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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空调之路▶▶

走舒适空调之路，妥思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公司都更深刻理解这一点并永不止

步。妥思公司自1951年创建至今，一直致力于空调通风领域高品质产品和空

调系统以及防火排烟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成为全球范围内该领域的领导者。

妥思已从单纯的组件生产和系统供应商发展成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公司。

技术、建造和服务三者间的交互作用决定整个系统的成败，这就是TROX公司

提供所有服务的原因。 空气处理组件、通风组件能够和系统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这就使得在项目的设计和安装中将协调工作的能耗降到最低，从而达到

最大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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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CONTROL

对于特殊领域例如实验室、医院、研究机构、动物房及

洁净室等场所来说，空气处理技术起决定性的作用。没

有可靠和功能强大的通风系统，这些场所将无法开展正

常工作。

多年来，TROX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及满足这些特殊

的要求，TROX公司不仅是这些领域标准委员会的

成员，同样也在研发合适的产品以满足相关目标。 
LABCONTROL系统是TROX公司在该领域应用的一个

典型案例，LABCONTROL系统在市场逐渐成熟的近15
年中，不断改进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并且已成功应用于

实验室。从不同的项目中我们积累经验，在这些项目的

开展过程中，不同的需求激励我们不断创新。

Municipal Hospital, Düsseldorf, 德国

LABCONTROL 控制阀的主要优势：

•	双功能测试：

1.	检查电动控制组件（控制阀）

2.	检查变风量调节阀的气流，包括控制阀

•	工厂会设置流量范围，控制阀的功能都按要求设定

•	排风柜根据标准EN 14175，第6部分，都通过第三方

权威机构认证

• TROX公司有全球范围内已安装超过60,000个
LABCONTROL流量控制阀的经验

Bayer HealthCare AG, Wuppertal,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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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领域及优势

LABCONTROL系统由以下部件组成：控制器，

执行器，控制面板与变风量阀体TVR 、TVRK 
、TVLK、TVT、TVJ、TVZ 、TVA、TZ-Silenzio、TA-
Silenzio、VMR、VMRK。

LABCONTROL控制器与各种阀体的组合

LABCONTROL系统 vs.普通变风量

两者间最大的区别是响应速度. 普通变风量约需要120
秒，EASYLAB 仅仅只需要3秒。

快速反应

普通变风量控制时间约需要120秒，而EASYLAB/TCU-
LON-II系统只要3秒钟。

如此快速控制是为使有害物质不逸出，即排风柜的排风

是按需变化的。对于后续控制环路，它也保证房间压力

工况稳定，满足DIN 1946，第7部分的要求。专用执行

器驱动阀片快速而精确地控制风量。

高品质执行器

对于快速控制系统，TROX使用连续调节的快速执行

器，而不是便宜的浮点式执行器（PWM型），因为后者

无法达到控制精度，其最小步进角度受到为达到扭矩而

必须保持的最小脉冲时间的限制。

这就是TROX采用高品质的带有位置记录的执行器的原

因，其控制运行的阀片转动精度可达0.5°。

这对于房间的压力控制是很重要的优点，8 Nm扭矩的无

刷执行器既保证了阀片控制精度又延长执行器寿命。

静态压差变送器测量流量

EASYLAB使用静态压差变送器，因为它有如下优点：

•	耐含粉尘的气流，尤其对于排风阀

•	反应时间快

•	自动较零确保长期稳定工作

TROX系统演示实验室，纽克芬林，德国

LABCONTROL

VMR

VMRK

TVLK

TA-Silenzio
TZ-Silenzio

TVR
TVJ · TVT

TVZ · TVA



6

系统概述

控制 监测

EASYLAB FMS-1 / FMS-2

应用领域 排风柜控制 房间风量平衡 房间压力控制 控制模块 排风柜监测

硬件部件

供电 24V AC / DC 24 V AC / DC 24 V AC / DC 24V AC / DC 90 - 250 V AC

230 V 供电扩展模块

230 V 带UPS的供电扩展模块

通信接口 (扩展模块) 1

电磁阀 (扩展模块)

排风柜灯控 (扩展模块) ●

带OLED显示的控制面板 ●

带40字符显示的控制面板

功能

监视风量 ● ● ● ●

监视面风速 ● 仅FMS-2

监视柜门超高 (EN 14175) ● ●

监视房间压力 ● ●

定风量控制 ● ●

变风量控制 ● ●

余风量控制 ● ●

房间压力控制 ●

房间管理功能 ● ● ●

BMS接口 ● ● ● ● ●

阀位反馈 ● ● ●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 ● ●

改变风量设定值 ● ● ●

排烟控制 ●

移动探测/有人无人工况切换 ●

自动柜门控制 ●

辅助风机

监视 ● ●

调试软件

EasyConnect ● ● ● ● ●

● 可用

可选

不可用

1 通讯接口（扩展模块）；可选择：
- LonWorks FTT-10A (EM-LON)
- Modbus RTU, BACnet MS/TP (EM-BAC-MOD)
- Modbus IP, BACnet IP (E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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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监测

EASYLAB FMS-1 / FMS-2

应用领域 排风柜控制 房间风量平衡 房间压力控制 控制模块 排风柜监测

硬件部件

供电 24V AC / DC 24 V AC / DC 24 V AC / DC 24V AC / DC 90 - 250 V AC

230 V 供电扩展模块

230 V 带UPS的供电扩展模块

通信接口 (扩展模块) 1

电磁阀 (扩展模块)

排风柜灯控 (扩展模块) ●

带OLED显示的控制面板 ●

带40字符显示的控制面板

功能

监视风量 ● ● ● ●

监视面风速 ● 仅FMS-2

监视柜门超高 (EN 14175) ● ●

监视房间压力 ● ●

定风量控制 ● ●

变风量控制 ● ●

余风量控制 ● ●

房间压力控制 ●

房间管理功能 ● ● ●

BMS接口 ● ● ● ● ●

阀位反馈 ● ● ●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 ● ●

改变风量设定值 ● ● ●

排烟控制 ●

移动探测/有人无人工况切换 ●

自动柜门控制 ●

辅助风机

监视 ● ●

调试软件

EasyConnect ● ● ● ● ●

系统概览

系统选型
EASYLAB

带拓展模块的EASYLAB控制器

应用领域

•	控制排风柜，房间送风，排风和压力

•	妥思TROX控制模块 (TAM)作为主控制器

硬件

•	模块化，可扩展结构

 – 230 V AC供电，可带UPS
 –  自动校零

	– 单个控制器或房间的通信接口  

 – LonWorks FTT-10A
 – BACnet IP 或 MS/TP
 – Modbus IP 或 RTU

•	带盒设计，接线端口和指示灯外置

•	插入式通讯电缆

•	功能可设定的排风柜或房间控制面板，带调试接口

特别功能

•	灵活的房间控制策略

•	当有多个房间送风或排风阀时，可自动或分别设定其风量

占比

•	阀位反馈

•	配置故障显示和报警（综合报警）

调试

•	便捷的调试和扩展

 –  各种控制功能的即插即用扩展

 –  无需组件编址

•	中央远控的房间管理功能和房间设置信号

•	使用EasyConnect配置控制器，交互式的调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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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

创新一览

根据项目经验，专家讨论，系统设计师和系统用户的综

合的意见，系统在简化安装，接线，调试和维护以及具

有扩展性等方面尤为重要。

这也是EASYLAB系统的功能基础， 它充分考虑这些因

素并实现如下：

EA
SY

LA
B

硬件

•	模块化的控制器硬件

无论是LonWorks，BACnet 或 Modbus 接口，带或

不带UPS的230 V AC 供电，带或不带校零装置的流

量传感器，排风柜灯光控制，蝶阀或文丘里管嘴测风

量，EASYLAB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	插入式通讯电缆

控制器接口外置，方便电缆在盒外插接。

•	新盒装设计

 –  所有扩展模块的安装和连接

 –  绝大部分重要功能的接口都外置

•	可设定功能的排风柜和房间的控制面板带调试接口

排风柜和房间的控制面板可根据工程需要设定显示内

容和功能，同时它能自适应工作模式，因此在复杂情

况下也能简化使用。

• TROX 控制模块 (TAM)
对于使用传统的模拟量房间控制器和EASYLAB排风

柜控制的房间提供硬件接口，它可以：

 – 房间风量平衡

 – 连接EASYLAB房间控制面板

 – 集成到BMS

TROX EASY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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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

功能

•	自动分配风量

如果房间内有多个房间送排风阀，则房间送排风量会

自动由这些阀分担。

•	房间控制是系统内置的功能

EASYLAB可以使用房间控制面板设置和显示房间工

况和其他信息，这是系统内置的功能。

•	反馈阀位信号以提高能效

阀位信号可以反馈到BMS系统以优化风机的变频控制

（可选点测量）。

•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可选

在多个排风柜的房间可采用，使得总排风超过设计值

时优化控制策略以达到安全运行之功效。

•	减少不必要的排风

排风的优化策略保证安全节能运行。

RMF

房间运行模式

设置点温度信
号变化

信号

房间控制面板 房间报警

BMS中央控制
系统/房间

房间压力测
量值

默认值

房间压力实
际值

最小排风量

调试

•	简化调试方法

系统仅需一根通讯电缆来连接各个控制器，房间的各

种控制器之间独立运行无需依赖。EASYLAB系统无

需像别的通讯网络那样编址，插入通讯电缆后，即刻

识别所有控制器并读入需要的参数，即插即用。

•	交互式控制器配置和维护

通过新款调试软件方便指引用户配置，软件支持配置

控制器，也能生成PDF格式的维护报告。 

•	无线调试

包括引导式调试步骤，可选的蓝牙无线通讯模式简化

了配置和维护的工作。

•	使用房间管理功能(RMF)集中

了参数设置

影响整个房间的默认设置可集

中于房间控制器或TAM，它行使

房间管理功能，在安装，调试

和维护中提供了极大优势。

•	其它功能：

	– 优化的排风平衡

	– 风量末端，百叶窗和柜门的控

制输入信号

	– 送风主导的洁净室通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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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和控制器功能
EASYLAB TCU3控制器设计为特殊的风量控制功能，可

与以下阀体配套使用：TVLK ，TVRK（PP工程塑料）

或 TVR ， TVT ，TVJ，TVZ ，TVA ，TZ-Silenzio ，TA-
Silenzio ，VMR（镀锌钢板，可带防腐涂层，或不锈钢） 
，VMRK（PPs 工程塑料）。

EASYLAB控制器可独立运行或组网成一个系统运行，

具有如下功能：

风量控制

EASYLAB系统的核心功能包括优化的各种房间控制模

式的风量平衡和排风柜排风控制。另外实际风量的精确

记录，稳准快的设定点控制等都是其特点。

排风柜控制

排风柜的特殊之处在于保护其工作人员，主要手段是柜

内屏障和换气排风。EASYLAB涵盖所有的常规控制功

能并能实现多种特殊控制要求。

功能：

•	定风量控制

•	可进行2档或3档定风量控制

•	使用位移传感器的线性或优化的变风量控制

•	使用位移传感器的优化的变风量控制

•	使用面风速传感器的变风量控制

•	符合EN 14175的显示和监视功能 
•	可配移动探测器，实现有人/无人工况

•	可带自动柜门开关装置

•	支持辅助气流

•	支持排风清洗功能

•	支持排烟功能

•	支持排风柜灯光控制

压力控制

系统持续增长的应用领域是房间或管道压力控

制。EASYLAB支持两种控制逻辑，提供完整的自适应

的控制逻辑。风量压力级联控制比直接的阀位控制更加

稳定，即使是快速控制的场合。

专业的研发出的EASYLAB系统使得它胜任之前须由

别的系统才能做到的控制功能。

可提供要求有认证(GMP)的房间压差信号变动器 。

EASYLAB控制器配置可选的UPS不间断电源可断电后

维持控制和房间压力长达4小时。 

EASYLAB 控制器配套的阀体

TVRK

VMR

VMRK

TVLK

TA-Silenzio
TZ-Silenzio

TVR
TVJ · TVT

TVZ · 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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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NA BYK-Chemie, Wesel, 德国

EASYLAB
应用领域

外部压力控制

EASYLAB系统不仅支持内部的压力控制逻辑，也支持

通过改变外部风量设定值的压力控制逻辑，后者需要从

模拟输入或通讯总线传入风量值。

在防爆——领域(ATEX)
有些领域尤其是实验室，设备需要ATEX认证的防爆性

能。TROX可以提供此类的快速反应风量控制器和房间

压力控制器。例如 ，EASYLAB可提供带控制输入信号

的VAV阀TVR-Ex。

房间换气次数或温度控制

通过输入给带房间控制功能的控制器或TAM的设定点

的变化，房间的温度或换气次数相应变化调整。此输入

量可以是模拟输入或通讯总线传入变量。

在排风主导的实验室中，变化的信号自动改变排风量，

而在送风主导的实验室，它改变送风量，进而改变换气

次数。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

EASYLAB使得同时使用系数控制比以往更加简单，在多

控制器的系统中，允许的最大总排风可在具备房间管理

功能的控制器上设置，一旦控制器超限，它确保总的排

风量不超限。

新的控制策略首先减少最大排风量用户，因此，大

部分用户仍旧能安全使用其排风设备。

如果超过了房间最大排风量，排风柜的控制面板上有声

光报警，如有需要，也可在房间控制面板上显示。

优化排风平衡控制

在保证达到规范要求的最小排风量前提下，优化排风控

制。如果排风柜和风罩的排风已能满足最小排风量，则

系统自动减少乃至关闭房间排风以利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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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应用领域

基于阀位的风机变频控制

大多数集中系统带有风机变频控制。对于变风量系统这

是必须的，因为定转速风机会使管道压力随风量变化而

忽高忽低。	缺点还有气流再生噪音升高和运行费用的

提高。

在复杂的风管系统中，风管静压控制也带有风机变频控

制，其缺点是有时会发生某些管道的压力不足，这也是

需要在多处安装静压传感器，而不仅在通风机处安装的

原因。	

现在有趋势使用阀位信号决定风机变频和管道静压。

EASYLAB支持这种控制方式并提供阀位反馈，这些阀

位包括每个系统多至24个阀的阀位信号和统计计算过

的特征阀位信号，这就很可观地减少了数据点因为节省

费用。

Bayer Pharma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Centre, Wuppertal, 德国

工况模式和房间控制策略

EASYLAB支持如下工况模式：

•	正常工况，即工作时间工况，按8次换气次数

•	减少工况，即夜间工况，下班后按减少的换气次数通

风

•	增大工况，即紧急工况，突发情况时按增加的换气次

数通风

•	关断工况(阀全关), 即阀关断

•	全开工况，阀全开

•	压力反转，即房间的正负压切换，例如医院区域（污

染的/无菌的）

房间控制常在设计阶段被忽略，但是到后期，很多系统

不能调整到满足变化的要求。

现在大家都谈论“绿色建筑”，用户应能够积极地

节能。

为此，EASYLAB系统包括房间控制面板，它提供风量

控制的重要信息，并允许用户改变它们。 它在系统开

发时就建立工况模式的概念，并提供用户针对各种各样

的工程需求调整工况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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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应用领域

故障标志和提醒

所有控制系统都依赖于上游的通风部件，其故障必然导

致下游设备的报警。EASYLAB中房间的单个控制器故

障可合并后报给BMS系统。合并归类的报警信号有助

于减少数据点并节省费用。

控制面板可把各种报警信息分类并显示为简单文字或故

障代码。本地故障分析和归类报警由此大大简化。

可归类报警的故障： 
•	总排风超过设计值

•	房间压力过高或过低

•	总排风低于按标准DIN 1946, 第7部分或需求值

•	阀的风量不合设定值

•	阀硬件故障

•	阀电源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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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组件和扩展模块

示例：带EASYLAB控制器的TVLK阀

1 2   3  4     5  6   7    8

• EASYLAB控制器(TCU3)
系统的核心是TCU3电子控制器。根据控制器的用途

（排风柜，送风 ，排风和压力控制控制器），它载

有相应的软件并与以下阀体配套使用：TVLK 、TVR 
、TVRK、TVT、TVJ、TVA、TVZ、TZ-Silenzio、TA-
Silenzio

重要功能扩展的外置式插头和状态显示如下：

•	两侧的报警状态显示

•	正常控制功能的显示（晶振指示灯）

•	控制器通信指示（通信电缆接口）

•	通信电缆的输入输出接口

•	执行器连接端

•	两个控制面板的接口

•	按EN 14175的排风柜门限高触点接口

•	面风速传感器连接端（仅对排风柜控制）

•	排风柜灯光控制（可选）

1 故障LED
2 排风柜门限高触点接口（500 mm）

3 控制面板接口 1
4 控制面板接口 2
5 执行器接口

6 面风速传感器接口（仅对排风柜）

7 网络通讯电缆 – 输入

8 网络通讯电缆 – 输出

• TROX控制模块 (TAM)
房间风量平衡的控制器，可连接房间控制面板，提供

到BMS的通讯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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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组件和扩展模块

模块化硬件结构

EASYLAB控制器(TCU3控制器或TAM) 可以添加各种

扩展模块增强功能：

•	电源扩展模块 (EM-TRF)
230 V AC电源扩展模块。

此卡安装在控制器的PCB主板上(插头接口)，位于控制

盒中。

•	带UPS的电源扩展模块(EM-TRF-USV)

230 V AC电源扩展模块，带不间断电源。此卡发出状

态信号和报警信息，阀在断电时可以：

 – 继续正常控制

 – 全开阀门

 – 关断阀门

 – 保持上一个阀位

此卡安装在控制器的PCB主板上（插头接口），位于控

制盒中。电池组通过支架固定于阀体上。

• BACnet MS/TP 或 Modbus RTU通讯扩展模块(EM-
BAC-MOD)
提供到BMS的通讯接口，使用BACnet MS/TP 或 
Modbus RTU协议传输数据或部分数据点。

• LonWorks FTT-10A 通讯扩展模块(EM-LON)
提供到BMS的通讯接口，使用LONTalk协议的标准网

络变量(SNVT)传输数据。

此卡安装在控制器PCB板上，位于控制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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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组件和扩展模块

• EM-IP扩展模块

提供到BMS的通信接口，使用BACnet/IP或Modbus/
IP协议传输数据。可选的实时时钟(RTC)扩展模块用

于趋势记录或事件记录。此模块可使用内置的服务器

配置参数，也能显示所在控制器的数据。 

•	电磁阀(EM-AUTOZERO) 

用于长期使用的流量传感器的精度校准；此模块安装

在静态压差变送器和VAV阀的测压管之间的气管上。

•	排风柜灯光接口(EM-LIGHT)
使用控制面板开关灯光的接线插头。它安装在TCU3
的控制盒上。

•	排风柜控制面板(BE-SEG-02)
用于显示状态信息和切换控制模式；包括符合

EN 14175的OLED显示。可显示如下信息：

	– 风量

	– 面风速

 – ECO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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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组件和扩展模块

•	排风柜或房间控制面板(BE-LCD-01)
	– 用于排风柜符合EN 14175的可设定功能的状态显

示和工况设定

	– 用于房间控制的可设定功能的状态显示和工况设定

	– 工况和故障代码显示

•	面风速传感器(VS-TRD)
VS-TRD用于变风量的排风柜面风速控制。安装于排

风柜上。 

•	柜门位移传感器(DS-TRD-02)
DS-TRD-02 用于在排风柜控制中根据柜门开度控制

风量。它安装在排风柜上检测柜门的开启高度。

•	蓝牙适配器(BlueCON)
用于调试的无线通讯。它插在控制面板或控制器的通

讯接口上。

•	房间压差变送器

对于房间压力控制，可根据要求提供各种房间压差变

送器。

注意：各个扩展模块的详细信息可参见各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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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优点综述

房间控制面板
多功能的房间控制面板能方便地设置房间工况并监视整

个实验室（例如显示归类的报警），显示房间压差。

房间控制面板功能：

•	工况模式设定

•	工况的文字显示，参数和故障显示

•	一个激活房间管理功能的控制器可以连接两个面板 
•	快捷访问房间管理功能

房间控制面板显示选项

•	文字显示实际/设定风量（总排风/总送风）

•	文字显示房间压力

•	房间压力过高过低报警

•	归类的报警信号

•	总排风超限

•	总排风不足DIN 1946，第7部分规定的最小排风量

ALTANA BYK-Chemie, Wesel，德国

设计信息

在使用时，由于控制面板在房间监控中至关重要。

它直接连接到房间管理功能控制器(R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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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优点综述

Bayer HealthCare AG,Wuppertal，德国

工况模式和房间控制策略
可以从BMS或本地切换房间控制模式。对于EASYLAB，
工况模式可以从房间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器切换。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设置工况：

•	使用房间控制面板

•	无源触点开关

•	远程设置 (扩展通讯模块)

排风柜的本地控制

为满足排风柜的特殊工况，例如24小时操作，可用以下

备用的房间工况控制：

•	配置调整

排风柜的工况可以设置为独立于房间工况。取而代之，

本身的控制面板，外部开关和远程可以设定工况。

•	手动控制

EASYLAB 控制面板有个手动按钮。一旦它激活，则排风

柜的工况仅由本身的控制面板决定。只要手动按钮激

活，则对于本控制器，房间的工况设定被忽略。当手动

按钮复位时，排风柜切换回到它上一个激活的工况。

手动工况复位

	–通过再次按手动按钮

	–当设定的有效期已过 (最大16
小时) 

系统非常灵活并提供多种选项。 咨询公司将有助于

实现您的客户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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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级别：中央BMS

操作级别：实验室

房间控制面板

排风柜控制面板

操作级别：排风柜

大楼

排风柜

房间

EASYLAB
系统优点综述

房间控制策略示例

例1: 
不受外部控制的24小时工作模式

特别适用于有毒的实验室

•	无BMS系统

•	永远保持标准/正常工作模式

•	系统不接受包括开关，控制面板和BMS发出的工况切

换指令

例 2: 
房间所有控制器按缺省模式工作

适用于无BMS的实验室

•	操作模式可使用控制面板或开关设定

•	部分排风柜可以忽略缺省模式（由于激活了手动

控制）

操作级别：中央BMS

操作级别：实验室

房间控制面板

排风柜控制面板

操作级别：排风柜

大楼

排风柜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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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优点综述

例 3: 
BMS设定缺省操作模式

适用于周末和假期

•	BMS设定房间所有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	本地无法设定工况（无开关和控制面板）

•	部分排风柜可忽略BMS缺省模式（需要配置）

•	BMS设定工作模式，可临时无外部控制。

例 4: 
BMS设定缺省操作模式，本地也可设置

适用于各个排风柜独立控制，包括夜间统一设置夜间

工况。

•	BMS设置房间的缺省工况

•	房间缺省为此工况，用户可通过房间控制面板重设

•	有两种重设选项：

自动模式

可覆盖BMS设定房间的缺省模式。启用房间的上一个

工况。 

手动控制

激活手动控制后，BMS的缺省设置被禁用，允许设置

手动控制的时限（需配置）。优点：超时后系统回

到上一个工况。

操作级别:中央BMS

操作级别: 实验室

房间控制面板

排风柜控制面板

操作级别: 排风柜

大楼

排风柜

房间

操作级别: 中央BMS

操作级别: 实验室

房间控制面板

排风柜控制面板

操作级别: 排风柜

大楼

排风柜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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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优点综述

房间管理功能(RMF)

有了EASYLAB，房间的所有参数都可存储于一个控制器

中。

优点:
•	调试简单

•	维护简单

•	房间诊断简单

•	房间配置

房间管理功能不是由特别的硬件提供的。它可由房

间送风或排风阀以及TROX控制模块通过软件设定。

它包含以下功能：

	– 连接房间控制面板

	– 房间的通讯接口

	– 改变设定值

	– 配置房间开关

激活了房间管理功能的控制器可用于：

•	与BMS通讯的中枢接口

•	房间工况模式的中枢接口

•	归类报警的中枢接口

•	可连接EASYLAB的房间控制面板

•	所有房间的数据的中枢数据接收站，如总风量，阀

位，房间压力，房间设置等

关于房间管理功能的设计信息：

•	RMF只能在一个房间中的唯一一个控制器/TAM上激

活。

•	RMF能在一个房间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器/TAM上激

活。

•	每一个上述类型的控制器/TAM在出厂时就内置了

RMF备用。

•	房间控制面板只能连接到激活了RMF的控制器/

TAM。

•	如果房间只有EASYLAB排风柜阀，没有房间送排风

阀，则RMF只能用配置的TAM激活。

TAM-RMF

GLT

RBA

RBA RBA

RBA RBA RBA

LonWorks / BACnet / Modbus

排风柜	1

房间管理功能
(RMF)

排风柜	2 排风柜 3 排风柜	n

通讯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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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系统优点综述

BMS接口

复杂的系统，尤其是涉及安全，通常需要提供连接到更

高层的管理系统的接口，这需要接口灵活。EASYLAB系
统提供这种接口，包括用于设定值和实际值的模拟量IO

点，设定工况和传递信息的开关。 当今数字网络通讯

更为流行，不仅通讯效率高而且布线少。通讯接口协议

是广泛应用的信息交换方式。

EASYLAB支持使用标准网络变量(SNVT) 并提供最大的兼

容性。EM-LON扩展模块为EASYLAB系统增加了通讯接

口。它既可以安装于带RMF功能的主控制器/TAM,也可安

装在每个控制器上，具体取决于实际应用。如果是安装

在主控制器上，它提供房间的数据，如果安装在无RMF

功能的控制器上，它提供此特定控制器的数据。 除了

上述接口卡，还有如下通讯接口卡可选：

 – Modbus RTU 
 – Modbus/IP
 – BACnet MS/TP
 – BACnet/IP

EM-LON
EM-BAC-MOD
EM-IP

BMS可以查询以下数据：

•	风量和房间压差的设定值和实际值

•	本地故障

•	可配置内容的归类故障信息

•	阀位信息 (优化的中央系统管理)
•	工况模式

•	排风柜柜门高度 (仅用于排风柜控制)
•	排风柜面风速 (仅用于排风柜控制)
•	排风级别 (仅用于排风柜控制) 

BMS可设定房间和排风柜控制器的以下参数：

•	工况模式

•	在控制面板和BMS之间设定优先级别

•	在两个房间压差设定值之间切换

•	风量设定变化信号（外部温度和压差控制）

可参见控制系统的样本以获得更多的通讯接口信息和系

统支持的网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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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调试

EASYLAB系统开发的一个目标是简化调试。得益于新的

通信系统，EASYLAB系统的安装和调试比老系统减少了

时间和工作量。

调试无需网络管理工具

房间内的控制器通过插入式电缆联成网并通电后，他们

之间就自动通讯兵交换数据。这不需要再定义通讯路径

和定义数据点，仅在设置与BMS通过LON通讯接口时才需

要网络管理工具Echelon LonMaker。

交互式软件

调试软件是全新开发的工具。典型的调试步骤被分为若

干个小部分，用户可以一步一步地交互式进行。

调试软件启动画面

面风速传感器式的排风柜控制的设置对话框

调试一览

	– 插入式通讯减少安装工作

	– 自动数据交换；  
无需其他工具软件

	– 集中式房间参数设置（房间管理功能）

	– 交互式EasyConnect调试软件，步骤清晰 
	– 交互式功能测试，含PDF文档格式

	– 调试软件与EASYLAB控制器可选无线通讯方式 

EASYLAB系统典型调试步骤：

•	风管上安装EASYLAB系统的VAV阀

•	检查安装接线后上电

•	连接插入式通讯电缆

•	连接插入式通讯电缆到排风柜或房间的控制面板

•	连接排风柜或压力控制的其他变送器（标准插入式变

送器）

•	连接调试PC到控制器

•	控制器的配置步骤和测试步骤

•	激活房间管理功能，配置房间参数并测试房间控制功

能（交互式软件中的步骤）

•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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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设计基础

电子系统设置

•	24 V AC	电源;	230 V AC	可选用  
EM-TRF / EM-TRF-USV 扩展模块

•	EASYLAB系统通过插入式电缆至多连接24个VAV控制器

•	EASYLAB TCU3控制器由以下任意组合： 
排风柜控制器，送风控制器，排风控制器，TROX适配

模块TAM
•	通过通讯电缆连接

	– 插入式标准网络电缆S-FTP (连接网络口在控制盒外部)
	– 或者：网络电缆S-FTP通过盒内的端子连接

•	控制器手拉手连接

•	使用可激活的控制器内置的终端器设置通讯电缆的终

端（两端）

•	房间内EASYLAB系统的通讯线总长度限制：300 m

主控系统设置

可选择一个控制器（房间送风阀，排风阀或TAM）设置

房间管理功能，如果只有EASYLAB的排风柜阀，则只能

用TAM激活RMF功能。 
•	激活一个控制器（房间送风阀，排风阀或TAM）房间

管理功能

•	在此控制器界面设置房间缺省模式和房间参数（最好

通过控制面板的通讯接口）

•	最小排风量，风量传递，定风量等存储在此主控制器

上，并为整个系统使用

•	安装房间控制器的接口，如开关，模拟信号和通讯

卡。

•	安装房间主控制器的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	排风柜：选择BE-SEG-02 或 BE-LCD-01
•	房间：只能主控制器配置BE-LCD-01
•	最多连接2只控制面板

•	产品随机配置5m长的控制面板通讯电缆

•	或者使用至多40m的标准网络线S-FTP

附加外部风量值信号

附加信号 控制器输入信号

排风柜阀 房间送/排风阀 TAM 房间主控制阀

0–10 V DC变风量送排风 至多4 1 4 5 2-42

开关量风量信号 至多5 2 6 6 至多62

1 取决于控制逻辑
2 取决于特殊功能的数量，它也会使用6个开关信号

BMS接口

选项 排风柜阀 房间送/排风阀/ TAM 房间主控制阀

干触点报警信号（输出） 1 1 2

房间工况设置干触点（输入） – – •

0–10 V模拟量输出实际风量 实际风量，房间，阀位

实际风量和报警等信号的通讯卡接口 •1 •1 •1

累加风量和报警等信号的房间通讯卡
接口

– – •1

1 Only with expansion module EM-LON, EM-BAC-MOD or E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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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实验室排风柜有着一套特殊的机制来保护实验室工作人

员。它有如下三个主要目标：

1. 防止溢出

排风柜必须防止实验时产生任何的气体、烟尘从排风柜

中溢出散播到实验室中。

2.换气 
排风柜必须防止易燃易爆气体聚集。

3. 防止飞溅和碎裂

排风柜必须防止飞溅的液体以及碎裂后的固体伤人。 
显然防止飞溅和碎裂需要通过排风柜构造来完成。而前

两条都需要通过实验室风量控制来实现。EASYLAB能
够满足所有的排风柜通常需求以及所有的个性化需要。

EASYLAB TCU3控制器所有的控制系统都通过第三

方权威机构完成EN1475，第6部分的测试。

专为排风柜控制设计的TVLK阀体

为了控制排风柜产生污染的气体排出，EASYLAB 
TCU3控制器通常会使用TVLK型的变风量控制阀体

TVLK阀体的优势：

•	高精密制造，采用先进的注塑成型技术

•	直径250mm，可直接装在排风柜柜顶

•	结构紧凑，阀体长度只有400mm
•	不受阀体上游不利条件影响，无需直管段

•	风量控制范围可以通过不同的测压方式（毕托管或者

文丘里）进行调节

•	使用毕托管的测压方式：测压管可以拆下来清洗

•	使用文丘里的测压方式：喷嘴可以拆下来清洗

•	当阀片全关时，泄漏量极低（阀轴也做了密封性设

计）

•	所有与排风柜排风接触的部分都使用耐化学腐蚀以及

阻燃的材料(PP)
• TVLK和EASYLAB控制器都采用了易于安装的组件

设计贴士

当需要不同的阀体尺寸或者其他的风量调节范围。

可选用TVRK型变风量控制阀。TVRK型变风量阀

也采用PP材质，口径范围为125mm-400mm。此

外，TVR型变风量阀也适用于EASYLAB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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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排风柜控制状态

排风柜有两种控制状态：标准模式（“实验室模式”）

和特殊控制模式。

标准模式

排风柜标准模式根据不同的系统采取不同的控制状态

-定风量控制

-通过触点开关进行两点或者三点切换

-根据柜门位移进行变风量控制（使用位移传感器）

-根据面风速进行变风量控制（使用风速传感器）

特殊控制模式

在某些运行状态下，可以通过BMS或者排风柜控制面

板激活特殊控制

在正常模式下，可以激活如下特殊控制模式

	– 小风量工况，例如：夜间模式

	– 关闭工况，例如系统关闭维护

	– 全开工况（阀片全开，需要通过额外的设置，无法通

过控制面板激活）

标准模式——可以控制至多三个不同风量

定风量控制

定风量控制是最简单的选项；它维持一个定风量值。当

管道压力值改变时，控制系统会迅速精确地将风量控制

到设定值。



				管道压力

设计贴士

定风量控制会造成最高的能源损耗。

双态或三态控制

排风柜风量根据柜门开关的大小进行调节，通过该原

理，排风量可以调节到不同的风量值。触点开关将控制

信号传输给控制器，从而控制不同的风量值。

如果使用两点控制，在平时会按照较低的风量运行（通

常情况下，排风柜柜门是关着的），当排风柜柜门拉起

触发了触点开关后，排风柜会按照较高的风量运行。

S1



2

1

S1 开关

三态控制通常使用两个触点开关从而控制三个不同的风

量值：全关，半开以及全开。



3

2

1

S1 S2 开关

S1

S2

设计贴士

双态或者三态控制的触点开关非妥思的供货范围。

所有的触点开关都能与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兼

容。触发开关会一直保持闭合直至下次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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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标准模式——根据柜门位置调节风量

从节能和安全的角度来说，变风量控制是排风柜风量

控制的最佳选择。

位移传感器——线性控制调节

通过柜门位移传感器来计算柜门的开度，风量值根据柜

门开度线性调节。



min

max

关 开

风量值

面风速

v [m/s]
1

0.5

0

位移传感器——优化安全控制调节 

优化安全控制调节可以控制在柜门开关中始终保持合适

的面风速（通常0.5m/s)。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排风柜内

气体不会溢出到房间内。



min

max

关 开

风量值	

面风速

v [m/s]
1

0.5

0

设计贴士

这种控制逻辑非常适合于室内风速较大的实验

室。DS-TRD-02最大量程为1,750mm，因此可以用

于柜门开度很大的排风柜。

科隆大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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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风速传感器——实测面风速的控制逻辑

这是另一种控制逻辑；通过一个很小的旁路来测风速。

这种控制逻辑非常适合排风柜柜门既可以垂直开启也可

以水平开启的形式。排风柜柜门所有的开启部分都会

被监测到，控制器会在风量范围内控制相应的面风速

（通常为0.5m/s)。在欧洲，风量范围通常采用的是EN 
14175的测试结果。



min

max

关 开

v [m/s]
1

0.5

0

风量值

面风速

康宁，枫丹白露，法国

不受温度补偿影响即可监测热负荷

通过这种控制逻辑，风速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排风柜柜内

产生的热负荷，从而增加风量来抵消热负荷的影响。这

不会受温度补偿的影响。

设计贴士

这种控制逻辑特别适合排风柜柜门既可以垂直开启

也可以水平开启的形式。这样的控制方式所需的安

装工程量也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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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额外功能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

EASYLAB保证总的排风量控制在设计范围内，当房间

总的排风量超过设计值时，系统会将一些排风柜的排风

量强制减少，来满足尽可能多的排风柜的正常使用。被

强制减少排风量的排风柜会通过控制面板显示该状态。

设计贴士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只可以在使用EASYLAB TAM系统

下使用。

红外探测器

使用红外探测器可以令系统更节

能。如果一台开着柜门的排风柜过

长时间无人使用（时间长短可以设

定），控制面板可以发出声响提醒

实验室人员关小排风柜柜门

设计贴士

可以使用妥思生产的TBS红外传感器。 

当排风柜配置了自动开关柜门的装置

后，可以激活控制面板上的开以及关按

钮，从而控制器传输相应的开关触点给

开关柜门的装置。

辅助气流设计 
EASYLAB支持排风柜辅助气流设计.

排风清洗

EASYLAB可以在排风需要清洗时给清洗器提供触点开

关。

烟雾探测后激活排烟

当排风柜安装了温度感应器或烟雾探测器可以实现排烟

功能。如果排风柜的温度升高到超过极限，阀片会瞬

间开到最大或者全关（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并且在控

制面板上显示报警信号。同样也可以将报警信号传输给

BMS（需要设置该功能）。

同样，使用烟雾探测报警需要激活该功能。

设计贴士

在设计时就需要探讨决定是否需要安装这些传感器

排风柜灯光控制

排风柜的灯光控制可以通过EASYLAB的控制面板来实

现，需要将电线接入到控制器。

排风柜灯光

设计贴士

为了更好地兼容EASYLAB与灯光控制，建议选择

EASYLAB扩展模块EM-TRF或者EM-TRF-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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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额外变风量的控制

控制药品柜，万向罩的排风的变风量控制器可以输出一

个模拟电压信号（0-10V），可以集成到排风柜控制器

里。根据设置，这些送排风量可以集成进总的送排风

量里。

设计提示

•	每个排风柜控制器可以接入至多三个模拟量

•	额外的变风量值也可以集成进TAM控制器

额外的定风量控制

定风量可以通过触点开关将风量信号集成进排风柜控制

器。通过设置，这些送排风量可以集成进总的送排风

量里。

设计贴士

•	根据配置，每个排风柜控制器可以接入至多五个开

关量信号

•	额外的定风量值也可以集成进TAM控制器

输入信号 模拟量输入 开关量输入 通信模块

额外的变风量值 •
额外的定风量值（可开关） •
特殊功能：排风清洗，辅助气流反馈，烟雾探测，红外探测 •
控制模式 • •

输出信号 模拟量输出 开关量输出 通讯模块

排风柜的实际风量值 • •
总的送排风量值 • •
面风速值/柜门高度 •
报警信号 • •
阀片位置 • •
控制模式 •
特殊功能：排风清洗激活，辅助气流开关，自动柜门开关，
排风柜灯光 • •

排风柜控制器的输入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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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EN 14175对排风柜控制面板的要求

EASYLAB并非只是风量控制，它还包含了控制器，报

警信号（声或光），额外硬件的扩展。

针对EN 14175以及应用，EASYLAB有两种控制面板

可选。

 消声（报警声音消除）

 柜门过高报警(EN 14175)

 大风量模式

 小风量模式

 关断模式

 柜门打开

 柜门关闭

 排风柜灯光 

 手动模式

ECO  ECO显示

通过三种颜色以及文字HIGH和LOW来显示当前状态。

同样还可以监测EN14175要求的柜门高度

状态显示的绿/黄/红显示面积已经比上代扩大（达到

2.5cm²）

控制面板还包含排风柜灯光控制，柜门自动开关以及显

示需要维护。没有激活的功能将不会显示。大风量模

式，小风量模式以及本地操作（优先级高于BMS）可

以设置时间限制，从而节约能源。除此之外调试以及维

护EASYLAB也是通过控制面板实现。根据不同型号，

可以至多显示40字母或2字母，语言可以选择英语或德

语。

对于用户更为方便：

•	操作模式显示

•	状态显示

•	面风速显示

•	风量值的文字显示（只有BE-LCD-01有此功能）

•	可以至多连接两个控制面板

具体功能以及技术参数可以在参考技术手册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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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 应用举例

应用举例1：单独一台排风柜

应用场合：

•	单独一台排风柜作为独立的一套控制设备

•	所有排风柜的控制可以实现

•	可以使用控制面板或者开关输入控制特殊的工作模式

•	可以集成外部的药品柜、万向罩风量

此外，还可以添加扩展模块，例如EM-LON，可以将控

制模式或者外部风量信号通过BMS集成进EASYLAB控
制器。

订货代码示例：

例1： TVLK - FL / 250 -100 / GK / ELAB / FH-VS / 
TZS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面风速传感

器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毕托管测量方式，法兰和对

接法兰，230VAC供电，电磁阀自动校零，排风柜灯

光插座

例2： TVLK / 250-D10 / ELAB / FH-DS / L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位移传感器

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文丘里测量方式，24VAC供

电，EM-LON扩展模块

注：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阿尔塔那-BYK化学，维赛尔，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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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 应用举例

应用举例2：若干台排风柜控制器和作为中央处理的

TROX TAM模块

应用场合：

实验室家具生产商提供送风控制器

•	中央集中处理，中央BMS连接了送排风控制器

•	所有的排风柜控制都能实现

•	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改变控制模式和启用特殊功能

•	房间工作模式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给TROX TAM模块进

行切换

•	可以集成外部万向罩和药品柜的风量

系统配置：

所有的EASYLAB控制器包括TAM模块通过插入式线缆

连接。TAM模块收集该系统下所有的控制器的的风量，

并将信号通过总线形式或者模拟量传输给房间控制器或

者BMS，至多可以有23个排风柜控制器连接至TAM。

排风柜和送风控制器可以接收额外的0-10V电压信号或

者触点开关风量信号。

使用TROX TAM模块作为房间管理控制器的优势：

如果TAM模块激活了房间管理功能，可以通过房间控制

面板进行房间工作模式的切换。该系统下所有的控制器

都默认按照房间工作模式运行。单独排风柜可以通过本

地模式独立运行，这为24小时运行的排风柜提供了很

大的便利。

RMF的额外选项

•	风量平衡

•	房间控制面板显示相关功能

•	综合报警

中央BMS的集成

对于使用通信接口的集成，EM-LON的扩展模块可以如

下使用：

•	排风柜控制器

→ 对排风柜本地数据的接口

• TAM模块

→ 房间中央数据的接口

工作模式，实际风量值和集成警报可以通过网络传输。

这将会降低数据点和成本。TAM将会变成实验室的主要

通信接口。

中央 
BMS

通信接口
例如：阀片位置，报警信号，工作模

式反馈

模拟量0-10VDC
例如：房间总排风

触点开关
例如：房间工作模式，警报

通讯线缆

TAM模块

1#排风柜 3#排风柜 n#排风柜2#排风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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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排风柜控制 • 应用举例

订货代码：

排风柜控制器：

TVLK / 250-100 / ELAB / FH-VS / Z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面风速传感

器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毕托管测量方式，24VAC供

电，电磁阀自动校零

TROX适配模块

TAM / TM / LAB-RMF
TROX TAM模块，230VAC供电，EM-BAC-
MOD(Modbus)扩展模块，实验室房间管理功能

注：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设计贴士

只有在完成安装EASYLAB（全套系统都是

EASYLAB）解决方案后如下选项才可用

•	使用标准线缆进行通讯

•	所有的送排风控制器自动风量平衡

•	可以通过降低部分排风柜风量来满足总的排风量不

超过设计时的总排风量

赛诺菲-安万特公司，法兰克福，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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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设备功能

送排风控制策略

应用区域

EASYLAB风量控制器可以使用即插即用式线缆进行通

讯。也可以集成万向罩，器械或者烘箱等额外风量。

有几种主要的控制策略：通过DC直流信号控制的变风

量标准模式，双态或者三态的风量调节。此外，还可以

特殊模式，比如大风量，小风量，全关或者全开模式。

同样可以增加扩展模块，例如自动校零，EM-
TRF，EM-TRF-USV和其他通讯模块。

标准模式

在送排风模式，通过DC直流信号控制变风量，双态或

者三态，或定风量运行。

特殊工作模式

特殊工作模式例如：大风量，小风量，全关或者全开模

式同样可以应用。这些模式可以通过EASYLAB
控制器进行调节。

变风量控制

	– 可以通过接受0(2)-10VDC信号进行变风量控制

①

2 10

2-10
0-10

U [V DC]

 
[m

�/h
]

双态控制

	– 通过开关信号调节两档风量

X

 
[m

�/h
]

S1

三态切换

	– 通过两个开关信号调节三档风量

X

 
[m

�/h
]

S1 S2

 

定风量控制

	– 控制恒定风量

X

 
[m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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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房间控制

EASYLAB TCU3的控制器配所有的

TROX变风量末端产品用于房间风量控

制：TVR，TVRK，TVZ，TVA，TVJ，TVT，TZ消
声器，TA消声器。这些末端产品有镀锌钢板，粉末喷

涂，不锈钢和工程塑料(PP)材质制成。房间所有的控

制器（最高达24个）通过插入式线缆连接。

EASYLAB房间控制器的优势

•	可以通过标准通讯线缆易于集成的房间控制器

•	基于风量传输的风量平衡控制

•	集成所有送排风控制器的信号来平衡房间风量

•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

•	优化排风风量平衡

•	保证风口要求的最低风速

•	为保证紧急情况下的安全可以使用不间断供电电源

新：

如果房间中有超过一个的送排风控制器，风量会自

动分配

房间风量平衡

房间的风量平衡依靠控制器的主从关系。

送风的设定值取决于排风量（排风柜，房间辅助排风，

药品柜或者万向罩）。送风阀会统计累加每个排风设备

的风量，并会根据风量差来计算出送风设定值。此负压

策略符合DIN 1946，第7部分。

在某些场合下，例如洁净室，情况可能相反，排风阀的

风量会根据送风量来改变设定值（排风阀作为从属控制

器）。EASYLAB两种原理都支持。

选择百分比的风量差会导致在不同的排风量时，送排风

风量差会不同。从而导致房间压差的改变。

这也是TROX公司不支持百分比的风量差控制方式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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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风量差

只有恒定的送排风量差方能控制恒定的负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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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房间控制功能

同时使用系数控制

在一些实验室房间较大时，房间控制会遇到一个问题：

为了控制投资成本，中央系统不会按照100%全部使用

设计。这样就可以减少耗能以及装机容量。但是，实验

室工作人员在做实验时必须打开排风柜。如果全部的排

风设备都在最大工况下运行时，将会导致风量不足的情

况，EASYLAB提供两种解决方案：

1.	在房间控制器收到风量已经到达最大值时，为了避免

意外，房间控制器会显示声光报警。

2.	一个更好的选择是使用妥思同时使用系数控制。它会

限制总的排风量不超过设定值。这套系统可以让尽可

能多的排风柜能够在同一时间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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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同时使用系数控制，3#和4#排风柜风量会减小
②  风量会降低至设定的最大风量值

排风柜若因同时使用系数控制而导致风量强制降低，控

制面板上会立刻显示（报警）。实验室永远以安全为第

一位。

优化排风平衡

对于房间风量平衡，有些用户倾向于当排风设备开启

时，房间辅助排风完全关闭。这很重要，但需要保证

防止不稳定的情况出现。EASYLAB激活了排风平衡功

能，可以确保风量不超过设定范围。

保证风口的最小风速

作为可提供所有类型风口的供应商，妥思深知为了保证

风口的使用效果，需要满足最低风速。EASYLAB考虑

到了这一点，并让风口能够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送风。

房间控制监控功能

EASYLAB持续监控着房间管理功能。状态数据可以通

过可选的房间控制面板显示。如果有故障，报警信号可

以传输给中央BMS（如果设置）。

出现如下故障会报警:
•	房间排风量低于房间最小排风量

•	房间排风量高于房间最大排风量

•	开启了同时使用系数功能

•	该系统下任一控制器的报警

•	硬件故障

•	设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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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若干台排风柜与一个房间送风控制器

应用场合：

•	有若干台排风柜的实验室

•	在任何模式下，无需房间辅助排风即能满足最小换气

次数

•	在各种工作状态下，送风控制器来控制送风

•	可接入万向罩和药品柜的风量

系统配置：

所有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和送风控制器通过插入式

通讯线缆连接。使用TAM激活房间管理功能。外部的风

量可以通过0-10VDC模拟量信号或者开关量信号接入

到排风柜，送风控制器，TAM。一个系统至多24台控

制器连接，例如，至多23个排风柜控制器与1个送风控

制器连接。

送风控制器作为房间管理功能(RMF)：
•	可选房间控制面板

•	控制系统中所有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	监视房间所有参数（排风量是否在设定风量范围内）

•	通过控制面板显示房间功能

•	综合报警

中央BMS集成

使用扩展通讯模块(LonWorks，BACnet，Modbus)可
以通过总线形式与BMS通讯下列参数：

•	排风柜控制器

→ 排风柜的本地参数

• TAM
→ 房间集中参数

订货代码举例：

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

TVLK / 250-100 / ELAB / FH-VS / Z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面风速传感

器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毕托管测量方式，24VAC供

电，电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送风控制器和阀体：

TVR / 250 / ELAB / RS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送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磁

阀自动校零

EASYLAB TAM 

TAM/LAB-RMF/运行参数

带房间管理功能的妥思适配模块，24VAC供电

注：

房间管理功能只能通过TAM激活。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TAM-RMF

t

X

X

X
排风量

送风量

X	=	房间送排风之间的恒定风量差

通讯线缆

1#排风柜 n#排风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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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若干台排风柜控制器和排风控制器

应用场合：

•	有若干台排风柜的实验室

•	房间设备排风的最小排风量无法满足房间最小换气次

数，因此需要额外增加房间辅助排风。房间辅助排风

控制器控制房间排风变风量阀。

•	房间送风阀是定风量阀（如：RN）

•	可接入万向罩和药品柜的风量

系统配置：

所有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和送风控制器通过插入式

通讯线缆连接。使用TAM激活房间管理功能，在设计阶

段需要确定排风最小值要满足房间最小换气次数。外部

的风量可以通过0-10VDC模拟量信号或者开关量信号

介入到排风柜，送风控制器，TAM。一个系统至多24
台控制器连接，例如，至多22个排风柜控制器与1个排

风控制器连接。

t

总排风

总送风

房间辅助排风 排风柜排风

X = 为了保证恒定负压差的定风量差

X

使用TROX TAM模块作为房间管理控制器：

•	可选房间控制面板

•	控制系统中所有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	监视房间所有参数（排风量是否在设定风量范围内）

•	通过控制面板显示房间功能

•	综合报警

中央BMS集成

使用扩展通讯模块（LonWorks，BACnet，Modbus）
可以通过总线形式与BMS通讯下列参数：

•	排风柜控制器

→ 排风柜的本地参数

• TAM

    → 房间集中参数 

订货代码示例：

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

TVLK / 250-100 / ELAB / FH-VS / Z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面风速传感

器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文丘里测量方式，24VAC供

电，电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排风控制器和阀体：

TVR / 160 / ELAB / RE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排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

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 TAM 
TAM/LAB-RMF/运行参数

带房间管理功能的适配模块，24VAC供电

注：

房间管理功能只能通过TAM激活。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RN

TAM-RMF
通讯线缆

1#排风
柜

2#排风
柜

3#排风
柜

n#排风
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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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若干台排风柜控制器和送排风控制器

应用场合：

•	有若干台排风柜的实验室

•	房间设备排风的最小排风量无法满足房间最小换气次

数，因此需要额外增加房间辅助排风。根据排风柜的

排风量，房间辅助排风会响应调节排风量。房间辅助

排风控制器控制房间排风变风量阀。

• EASYLAB房间送风控制器控制房间送风。

•	可接入万向罩和药品柜的风量。

系统配置：

所有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和送排风控制器通过插入

式通讯线缆连接。使用TAM激活房间管理功能，在设计

阶段需要确定排风最小值要满足房间最小换气次数。外

部的风量可以通过0-10VDC模拟量信号或者开关量信

号介入到排风柜，送风控制器，TAM。一个系统至多

24台控制器连接，例如，至多21个排风柜控制器与送

排风控制器连接。

总送风

总排风

房间辅助排风
排风柜排风

X = 为了保证恒定负压差的定风量差

X

t

使用TROX TAM模块作为房间管理控制器：

•	可选房间控制面板

•	控制系统中所有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	监视房间所有参数（排风量是否在设定风量范围内）

•	通过控制面板显示房间功能

•	综合报警

中央BMS集成

使用扩展通讯模块（LonWorks，BACnet，Modbus）
可以通过总线形式与BMS通讯下列参数：

•	排风柜控制器

→ 排风柜的本地参数

• TAM

    → 房间集中参数 

订货代码示例：

EASYLAB排风控制器和阀体：

TVR / 160 / ELAB / RE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排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

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送风控制器和阀体：

TVR / 250 / ELAB / RS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排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

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 TAM 
TAM/LAB-RMF/运行参数

带房间管理功能的妥思适配模块，24VAC供电

注：

房间管理功能只能通过TAM激活。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订货代码举例：

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

TVLK / 250-100 / ELAB / FH-VS / Z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面风速传感

器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文丘里测量方式，24VAC供

电，电磁阀自动校零

TAM-RMF

LonWorks / BACnet / Modbus

GLT

通讯线缆

1#排风柜 2#排风柜 3#排风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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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若干台排风柜控制器和送排风控制器以及带控
制器的定风量阀

应用场合：

•	有若干台排风柜的实验室

•	房间设备排风的最小排风量无法满足房间最小换气次

数，因此需要额外增加房间辅助排风。根据排风柜的排

风量，房间辅助排风会相应调节排风量。房间辅助排风

控制器控制房间排风变风量阀

•	有定风量排风阀通过开关量双态切换

•	房间送风阀使用EASYLAB控制器控制

•	有恒定排风量的设备

系统配置：

所有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和送排风控制器通过插入式

通讯线缆连接。使用TAM激活房间管理功能，在设计阶

段需要确定排风最小值要满足房间最小换气次数。外部的

风量可以通过0-10VDC模拟量信号或者开关量信号接入

到排风柜，送风控制器，TAM。一个系统至多24台控制

器连接，例如，至多22个排风柜控制器与送排风控制器

连接。

订货代码示例：

使用EASYLAB控制器的万向罩排风阀：

TVRK / 160 / BB3 / F2- constant
TVRK型变风量阀体，24VAC供电，双态定风量切换

总送风
总排风

房间辅助排风 排风柜排风

X = 为了保证恒定负压差的定风量差

X

t

定风量设备

使用TROX TAM模块作为房间管理控制器：

•	可选房间控制面板

•	控制系统中所有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	监视房间所有参数（排风量是否在设定风量范围内）

•	通过控制面板显示房间功能

•	综合报警

中央BMS集成

使用扩展通讯模块（LonWorks，BACnet，Modbus）
可以通过总线形式与BMS通讯下列参数：

•	排风柜控制器

→ 排风柜的本地参数

• TAM

    → 房间集中参数 

订货代码示例：

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

TVLK / 250-100 / ELAB / FH-VS / Z /	min	–	mₐₓ
TVLK型阀体和EASYLAB控制器，使用面风速传感

器的排风柜风量控制，文丘里测量方式，24VAC供

电，电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排风控制器和阀体：

TVR / 160 / ELAB / RE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排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

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送风控制器和阀体：

TVR / 250 / ELAB / RS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排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

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 TAM 
TAM/LAB-RMF/运行参数

带房间管理功能的妥思适配模块，24VAC供电

注：

房间管理功能只能通过TAM激活。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TAM-RMF

LonWorks / BACnet / Modbus

GLT

通讯线缆

1#排风柜

房间控制面板

万向
排风罩

2#排风柜 n#排风柜

On/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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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压力串级控制

可以将压力控制结合房间风量差控制。因为在一些场

所，有条例要求有压力控制，或者房间的泄漏率很低，

稍微的风量偏差就会导致房间压力失衡。房间风量差控

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房间压力控制。为了更精确地控

制，房间压力可以与风量差控制进行串级控制。TROX
公司在压力控制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快速响应并且

设置额外新功能。 

处理房间压力控制就像插图一样：气球象征房间压力控

制系统；气球既不能瘪了（压力降低）或者撑涨（压力

上升）。否则气球就会陨落或者爆炸。

计算房间预期压力值的公式：

∆p = ρ . (  		)2
  2       A*μ
 ρ  = 空气密度

	   = 风量差

 A  = 房间泄漏面积

 *μ  = 泄漏系数

通过伯努利方程可见：房间泄漏面积是控制房间压力的

变量。如果房间泄漏量极低，甚至接近为0，甚至极小

的风量差变化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影响。

估算房间压力控制系统效果

送排风量差是房间压力控制的关键。风量差越小，越难实现

稳定的控制。这也就是设定相同的房间压力，有些项目很成

功，有些项目效果一般。下列公式可以方便地估算：

diff = √ pset .A.μ.3600         ρ        2  
解释:
diff  = 风量差值 (送风-排风)[m³/h]
pset  = 房间设定压力值[Pa, kg/m*s²]
ρ  = 控制密度 (20°) = 1.2 [kg/m³]
A  = 房间泄漏面积[m²]
µ = 泄漏系数

假设一个房间有种非常小的泄漏面积——

 A = 0.001 m²：
这相当于1mm的门缝或者一个直径为3.5cm的圆孔。

diff = √25 Pa . 0.001 m2 . 0.72 . 3600	≈	16.7	m3/h        0.6          
 
另一个房间的泄漏面积为——  
A = 0.015 m²：
相当于15mm的门缝或者直径为14cm的圆孔。

diff = √25 Pa . 0.015 m2 . 0.72 . 3600	≈	251	m3/h        0.6          
 
房间的大小是不影响到计算的结果。这计算清楚地显示了，

尤其是第一个房间，所有的排风设备都必须协同完美地工作

才能保证非常小的风量差能够将房间压力进行稳定地控制。

系统中任何的波动将造成压力控制的失败。 对于有多个风量

控制阀的房间，由于任何一台控制器造成的波动都会造成房

间压力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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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可以使用RMF进行房间压力设置。同样非

RMF控制器亦可以进行压力控制。

房间压力控制状态清晰显示

建议压力控制选配BE-LCD-01。控制面板显示房间工

作模式，设定与实际压力值，同时也可以在压力值偏差

过大时发出声光报警。

设计贴士

•	参考压力绝对不能忽视。参考压力是成功控制房间

压力的先决条件。

•	建议使用RMF控制器作为房间压力控制器。

•	压力控制建议明装相关设备。

•	风量调节范围至少是房间总排风的10%

EASYLAB可以让房间压力控制在不改变控制器的情况

下进行配置。只需要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以及选用能

激活压力控制功能的EASYLAB控制器。

压力控制的额外功能

例如在一些医院场所（感染性，无菌性）需要房间改变

正负压值。TCU3控制器可以进行两个压力设定值之间

的切换，只需要通过开关量信号或通过总线形式即可实

现。

门触点

EASYLAB可以将门触点开关加入到房间压力控制，它

能够：

•	优化压力控制选项

•	长时间的压力偏差会进行声光报警

•	可以将报警信号传输给BMS。如果门触点开关功能激

活，不会门一开就报警。只有门长时间未关，控制器

才会报警。

野格酒厂，沃尔芬比特尔，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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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房间压力控制 • 应用举例

例：使用房间送排风控制压力

应用场合：

•	出于安全或者结构原因，房间需要压力控制

•	房间有排风柜或者其他排风设备

•	房间送排风有一个使用EASYLAB变风量阀

•	设定压力值可以正反切换或双态切换

•	压力控制器可以发出声光报警

系统配置：

房间送排风阀使用插入式通讯线缆连接，其中有一个控

制器激活了房间管理功能。压力值切换开关接入到激活

RMF的控制器。

房间压力控制器

通讯线缆

房间管理功能(RMF)

订货代码举例：

EASYLAB排风控制器和阀体：TVR / 200 / ELAB / RE / Z / LAB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排风控制器，24VAC供电，电磁阀自动校零

EASYLAB送风控制器和阀体：TVR / 200 / ELAB / PC / Z / LAB-RMF/RMF 运行参数

TVR型变风量阀体和送风压力控制器，24VAC供电，电磁阀自动校零，激活房间管理功能

注：

订货代码解释见57页有具体说明。

总送风

总排风

0 Pa

-10 Pa

X

X = 为了控制房间压力的风量差

y = 风量差的最大极限值

y

使用房间送排风控制器作为房间管理控制器：

•	可选房间控制面板

•	控制系统中所有控制器的工作模式

•	监视房间所有参数（排风量是否在设定风量范围内）

•	通过控制面板显示房间功能

•	综合报警

设计贴士
对于压力控制系统，我们建议将控制压力的控制器

作为房间管理功能控制器（实验室通常是送风阀）

中央BMS集成

使用扩展通讯模块(LonWorks，BACnet，Modbus)可
以通过总线形式与BMS通讯下列参数：

•	排风柜控制器

→ 排风柜的本地参数

• TAM
→ 房间集中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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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Planck-Institut,明斯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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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监测系统

用于监测风量、压差和面风速

监测系统

适用范围

虽然完整地控制与监测风量的方法有它们的优势，但在

某些应用场合下只需要监测风量、压差或面风速一项。

这就是FMS监测系统的适用范围。这类自供电系统能够

监测排风柜、万向罩及类似组件中的风量、压差或面风

速，它们可用于新建筑以及整修的项目。FMS监测系统

满足排风柜标准EN 14175的要求。该系统装有微处理

器来保证系统的安全。这套系统使用起来安全便捷，同

时能够提供最大能效和透明的数据。系统中的数据储存

在EEPROM芯片中，保证断电时数据不丢失。由于系

统结构是模块化的，监测系统很容易满足个性化需求。

例如，使用压差变送器可以用来监测辅助气流风机。

利用应用程序，排风柜中风量正确时，控制面板会显示

正常信号。如果实际值与设定值有偏差，系统会产生声

光报警。一个无源转换触点可向BMS中央控制中心发

送警报。 
该监测系统在调试时可使用EasyConnect 调试软件设

置特定功能。
 

 FMS监测系统特性

	– 采用插入式连接，安装、扩展、调试方便快捷 
	– 重要的连接端口布置在控制盒外侧

	– 监测硬件可配置扩展模块

	– 适用于排风柜的控制面板

	– 创新技术可满足定制项目的要求

	– 配置EasyConnect 软件，设置调试简单易行

	– 电源 90 - 250 V AC

可选项

可用于两种不同的基础系统:
FMS-1：监测系统使用膜片式压力变送器和测量探头（

部分供应部件）来监测压差和风量

FMS-2：监测系统用于外部 0-(2)–10 V DC 信号，例

如，使用面风速传感器、风量控制器或外部压差变送器

获取信号

TROX FMS-1/FMS-2 的 EasyConnect 电脑软件

TROX EasyConnect软件用于FMS-1/FMS-2 监测系统

在实际情况的应用。

•	清晰，有菜单导航

•	监测值，报警信号形式及其他功能可自行设置

•	软件适用于Windows 操作系统

•	电脑使用EasyConnect 软件配备的通信电缆和蓝牙模

块与监测系统连接

该软件可用于所有装有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的

电脑或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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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监测系统

FMS-1监测系统由膜式压力变送器及测量探头组成 

功能

	– 设备压差功能，内部测量：在一个合适的测量点使用

内部静态压差变送器测量压差，可监测双态压力值。 
	– 设备风量功能，内部测量： 在一个合适的测量点使用

内部静态压差变送器测量风量。可监测双态风量值。

供应组件

 – FMS-1
	– 在管内进行压差测量的测量探头

	– 电源电压的连接插口

	– 接管，1 m (蓝色，透明)
 – BE-SEG-03 ( FMS 的标准控制面板) 
 – BE-SEG-02 (排风柜控制面板，可以使用附加功能)

FMS-2：针对外部 0-(2)–10 V DC 信号的监测系统， 

例如，使用面风速传感器，风量控制器或者外部压差变

送器进行监测

功能

	– 设备面风速功能：可选用VS-TRD面风速传感器进行

测量，风速可以自行设置

	– 设备压差功能，内部测量：在合适的测量点使用外部

压差变送器测量压差，可以监测双态压力值

	– 设备风量功能，外部测量：通过测量风量，在合适测

量点使用外部压差变送器或者使用风量控制器测量实

时风量信号来监测风量。可以监测双态风量值 

供应组件

 – FMS-2
	– 电源电压的连接插口

可选配:
 – VS-TRD：面风速传感器

 – PT699：压差变送器， –100 to 100 Pa
 – BE-SEG-03（FMS 的标准控制面板）

 – BE-SEG-02（排风柜控制面板，可以使用额外功能）

FMS-1

S1 S2

FMS-190-240
VAC

①

① 报警信号传输至BMS中央控制中心

② 高效的压力传感器

S1 柜门开启，EN 14175
S2 风量	1/2

②

FMS-2

S1

S2

FMS-290-240
VAC

①

②
③

① 开关

② 风量控制器

③ 报警信号传输至BMS中央控制中心

S1 柜门开启，EN 14175
S2 风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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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监测系统

  

 FMS  –  1  /  SGVD 

 型号

FMS  监测系统

 可选项
1 监测系统由膜片式压力变送器及测量探头组成
2  监测外部 0-(2)–10 V DC 信号

 配件
S EM-LIGHT-F：照明
G EM-CPL：匹配 EM-LIGHT 模块的连接器
V EM-VENT：数字输出DO1的绝缘片与缆线组合支架，

用于激活风机
D EM-DDT：监测风量的压差变送器

注意: VS-TRD, BE-SEG-02 和 BE-SEG-03 都是可选组件

FMS订货代码

扩展模块

所有的扩展模块可以安装在控制盒内部或外部，扩展模块可以在出厂前安装，也可以在之后安装。

S: EM-LIGHT-F 监测 V: EM-VENT 数字输出DO1信号的绝缘片与缆线组合
支架，该信号用于激活风机

	– 该监测系统可通过控制面板控制
照明。
	– 该扩展模块是连接照明设备的有
线接口。
	– 电源电压 230 V AC，功率
500 W。

	– 监测系统用于控制风机的启停。 
	– 在 230 V AC 电源情况下，该模块提
供组合式绝缘片和缆线支架 。

G: EM-CPL EM-LIGHT的适配连接器模块 D: EM-DDT 用于监测辅助气流的压差变送器

	– 如果已经安装EM-LIGHT 模块，
配套连接器可插入照明设备中。

	– 该扩展模块可以当作一个额外的压差
变送器来监测辅助气流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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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监测系统

FMS监测系统的控制面板 

根据EN 14175的要求，监测系统能够显示系统状态。

标准控制面板BE-SEG-03

BE-SEG-03标准控制面板能够实现风量、压差和面风速

数据的实时监控。

根据EN 14175的要求，控制面板能够显示状态信息，

确保排风柜的使用安全。控制面板有三种LED指示灯，

能够指示当前的使用状态。当前操作状态正常时，指示

等显示为绿色，当风量过高时指示灯为黄色，同时显示

HIGH字样，当风量过低时指示灯显示为红色，同时显

示LOW字样。当风量过低时，会进行声音报警。

	– 可自行选择安全功能的声光报警信号形式

	– 三种颜色的状态显示：绿色、黄色和红色以及LOW和

HIGH字样（红色指示灯：闪烁或常亮）

	– 持续进行FMS与控制面板间的通信监测

	– 有完备的配置与诊断接口

	– 支持蓝牙模块(BlueCON)进行无线连接

	– 一个控制器和监控系统可同时连接两个控制面板

4个按钮可用：

	– 报警确认

	– 排风柜照明开关

	– 两个已设定的监测值之间的切换
	– 在柜门开启超过最大值时发出警告信号

BE-SEG-02控制面板的其他功能

应用FMS 监测系统的排风柜控制面板还有其他功能。

这些功能包括：

 – OLED可显示面风速、风量、压差以及其他系统信息

	– 带有控制柜门升降的按键

可选配的控制面板功能：

所有控制面板的功能范围都适用于配置软件。可配置以
下范围的选配功能：

	– 可用（选配）的功能是可显示的

	– 未激活的功能按键不会显示

	– 在柜门开启超过最大值时发出警告信号

	– 监测信号 1
	– 监测信号 2
	– 关闭监测

	– 排风柜照明开关

 – OLED 显示当前风量、压差和面风速（仅BE-SEG-02
可监测）的实际数据

BE-SEG-02, BE-SEG-03

⑤

①

⑧
⑦

⑥

③
② ⑪

⑫

⑩

⑨ ⑪

A

A

B B

④

A BE-SEG-02
B BE-SEG-03

① 状态显示（绿色, 黄色, 红色）显示HIGH和LOW字样

② 报警声音复位键

③ 门高监测

④ 选择运行模式

⑤ 柜门自动控制装置

⑥ 排风柜照明

⑦ 就地控制

⑧ ECO显示

⑨ OLED显示屏显示实际风量, 面风速和状态信息（仅针
对BE-SEG-02）

⑩ EASYLAB 控制器连接插座（在背部）

⑪ 报警器

⑫ 安装调试的连接插口

根据标准EN 14175，BE-SEG-02及BE-SEG-03状态显示为可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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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录

房间的设计标准

房间的结构情况是什么?
•	实验室的可用面积 [m²]
•	房间内门/漏风部件的数量?
•	吊顶空间大小?

换气率应达到多少?

根据标准DIN 1946，第7部分(June 1992)要求， 实验

室每平方米可用面积的总排风量要达到 25 m³/h ，这就

意味着层高3米的房间内每小时换气次数要达到8次。 

更低的换气次数可与当地工厂协商，不同的换气次数可

在实验室操作和办公室操作中互相切换。工程师的工作

就是确定室内合适的换气次数。

需要安装排风为主的系统还是送风为主的系统?
•	实验室是典型以排风为主的房间，例如，排风量达到

预先设定值（排风为主）。

•	对于洁净室，送风量大小通常是规定好的（送风为

主）。

房间中的排风设备

房间中存在哪些排风设备?
•	达到房间平衡时，这些设备的排风量如何记录的?
•	有足够可用的控制器吗?
•	不同的排风设备包括：排风柜，药品柜，排气部件（

加电开关），工作台上的万向罩及带热空气的烘箱

•	如何使房间中的固定排风设备达到平衡?
	– 通过配置房间参数来确定恒定排风量

	– 通过模拟信号/网络接口集成风量

a) 直接生成风量实际值的信号

b) 利用测量部件记录风量值，例如VMRK
•	如何使房间中变化或转换的排风设备达到平衡?

	– 使用开关触点集成定风量值

	– 通过模拟信号/网络接口集成风量

a) 直接生成风量实际值的信号

b) 利用测量部件记录风量值，例如 VMRK
• 24小时工作的定风量排风部件包括：排风柜排风部

件，化学或气瓶柜，地板排风部件

如何满足房间排风?
通风系统在设计时必须考虑排风设备可能会遇到以下特

殊情况，实验过程中存在有毒物质溢出以及操作程序可

能不在排风柜内完成的情况。这就需要在排风部件中增

加感知元件（如有害物质感应探头）以及使用防止有害

物质聚积部件（如吊顶排风设备）。

•	房间总排气只包括排风柜和地板及吊顶排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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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满足房间送风？

根据DIN 1946，第7部分(June 1992)要求：送风系统

中送入的必须是100%的新风。实验室的送风系统应配

备过滤器，使室内空气的粉尘浓度下降。

为了防止实验室中空气扩散到旁边房间，送风量始终要

低于排风量。

•	定风量或变风量送风是根据排风设计而确定的吗？

•	如何将空气送入房间？

•	通过实验室的气流主要是由送风口的设计与布置而

决定的。如果不除去送风中的空气污染物，那么送

风系统仅仅起到污染物的稀释作用。送风分布是非

常重要的原因是，混流能够有效阻止有害物质的

累积。为了防止在排风柜前的紊流空气会不利于

有害物质的完全排放，在设计中必须考虑合适的

空气末端装置。TROX公司提供的空气末端装置包

括：PROCONDIF，PCDQ ， PCDR，NIDLAB，以

及吊顶出风口DLQL。

PROCONDIF PCDR

PROCONDIF PCQD

房间的噪声要求

按照德国标准 DIN 1946，第7部分，通风系统包括排风

柜所产生的最大加权声压级不能超过52 dB (A)。

房间应控制什么程度的噪声水平?
设计实验室时，根据DIN标准要求，最大声压级(A)不应

超过 42 dB (A)。

风量控制

•	风量传输的要求？

•	如果房间有大的漏风口（空隙），则必须留有较高的

风量传输；

经验法则：当房间不完全密闭时，实验室每平方米可

用面积保证5 m³/h 的风量差；每打开一扇门，应增加

风量70 m³/h 。
•	如果房间的空气泄漏量非常少，应配备一个房间压力

控制系统。

房间压力控制

•	压力控制的房间必须足够密闭，这样才能在房间中形

成压力。

•	压力控制的房间允许一定量的空气泄漏（取决于缝隙

开口，可参考EASYLAB房间压力控制章节）；如果

房间的目标压力是 –20 Pa，那么排风总量的10% 被
视为转移风量；这相当于≥ 0.005 m² 漏风口，进而相

当于≥ 0.5 cm的门缝。

•	房间的压力控制必须对照一个参考房间；这个参考房

间必须一直保持恒定的气压；当环形空间用来参考压

力，要确保它的截面足够大。

•	对于无菌/有菌室，是否需要两个不同的压力值？

房间的特殊功能？

•	房间的基本默认设置是否需要集成？

	– 基本的默认操作模式（如白天模式，夜间模式）  
	– 风量设定值根据温控或换气次数改变而变化

	– 传输需要何种信号

（LonWorks，BACnet，Modbus，模拟信号，开

关接触）？

•	多样性控制？

如果需要维持和监控房间的最大总排风

量，LABCONTROL的控制阀需要控制房间的排风系

统以及送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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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组件的设计标准

变风量阀的结构特点

•	排风柜用于排放强化学性污染物时，应使用抗腐蚀材

质的变风量阀，如 TVLK 或 TVRK 型变风量阀

•	排风柜用于弱化学性污染物排风时，使用TVR 这类不

锈钢，粉末涂层或镀锌钢板材质的变风量阀

•	排风柜的排风管上的阀：使用 TVRK 型工程塑料材质

的变风量阀

•	排风支管上的阀：使用不锈钢，粉末涂层或镀锌钢板

材质的变风量阀

•	连接阀门：使用法兰和密封圈

•	注意上部管道

 – TVLK型产品：没有最小风量限制

	– 技术样本上提及的其他类别是指特定的变风量阀

TVR      TVLK

变风量阀的风量范围

理想情况下，是额定风量 nom  的30–70% 。

监测系统

通过功能部件可以监控排风柜。排风柜可以不加装额外

的监测系统。

电动控制组件的电源

•	现场能够为控制器提供24 V AC 电源电压?
•	必须配备控制器电源配套的传输和连接电缆。

•	电源线敷设时不得与信号线或网络线平行。

在设计管路系统时，需要考虑电动控制器的安装方向

每个电动控制器上在正确的安装方向上标有标签指示。

电动控制器支持的特殊运行模式?
•	在夜间工况下减小运行 / 在特殊情况下，如紧急工况

下增强运行/全关模式

•	特殊操作模式的信号是什么? LonWorks，BACnet， 
Modbus，接触开关，…

•	本地操作优先级是否高于BMS中央控制系统?

电子控制器提供的数据接口?
•	操作值，报警 – 单一报警信号或者综合报警信号

•	通信模块，模拟信号或者接触开关都可以用于通信？

•	操作数据是否都能显示？

•	房间控制面板或触摸面板都能用于显示数据或者操

作？每间房间都有控制面板，还是每个区域有一个？

排风柜控制方法

•	所需的控制方法？

面风速传感器，柜门位移传感器，双态风量控制、三

态风量控制或者定风量控制。

•	控制面板需要激活哪些特殊功能？

辅助气流设计，排风过滤器，位移传感器，柜门自动

开关装置，排风柜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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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录

调试和维修的设计标准

谁来提供调试服务?
TROX公司，系统集成商，或其他公司？

EASYLAB的调试

调试工作所需的步骤

•	检查变风量调节阀以及控制器，确保它们都正确安装

•	检查电动或气动控制器

•	检查变风量调节阀体，控制器，执行器和传感器是否

能正常运行

•	根据设定值和控制变量来设置和调整参数

•	根据不同的运行工况调整参数

•	必要的话检查所有针对风量和面风速的控制回路

•	检查特殊功能（const 开关，报警关闭，白天/夜间工

况）

•	检查设备控制回路（房间平衡）以及排风柜的声光报

警

•	生成完善检测报告

所有调试要求都必须满足吗?
可参考详细的调试手册，以下是部分重点：

•	房间是否已经装修完毕，实验室的墙壁和吊顶是否已

经安装完成，实验室所有的门是否在合适位置。

•	通风系统的功能，例如风机是否可以使用，防火阀是

否已经打开

•	所有气动控制器是否已经正确安装

•	所有控制器电路是否对照接线文件正确连接

•	是否当地工程师对所有控制器都是可调试的

控制组件的维护

•	谁来负责维护？

 – TROX公司

	– 实验室设备生产商

	– 其他公司

•	需要检查的设备？

•	设备多久需要维护？

•	维护时需要记录？

TROX公司为项目开发所提供的支持

•	在TROX公司的演示实验室进行系统展示

•	提供技术说明及房间平衡计算

•	提供接线说明

•	提供电动和气动测试组件

•	提供调试和维护服务

在工厂中进行风量控制器的生产，检验和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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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代码

订货代码说明

一个功能元件由变风量调节阀和电动控制组件（控制

器）构成。它们的属性和特征都需要按顺序由订货代码

表示。这就是订货代码由两部分组成的原因：

/变风量调节阀
电动控制 
组件

订货代码的第1部分代表的是变风量调节阀：

	– 变风量调节阀的型号

	– 变风量调节阀的结构（材质）

	– 变风量调节阀的尺寸

	– 变风量调节阀的附件，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订货代码的第2部分代表的是电动控制组件：

	– 电动控制组件

	– 电动控制组件的附加设备，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 控制组件的设备功能/操作模式

	– 设备功能/操作模式的运行参数

变风量调节阀–订货示例

TVLK - FL / 250-100 / GK /...
TVLK，PP工程塑料材质，规格250 mm，带阀体法

兰和风管法兰

TVRK / 160 /...
TVRK，PP工程塑料材质，规格160 mm

TVR / 200 /...
TVR，镀锌钢材质，规格200 mm

TVR - D - FL / 160 /...
TVR，镀锌钢材质，规格160 mm 
带消声外壳和法兰

TVR - A2 - FL / 315 / G2 /...
TVR，镀锌钢材质，规格 315 mm 
两端带法兰和对接法兰

TVA / 250 / D1 /...
TVA，镀锌钢材质，规格250 mm，带密封圈

TVT - D / 400 x 200 /...
TVT，镀锌钢结构，400 x 200 mm，带消声外壳

注意：

这些并不是完整的订货代码，仅仅是表示变风量调

节阀，并不包括电动控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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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每个变风量系统调节阀及附件的详细说明可参考技术样本。

订货代码

变风量调节阀：

变风量调节阀的类型：

TVLK 和 TVRK、VMRK 是工程塑料材质，TVR、 
TVT、TVJ、TVZ、TVA、TZ-Silenzio 
、A-Silenzio、VMR都是镀锌钢材质。

结构： 
变风量调节阀的特殊结构特点，例如带消声外壳 (D)，
两端带法兰连接(FL)，表面粉末喷涂(P1) 以及不锈钢材

质 (A2)。但不是所有的变风量调节阀都带有特殊结构特

点。

尺寸：

每个变风量调节阀都有不同的大小（连接尺寸），可适

用于不同的风量范围。

附件：

变风量调节阀的附件有法兰 (GK或G2) 以及密封圈 (D1 
或D2)。不是所有变风量调节阀都带有附件。

变风量调节阀 – 结构 尺寸 附件

订货代码第1部份

变风量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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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订货代码

订货代码第2部分

EASYLAB电动控制组件:

控制组件 运行参数附加功能扩展模块设备功能
/ / / /

控制组件：

这部分描述了电子控制组件的制造商和类型，例如控

制器将控制输入信号传递给阀片。

除了EASYLAB（订货代码中表示为 ELAB），TROX
公司还可以提供其他应用领域变风量阀的控制系统。

设备功能：

一个EASYLAB控制器有很多控制功能。可自行定义

控制器的功能，可用来控制送风 (RS)，排风 (RE)，
控制压力 (PC) 或用特殊传感器设备控制排风柜。

扩展模块：

EASYLAB控制器可用多种扩展模块，例如，电源EM-
TRF (T)，不间断供电电源(U)，自动校零装置(Z)，通

信接口 (L, M, B, ...)，排风柜照明插座 (S)； 
这些扩展模块之间互相独立运行。这里我们规定扩展

模块应该安装在控制器的内部和表面。

部分扩展模块只能用于设备的特定功能。

附加功能：

这里可以为EASYLAB的送风或排风控制器加装额外

的功能，例如，房间管理功能，控制器是否用于实验

室或洁净室。

运行参数：

我们会在TROX工厂设定控制器的基础运行参数。运

行参数的数量取决于设备功能及附件功能的数量。

电动控制组件–订货代码示例

../ ELAB / FH-VS / TZS / 300 / 1200
EASYLAB排风柜控制器，带快速执行器，带面风速传感器。扩展模块：电源230 V AC，自动校零，排风柜照明插
座。运行参数：min=300 m³/h ，	max=1,200 m³/h。

../ ELAB / RE / Z / LAB
EASYLAB实验室排风控制器，带快速执行器。扩展模块：自动校零装置，电源24 V A。

../ ELAB / RS / TL / LAB-RMF / 2000 / 1500 / 2500 / 100 / 100 / 200
EASYLAB实验室送风控制器，带快速执行器。扩展模块：电源230 V AC，扩展模块通讯接口，激活房间管理功
能。
这些示例并不是完整的订货代码，仅仅是电动控制器的代码，不包括变风量调节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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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排风柜控制阀订货代码

TVLK-FL / 250-0 / GK / ELAB / FH-VS / TZS / 300 / 1200
TVLK型变风量调节阀， PP工程塑料材质，规格250 mm，带阀体法兰和风管法兰。
EASYLAB 排风柜控制部件，带面风速传感器，快速执行器。 
扩展模块：电源230 V AC，自动校零装置，排风柜照明插座。
运行参数：min =300 m³/h ，max =1200 m³/h

TVRK / 160 / ELAB / FH-DS / UL / 200 / 600
TVR型变风量调节阀，PP工程塑料材质，规格160 mm。
EASYLAB排风柜控制部件，带排风柜柜门位移传感器，快速执行器，线性控制
扩展模块：UPS电源230 V AC，LonWorks 通信接口/
运行参数：min =200 m³/h			max=600 m³/h

TVR –A2 –FL / 315 / G2 / ELAB / FH-3P / 500 / 1200 / 1500
TVR型变风量调节阀，不锈钢结构，规格315 mm，带阀体法兰和风管法兰。
EASYLAB排风柜三点控制器，带快速执行器，电源24 V AC。  
运行参数：1 = 500 m³/h，2 = 1200 m³/h，3 = 1500 m³/h。

EASYLAB
订货代码

EASYLAB排风柜控制阀订货代码

 型号
TVLK 变风量末端，工程塑料材质

 法兰
不带法兰，无需填写
FL 两端带法兰

 规格
250 – 100 毕托管 100
250 – 160 毕托管 160
250 – D08 喷嘴 D08
250 – D10 喷嘴 D10
250 – D16 喷嘴 D16

 附件
不带附件，无需填写
GK 两端对接法兰

 控制部件
ELAB EASYLAB 控制器 TCU3，带快速执行器

 设备功能
 带面风速传感器
FH-VS 面风速控制，带柜门位移传感器
FH-DS 线性控制
FH-DV 通过用户触点开关控制，优化了安全性
FH-2P 通过用户的2个触点开关进行双态风量控制
FH-3P 通过用户的3个触点开关进行三档风量控制 
 无需传输信号
FH-F 定风量控制

 扩展模块
 可选项1：电源
 24 V AC，无需填写
T EM-TRF 
             230 V AC
U EM-TRF-USV 
             230 V AC，带不间断电源(UPS) 
 可选项2：通信接口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L FTT-10A通信接口EM-LON 
B BACnet MS/TP接口EM-BAC-MOD-01
M Modbus RTU接口EM-BAC-MOD-01
I BACnet/IP，Modbus/IP以及网络服务器接口EM-IP
R 实时时钟接口EM-IP 
 可选项3：自动校零装置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Z 自动校零电磁阀EM-AUTOZERO 
 可选项4：照明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S EM-LIGHT 连接照明设备和控制面板上照明开关的插

座(只有EM-TRF或EM-TRF-USV)

 运行参数[m³/h或l/s]
根据设备功能选择
VS:   min – max
DS:   min – max
DV:   min – max
2P:   1 / 2
3P:   1 / 2 / 3
F:   1
补充说明
排风柜控制阀的控制面板所显示的控制系统功能参考EN 
14175
BE-SEG-** OLED 显示
BE-LCD-01 40-数字显示

       

  TVRK – FL  /  160  /  GK  /  ELAB  /  FH – VS  /  ULZS  /  200 – 900  

       

  TVRK – FL  /  160  /  GK  /  ELAB  /  FH – VS  /  ULZS  /  200 – 900  

       

  TVRK – FL  /  160  /  GK  /  ELAB  /  FH – VS  /  ULZS  /  200 –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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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
订货代码

EASYLAB房间控制阀订货代码

 

           TVR – D – ... – FL  /  160  /  G2  /  ELAB  /  EC – E0  /  ULZ  /  ...   

          

  TVR – D – ... – FL  /  160  /  G2  /  ELAB  /  RS  /  ULZ  /  LAB  /  ...  

      

 型号
TVR  变风量末端

 消声外壳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D 带消声外壳

 材料 
 基本型号为镀锌钢板，无需填写
P1 表面粉末喷涂，颜色：RAL 7001
A2 不锈钢材料

 法兰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FL 两端带法兰 (不包括TVR-D-P1)

 规格 [mm]
 DN

 附件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D2 两端带密封圈
G2 两端对接法兰 

 控制部件
ELAB EASYLAB 控制器TCU3，带快速执行器

 房间控制器功能
RS 送风控制（房间送风）
RE 排风控制（房间辅助排风）
PC 压力控制
  单向控制
SC 送风控制器
EC 排风控制器

 排风量设定
 仅为单向操作
E0 电压信号 0 – 10 V DC
E2 电压信号 2 – 10 V DC
2P 通过用户的2位信号进行双态风量控制
3P 通过用户的3位信号进行三档风量调节
F 定风量控制，无需信号传输

10 扩展模块
 可选项1：电源
 24 V AC，无需填写
T EM-TRF 
                 230 V AC
U EM-TRF-USV
                 230 V AC，带不间断电源 (UPS)
 可选项2：通信接口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L FTT-10A接口EM-LON
B BACnet MS/TP接口EM-BAC-MOD-01
M Modbus RTU接口EM-BAC-MOD-01
I BACnet/IP，Modbus/IP和网络服务器接口EM-IP

R 实时时钟接口EM-IP
 可选项3：自动校零装置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Z 自动校零电磁阀EM-AUTOZERO
11 附加功能
仅包括房间控制设备功能 
房间管理功能未激活
LAB 排风为主系统（用于实验室）
CLR 送风为主系统（用于洁净室）
房间管理功能被激活
LAB-RMF 排风为主系统
CLR-RMF 送风为主系统

 运行参数 [m³/h或l/s] 
RMF进行房间控制（设备功能）
房间的总排风/送风量
1: 标准模式
2: 夜间工况
3: 紧急工况
4: 房间定风量送风
5: 房间定风量排风
6: 余风量值
Δpset: 房间压力（仅在有压力控制器时需要）
仅适用于单向控制（设备功能）
E0, E2: min / max 
2P: 1 / 2 
3P: 1 / 2 / 3 
F: 1

补充说明

房间控制面板是BE-LCD-01 40-数字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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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LAB房间控制阀订货示例

TVR-D-FL / 160 / ELAB / RS / Z / LAB
TVRD型变风量调节阀，镀锌钢结构，规格160 mm，带消声外壳，两端法兰连接。 
EASYLAB实验室送风控制部件（排风为主系统），带快速执行器。
扩展模块：自动校零装置，电源24 V AC。

TVA / 250 / D1 / ELAB / RE / T / LAB
TVA型风量调节阀，镀锌钢结构，规格250 mm，带密封圈。
EASYLAB 实验室排风控制部件（排风为主系统），带快速执行器。
扩展模块：电源230 V AC。

TVR / 200 / ELAB / RS / 200 / 1500 / 2500 / 100 / 100 / 200
TVR型变风量调节阀。镀锌钢结构，规格200 mm。
EASYLAB 实验室送风控制部件（排风为主系统），带快速执行器。
扩展模块：电源24 V AC。
房间管理功能的运行参数，房间总排风量：标准模式2,000 m³/h，夜间工况1,500 m³/h，紧急工况2,500 m³/h， 
定风量送风100 m³/h，定风量排风100 m³/h，余风量200 m³/h。

EASYLAB
订货代码

EASYLAB TROX适配器模块订货代码

EASYLAB TROX适配器模块(TAM)订货示例

TAM / T / LAB
TROX实验室适配器
扩展模块：电源230 V AC

TAM / UM / LAB-RMF / 2000 / 1500 / 2500 / 100 / 100 / 200
TROX实验室适配器
扩展模块：230 V AC电源(UPS)
Modbus RTU通信接口扩展模块 
运行参数，房间总排风量：标准模式 2,000 m³/h，夜间工况 1,500 m³/h，紧急工况 2,500 m³/h，定风量送风 
100 m³/h，定风量排风 100 m³/h，余风量 200 m³/h。

 型号
TAM 适配器模块

 扩展模块
 可选项1：电源
 24 V AC，无需填写
T  EM-TRF
                230 V AC
U  EM-TRF-USV
                230 V AC，带不间断电源(UPS)
 可选项2：通信接口
 不需要时无需填写
L FTT-10A接口EM-LON
B  BACnet MS/TP接口EM-BAC-MOD-01
M  模块RTU接口EM-BAC-MOD-01
I BACnet/IP, Modbus/IP及网络服务器接口EM-IP
R 实时时钟接口EM-IP

 运行模式
LAB 排风为主系统（用于实验室）
LAB-RMF 排风为主系统，激活房间管理功能
CLR 送风为主系统（用于洁净室）
CLR-RMF 送风为主系统，激活房间管理功能
 运行参数 [m³/h或l/s]
仅在LAB-RMF 或 CLR-RMF运行模式下

1 房间总排风/送风量 – 标准模式
2 房间总排风/送风量 – 夜间工况
3 房间总排风/送风量 – 紧急工况
4 房间定风量送风
5 房间定风量排风
6 余风量值
Δpset 房间压力（仅在有压力控制器时需要）

   

  TAM  /  TL  /  L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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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设计准则

国内和国际的标准及设计准则都是系统设计的基础。必

须要知道的是，这些标准并不能构成法律，而是代表了

目前工艺的水平以及假如发生损坏时专家意见的依据。

当然在设计系统时的数据可以与标准中所规定的数据不

同，出现偏差在所难免。

LABCONTROL及相关的标准适用于两个主要方面：

1) 排风柜

2) 实验室

排风柜所涉及的标准和设计准则

国内排风柜标准与欧洲标准EN 14175，1–7部分统一。

这个标准适用于以下国家，并可作为其国家标准使用：

•	比利时 • 马耳他

•	丹麦    • 荷兰

•	德国    • 挪威

•	芬兰    • 奥地利

•	法国  • 葡萄牙

•	希腊  • 瑞典

•	爱尔兰 • 瑞士

•	冰岛		 • 西班牙

•	意大利 • 捷克

•	卢森堡 • 英国

L’Oréal，巴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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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关于EN 14175的内容是有关通风系统中最重要的

部分：

排风柜和辅助设备的测试（变风量系统）

选项 1：现场测试变风量系统的排风柜

变风量系统的排风柜是进行现场测试的。相比于型式测

验，检测结果仅仅只针对一台排风柜，不适用于同类型

其他的排风柜。

→ 成本高，效益低

选项 2：进行排风柜和变风量系统的型式测试。

选项 3：单独对排风柜和变风量系统进行型式测验，但

是进行联合审批

根据标准EN 14175，在实验室中对排风柜进行型式测

试，同时可以对该类型的排风柜风量值进行测定。测

定后的风量值可以适用于同类型所有的排风柜以及制

造商。

变风量系统排风柜必须满足标准EN 14175，第3部分的

附加测试要求。测试允许使用多种测试类型进行变风量

系统的测试。

选自标准EN 14175，第6部分(2005-04)：
“变风量系统和变风量排风柜可根据5.3部分单独进行

测试，也可以结合作为一个整体，根据5.4部分进行测

试。

作为5.3规定测试选项的替代方案，可以用排风柜测试

变风量系统来代替测试箱...”
这就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变风量系统可用测试箱或者

排风柜来测试。

用测试箱测试变风量系统 用排风柜测试变风量系统

结果:
变风量系统的型式测试

结果:
变风量系统的型式测试或

者排风柜变风量系统的标

准测试

任何需求测试的用户都可以指定目标或结果。

根据5.3部分测试（集成）变风量系统

	– 如果变风量系统的控制功能满足技术要求，变风量系

统可根据5.3部分进行测试。

变风量排风柜的测试（前提：根据标准EN 14175，第3
部分进行型式测试）

	– 保持最小和最大风量

	– 最小风量下的换气率

注意：

由于实验室使用者会产生压力，所以在测试排风柜的时

候可以不指定变风量系统，这样它们可为用户提供更大

的灵活性。否则如果控制系统不可用，那么还需要测试

新的控制系统，增加成本。

保证

TROX的EASYLAB排风柜控制阀都根据适用的标准进

行研发和认证。 
它们满足以下标准的要求：

EN 14175 变风量系统的型式测试方法

EN 60730-1 电气安全

EN 61000 EMC抗干扰度

EN 55022  辐射测量 (EMV)

这就意味着TROX的变风量系统可以结合商用实验室设

备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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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实验室的标准和设计准则

不同类型的实验室有不同的设计准则。最重要的标准和

设计准则如下所示：

•	 DIN 1946，第7部分，实验室通风系统

	– 保证每平方米地板有效面积最小排气量为25 m³/h 
	– 对于吸烟室和储藏室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 根据不同的运行工况进行变风量控制

	– 实验室必须有从直接从外界引入的送风

	– 送风必须是100% 的全新风

	– 不允许空气进行再循环

•	 BGR 120，实验室安全与健康保护的要求

	– 保证每平方米地板有效面积最小排气量为25 m³/h，
相当于层高3 m的房间每小时换气次数为8次
	– 排风完全或部分通过排风柜排出

	– 注意：排气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柜门关闭后在排风柜

内产生高紊流

	– 排风柜的通风功能必须要由一个独立元件进行监控

	– 必须有声学和光学报警

•	 BGR 121，工作场所通风-气动方法

	– 工作站空气质量要求

	– 满足机械通风要求

	– 防止污染空气的逸出

	– 管道和空气排放要求

	– 排气设备要求，被污染空气必须使用最短管路清除

	– 通风系统在试运行前，必要的更改后以及定期(至少

每年一次)必须经过合格的测试。系统使用者应确保

能够满足上述的要求。

通风系统首先应该能够稀释或清除有害物质。除此

之外，实验室周边区域也应该保证不受潜在有害物

质的影响。

•	 EN 12128，微生物实验室的生物控制水平

控制水平为3级的实验室：

	– 必须是机械通风

	– 连接送风和排风保持房间负压 
	– 利用传输信号和报警监控房间负压

	– 使用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 (HEPA)处理排风

•	 DIN 25425，第1部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 每小时8次换气

	– 送风保证为100%全新风，不允许空气进行再循环

	– 建议负压范围保持10 到 30 Pa
 – SK2建议使用独立的排气系统，SK3必须使用独立

的排气系统

在该情况下，每平方米地板有效面积最小排气量为

25 m³/h，这表明层高3 m的房间每小时换气次数为8次
（设计手册中给出的值）。

在必要的情况下，换气率可以降低。另外，标准

BGR 120要求，有害物质例如易燃液体，挥发性物

质，灰尘，悬浮颗粒物应保持最小量。这些使用要求必

须要公开。DIN 1946要求明确标记实验室入口。

标准DIN 1946，第7部分要求，时间限制可以设置为变

风量，这主要影响了风机的数量和特性。

所有的标准都要求实验室要保持负压工况。根据标准

EN 12128规定，必须显示和监控实验室负压值。同

样，S2 以及 S3 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也同样需要监

控。

在实验室洁净室，制药厂房或者其他的洁净室，可能要

求房间内保持正压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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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工程

德国

大学和学院
Aachen, Bochum, Bonn, 
Braunschweig, Bremen, 
Chemnitz, Cottbus, Dort-
mund, Dresden, Freiburg, 
Greifswald, Halle, Hamburg, 
Hannover, Homburg, Jena, 
Cologne, Leipzig, Magdeburg, 
Mainz, Münster, Oldenburg, 
Potsdam, Rostock, Tübingen, 
Würzburg

应用科学大学
Ansbach, Jena, Koblenz, 
Magdeburg, Merseburg, 
Neubrandenburg, Nürnberg, 
Rosenheim

Max Planck 学会
Dresden, Frankfurt (Main), 
Jena, Magdeburg, Mainz, 
Rostock
科研机构
ISAS, Dortmund,
Geisenheim, Jülich

Leibnitz-Institut für Polymer-
forschung (Institute for Poly-
mer Research), Dresden
Paul Ehrlich Institute, Frank-
furt
UTZ, Berlin-Adlershof

医院
Charité, Berlin
Klinikum 2000, Jena
MHH Hannover
OMZ, Heidelberg
University Hospital, Aachen
University Hospital, Essen

工业和科技公司
Abbott, Ludwigshafen
Aldrich Chemie, Steinheim
ALTANA BYK-Chemie, Wesel
Asta Medica, Mainz
BASF, Ludwigshafen
BAT, Bayreuth
Bayer AG,
Dormagen, Leverkusen,
Monheim, Wuppertal
Bayer Schering Pharma,  
Berlin

Biopark Regensburg
Bioscientia, Ingelheim
BMW, Dingolfing, Munich
Boehringer, Ingelheim
BP, Gelsenkirchen
Dow Corning, Wiesbaden
Dräger Medical Lübeck
Goldschmidt AG, Essen
Grünenthal, Aachen
H.C. Starck, Goslar
Hilti, Kaufering
Hüls AG, Marl
Infra Leuna, Leuna
InfraServ Höchst, Frankfurt
IZB Martinsried, Munich
Kist Europe, Saarbrücken
Lurgi Zimmer AG, Frankfurt
Merck, Darmstadt
Roche, Penzberg
Sachs, Schweinfurt
Sartorius, Göttingen
Solvay, Hannover
Techn.Park Elementis,  
Cologne
TGZ Bitterfeld Wolfen
VW Forschung, Wolfsburg
Public sector

Chemisches Veterinärunter-
suchungsamt (Chemical  
Veterinary Inspectorate), 
Münster
Landesuntersuchungsanstalt 
Sachsen (State Inspectorate 
for Saxony), Dresden

Landesuntersuchungsamt 
(State Inspectorate) Erlangen
Wasserwirtschaftsamt  
(Office for Water Resources)  
Arnsbach, Bamberg
Staatliches Lebensmittelamt 
(National Food Authority), 
Dresden

Police Departments,  
Delmenhorst, Frankfurt

其他
Semperoper, Dresden

全球样板工程

大学和学院
Campus 02, Graz, Austria
High School Oslo, Norway
Jili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Great Britain
University of Catania, Italy
University of Marseille, 
France
University of Odense,  
Denmark
Oxford University, UK
Sabanci University, Istanbul, 
Turkey

University of Shanghai, China
University of Zurich, Switzer-
land

科研机构
AFSI Forensic Science Insti-
tute, Algiers, Algeria
Institut de Chimie, 
Neuchâtel, Switzerland

Nano Building, Helsinki, 
Finland

医院
Moorefield Eye-Hospital,  
London, UK

工业和科技公司
3M, China
Amphiagon Pharma, Spain
ARK Therapeutics, Kuopio, 
Finnland

Astra Zeneca, Dunkerque, 
France

Aventis, Lyon, France
BASF Tarragona, Spain
BIO Industry Park Cavanese,
Italy
Bristol Meyers Squibb, Ire-
land
Cambridge Science Park, UK
Coca-Cola, Belgium
Corning, Fontainebleau, 
France
Dipharma Baranzate  
di Bollate, Milan, Italy

Eli Lilly, Florence, Italy
Euroforum, Luxembourg
Galderma, France
Henkel, Shanghai, China
HTX Randers, Denmark
IECB-Pessac, France

Innothera Arcneil, France
I-Parc, Allschwill, Switzerland
Janssen Pharma, Beerse, 
Belgien

Lab Chiron, Siena, Italy
LEO Pharma, Denmark
L’Oréal, Paris, France
Odense Marcipan, Denmark
Merck, UK
Nestlé, Konolfingen,  
Switzerland
Novartis Pharma, Basel, 
Schweiz

NTE, Giberville, France
PIDAPA, Antwerp,
Belgium
PLIVA, Zagreb, Croatia
Rhône-Poulenc,
Lyon, France
Sandoz,
Langkampfen, Austria
Basel, Switzerland
Sanofi,
Azure, Montpellier, Sisteron,
France
SARAS Petrol Chemie,
Italy
Schering S.P.A,
Segrate, Milan, Italy
Siegfried AG,

Zofingen, Switzerland
SNCF Vitry sur Seine,
Paris, France
SOGIT, Grenoble, France
STORCK,
Utrecht, Netherlands
Swords LAB, Dublin, Ireland
Techcenter Reinach, 
Basel, Switzerland
UMG KRC, Zagreb, Croatia
Wolfson Laboratories,
London, UK

公共机构
Australian Nuclear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ANSTO),  
Australia
Dynamicum,
Finnis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and Finnish  
Institute of Marine Research,
Helsinki, Finland
Evira, Finish Food Safety
Authority, Helsinki, Finland
Protezione Civile di Trento,
Trento,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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