用的燃料在同质量、同气种的

情况下，节约率高达 ��)。

（�）环保：该产品取消了传统蒸柜必需的 ���( 以上风机，不仅降低了噪

音，而且节约了电能。在燃 烧时 �0 的排放量仅为 ������)，低于国家标准 ��

倍（国标 ���)）。

（	）智能控制采用多项安全保护装置，保证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安全

保护装置如下：熄火自动保护装置、防干烧保护装置、水压过压保护装置、缓点

火保护装置、防漏电保护装置、风机故障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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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典型应用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于����年��月安装中餐燃气炒菜灶�台、燃气蒸箱	台、蒸

汽发生器�台，项目投资��万元，使用前平均每月燃气费用�万元，使用后平均每

月燃气费用	万元，节约率��)。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湖北谁与争锋节能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钧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QNRL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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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8-2016 燃气蒸箱

一、技术产品名称

燃气蒸箱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该产品的对燃式(型卧式蒸汽发生器，由火排、控制系统附水箱、风机、

发生器内胆组成。把燃烧室的上方设计成�a 型。燃烧室在引风机的作用下形成

一个负压，火焰被吸到火管里。火管的走向是自上向下迁回，再向上排出废气，

热量会被水充分的吸收产生蒸汽用金管与用汽设备链接，将蒸汽输送给用汽设备

上去。

2、技术参数

（�）热负荷：����	.(；

（�）运行噪声：��;�<�=；

（	）干烟气中 �0（5"�）：����	)；

（�）干烟气中 80S（5"�）：�����)X；

（�）热效率：����)；

（�）蒸汽压力：���5；

（�）燃气种类：天燃气；

（�）大气压力：������.�5；

（�）点火方式：自动程序控制点火。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该产品适用于使用于学校、医院、宾馆、酒楼、餐厅、企事业单位的厨房。

2、限制条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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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能\节水效果

该产品节能效果及测试方法依据 ��#> �������	《燃气蒸箱》，经检测，产

品热效率达����)，达一级能效。

六、同类产品比较

（�）火焰的高温部分在水胆的中上部分，也就是在�a 位置聚积，由于水下

行原理，冷水在水胆的底部，而产生热水的部位在水胆的中上部分，这样水胆里

的水就相对流的慢些，这样形成的效果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上层水烧沸腾产生

蒸汽，而不是把整个水胆内的水整体烧沸腾出蒸汽。

（�）方便除去水垢和有利于水垢沉淀在水胆底部。当水垢附着在火管璧上

到���毫米厚时，随着火管冷热变化（停机或开机运行）热胀冷缩会脱落一大部

分，在重力作用下水垢会沉淀在水胆底部，而底部的温度又是整个水胆内温度最

低的。热量传递给水的时候就不会形成隔热层，没有了隔热层就不会有很大的温

差，这样就减少了火焰的高温对金内胆的损伤。

（	）在水胆的底部设计成两个斜面，使水垢能很快的汇聚在凹槽形成了一

个储存水垢的空间，在这个空间的底部有一个排水口，排水口的作用是每次用完

机器后，要把水胆内的水排干净，在排水的同时也把小块的水垢带出。

七、典型应用

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于����年��月安装中餐燃气炒菜灶�台、燃气蒸箱	台、蒸

汽发生器�台，项目投资��万元，使用前平均每月燃气费用�万元，使用后平均每

月燃气费用	万元，节约率��)。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湖北谁与争锋节能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钧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QNRL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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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水系统

G001-2016 商用开水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商用电开水器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政府机关单位、部队、医院学校、机场车站码头、星级酒店、及广

大普通家庭用户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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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层步进分层加热，可连续提供

���)纯开水。逐层沸腾，实现了冷热水分离。采用先进的电子水位探极取代落

后的球阀，磁阀设计，实现电子温控与电极水位双系统电脑同步控制。逐层取水

逐层加热，在运行中，用电量是传统开水器用电量的 �#	。

2、技术参数

（�）微电脑控制

（�）额定电压T ���� ～#	���

（	）额定输入功率：	.( ～ ����.(

（�）额定频率：���L

（�）额定水压：（����	��）.�5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政府机关单位、部队、医院学校、机场车站码头、星级酒店、精装

楼盘、咖啡奶茶吧及广大普通家庭用户等场所。

2、限制条件

�、有水源和电源。

�、�℃以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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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条件。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实际案例中，该产品用电量是传统开水器用电量的�#	。

测试方法：根据实际案例测试得到的相关数据。

六、同类产品比较

领先的微电脑控制步进式加热技术，杜绝传统开水器的�阴阳水 和�千沸

水 问题，实现了生水和开水分离，取水���)纯开水；自带漏电保护、溢流漏水

保护，防火阻燃；并且通过先进的工艺，节水节电，是传统开水器的替代产品，

节能率达��)以上，节能降耗。

七、典型应用

����年，河北省纪委投资约��万元进行为期�个月的时间对开水器使用情况

细致对比测算，使用该节能商用电开水器每个月用电		�度，平均每天用电��度；

在对传统开水器测量中，平均每个月用电近���度，平均每天用电	�度。综合对

比后发现该节能商用电开水器用电量约是传统开水器用电量的�#	。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青岛科源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玉霞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J-&RMCI1��	�,�&

mailto:10172839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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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2-2016 阻垢缓蚀节能装置

一、技术产品名称

阻垢缓蚀节能装置

二、适用范围

适用工业锅炉，蒸汽锅炉，热交换器、热水循环系统、油田输油管道、注水

管道、燃油处理等领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运用高性能储能强磁材料、创新应用流体力学原理和全新的结构设计方法，

使多相流与磁场方向正交，用物理方法实现液流小分子团化处理，达到阻垢、除

垢、缓蚀和节能效果，运行无需能源。

2、技术参数

<�=环境温度：�℃～�	�℃

<�=大气压力：��.I5～���.I5

<	=管道压力：7���4I5

<�=相对湿度：7��)

<�=节能率：	)7节能率7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7��)；大气压力：��.I5～���.I5

2、限制条件

严禁外力作用的损坏，如：甩、砸、撬、敲；过高过低的环境气温条件等。

五．节能\节水效果

产品经中国锅炉协会检测，阻垢率%��)、缓蚀率%��)、节能率%�)。江苏

省节能技术服务中心进行能效对比检测，结果：�台 �吨锅炉安装�吉能倍力磁b

阻垢缓蚀节能装置  后热效率提升了 ��	�)。测试依据：��#>��	�����《工业锅

炉节能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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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类产品比较

本产品与国内外类似产品性能效果对比如下：

七、典型应用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医院�台�吨锅炉安装使用阻垢缓蚀节能装置，设备累计

投入费用约����万元，经过统计一年实现节约燃气费用�����万元，实现当年回收

成本。而且还未包括因吉能倍力磁所节省的原来化学方法所需的化学药剂、人工

费用、水电等费用，可见经济效益显著。在社会效益方面，彻底消除了化学清洗

方法造成地下水源的二次污染。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江苏能瑞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桂峰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122�,�&

产品比较 阻垢率 缓蚀率 节能率

国内类似产品 	���) �) �)

国外类似产品 �	��) �) �)

吉能倍力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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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H001-2016 太阳能一体路灯

一、技术产品名称

太阳能一体路灯

二、适用范围

城市道路照明、景观照明、户外公共场所照明、农村亮化工程。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利用光生伏特效应原理制成的太阳能电池，白天电池板接收太阳辐射能并

转化为电能输出，经过充放电控制器储存在蓄电池中，夜晚当照度逐渐降低至

��@HS左右、太阳能电池板开路电压 ��左右，电控制器侦测到这一电压值后动

作，蓄电池对光源供电。蓄电池放电 ��小时后，充放电控制器动作，蓄电池放

电结束。根据季节变化，光控感应自动调节充放电控制器的主要作用是保护蓄电

池。

2、技术参数

太阳能板：单晶硅 �����#���(I

控 制 器：������专用控制器

蓄 电 池：���#����/光泉高能纳米硅胶体蓄电池

防护等级：����

使用温度：�	�度至 ��度

照明时间：��小时（光控，前七小时 	�(发光，后五小时 ��(发光）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城市道路照明、景观照明、户外公共场所照明、农村亮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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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条件

阳光受限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

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高能环保纳米硅蓄电池大电流瞬间放电能力是铅酸蓄电池的 �c�倍，质量

功率比铅酸蓄电池强 ��)以上，高能环保纳米硅蓄电池的性能优于包括进口蓄电

池在内的所有铅酸蓄电池，由于高能环保蓄电池在使用过程中无毒、无污染、不

燃烧、不爆炸，无腐蚀及温升小，不需要配套建设相应的隔离装置和设施；高能

环保纳米硅蓄电池的适应能力强，在高寒高温地区使用也不需要专门的调温保温

设施；使用寿命长，为铅酸蓄电池的二倍左右，而且蓄电池出厂，安装方便，即

装即用，真正实现了完全免维护；故具有卓越的性价比，综合成本低于铅酸蓄电

池。

七、典型应用

以南安市码头镇政府大院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作为典型案例，项目采用太阳

能路灯，该产品安装方便，后期维护成本低，投资回收期较短。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福建光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芳芳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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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02-2016 基于微热管阵列的平板式太阳能集热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基于微热管阵列的平板式太阳能集热器

二、适用范围

学校、食堂、酒店、宾馆、澡堂、住户等场所。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微热管阵列是一个外形为薄板状、内部布置有多根独立运行的微热管的金

属体，是具有超导热性能的导热元件。每个微热管阵列内部有十多个以上独立运

行的微热管， 能够解决利用常规圆形热管必然出现的接触面小或者多次接触热

阻，提高了当量蒸汽的换热面积与整体热管的可靠性。每根微细热管内还有强化

传热的微翅构造。这样的结构增大了热管直接受热及吸热面积，由于微细热管的

水力直径只有 ��� 毫米左右，管壁承压能力极高，因而不易发生泄漏。此外，

该微热管阵列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改变，具有目前已产业化的常规热管不可

比拟的优良特性。本产品的微热管阵列技术拥有独特的平板结构，具备优良的等

温性（��#&=和很强的集热能力。热管厚度仅为 ��	&&，轻便，低廉。热管内部

承压能力可达到 ��4�5以上。最大热流密度可达 ���(#,&�。

2、技术参数

新型平板太阳能集热器：日有效得热量为 ����4�#&�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太阳能的地区。

2、限制条件

没有阳光的地区。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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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连接方式灵活：水管连接整体式、水箱连接整体式、水管连接组合式、

水箱连接组合式；

�、性价比高：单根热管总成本低于 �元，日平均热效率超过 ��)；

	、热损低：热管具有热二极性，总热损系数<含集热器的热损=仅为 �)c�)；

�、抗冻能力强：传热工质可抗����度低温；

�、启动速度快：热管热容小；

�、紧凑：超薄平板热管可实现密排；

�、承压能力强：承压 �4I5以上。

七、典型应用

鄂尔多斯野外工地板房供暖，本项目规模 	��.(太阳能并网发电热电联产

系统。其主要发电单元为太阳电池材料，设备主要由逆变器、变配电设备及其他

辅助性装置组成，太阳能集热单元为光伏热电联产组件，集热循环泵、水箱等组

成。项目建设规模：总功率 	��.(；年产电量约 	�万千瓦时。目前广泛使用的

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设备成本回收期 ����年。利用我公司的光伏热电联产系统，

整个系统的投资回收期可缩短至 ���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光威和通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晶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MBCA61Q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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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03-2016 电梯用变频曳引设备节能系统

一、技术产品名称

电梯用变频曳引设备节能系统

二、适用范围

电梯、油田抽油机、提升机等需要快速停车的场合，以及电动机在再生发电

状态时，可以应用该系统。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将电梯轿厢运行时势能转换成电能进行回收（以前用发热电阻消耗）贮存。

再供给电梯使用达到少用市电的节能效果。同时在市电停电时，利用贮存的电能

电梯可自动平层开门放人，安全性提高。 用新型电容取代蓄电池，贮存电能在

停电时能够可靠供电达到平层开门放人目的。

2、技术参数

<�）性能要求：���(以上三相 	���U��)，���L#���L

<�）输出电压：����<�= ���� ����<�= ����

（	）输出电流：����<�= ��� ����<�= ���

（�）输出功率：����<�= �����( ����<�= ��(

（�）电源稳定率：≦��	)G��&�

（�）负载稳定率：≦���)G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高能耗老电梯改造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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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目前无同类产品

七、典型应用

����年�月太仓特种设备安全监督局节能改造项目中应用该技术，该设备单

台成本�����元左右，节电量在��)�		)左右，按照目前市价电费���元#度，回收

周期大概	��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苏州弇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霞

联系方式：�	���������

电子邮箱：BCASC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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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04-2016 新型真空平板集热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新型真空平板集热器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医院、学校公寓、游泳池等公共建筑就提供绿色环保的生活或生产

热水。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太阳光照在集热器上，透过布纹钢化玻璃面板（封锁热量），热量通过 ���

聚光反射板（具有双弧面可实现 	��度采光）将热量全部折射到真空（E型）热

管上（吸收）热量，热量通过自然循环（虹吸原理）或强制循环（水泵）输送到

储热水箱（储存热量），为用户提供热水。

2、技术参数

集热面积

（㎡）

真空管 承压能力

（4I5）

外形尺寸

（&&）

运行重量

（.6）

接口口径

（&&）规格 支数 管间距

��� d��*���� � ��� ���
����*���

�*��
	� d��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新型真空平板集热器应用范围广阔，为民用住宅，公共建筑（医院、学校

公寓、游泳池等）、工业厂区提供绿色环保的生活或生产热水。

2、限制条件

光照条件极差及纬度高的地方

五、节能\节水效果



��

节能效果：节能效率��)以上，太阳能保证率%��)，提供热水温度��℃。

一片�㎡新型真空平板集热器年产热量�����(�，折合电费	��元。

测试方法：系统测试方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结合了平板集热器与真空管型集热器的优点，打破了两者受使用环境等因素

限制，具有外观整洁及安全稳定特点，其内部结构采用的真空管及创新传导热管

技术，具有循环快、热阻小、传热效率高、流量均衡、热转换效率高等特性。

七、典型应用

松江府：项目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西路 ��	�弄，建筑面积 ������㎡，满

足了 ���个用户的热水需求，总投资 ���余万，总计安装集热面积为 ����㎡，

整个小区年产热量 �	�万 �(�，折算电费 ��万元，太阳能节省率 ��)，回收

周期 ���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上海博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志坚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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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梯及动力系统

I001-2016 基于电流读数确定补偿无功功率的三相节电器

一、技术产品名称

基于电流读数确定补偿无功功率的三相节电器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任何使用低压普通三相交流电动机运行的场合X特别适用于中央空

调，非煤矿山，水泥搅拌站，大型油田等。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利用补偿器具有充、放电和贮电的特性，采用并联补偿器的方式，对用电

器进行无功补偿和有功电量剩余回收。

2、技术参数

（�）节电率：�	������	)（ ����年�月��日，经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天津天传电控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检测）

（�）额定电源电压：三相交流电	���

（	）环境温度：���℃至G��℃

（�）环境湿度：��)

（�）适配电机：����(以上

（�）规格：	��*���*���&&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任何使用低压普通三相交流电动机运行的场合。

2、限制条件

使用环境。

五、节能\节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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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效果：节能效果良好。测试方法：改造前后对比法。

六、同类产品比较

（�）根据用电设备的电流读数进行匹配相应型号节电器，从而提高节电率，

安装方便。

（�）限流电路板解决了通常节电器的结构复杂，体积庞大，造价高的问题。

（	）性价比高，具有比国内外同行的节电产品节电率高，价格低等特点。

（�）由于安装好安节电器后，立即可看到节电数据，反应非常灵敏。

七、典型应用

南宁恒安节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月帮助广西大都混凝土集团有限

公司�号水泥搅拌生产线上安装了五台�好安节电 系列节电器，并进行了节电器

未投入及投入后的���(主电动机运行时有功电能和无功电能数据变化的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节能效果显著。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南宁恒安节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甘书家

联系方式：�	������	��

电子邮箱：/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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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

J001-2016 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剂

一、技术产品名称

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剂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与机械设备。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剂 是一种采用多元合金的方式，在合金从液体

到固体的相变过程中，自发的组装为多元素的纳米尺度的球状原子团簇。采用纳

米技术，精确控制添加剂的颗粒粒度，在摩擦副表面吸附填充形成新的表面，产

生自修复作用。原子自组装纳米球结构的一类材料能在相对运动的表面形成具有

超高硬度且摩擦系数极低的保护膜，增强润滑效果，抗磨损，其寿命是普通润滑

油的	��倍，其摩擦阻力损失是普通润滑剂的�#	，产品在机械运行中能自动不间

断修复发动机摩擦磨损的表面3润滑模式为固体�液体二相复合润滑模式。

2、技术参数

汽车尾气主要污染物：��、�0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适用于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与机械设备。

2、限制条件

临近大修的车辆船舶及机械设备不建议使用。

五、节能\节水效果

（�）汽车节能效果：加入�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剂 产品之后，汽车

尾气排放 �0、��减少�)�	�)，��)的车辆可以检测尾气一次性合格，降低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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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分贝。

（�）大型机械设备：通过相关数据对比，节油量可以达到��)c	�)，节

电量可以达到��)c��)。

（	）测试方法：按照说明书为汽车使用�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剂 产

品后，驾驶者亲自在高速公路行驶���公里左右，使用检测仪器检测汽车的尾气

污染物、油耗、节油率噪音等数据。

大型机械设备：记录一个时间段内设备在不使用产品的情况下耗电耗油情

况，然后依照说明书使用产品，记录相等时间段设备耗电耗油情况并作对比。

六、同类产品比较

产品技术先进节能，对交通工具和设备的保养周期提升明显，对于汽车：明

显减少尾气污染物的排放，明显降低油耗，提升动力、降低噪音等；对于大型机

械设备：明显增加设备机油使用寿命、降低电耗油耗、提升动力等。

七、典型应用

黄河钻井三公司��	�队于���	年�月��日至��日针对一台 L��M���柴油机使

用�原子自组装纳米球固体润滑剂 产品。��	�队使用产品后，测试人员得出如下

结论：经济效益分析：因机油更换周期延长�倍（由��������小时）可节约机油

一倍（	桶），故机油一项可节约资金����万元（	���元#桶*	）一个钻机台月按

柴油定额��吨计算，可节约柴油��*�����)"������吨。每吨柴油按����元计算，

可节约资金������*������"����	万元，综上所述：一个钻机台月节约机油和柴油

两项费用共计�����万元。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山东万众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宫连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122�,�&



��

J002-2016 基于浸没式液冷的数据中心节能技术

一、技术产品名称

基于浸没式液冷的数据中心节能技术

二、适用范围

大中小微企业、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等需要使用数

据中心、数据机房的单位。

三、技术\产品简述

1、技术原理

基于浸没式液冷的数据中心节能技术由机柜、智能控制主机、冷却塔三部

分组成。无需风扇的 �>设备垂直放入机柜内，机柜内注满冷却液浸没服务器。

冷却液由小功率变频泵驱动，通过管道循环到换热器与水循环系统换热，水循环

系统将热量通过管道循环传递到冷却塔散发到空气中。数据中心 �>设备冷却不

再需要精密空调制冷，直接通过冷却液散热，散热过程简化、冷却能耗大大降低，

实现节能目的。

2、技术参数

（�）交流输入电压T 	���U��) 电网频率：���LU��)

（�）机房层高：	��&以上

（	）机房承载：����6#㎡以上

<�）工作噪音：低于 	�;Q

四、适用条件与限制条件

1、适用条件

各种大中小微企业、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等需要使

用数据中心、数据机房的单位。

2、限制条件

数据中心或机房层高 	��&以上，机房地面承载 ���.6#㎡以上。

五、节能\节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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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通过冷却液浸没 �>设备冷却散热，节省数据中心冷却用电量 ��)左

右，服务器或其他的 �>设备无需风扇，额外节省 �>设备用电 ��)左右。本技术

具有较强创新性、实施简单、节能环保，可以运用到各类数据中心或机房中，综

合节省数据中心近 ��)的能耗，具有较好投资效益。

六、同类产品比较

本技术与风冷制冷数据中心相比不再需要精密空调制冷，节省近 ��)制冷

能耗；�>设备不需要风扇，节省 �>能耗近 ��)，并且让数据中心成为静音环保

数据中心；风冷数据中心冷热风通道、冷水机组、精密空调等设备均可省去，

E��及蓄电池、发电机组随着 �>设备总能耗的降低 ��)左右也可相应减少配备，

综合节省数据中心近 ��)的能耗。

七、典型应用

北京润德骥图科技有限公司后沙峪液冷机房，����年 �月 �日 引进网宿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浸没式液冷设备 	套，启用 �套，一套备用，满载功

率 ����(，机房运行平均负载 		�(，为设计满载的 ��)；�E累计值 ���，从

开始运行到 ����年 �月 	�日止，累计电能 		�����(�/，相比 �E"���的传统

风冷机房，累计节省电能 �������(�/（节省用电约 ��)）；相比 �E"���的节

能风冷机房，累计节省电能 ��	����(�/（节省用电约 	����)）。项目总投资约

	��万元，投资自用，投资回收期为 �年。

八、联系方式

技术申报单位：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覃日巩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2CAJ61,/CA5A-+,-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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