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水空调系统
妥思中国样板工程The art of handling air



妥思主要气-水空调系统末端产品

DID300型主动式冷梁

DID632型主动式冷梁

BID型地板诱导器

WK-D-WF型冷吊顶单元 WK-D-KV型冷吊顶单元 WK-D-PF型冷吊顶单元

BFD型地板式风机盘管单元 FSL独立新风机组

DID642型主动式冷梁 PKV型被动式冷梁

DID614型主动式冷梁DID300B型主动式冷梁



舒适节能的气-水空调系统

节能
采用水作为输送媒介,输送能耗小；
较高的供水温度(16 °C), 可提高冷水机组COP能效比,并在许多地方可使
用免费冷源。

舒适性
辐射制冷,室内温度分布均匀,热舒适性高；
所需送风量小,且设备本身无任何(电机，风机等)运转部件,

噪声低
人员活动区域气流速度低,无空调吹风感和冷风感。

低投资和运行成本
所需送风量小,大大减小了风管尺寸,从而节省吊顶高度,增加室内净高；

减少末端控制及BA系统投资
设备无运转和维护部件,因此安装调试、维护管理费用低。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节能、减排、环保，是中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在当前积极推行的

国家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策略。绿色建筑成为当下流行的术语。冷吊顶、

冷梁系统作为气水系统的一种新型表现，在节能与提高室内环境方面能

提供全空气系统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在中国，冷吊顶、冷梁系统已成为

顺应潮流的新方向。

妥思集团是全球气-水空调系统的最主要供应商之一，妥思中国更是中

国区域最主要、最成功的冷梁和冷吊顶制造商,拥有全国唯一的一个按

DIN EN 14240设计建造的冷吊顶测试室。为保证冷梁和冷吊顶满足设

计选型的供冷要求，在运行中不漏水、不结露，妥思对产品设计、选

型、制造和测试都有一套成熟、严格的程序和方法。妥思对产品质量的

严谨态度是众多客户选用妥思冷梁及冷吊顶产品的重要原因。

妥思中国EN14240冷吊顶测试室

妥思德国EN14240冷吊顶测试室





西门子北京中心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北京伯尔明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地点：北京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建筑面积59396m2，空调面积41000m2，总高

度123 m
楼层数：地下2层，地上30层
竣工日期：2008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00B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1700）

系统设计参数

干式系统

供回水温度为16/19°C
冷负荷 130 W/m2

顶送风

吊顶高度3.3 m



北京万国城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当代集团

设计单位：当代集团工程部自行设计

地点：北京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空调面积6000m2

楼层数：2层
竣工日期：2007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PKV型被动式冷梁（数量：277）

系统设计参数

干式系统

冷负荷 120 W/m2

顶送风

无吊顶



国家环保总局履约中心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国家环保总局履约中心

设计单位：北建院

地点：北京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空调面积29010m2 

楼层数：共9层
竣工日期：2007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00B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822）

系统设计参数

干式系统

冷负荷 70-80 W/m2 

顶送风

吊顶高度3.5 m



宝时得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宝时得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苏州设计研究院

地点：苏州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10000m2

竣工日期：2014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32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1000）
 

系统设计参数

室温参数：25°C，RH 55%
供回水温度：16/19°C
开放式吊顶

吊顶高度：4 m



微软上海研发中心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JM Imtech
地点：上海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空调面积28000m2 

楼层数：共5层
竣工日期：2008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BID型地板诱导器（数量：505）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6°C
供回水温度：16/19°C
冷负荷：100 W/m2

地板送风

吊顶高度：2.6 m



杭州绿色建筑科技馆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浙江节能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英国德•蒙特福特大学；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

究中心；中国建研院上海院绿色建筑研究中心；杭州城建

设计院

地点：杭州

建筑性质：科研楼

建筑规模：总建筑面积4679m2 ，建筑高度18.5 m
竣工日期：2010年
该项目是目前国内建筑节能技术集成度最高的示范项目，

列入住建部建筑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示范项目，2010年
又被评为“中国十大节能建筑”，荣获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

美国USGBC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铂金级认证。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WK-D-KV型冷吊顶单元（数量：606）
DID600B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28）

系统设计参数

供回水温度为17/20°C
室温25°C
6.5度平均温差下，制冷量140W/m2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GPM
地点：无锡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空调面积16000m2

楼层数：共5层
竣工日期：2008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WK-D-KV型冷吊顶单元（数量：3208）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6°C
供回水温度：16/19°C
冷负荷：60 W/m2

顶送风

吊顶高度：3 m



西咸新区空港综合保税区
事务服务办理中心
项目简介

设计单位：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地点：西安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建筑面积70203m2

楼层数：地下1层，地上7层
竣工日期：2016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32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1453）
DID600-FCU型风机型冷梁（数量：396）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6°C，RH55%
供回水温度：17/20°C
顶送风



香港汇丰银行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HSBC 汇丰银行

设计单位：L & O Airchitects
地点：香港

建筑性质：办公楼 & 数据中心

建筑规模：40000m2

楼层数：共12层
竣工日期：2013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WK-D-PF型冷辐射吊顶(数量：4000)
DID632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525)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4°C，RH55%
供回水温度：16/19°C



全国工商联办公楼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地点：北京

建筑性质：公用建筑

建筑规模：50000m2

竣工日期：2010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00B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193）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6°C
供回水温度：16/19°C
冷负荷：120 W/m2

吊顶高度：2.8 m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设计单位：中联西北设计院

地点：西安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空调面积49000m2

楼层数：9层，附楼5层
竣工日期：2012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00B型吊顶式诱导器（干式系统，数量：705）
DID-FCU型风机型冷梁（湿式系统，数量：491）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5°C
供回水温度：夏季16-19°C，冬季38-35°C
冷负荷：120 W/m2

吊顶高度：2.8 m



迅达电梯
项目简介

设计单位：迅达电梯

地点：上海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建筑面积40000m2

楼层数：总部大楼5层，研发楼2层

竣工日期：2016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32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776）
DID300型吊顶式诱导器（数量：27）
DID-EW型侧出风式诱导器（数量：50）

系统设计参数

房间温度：25°C
供回水温度：16/19°C



威卡自动仪表(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威卡自动仪表（苏州）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苏州建筑设计院

建设单位：南通四建

顾问公司：高尔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办公楼建筑面积3977m2，建筑高度14.1 m
楼层数：三层

竣工日期：2011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DID600B型吊顶式诱导器

（干式系统，数量：265）



广州珠江城大厦
项目简介

业主名称：广州珠江城置业有限公司

地点：广州

建筑性质：办公楼

建筑规模：办公楼占地面积10635m2，

          总建筑面积214100m2，

          总高度309.6 m
楼层数：地下5层，地上71层
竣工日期：2012年

用于该项目的妥思产品

WK-D-PF型辐射式冷吊顶约30,000.00m2，干式系统





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