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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能源会议统计，世界已探明可采煤炭储量共
计15980亿吨，预计还可开采200年。探明可采石油储量
共计1211亿吨，预计还可开采30～40年。探明可采天然
气储量共计119万亿立 方米，预计还可开采60年。探明
可采铀储量合计235.6万吨(未包括中央计划国家)，如果
利用得好，可再用2400～2800年。全世界可开发水电装
机容量共计22.6亿wh(瓦)，年发电量可达9800wh，可长
期开发利用。 
 
  据估计，占世界目前耗能80%的化石燃料(煤炭、石
油、天然气)的最终可采量相当于33730亿吨原煤，而世
界能耗正以年5%的速度增长，预计只够人类使用一二百
年。随着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的逐步枯竭，新能源
的开发利用还没有重大突破，目前世界正处在被称为
“青黄不接”的能源低谷时期。 
  为了缓解能源的供需矛盾，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
开发新能源，特别是再生能源，以保证人类长期稳定的
能源供应。 
 

     深圳精密科技站在为社会服务的最高点，
积极开发研究低碳节能，恒温恒湿顶尖科技，目
前已经有节能40% 的机型,有效减少有害物质0排
放，为服务於各行各业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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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于1964年，总部设于意大利，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
于开发具有最新、最先进技术的高品质空调系统，在奥地利、法国、
德国、英国、瑞士、亚洲等地均设有分部。 
    2014年深圳精密科技成立，收购国内第一大精密空调生产商深
圳冷博科技，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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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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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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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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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间 餐 厅 

办公室 商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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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吧 课室 

会所 宿舍 医院 

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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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积 60-110㎡ 120-280㎡ 300-500㎡ 

型号 HVAC-R01 HVAC-R02 HVAC-R03 

室外机电源 380V/50Hz 

额定制冷量※ KW 18（6匹） 36（16匹） 60（24匹） 

噪音（A级声压） dB 45MAX（超静音） 48MAX（超静音） 55MAX（超静音） 

外壳颜色 褐色和白色  

高*宽*厚 mm 1200*850*650 1550*880*750 1700*900*800 

净重 kg 258 290 390 

机组耗电量 kw 3.5 7.5 11.5 

冷媒充注量 kg 4.2 7.8 8.8 

  机房内设备有明确的工艺参数要求 
  如温度22±1℃，湿度60±5% 
  机房内设备特别重要时，必须有良好的机房环境保证其安全可靠的运行 
  机房内设备的价格远远高于专用精密空调机的价格时 
  机房设备的价格 ≥15倍专用空调机价格时，建议采用机房专用精密空调机 



幫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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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平方米车间，同等制冷效果下，精密空调柜机及中央空调机组进行
对比 

• 运行成本按每天运行10小时每年运行365天、电费1元/度计算 

 

類型 投资成本 运行成本 

传统柜机  18.8万元 22万元/年 

（16台5匹机） 

中央空调  24.6万元 21.5万元/年 

（造价307元/㎡） 

精密空调  17.8万元 10.8万元/年 

（2台HVAC-R01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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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室精
密空调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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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冷凝
中央空调 

机房空调 酒窖空调 

精密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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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模组高端研制可靠性强 

HV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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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湾电厂于1986年5月开工建设，1993年5月正式
建厂 ，漫湾电厂为一厂三站分布，实施集中控制方式，
通过2回500kV和3回220kV的电压等级线路接入云南电
网，在系统中担负基荷及调频、调峰和事故备用任务。
投产至2010年8月30日，累计发电量937.27亿千瓦时，
安全记录2378天。电站的建成投产，使云南电力工业
实现了大电厂、大电网、大机组、超高压的历史性跨
越，为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为华能
集团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
实现“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战略格局奠定了
坚实基础。它是云南省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厂，
也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水电工
程。 

     漫湾电厂先后荣获全国“一流水力发电厂”、
中国华能集团“文明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思想政
治工作优秀企业”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荣誉称号；
连续12年保持云南省“文明单位”称号；2005年、
2009年先后荣获首批和第二批“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是临沧市唯一一家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的单位。       

    自2009年电厂机房一期建设开始，一至三期
建设中，计选用精密空调HVAC-R01、Cbos-A10 等各型
号精密空调，保证了水电厂机房设备连续、稳定、可
靠运行。现空调机组全部正常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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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节能是当今世界制造业的首要主题，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企业的神

经和血液，成为每一个企业应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使命。对于在建筑能耗中

占65%的空调行业来说，拥有多少节能技术就拥有多大的市场份额 

         在能源危机日趋严峻的大环境下，商业机构、企业也需要通过节能、

环保的举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节能环保的低碳产品在未来的空调市场中

将占据主流地位。经权威数据统计，2014年商用空调全国市场销量近1600

亿元人民币，精密空调并以30%以上的年增长率递增。 

精密空调 
增长率 

30% 

1600亿/年 

商用节能空调 
市场增长率 

52亿/年 

32% 

市场增长率（资料来
源于专业媒体）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5年 

精密空调需求30亿元 

精密空调需求36亿元 

精密空调需求44亿元 

精密空调需求52亿元 

每年30%需求增长 





型号 HVAC-J01 HVAC-Z01 HVAC-H01 HVAC-R01 

零售价 29999元 48800元 68800元 78800元 

经销商提货价
（扣除安装及
售后补贴） 

 

9折 9折 9折 9折 

安装及售后补
贴/台 

1500元 1500元 2000元 2000元 

1、市级、省级经销商价格以其它特有协议为准； 

2、以上价格包含安装及售后费用，如乙方有独立的安装及售后队伍，并经过甲方评估认可后，可

授权乙方进行安装及售后，并根据不同机型补贴相关费用. 

直销商条件： 

     从事空调及暖通相关行业，拥有门店或固定办公场所，拥有客户资源或有独立的

营销团队均可成为特约经销商享有9折提货的优惠； 

     同时成为推荐合作商，享有其推荐的所有经销商提货总额2.5%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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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名：   单次订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万元 

           第6-10名：  单次订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第11-20名： 单次订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 

• 享有低于9折订货的优惠（具体折扣见协议）； 

• 同时成为推荐合作商，享有其推荐的所有经销商提货总额 3% 的佣金; 

• 渠道支持：所有市级直销商、特约经销商均在省级经销商处提货；厂家协助

每个省级直销商发展不低于100家直销团队; 

• 终端客户资源：所有意向客户信息优先分配给省级经销商； 

• 直销增值：前十名省级经销商将享受保价增值特权，一年内未提完的首批货

余额，厂家将溢价 8%回购； 

• 厂家提供产品推介会支持，提供专业的团队为省级直销商作推介产品培训及

销售技能培训； 

 

 

Page  17 



王某 

直销商A 

销售额
100万 

直销商B 

销售额
300万 

直销商C 

销售额
100万 

直销商D 

销售额
200万 

第一年 
合计销售额700
万，佣金21万 

合计销售额2200万，佣金44万 

直销商A 

销售额
200万 

直销商B 

销售额
500万 

直销商C 

销售额
200万 

直销商D 

销售额
1000万 

直销商E 

销售额
100万 

直销商F 

销售额
200万 

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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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签约客户厂家将为其配备专属的业务助理协助其工作： 

     1、客户回访； 

     2、跟单配货； 

     3、安装及售后支持； 

     4、工程设计谈判支持； 

     5、协助办理客户信息登记及报备；当客户资源出现重叠或争

议时，厂家将依据先报备先得的原则进行协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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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购买深圳海洛斯精
密空调有限公司的产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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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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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是公司的一贯精神，满足客户需求是公司最大的愿望。

“诚信、用心、创新”源自于我们的目标。“客户的需要，我们的服务”是我们的信
念。未来，在支持服务业务向高新技术服务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建立一套完善服务管
理体系，创立最具影响力的服务品牌。与用户伙伴的共同进步成长予以我们最大的喜

悦，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垂询,欢迎来电!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 
公司总经理：高先生 
销售部经理：黄生 
座机：0755-89202105 
传真：0755-89202131 
公司邮箱: hiross@hiross.org 

mailto:hiross@hiros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