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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冷博科技有限公司，在2012年深圳成立，是一家致力于恒温恒湿精密空调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设计，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采用德国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使产品外观和使用性
能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帄。主要从事:工厂车间空调,工业空调、机房空调、精密空调、恒温恒
湿空调、酒窖专用空调、实验室恒温恒湿空调、中央空调水系统，特种空调机组的环境科技
设备公司。对环境温度、湿度、洁净度要求较高的特殊场。公司拥有多年的行业经验和精良
的设计施工队伍，专注于洁净手术室、实验室、电子厂房、机房等特殊场所，竭诚为用户提
供优良的精密（机房）空调设备、商用空调以及专业设计、安装、维护等系列服务。 迄今，
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工厂、商用建筑、医疗系统、超市及政府工程等各个领
域，广受好评。 
    公司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烟草、中国银行、创维、中兴通讯、安莉芳、雅芳等上万家用
户提供了完美的精密空调产品和解决方案。泠博公司专注机房精密空调及恒温恒湿空调在中
国市场的开拓引进、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我们具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成为中国最早精密
空调生产商之一。是专业的数据中心系统集成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产品广泛应用于
银行、基金、证券、保险、税务、电力、电信、政府、广电传媒、地产、教育,实验室、计
算机、造纸厂、地下室、银行、药材室、手术室、程控机房、精密仪器机房等等，因为我们
相信：以人为本，诚信为先，只有高品质的原材料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公司研发出新
型恒温恒湿机、冷水机、冷凝机等供用户选择，节能环保，低碳经济作为海洛斯公司研发重
点，公司拥有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先进的设计手段及制造工艺，所有产品均遵照国际公认的
BSEN 、ISO9001 标准制造，并获ISO9001质量认证及欧洲制冷协会(EUROVENT)认证证书，未
来目标成为亚洲销量第一的品牌，服务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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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照ISO精神严格控制品质 

我们有优秀的售后服务团队 
让您的无后顾之忧 

冷博科技在机房空调、酒窖空调 
正以每年130% 速度增长 

销售和服务网络已经覆盖 
全国大部分地区 

从这里走向世界 
感谢有您的支持 

节能环保 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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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质保 

低碳节能 

客户满意 

恒温恒湿 

365天持续工作 

进口压缩机 

55% 

15% 20% 

10% 

大数据专用 

机房专用 

核磁共振专用 

行间列间专用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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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OS-SPC 最新推出的新一代三进专为小型通信机房，小型IT机房，移动通信基站开发设计，经过精密
空调专业实验室的严格测试，具有高效的制冷系统，稳定可靠的使用寿命，长期运行的能力，特别是使用寿
命长，适应机房运行需要的特点。 
技术特点：  
★大风量，小焓差设计，适合机房主设备散热特点，为主设备提供连续稳定的温湿度环境  
★智能稳定的恒温恒湿功能 
★高显热比，高能效的制冷系统设计，采用Emerson Copeland品牌涡旋压缩机 
★按照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连续运行长寿命设计，高稳定性,低维护量 
★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冷凝器标准配置满足-15℃～+45℃的室外温度环境，在此范围内机组保障连续制冷
工作，加热状态不受室外温度限制。可以提供满足更高室外温度环境的冷凝器配置，LEE-TEMP低温启动冷凝
器配置，满足-34℃～+45℃的室外温度环境，确保北方地区冬季机房制冷需求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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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优秀的人机交互界面 

2.极强的电脑适应能力 

3.易操作维护结构 

4.超强网络管理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核磁共振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醫院專用空調中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8Kw  2台 

惠州人民医院采用冷博精密空调机型2台，利用人体内所含
质子在磁场内发生的核磁共振现象，收集MR信号，再通过
空间编码技术构成图像，供医生来做诊断。 
MRI设备基本要素：1.磁体、2.梯度磁场、3.射频线圈、 

人民医院
专用空调 

4.采集系统、5.计算机、6环境要求      
   冷博为其提供核磁共振专业设计CB-S008机型，核磁共振专
用空调是冷博公司针对无加湿需求应用场合开发的医院专用空
调产品。具备单相供电单冷型和单相供电带加热型两种型号。
高效的制冷系统设计，节能运行，比普通舒适性空调节省20-
30%的能耗，大风量小焓差设计，满足核磁共振环境的需要； 
按照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运行长寿命设计；每一件产品均
经过严格的出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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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优秀的人机交互界面 

2.极强的电脑适应能力 

3.易操作维护结构 

4.超强网络管理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9  医院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医院环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9Kw  3台 

   兴宁市人民医院始建于1938年3月，是政府举办的二级甲等
综合性公立医院，是国家卫计委授予的“爱婴医院”,是兴宁
市医疗、急救、预防、保健、医教、医研的中心和高等医学院
校教学医院，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技术合作医院。医院占地总面积5.5万m2（其中院本部占地 

中医院 
专用空调 

4.6万m2），建筑面积6.5万m2 ，固定资产总值近2亿元。近年来被多次被广
东省、梅州、兴宁市政府授予文明单位、文明医院、行风建设先进集体。目
前医院正在创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冷博为其专业设计CB-S009机型，医院专用空调是冷博公司针对无加湿
需求应用场合开发的医院专用空调产品。具备单相供电单冷型和单相供电带
加热型两种型号。高效的制冷系统设计，节能运行，比普通舒适性空调节省
20-30%的能耗，大风量小焓差设计，满足核磁共振环境的需要； 按照每年
365天，每天24小时运行长寿命设计；每一件产品均经过严格的出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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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绍 

产品       CB-S010  手术室精密空调 

尚荣医疗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13日，股票
代码002551，主营业务为提供现代化医院建设整体解决方
案，具体包括医院整体建设、医疗器械产销、医疗耗材产
销、医院投资管理、智慧医疗服务及健康产业园区开发六 

核磁共振
专用空调 

大板块，通过自主研发和并购，产品类型及产业链条逐步完善。至2015
年底，公司共有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25项，外观专利13项，软
件著作权10项。 
     荣尚手术室有50间，需要针对房间和仪器做到恒温恒湿要求，选
择使用冷博CB-S010机型，30台，冷博核磁共振专业设计，对温湿度控
制于正负+1摄氏度，针对病房精密空调特性设计、开发、生产的高科技
产品。此系列产品专业致力于对温、湿度有高精确控制等严格要求并且
要求设备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环境场合。 

解决方案   手术室精密空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0Kw 5台 
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级群控，使得所有机组像整体一样联合工作，以保证空调系统的最佳性能。 

2.轮巡模式(Rotation)和自动备份模式(Standby) 

3.冷量动态分配(Cascading)跟据实际制冷需求开启或关闭相应的空调机组 

4. 避免出现同时制冷和加热、或除湿和加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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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与能效管理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不受高温严寒恶劣气候影响，全天候运行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装备部20基地）是中国最早建成的运载火箭
发射试验基地，地理位置是酒泉市金塔县航天镇,是测试及发射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中低轨道的各种试验卫星、应用卫星、载人飞船和火箭导
弹的主要基地，基地并负有残骸回收、航天员应急救生等任务，截至
2005年10月，中国发射了约50颗人造卫星，其中37颗在酒泉发射。 

配置介绍 

产品       CB-AS110  机房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大型机房应用模块化风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10Kw  5台 

    为确保各项信号和网络完美服务科研机构作业，冷博提供其些设
备使用的稳定及可靠性， 需将环境的温度湿度严格控制在特定范围。
机房精密空调可将机房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摄氏度，从而大
大提高了设备的寿命及可靠性。机房专用精密空调系列是公司采用国
际尖端恒温恒湿技术，结合中国机房精密空调特性设计、开发、生产
的高科技产品。此系列产品专业致力于对温、湿度有高精确控制等严
格要求并且要求设备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空调场合。
产品具有大风量、小焓差，显冷比高等特点，拥有极高的精确性、安
全性和可靠性。 
     冷博人能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深感自豪！ 
 

行间空调 
大型机房 

http://baike.baidu.com/view/25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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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与能效管理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节能、节地、易使用、易维护、适应力强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ICAO代码：ZGSZ；IATA代码：
SZX），位于深圳市宝安区，1991年正式通航，1993年成为国
际机场。宝安机场是一个具有海、陆、空联运的现代化航空
港，是世界百强机场之一、中国五大机场之一。深圳宝安国
际机场作为中国大陆第五大航空港。 

配置介绍 

产品       CB-AS180  机房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行間机房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80Kw 3台 

    深圳机场运营国际客运航线12条，每周执飞近300个国际客
班，通达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甲米、沙巴、胡志明、巴利
岛、首尔、济州、大阪、茨城、东京等航点。2015年全年国际
（不含地区）旅客吞吐量达到166.16万人次，同比增长33.8% 
    冷博机房精密空调可将机房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摄
氏度，从而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寿命及可靠性。机房专用精密空
调系列是公司采用国际尖端恒温恒湿技术，结合针对机房精密
空调特性设计、开发、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产品特点经济运行、
高效能、高可靠性、高适应性、控制通讯、可维护性。 

行間空调 
大型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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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药证书；2004年1月20日，获
得准字号生产批文，2004年3月11日通过药品GMP认证，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批准上市的肿瘤基因治疗新药。多年耕耘
在生物基因产业领域，赛百诺终于使基因治疗作为一种新疗
法作用于临床成为现实，依靠坚持不懈的创新、发展，为提
高人类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冷博机房精密空调可将机房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
摄氏度，从而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寿命及可靠性。机房专用精
密空调系列是公司采用国际尖端恒温恒湿技术，功能齐全的
精密空调，可提供温度和湿度控制、空气过滤以及告警通知
管理，保证您的数据中心始终处于控制之下。 

    深圳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基因治疗领
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企业。1998年3月，创建于深圳市高新
技术产业园。2003年10月16日，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重
组人p53腺病毒注射液（今又生/Gendicine®），获得国 

配置介绍 

产品       CB-M110 机房精密空调 

带给客户的效益： 

1.经济运行、高效能、高可靠性、高适应性、
控制通讯、可维护性。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节能、节地、易使用、易维护、适应力强 

冷通道 
機房空調 

解决方案   服务器中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10Kw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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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绍 

产品       CB-AS090  机房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行間空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90Kw 6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
于为广电提供全业务互联互通整体解决方案
与运营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全球
客户提供一流的数字视讯相关产品和服务， 

行間空调 
机房應用 

促进人类文明传播。2006年，同洲电子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002052），是我国专业从事数字视讯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 
        同洲在国内率先推出高标清兼容机顶盒、IPTV机顶
盒、内置CableModem的双向交互机顶盒等高端产品，新产品
研发实力国内领先。 
        同洲机房使用冷博机房精密空调，其直接蒸发式系
统使用谷轮数码涡旋压缩机。该设备使用数码涡旋技术，能
够快速调节并适应服务器的制冷需求。数码涡旋压缩机能减
少启动/停机循环次数，延长了制冷设备的生命周期。另外
CB-S090使用的冷媒是环保型制冷剂R410A。该产品特点经济
运行、高效能、高可靠性、高适应性、控制通讯、可维护性。 

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与能效管理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不受高温严寒恶劣气候影响，全天候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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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绍 

产品       CB-S015  机房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冷通道机房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5Kw  4台 

    锦龙汽车成立于80年代初的香港，一直经营汽车零
件与汽车销售业务，90年代初正式成立香港锦龙汽车有
限公司，1997年回归后致力于中国汽车市场业务开拓，
1998年开始大举进军内地汽车市场，一直坚持为广大进 

冷通道 
小型机房 

军内地汽车市场，一直坚持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产品服务，
坚持"以商德经营、以贤德待人、以厚德处世"的经营之道，
“以专业凝练质量"的品牌承诺，是以汽车为主线-豪华品
牌4S店 集群及提供多项汽车售后市场服务的汽车贸易商。 
     锦龙汽车选用冷博精密空调，采用冷水机组针对数据
中心进行优化设计，提供制冷一体化节能解决方案。对于
常年需要制冷 的数据中心，当室外温度较低时，我们可以
采用冷空气直接冷却循环冷冻水，让机组制冷系统部分负
荷或者停止运行，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夏季：采用风冷
冷水机组制冷模式运行，冬季：当室外温度低于回水温度，
差值到一定程度，风冷冷水机组可以停止运行，完全采用
室外冷空气直接冷却循环 冷冻水，对室内机房空调机组供
冷。此时，仅有风机水泵的循环动力耗能，很大程度地达
到节能的效果。 
 
 

带给客户的效益： 

1.机组高效、节能、耐用 

2.完备的机组控制功能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高效、低噪声冷凝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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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与能效管理 

2.高可靠性 

3.节省空间 

4.智能控制 

    宝安区西乡人民法院位于美丽的南海之滨——宝安，其
前身是建立于1949年的宝安县法院，后经数次变迁，1993年
随着宝安撤县设区后挂牌成立。现司法管辖覆盖宝安区、光
明新区和龙华新区，辖区面积730帄方公里，人口已逾900万 

行政院 
机房空调 

（含暂住人口），是深圳市的经济大区、产业大区、人口大区和西部中心。
全院设置内设机构14个、直属机构1个（司法警察大队）、派出法庭7个、
临时机构10个。法院有建立独自 
的数据库，对接各大法院数据库，西乡人民法院将历年审核过的案件登记
造册，以大数据模式编号注册，随时能别查阅和取给。  
    法院采取冷博数据中心专用空调，为其24小时不间断作业提供有效保
障。新型涡轮式高效风机-New high-performance turbo-style fan 
室内风机借鉴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原理，风机的叶轮采用新型涡轮式，双
叶片反向转动，吸气和排气同时运行，提高了送风效率。与其他品牌采用
的离心式皮带驱动风机相比，相同风量下可节能 0.7KW的输入功率，大大
为用户节约了经济成本。由于这种风机采用含油轴承并经过动、静帄衡的
校正，噪音大大降低。机组风压现场可调，克服了传统技术在现场风压不
可调的局限。  

数据中心 

产品       CB-M100  数据中心机房 

解决方案   行政院環境应用模块化冷冻风水冷设计，制冷量55Kw~90Kw  9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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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减少占地面积，寿命周期成本低 
自动张力调节风机，满足不同的外部残余压力的要求 
独特高效率FIR加湿系统提供快速的加湿和水质差自适应性，
低维护 
强大团队控制和通信功能 
多种冷却方式：风冷、冷却、冷冻水和双冷源等，适用于在
各种环境中的应用 
多种配置例如：EC风机、双冷源和双线圈管源 
沉没式EC风机设计，与普通EC风机相比节能20% 

开放式通信协议，满足建筑和各种现场监测要求适用于环保制冷剂 
保持准确的温度和湿度是保证稳定和可靠的设备性能。我们提供最完整的精密冷却方案，保护关
键设备来自于微小温差和湿度差异的影响。 

大數據精密空調特點： 

■ EC风机，高效风量可调 

■ 涡旋式压缩机更高效率、更低噪音 

■ 数码涡旋压缩机， 0～ 00%范围制冷量输出 

■ 远红外加湿器实现精密湿度控制 

■ 高效的快速除湿设计 

■ 微通道室外冷凝器，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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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博大数据机房空调性能特点：： 
l 模块化结构设计，组合方便，可现场拆装; 
l 全正面维护，无需侧面维修通道; 
l 高技术“V”型蒸发器盘管，使热交换更快，更有效率。“V”型结构有利于蒸发器表面的
空气分配更加均衡; 
l 先进的涡旋式压缩机，高效、节能; 
l 独特的高效张力自调节风机系统，使送风系统运行更加平稳，送风效果更佳; 
l 红外线加湿，6秒产生蒸汽，适应各种水质; 
l 与机器同尺寸的空气过滤器，能更有效的减少空气浑浊度，提高了过滤器使用效率; 
l 大屏幕LCD全中文菜单显示器，为管理人员提供最佳的数据; 
l 标准通讯接口，开放的通讯协议; 
l 标配的漏水报警器可实现机房漏水情况的实时监测及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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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 365天24小时运行 

2.系统安全性高，节能性强 

3.一键开启功能。 

4.机组可具备Free-cooling功能 

5.采用名牌厂家的轴流风机，效率高、振动小、噪声低，寿命长 

6.优化安装及检修空间，方便日常维护管理 

配置介绍 

产品       CB-V130  机房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大数据中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30Kw  8台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中文直译
为“香港和上海银行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中环皇后
大道中1号香港汇丰总行大厦，现时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及各附属公司主要在亚太地区设立约700多间分行及办 

大数据 
专用空调 

事处。 
    汇丰为确保机房服务器高效运转，采用冷博科技机房空调，冷
博冷冻水机组是基于冷博全球研发与设计帄台的高端机组，该机组
制冷能力可以覆盖从45KW到2600KW。应用于数据中心（IDC）、高
科技环境及实验室、工业生产厂房电子、化工、冶金、制药、机械
等行业的冷冻水系统需求。汇丰银行选用10台冷博投入使用，效果
良好，得到客户一致认同。 

            



第 18 页 

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与能效管理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不受高温严寒恶劣气候影响，全天候运行 

配置介绍 

产品       CB-V160  车间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大数据中心应用;模块化冷冻水冷设计，制冷量160Kw  5台 

   东莞圣诺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三大集团
（东亚华资集团、联大集团、东大集团）联合而
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九龙湾常悦道9号企业广
场第一期18楼1081室（南侧全层），中国总部设 

大数据 
专用空调 

于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沙湖村圣诺盟工业城。本集团下设66个
分公司、办事处、专买点及6个生产基地，分布于中国香港、
大陆、美国、加拿大，占地面积达16万帄方米，建筑面积15万
帄方米，拥有上亿元世界最先进的各种设备及生产线。 
   冷博车间精密空调是一款能自调节的精密制冷设备，是中
小数据中心列间制冷的理想产品。在机架级制冷，而不是在房
间级。CB-V160从热通道中吸入热空气，进行过滤、冷却后送
给服务器。集成的导风板可精确的把气流送至热负荷，送至左
侧、右侧或两侧（可现场调节）。此系列产品专业致力于对温、
湿度有高精确控制等严格要求并且要求设备全年365天、每天
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环境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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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 同行业帄均水帄相比， 
每帄方米增加 %制冷量 
■ 全正面维护 
■ 机组可根据场地需求进行拆卸和安装 
■ 联控工作模式可智能控制机组在不帄衡负载的机房里协调工作 
■ 备件列表支持对部件的快速鉴定 
■ 机组记录各种数据，并提供历史数据共享 

   龙岗反恐武警基地，是加强地方治安特勤训练，做到情
报互通互联，在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后，对境内外恐怖组织训
练基地、指挥中心、情报通讯枢纽、器材供应点，要定点清
除，防患于未然，防患于境外。我们的边防线也应该成为我
们的 

大数据 
专用空调 

边防线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反恐警戒线，一定要严防死守，绝对不能使危险
分子、危险物品入境或脱逃出境。 
    基地对网络安全有建立数据库，近年网络犯罪日益渐升，对在网络进
行诈骗犯罪、泄露国家机密的进行查处打击，确保地方的长治久安。 
    基地应用冷博数据中心专用空调，为其24小时不间断作业提供有效保
障。新型涡轮式高效风机-New high-performance turbo-style fan 
室内风机借鉴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原理，风机的叶轮采用新型涡轮式，双
叶片反向转动，吸气和排气同时运行，提高了送风效率。与其他品牌采用
的离心式皮带驱动风机相比，相同风量下可节能 0.7KW的输入功率，大大
为用户节约了经济成本。由于这种风机采用含油轴承并经过动、静帄衡的
校正，噪音大大降低。机组风压现场可调，克服了传统技术在现场风压不
可调的局限。  

数据中心 

产品    CB-M110  数据中心机房 

解决方案   大数据中心应用模块化冷冻风水冷设计，制冷量55Kw~110Kw  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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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多台机组的高级群控，使得所有机组像整体一样联合工作 
■ 减少压缩机起停循环，提高可靠性 
■ 按需供冷，环境控制更精密 
■ 动态制冷，针对变化的负荷动态提供冷量 
■ 低EMC，无谐波干扰 

南方电网公司是区域电力市场交易的主体，在接
受政府监管的同时，积极培育电力市场，协助政
府维护电力市场秩序，实现电力市场的规范化运
营。南方电网覆盖五省区，面积100万帄方公里， 

網絡服務
應用空调 

供电总人口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8%. 
    南方电网确认各区数据化管理，有建立独自的数据库，对
接各区数据库，南方电网深圳公司采取冷博数据中心专用空调，
为其24小时不间断作业提供有效保障。新型涡轮式高效风机-
New high-performance turbo-style fan室内风机借鉴喷气式
飞机的发动机原理，风机的叶轮采用新型涡轮式，双叶片反向
转动，吸气和排气同时运行，提高了送风效率。iCOM控制器可
以群控多达 台空调机组，并且 台机组可以分为多个组运行。 
通过iCOM控制器可以实现空调机组相互之间的备份、轮巡功能，
保证空调系统的稳定运行；根据机房负荷动态调整空调机组运
行数量，以及协调群组内空调机组避 
免竞争运行，实现空调系统的高效运行 。 数据中心 

产品   CB-V110  数据中心机房 

解决方案   行间级列间应用模块化冷冻风水冷设计，制冷量55Kw~110Kw  1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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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绍 

产品       CB-S075  中央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常用基本模块有单制和双制冷模块，制冷量60Kw~110kw  10台 

    荣超中心位于深圳市中心区北区，共有A、B两座塔楼，
其中A座46层，高192.8米，建筑面积约6.2万帄方米，B座为
36层132.8米高，总建筑面积约4万帄米。车位配置：地上
509个 地下510个，标准层面积：1729帄米 。 

     荣超中心網絡服務器，应用冷博機房空調调解决方案，采取冰蓄冷
的方式，可以节约很多空调电力。可根据用户的需要将不同冷量的模块组
合成一个制冷系统。 新型涡轮式高效风机-New high-performance 
turbo-stylefan室内风机借鉴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原理，风机的叶轮采用
新型涡轮式，双叶片反向转动，吸气和排气同时运行，提高了送风效率。
与其他品牌采用的离心式皮带驱动风机相比，相同风量下可节能 0.7KW的
输入功率，大大为用户节约了经济成本。由于这种风机采用含油轴承并经
过动、静帄衡的校正，噪音大大降低。机组风压现场可调，克服了传统技
术在现场风压不可调的局限。投入使用冷博中央空调后，效果明显，能源
有效节省30%. 

带给客户的效益：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与能效管理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不受高温严寒恶劣气候影响，全天候运行 
5.大风量、EC风机 
6.24小时上门服务 

網絡服務
應用空调 



谢 谢 欣 

赏 

真 

诚 
合 

作 

第 22 页 


	页首
	目录
	机房精密空调产品性能介绍
	医院应用机房空调案例
	手术室机房空调案例
	行間冷通道机房空调应用案例
	法院机房空调案例
	大数据中心机房空调案例
	网络服务器机房空调案例
	页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