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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洛斯 

带您走进海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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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洛斯 http://www.hiross.org/ 

     海洛斯精密空调深圳公司，2012年在美丽的深圳成立，深海洛斯公司致力于开
发具有最新、最先进技术的高品质空调系统，其旗下品种齐、规格全。如今已在国内
的营业额及利润持续高速增长，其中核心产品“深海洛斯”机房空调国内市场占有率
超过30%,成为行业翘首。 
     深圳海洛斯一直追求产品节能环保，低碳经济作为海洛斯公司研发重点，深圳
海洛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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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资质 

团队合作 

公司资质 

http://www.hiro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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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斯产品 
---多元化--- 

机房空调 

酒窖空调 

恒温恒湿
精密空调 

大数据库 
专用空调 

列间行间
专用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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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斯产品 
---品质保证--- 

控制模组高端研制可靠性强 

海洛斯核心技术 

电脑全程控制 
可远程急救 

恒温恒湿 

可远程 
控制  

365天 
保持恒温 

依据客户需求定制机柜大小 

http://www.sxtowin.com/uploads/110510/1_102418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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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斯服务 
---客户是永远的上帝--- 

凡购买深圳SZHIROSS
公司精密空调，自开
出购货发票之日起，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整机保修二年，压缩
机三年质保。 

深圳海洛斯精密空调有限
公司，面向全国的战略，
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销售
分部，方便快捷的上门服
务，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类型 
投资成
本 

运行成本 

传统柜机  21.9万
元 

23万元/年 

（16台5匹机） 

中央空调  25.8万
元 

22.5万元/年 

（造价307元/㎡）

海洛斯精密空调  14.8万
元 

10.3万元/年 

（2台SZhiross-
R01机） 

深圳海洛斯 
愿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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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产品介绍 

追求卓越的品质 
是海洛斯人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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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斯产品 
---性能结构--- 

压缩机： 意大利海洛斯 

风机： 深圳冷博科技 

膨胀阀 美国艾可 

电磁阀： 美国艾可 

干燥过滤器： 美国艾可 

电气元器件： 法国施耐德 

湿度传感器： 法国HUMIRE 

PLC控制器： 美国艾默生 

温度传感器： 美国HUNYWELL 

蒸发器、冷凝器： 紫铜管套铝翅
片(美国OAK数
控生产线制作) 

1 名称/类型 恒温恒湿空调 备注 

2 型号： 海洛斯 H-R05   

3 制冷量: 5kw   

4 风量： 1400m3/h 
  

5 机外静压: 70Pa   

6 压缩机功率： 1.56kw 全封闭式 

7 电源： 1N～220v 50Hz    

9 制冷剂: R22 可以选

R407C/R410A 

10 蒸发器、冷凝器形式： 铜管套铝翅片   

1 名称/类型 恒温恒湿空调 备注 

11 空气过滤器： 初效   

12 室内风机类型： 低噪音离心风机  52DB（A） 

13 室内风机功率： 0.15kw   

14 加热器类型： 电加热   

15 电加热功率： 3kw   

16 加湿器类型： 电极式   

17 加湿器功率： 1.5kw   

18 加湿器加湿量： 2 kg/h   

19 加湿器管径： 1/2 inch   

20 温度控制范围： 18～30±1℃ 可任意设定 

21 湿度控制范围： 45～75±5% 可任意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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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斯产品 
---生产车间--- 

深圳海洛斯 
生产车间和样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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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产品 
---应用场所--- 

车 间 餐 厅 

办公室 商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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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产品 
---应用场所--- 

网吧 课室 

会所 宿舍 医院 

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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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分享 

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合作双赢 

客户睿智的选择 ----------13 

机房空调应用 ----------14 

核磁共振空调 ----------16 

实验室空调 ----------19 

大数据精密空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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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产品 
---睿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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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深圳赛百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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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机房空调需求120平米，服
务器全天候作业需求，选用海洛斯机
房空调H-R15型 15kw 3台投入使用. 

深圳海洛
斯机房空
调布局设
计新颖，
追求实效 

机房监控
防护系统 

1、高可靠性 
2、占地空间少 
3、高效涡旋式压缩机 
4、智能除湿 
5、节能-大面积V 型蒸
发器 
7、超大屏幕全中文图
形显示屏 
8、iCOM 强大的联控与
通讯功能 

带给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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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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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南方电网深圳分公司--- 

    南方电网深圳分公司是区域电
力市场交易的主体，需求机房150平
米，使用海洛斯H-R12系列机房空调 
5台 12kw 投入使用. 

海洛斯针
客户要求
独立设计
专业定制 

为客户定制
监控防护运
行系统 

带给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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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节能 
2、环保 
3、智能除湿 
4、超大屏幕中英文 
5、365天全天候作业 
6、占地少 
7、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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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东莞人民医院--- 

东莞人民医院医疗室，核磁共
振室内对恒温恒湿要求特别高，
确保设备仪器高效工作，投入
使用海洛斯 H-P12型 5台 12kw 

优化方案 

为核磁共振
保驾护航 

您的健康、快乐 
是海洛斯人永远的追求 

海洛斯专业设计 

健康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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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深圳同洲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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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发产品需
要高精密的实验室空调，选用深圳海洛斯 
H-S08 8kw 5台 

带给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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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洛斯专业设计 

1、占地少 
2、高效 
3、智能除湿 
4、节能 
5、超大屏幕 
6、前天候监控 

专业性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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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上饶人民法院--- 

    上饶中级人民法院 需求对文件有效存储和高
效查阅，对机房服务器要求更加严苛，机房温湿
度恒温恒湿必定做到万无一失，机房面积230平方
米，应用海洛斯H-R15 15kw 4台投入运行使用. 

深圳海洛斯 
专业设计 

选用深圳海洛斯大调制解调器房专用
空调 
 H-AS15 15kw 4台列间式   

带给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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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有力的监控预
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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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康尔信机电公司--- 

    东莞康尔信机电公司 需求对实验室需要高精密
度温室度管控，管控面积200平方米，应用海洛斯 
H-P09 9kw 6台投入运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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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侯作业，客户满意 

安全可靠 
品质保证 

专业设计 
完美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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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连盈公司--- 

    东莞连盈生产基地 建立数据机房，高
要求温室度管控，管控面积180平方米，应
用海洛斯 H-S11 11kw 4台投入运行使用. 

带给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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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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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端控制 
安全无忧 

设计新颖 
安装使用 

安全可靠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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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南昌联通分公司--- 

    南昌联通分公司  建立大型数据机房
200平方米 10间，不间断式作业，应用 
海洛斯 H-M110 110kw 10台投入运行使用. 带给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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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质可靠
完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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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深圳华润万家--- 

    深圳华润万家超市 建立大型数据机房
300平方米，不间断式作业，应用海洛斯 H-
Q85 85kw 6台投入运行使用. 

带给客户的价值： 

1.高效节能，智能群控 

2.365天24小时工作 

3.远程控制监控预警 

4.全天候运行 

5.大风量、EC风机 

6.能效管理 

6.24小时上门服务 

独立设计 
完美结合 

大数据机房 
忠诚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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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龙华别墅中央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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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设计 
施工配套 

运行宁静 
低碳节能 

云端控制 
科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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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客户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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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监控 
行级列间 
布局合理 

客户需求 
独立设计 

深圳海洛斯案例分享 
---武汉联通行级列间精密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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