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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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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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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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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10台 

上海九重天酒吧 五星级酒店内，上海最高的酒吧，夜
色迷人，光影妖娆，看窗外璀璨的夜景，感觉如同梦
中。确实是九重天的感觉。适宜情侣约会、商务宴请、
朋友聚餐、休闲小憩、随便吃吃。 

酒窖空调 

    九重天酒吧红酒储存使用是冷博CB-S008,针对
红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
摄氏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制冷门
不同类型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
间，冷博采用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
制冷温度大概为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
根据机组功率大小通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
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
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
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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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3台 

武汉魔力红酒吧位于武汉江汉区取水楼站背后新华小
路118号。本公司的宗旨是坚持诚信原则及专业，以
达到市场客户要求，提高品质为原则，深受客户广泛
赞许，也相对提升公司在市场的竞争力。在创办企业。 

酒窖空调 

之始，企业创始人就本着“以人为本、诚信创新、服
务领先、追求无限”的核心理念管理企业。我们积累
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凝聚了大批专业技术力量，重视
行业内部的职能管理与专业素质提升，加强同行业的
横向交流与学习，使企业管理更规范，工作效率更高。 
     武汉魔力红酒吧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
S008,针对红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
制于正负1摄氏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
制冷门不同类型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
18℃之间，冷博采用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
实际制冷温度大概为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
根据机组功率大小通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
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
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凝排水
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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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5台 

乐巢酒吧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以经营酒吧为主，一
家以时尚音乐加人性化的精致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跨省
直营娱乐企业。 公司在张志军董事长确立的服务差
异化战略指导下，始终秉承“服务至上、顾客至上” 

酒窖空调 

的理念，以创新为核心，改变传统的标准化、单一化的
服务，提倡个性化的特色服务，将用心服务做为基本经
营理念，致力于为顾客提供“贴心、温心、舒心”的服
务；在管理上，倡导双手改变命运的价值观，为员工创
建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实施人性化和亲情化的管理模
式，提升员工价值。 
    乐巢酒吧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S008,针对
红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摄氏
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制冷门不同类型
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间，冷博采用
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冷温度大概为
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通
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
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求，
机组内还会配置冷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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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12台 

    南宁菲林酒吧成立于2007年，提供现场的乐队或
歌手、专业舞蹈团队、“舞女”表演。高级的Bar还有
调酒师表演精彩的花式调酒。而Pub多指英式的以酒为
主的酒吧，是BAR的一种分支。 酒吧有很多类型和风 

酒窖空调 

格，既有最低档的“潜水吧”，也有为社会精英人士提
供娱乐的优雅场所。 
    菲林酒吧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S008,针对
红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摄氏
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制冷门不同类型
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间，冷博采用
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冷温度大概为
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通
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
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求，
机组内还会配置冷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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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30台 

深圳龙岗一千零一夜酒店是由深圳市一千零一夜创意
酒店管理公司投资管理，秉持“宾客至上，服务第一”
为经营宗旨，采用了科学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法，不
断追求卓越。酒店有各类商务客房147间，房间很具有 

酒窖空调 

不同的设计风格突显：简约，时尚，创意，浪漫色彩，设施设备齐
全，24小时提供各类美食和酒水。 
      酒店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S008,针对红酒存特性专
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摄氏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
嵌式、组合式、制冷门不同类型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
12℃-18℃之间，冷博采用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
冷温度大概为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
通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加湿器，
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
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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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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自启，压缩机保用6年 

5.24小时上门服务 

     城市客栈酒店是华侨城在成功开创了中国主题酒店
先河后，在经济型酒店领域，以城市为主题的又一力作从。
2004年深圳首家城市客栈开始便不断向全国连锁经营迈进；
以美丽的深圳华侨城为起点，今日的城市客栈已经 

酒窖空调 

在深圳、北京、广州、佛山、顺德、惠州、中山、虎门
等众多城市拥有连锁酒店，其"实惠、舒适、便捷"的特
质成为经济型酒店中精品典范，也赢得了无数公众和业
内人士的一致赞誉。 
     城市客栈酒店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S007,
针对红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
摄氏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制冷门不同
类型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间，冷博
采用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冷温度大概
为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
通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
接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
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7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7Kw  5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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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8台 

   东莞龙泉国际大酒店龙泉国际大酒店位于虎门镇连升路金洲
段，酒店投资近9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建筑面
积达12万多平方米，主楼高27层，是一家五星级的现代化国际
性大型酒店。交通便利，酒店2靠近高速公路，距广州、深圳、 

酒窖空调 

珠海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 酒店拥有800间豪华客房，装潢考察的
中西餐厅、咖啡厅、日式餐厅。具有容纳1000多人的国宴厅、大
型多功能宴会厅、13种语言同声传译多功能会议厅以及大型歌舞
演艺厅、名牌专卖店等康休、娱乐、购物设施。 
  龙泉国际大酒店应用冷博酒窖空调，冷博设计有单机模式、
组合式、制冷门三种方式 组合模式，组合空调机将制冷和排气设
备分离，通过通风管道连接，调温调湿性能与装嵌式相当，但安
装比装嵌式更加灵活。按照调温空间体积分有20立方米级，40立
方米级。   
  制冷门模式，适合更小的空间，15立方米以下的酒窖空间。
制冷门具有性能完善，外观雅致，节省空间等等优点，非常适合
小型酒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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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12台 

东莞石龙金凯悦大酒店东莞石龙金凯悦大酒店隶属于广东
名冠集团，与金凯悦大酒店（东莞·寮步）、金凯悦大酒
店（东莞·凤岗）直接受管于金凯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酒店是石龙镇第一家五星级绿色商务型酒店，座落于迷人 

酒窖空调 

的东江边上，风景秀丽，10分钟车程可到东莞城市中心，
至深圳、广州市区只需半小时车程，邻近石龙火车站，是
莞城附近众多乡镇的中心地带。 
    金凯悦大酒店应用冷博酒窖空调，冷博设计有单机模
式、组合式、制冷门三种方式 组合模式，组合空调机将
制冷和排气设备分离，通过通风管道连接，调温调湿性能
与装嵌式相当，但安装比装嵌式更加灵活。按照调温空间
体积分有20立方米级，40立方米级。   
  制冷门模式，适合更小的空间，15立方米以下的酒窖
空间。制冷门具有性能完善，外观雅致，节省空间等等优
点，非常适合小型酒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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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13台 

惠州恒远假日酒店惠州恒远假日酒店是一家涉外商务
型酒店。由国际著名的洲际集团管理。酒店地处珠江
三角洲腹地，临海而立，与秀美海滩相互映衬，毗邻
大甲岛、三角洲岛、熊猫黄金海岸等著名旅游区。 

酒窖空调 

    酒店由客房、餐厅、会议、康体、公寓、写字楼等
建筑群组成。酒店拥有装修高雅、设备完善的客房及精
装修的高档服务公寓240间；可容纳600人的多功能宴会
厅和其它齐备的商务会议配套设施；同时拥有5个餐饮设
施及24小时送餐服务，岭南随园中餐厅拥有14间VIP贵宾
房，为您提供精美的粤式菜肴及各种点心。 
     惠州恒远假日大酒店应用冷博酒窖空调，冷博设计
有单机模式、组合式、制冷门三种方式 组合模式，组合
空调机将制冷和排气设备分离，通过通风管道连接，调
温调湿性能与装嵌式相当，但安装比装嵌式更加灵活。
按照调温空间体积分有20立方米级，40立方米级。   
   制冷门模式，适合更小的空间，15立方米以下的酒
窖空间。制冷门具有性能完善，外观雅致，节省空间等
等优点，非常适合小型酒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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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8台 

南昌凯莱大酒店凯莱酒店集团系1992年在香港成立的
专业从事酒店投资、管理及顾问咨询的有限公司。 
二十四年来，凯莱酒店集团通过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
实现了在国内外的迅速扩张，麾下酒店已经逐步在国 

酒窖空调 

内外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并享有较高的
品牌认知度。凯莱酒店集团未来计划在中国具有发展
潜力及经济活跃的城市继续扩张酒店规模。 
    南昌凯莱大酒店应用冷博酒窖空调，冷博设计有
单机模式、组合式、制冷门三种方式 组合模式，组
合空调机将制冷和排气设备分离，通过通风管道连接，
调温调湿性能与装嵌式相当，但安装比装嵌式更加灵
活。按照调温空间体积分有20立方米级，40立方米级。   
  制冷门模式，适合更小的空间，15立方米以下的
酒窖空间。制冷门具有性能完善，外观雅致，节省空
间等等优点，非常适合小型酒窖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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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30台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城中新商业区的黄金地段，
坐拥幽雅的青葱园林，俯瞰珠江的秀丽景致，以“亚
洲式殷勤待客之道”为旅客们诠释香格里拉之典范。
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拥有704间豪华客房及套房，是让 

酒窖空调 

尽享舒适和宁静的繁忙都市中的一方绿洲。大酒店拥有704
间豪华客房及套房，另设26间设计精巧的服务式公寓，面
积均超过42平方米，从客房可尽览珠江的秀丽风光及幽雅
的翠绿庭苑。 
    香格里拉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S008,针对红
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摄氏度，
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制冷门不同类型存储，
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间，冷博采用低温压缩
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冷温度大概为0℃-20℃；机
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通常采用超声波加
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接加湿器，有自己的
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
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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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大风量、高显热比，节能低碳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机制 

4.停电后来电自启功能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10台 

海逸国际酒店由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与长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合资所有，并由和记黄埔地产集团经营。海
逸国际酒店集团是亚洲酒店业的重要成员。舒适优雅、
物超所值的享受与便利的完美融合，是其全线酒店的 

酒窖空调 

显著特色。 
     海逸国际酒店致力在旗下所有酒店提供舒适高雅的
设施和出类拔萃的服务，期望在国际酒店业中占一重要
席位。 
      海逸国际酒店红酒冷藏采用冷博酒窖空调CB-S008,
针对红酒存特性专业设计，温度及相对湿度控制于正负1
摄氏度，我我们为其提供装嵌式、组合式、制冷门不同
类型存储，酒窖的温度要求一般为12℃-18℃之间，冷博
采用低温压缩机制冷，低温压缩机的实际制冷温度大概
为0℃-20℃；机组内部装有加湿器，根据机组功率大小
通常采用超声波加湿和电极加湿两种。内置引进水箱连
接加湿器，有自己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另外根据存储要
求，机组内还会配置冷凝排水泵和防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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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5台 

    东莞大绅国际商务会所 大绅国际商务会所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捷。拥有多档次客房，客房配有空调、
有线电视、WIFI全面覆盖，24小时热水系统，是社会各
界亲朋好友商务洽谈、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 

酒窖空调 

冷博商务酒窖空调特点： 
Environmental control: Villa wine cellar, 
private wine cellar, commercial wine cellar, 
club wine storage room, large cellar, ground 
cellar, shopping malls cellar, large wine 
library, the cellar, displaying wine cellar, 
Euclidean cellar, French style wine cellar, 
Italian style wine cellar, domestic wine cellar, 
CHCT cellar, and etc. 
环境控制领域：别墅酒窖、私人酒窖、商用酒窖、会
所储酒室、地下酒窖、地面酒窖、商场酒窖、大型酒
库、会客型酒窖、展示酒窖、欧氏酒窖、法式酒窖、
意式酒窖、家用酒窖及恒温恒湿酒窖等。 

带给客户的效益： 

1、灵活:自可选的EC风机，与普通EC风机相比节能20% 
2、Copeland涡旋式压缩机,高能效比; 
3、易维护; 
4、365天持续工作不间断; 
5、高可靠性，灵活性，整个寿命周期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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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2台 

    淡水半岛1号別墅 冷博专业从事私人及商业空间
的酒窖，别墅酒窖空调设计开发和制作安装。我们可以
为不同尺寸的空间，包括私人住宅房间及商场酒店展示
厅提供酒窖及酒架设计，制作，安装，维护等服务。  

酒窖空调 

冷博别墅酒窖空调特点： 
    1、食品级专业微电脑风冷中低温空调控制，全
室恒温恒湿智能设计； 
    2、全室立体空间多温区设置，满足不同酒种存
放要求； 
    3、全室同步通风循环气流控制，酒窖空气洁净
与异味排除； 
    4、专业隔热、保温、防水、隔音墙体及地面工
程规划； 
    5、名贵实木储酒架及展示架、储酒盒个性配置； 
    6、专业红酒窖藏灯光个性化设计配套规划； 
    7、个性化功能分区设计，展示区、储存区、休
闲区等分区功能设计，开放性及私密性集于一
体 。  

带给客户的效益： 

1、保温防潮; 
2、恒温恒湿系统; 
3、酒架的设计摆放; 
4、365天持续工作不间断; 
5、通风. 

配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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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4台 

    惠州曼亨商务会所 惠州曼亨商务酒店是一家集住
宿、休闲、沐足、按摩、商务、旅游等服务为一体的商
务酒店。酒店拥有装修豪华、高雅、环境舒适的各类客
房，房间装饰明亮宽敞，设施设备齐全，均配备免费上
网端口，以满足各类宾客的服务需求。 

酒窖空调 

冷博商务酒窖空调特点： 
环境控制领域：别墅酒窖、私人酒窖、商用
酒窖、会所储酒室、地下酒窖、地面酒窖、
商场酒窖、大型酒库、会客型酒窖、展示酒
窖、欧氏酒窖、法式酒窖、意式酒窖、家用
酒窖及恒温恒湿酒窖等。 

带给客户的效益： 

1、灵活:自可选的EC风机，与普通EC风机相比节能20% 
2、Copeland涡旋式压缩机,高能效比; 
3、易维护; 
4、365天持续工作不间断; 
5、高可靠性，灵活性，整个寿命周期费用低. 

配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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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3台 

    广州沃德商务会所位于广州番禺区钟村街钟屏岔道
11号，总建筑面积约为4400平方米，整栋商务酒店大楼
高度大概20米，一楼为前厅跟棋牌，二至五楼为住宿客
房。酒店前置有宽敞大停车场空地。 

酒窖空调 

冷博商务酒窖空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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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给客户的效益： 

1、灵活:自可选的EC风机，与普通EC风机相比节能20% 
2、Copeland涡旋式压缩机,高能效比; 
3、易维护; 
4、365天持续工作不间断; 
5、高可靠性，灵活性，整个寿命周期费用低. 

配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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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3台 

   惠州光耀城別墅 冷博专业从事私人及商业空间的
酒窖，酒，酒窖空调的设计开发和制作安装。我们可以
为不同尺寸的空间，包括私人住宅房间及商场酒店展示
厅提供酒窖及酒架设计，制作，安装，维护等服务。  

酒窖空调 

冷博别墅酒窖空调特点： 
l 紧凑的结构，使占地面积最小; 
l 革新的皮带张力自动调节机构，能大大减少磨损，
最大限度的提高送风系统的使用寿命; 
l 多种冷却方式，包括风冷、水冷、乙二醇冷却及冷
冻水等，有利于适应现场的实际条件; 
l 备选监控软件，可通过联网远程监控; 
l 个性化功能分区设计，展示区、储存区、休闲区等
分区功能设计，开放性及私密性集于一体 。  

带给客户的效益： 

1、保温防潮; 
2、恒温恒湿系统; 
3、酒架的设计摆放; 
4、365天持续工作不间断; 
5、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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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效益： 

1、保温防潮; 
2、恒温恒湿系统; 
3、酒架的设计摆放; 
4、灯光的选用; 
5、通风. 

配置介绍 

产品       CB-S008  酒窖精密空调 

解决方案  将制冷、制热、除湿、加湿四种功能集成于一体，制冷量8Kw  2台 

深圳龙华別墅   冷博专业从事私人及商业空间的酒
窖，酒，酒窖空调的设计开发和制作安装。我们可以为
不同尺寸的空间，包括私人住宅房间及商场酒店展示厅
提供酒窖及酒架设计，制作，安装，维护等服务。  

酒窖空调 

冷博别墅酒窖空调特点： 
    1、食品级专业微电脑风冷中低温空调控制，全
室恒温恒湿智能设计； 
    2、全室立体空间多温区设置，满足不同酒种存
放要求； 
    3、全室同步通风循环气流控制，酒窖空气洁净
与异味排除； 
    4、专业隔热、保温、防水、隔音墙体及地面工
程规划； 
    5、名贵实木储酒架及展示架、储酒盒个性配置； 
    6、专业红酒窖藏灯光个性化设计配套规划； 
    7、个性化功能分区设计，展示区、储存区、休
闲区等分区功能设计，开放性及私密性集于一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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