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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智管系统？

硬件产品 软件平台 应用领域

智慧管理系统，是“新基建”孕育下的新兴产业，旨在推动行
业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
应用增长新动力 , 推动各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重科智慧能源研究院在智慧产业深耕多年，拥有自主研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设备智管模块、能源系统控制模块、能量计费控
制模块、能源之眼、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可再生能源监测平台、设
备智管平台的硬件、软件、平台等系列核心技术。为工厂、能源中
心、电力用户、设备制造商、工程承包商等用户提供智慧管理解决
方案、实现产品“云”服务。

The smart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emerging industry bred by the "new infrastructure". 
It aims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s well as the new 
growth drivers of integrated applic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industries.
Zhongke Smart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has been cultivating in the smart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Platform, equipment,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latform hardware, 
software, platform and other core technologies. Provide smart management solutions and 
implement product "cloud" services for users such as factories, energy centers, power 
users,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WHAT IS AN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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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系统

智慧管理模块

智慧云

中央空调系统

远程维护管理

电力智能系统

云服务

水泵风机系统

智慧管控服务

能源管理系统

移动客户端

SMART MANAGEMENT SYSTEM

central aircon system

cloud serviceRemote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mart Control Service mobile client

Power Intelligent System Water pump fan system

Smart management modul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 系统版智管模块
System version smart management module

■ 单机版智管模块
Standalone Smart Management Module

产品型号：  CK20K1DW

产品分类：  智慧管控模块

服       务：  由重科提供技术支持

尺       寸：  380*250*100mm

重       量：  4Kg

* 重科物联网专用模块

* 以太网接入方式

* 支持边缘计算

* 快速即装即用

产品型号：  CK20K5DWD

产品分类：  智慧管控模块

服       务：  由重科提供技术支持

尺       寸：  420*300*100mm

重       量：  6Kg

*Heavy Industry IoT Special Module

*Ethernet access

*Support edge computing

*Quickly install and use

核心设备 CORE EQUIPMENT

智慧管控模块

本智慧模块应用在中央空调系统、电力智能化系统、智能通风系统、智慧能源系统、智慧工厂
及智慧家居领域，主要实现对设备及系统的“云管理”、“产能效益”。

可实现设备智能化 运维、数据监测、运行状态及能耗指标实时呈现，同时可对监测的数据分析、
统计、实时掌控能源消耗类别、占比。此智慧模块可通过智慧云平台实现对设备远程监控、故障分析、
实时智慧控制设备及系统，提高管控水平。

This smart module is used in the field of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electric power intelligent systems, smart ventilation 
systems, smart energy systems, smart factories and smart homes. It mainly implements "cloud management" and "capacity efficiency" 
for equipment and systems.
It can realize intelligent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ata monitoring, running statu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s in 
real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nalyze the monitored data, statistics, and real-time control of energy consumption categories 
and proportions. This smart module can realize remote monitoring, fault analysis, and real-time smart control of equipment and 
systems through the smart cloud platform to improv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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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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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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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控设备 + 系统解决方案

智管设备 控制程序 智慧管理平台
Zhiguan equipment control program Smart management platform

智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分为 4 层

数据采集层
Data acquisition layer

数据处理层
Data processing layer

平台层
Platform layer

人工服务
Human services

01

04

02

03

智慧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智慧管理平台具有能源数据采集、运算、智能管理、智能分析、信息发布、共享与应用，为各
行业提供“信息化、数字化、可视化、智慧协同”服务。

SMART MANAGEMENT OVERALL SOLUTION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platform has energy data collection, calculation, intelligent management, intelligent analysis, information 
release,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and provides "informatization, digitization, visualization, and smart collaboration" service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实时查看

数据统计远程控制

运行状态

数据分析

故障预知

remote control

Failure prediction

View in real time

Operating status

Statistics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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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平台通过网页和手机访问的界面，将智慧终端箱上传的数据做云储存，对

所有设备及受控对象进行电流、电压、功率、热能、温度、压力、计划产能及生产节拍等

运行参数的监测、报表分析、能源管理、设备运行状态及故障预警等功能。

The smart management platform uses the webpage and mobile phone access interface to store the data uploaded by the 
smart terminal box in the cloud, and performs operation parameters such as current, voltage, power, heat, temperature, 
pressure, planne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roduction cycle for all devices and controlled objects. Monitoring, report 
analysis, energy management, equipment operating status and fault warning.

智慧管理平台 SMART MANAGEMENT PLATFORM



智慧控制系统，对所有设备及受控对象
进行电流、电压、功率、热能、温度及压力
等运行参数的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及故障预 
测。主要功能包括：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monitors the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current, voltage, power, thermal energy,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all equipment and controlled 
objects, equipment operating status, and fault prediction. 
The main functions include:

■ 数据采集与控制

围绕设备运行状态、工作能效、网络和用户
展开，包括 对用户整个设备系统监控，实
现全系统的过程管理和运行管 理，从设备、
系统网络到智慧控制管理平台的整体优化。

It focuses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energy efficiency, 
network and users of the equipment, including monitoring 
the user's entire equipment system to realize the system-
wide proces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from equipment, system network 
to intelligent control management platform.

■ 预测分析

针对三联供、地源热泵系统、燃气锅炉供冷
供热系统、 中深层水热地热能系统、常规制
冷系统、生产运行、污水系 统等关键设备和
运行情况、变电站运行情况、区域和建筑能 
耗异常、垃圾和污水监测异常、生产运行异
常等通过数据自 动分析进行诊断预警，实时
全方位提醒和报警和预警。

For key equipment and operation conditions such as 
triple supply,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gas 
boiler cooling and heating system, medium and deep 
water-heat geothermal energy system, conventional 
refrigeration system, production operation, sewage 
system, substation operation, regional and building 
energy Abnormality, abnormality of garbage and sewage 
monitoring, abnormality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tc. 
are diagnosed and warned through automatic data analysis, 
real-time all-round reminders and alarms and warnings.

■ 数据挖掘

对用户行为、各类型分布式能源站特点、用
能特点进行 非典型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深
度挖掘供给侧、用能侧和用户 侧数据，为
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提供数据决策依据。

Atypical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of use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distributed energy 
station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in-depth 
mining of data on the supply side, energy use side, and 
user side, to provide data decision basis f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 监视中心

实时监视能源能量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结
合模拟位置 实现设备、耗能、用户服务（咨
询、投诉和保修 ...）和生产 管理（巡检和
检修 ...）全方位的实时关键数据监测，同时
通 过诊断预警中心快速准确的定位、告警相
关位置和设备。

Real-time monitoring of energy and energy flow, 
information flow and value flow, combined with simulated 
location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real-time key of 
equi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user service (consultation, 
complaint and warranty ...)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 Data monitoring,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iagnosis and early warning center, 
fast and accurate positioning, warning related locations 
and equipment.

■ 用能监管

① 用能监测及综合分析

用能侧监管包含区域能耗、楼宇能耗、商业
用户能耗、 居民用户能耗、设备能耗（涵充
电桩）等分析各项指标的实 时曲线、历史曲
线和同比环比曲线，围绕相关设备，如电能 
表、变压器、配电室、中水站、中央空调、
变电站、供水管 网设备，从不同的角度统计、
展示能耗情况和设备运行工况。

② 计费管理

计费管理模块包含水费计量管理、电费计量
管理、燃气 费计量管理、冷量计费管理、汽
量计费管理、其它收费项目 计量管理。以无
线抄表（水、电、气和汽等计量表）或者用 
户预先缴费方式进行计量和管理。

① Energy consumption monitoring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Energy-side supervision includes real-time curves, 
historical curves, and year-on-year curve analysis of 
various indicators including reg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commercial user energy 
consumption, residential use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qui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including charging piles), 
focusing on related equipment , Such as energy meters, 
transformers, power distribution rooms, water stations,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ubstations, water supply network 
equipment, statistics, displa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quipm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② Billing management
The billing management module includes water billing 
measurement management, electricity billing measurement 
management, gas billing measurement management, 
cooling billing management, steam billing management, 
and other charging item measurement management. 
Measure and manage by wireless meter reading (meters 
such as water, electricity, gas, and steam) or user 
prepayment.

■ 经济性分析

对设备系统运行成本和回收周期进行分析、
对各个环节 的能量损耗进行折算分析、对设
备折旧和磨损进行经济性分析。

Analyze the operation cost and recovery period of 
equipment system, convert and analyze the energy loss of 
each link, and economically analyze the depreciation and 
wear of equipment.

■ 报表统计

从电能、开启机情况、运行时间、故障报警
记录、用户 服务、生产管理和预测性分析等
模块进行不同维度的统计， 支持一键导出。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re carried out from 
modules such as electric energy, power-on condition, 
running time, fault alarm record, user service,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predictive analysis, and one-key export 
is supported.

■ 移动客户端

面向不同角色和用户展示不同的功能。

Show different functions for different roles and users.

■ 微信信息中心

面向用户有“客服”、“意见反馈”、“消
息助手”、 “用能报表”、“自助缴费”等
功能。

For users, there are functions such as "customer service", 
"feedback", "message assistant", "energy usage report", 
"self-service payment" and so on.

软件介绍 SOFTWAR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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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智管模块产品选型表

序号 规格 / 型号 定位 接口
网络 / 选

择
标准 / 定制

功能
说明

1 CK20K1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2 CK20K3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3 CK20K5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4 CK20K1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5 CK20K3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6 CK20K5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7 CK20K1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8 CK20K3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9 CK20K5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10 CK20K1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1 CK20K3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2 CK20K5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3 CK20K1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4 CK20K3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5 CK20K5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6 CK20K1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17 CK20K3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18 CK20K5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19 CK20K1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0 CK20K3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1 CK20K5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2 CK20K1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23 CK20K3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24 CK20K5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智慧管控模块规格

BOX 型号 基础版（Box-E） 网络版 (Box-L) 智慧版 (Box-G)

联网方式 无 局域网（有线 /WIFI） 以太网（有线 /WIFI/4G/5G）

接口 RS485 串口 RJ45 网口 RJ45 网口 /4G/5G

智慧云 无 预留 有

增值服务 无 无 有

标准 / 定制 标准 / 可定制

工作电源 DC24V

尺寸 ( 标准型 ) 380*250*100 380*250*100 / 420*300*100 380*250*100 / 420*300*100

版型方向 橫版 / 竖版

安装方式 M6 螺丝坚固安装

产品型号命名规则

产品规格

CK 20 K D W3

重科标识 版本号 D- 直流供电
A- 交流供电

功能块标识
K- 空调系统
P- 风机水泵 
E- 电力监控
Y- 空压机 
H- 智能家居
L 楼宇智能
D- 定制

W-WiFi 或有线网络
G-4G/5G 网络

回路数

产品选型表总览 PRODUCT SELECTION TABL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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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水泵智管模块产品选型表

序号 规格 / 型号 定位 接口
网络 / 选

择
标准 / 定制

功能
说明

1 CK20P2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2 CK20P4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3 CK20P6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4 CK20P8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5 CK20P2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6 CK20P4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7 CK20P6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8 CK20P8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9 CK20P2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10 CK20P4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11 CK20P6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12 CK20P8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13 CK20P2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4 CK20P4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5 CK20P6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6 CK20P8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7 CK20P2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8 CK20P4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9 CK20P6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20 CK20P8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21 CK20P2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22 CK20P4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23 CK20P6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24 CK20P8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25 CK20P2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6 CK20P4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7 CK20P6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8 CK20P8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9 CK20P2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30 CK20P4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31 CK20P6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32 CK20P8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电力智管模块产品选型表

序号 规格 / 型号 定位 接口 网络 / 选择
标准 / 定

制
功能
说明

1 CK20SE2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2 CK20TE2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3 CK20E2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标准 无平台功能

4 CK20SE2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5 CK20TE2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6 CK20E2DD 基础版 485 接口 无 定制 无平台功能、可定制

7 CK20SE2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8 CK20TE2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9 CK20E2DW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标准 预留平台功能

10 CK20SE2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1 CK20TE2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2 CK20E2DWD 网络版 RJ45/LAN 局域网 定制 预留平台功能、可定制

13 CK20SE2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4 CK20TE2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5 CK20E2DW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

16 CK20SE2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17 CK20TE2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18 CK20E2DWD 智慧版 RJ45/WAN/WIFI 广域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可定制

19 CK20SE2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0 CK20TE2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1 CK20E2DG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标准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

22 CK20SE2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23 CK20TE2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24 CK20E2DGD 智慧版 RJ45/WAN/WIFI/G 4G/5G 网 定制 有平台功能、增值服务、SIM 卡、可定制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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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平台拓扑图 TOPOLOGY DIAGRAM OF CONTROL PLATFORM

海尔 A01 车间中央空调系统拓扑图

WGZ040B5-FAA   
（从站 地址 11、12）

  TUF-2000（从站 地址 21、22）

ACR220E
（从站 地址 31、32）

485 中继器

海尔能源

智慧管控平台

智慧管控模块

智慧客户端

DDSD1352（从站 地址 33-46）

开关量 / 模拟量

电力、水泵智管平台拓扑图

开关量 / 模拟量

智慧管控平台

智慧客户端智慧管控模块

DDSD1352
（从站 地址 33-34）

ACR220E
（从站 地址 31、32）

电力设备 动力设备

中央空调智管平台拓扑图

WGZ040B5-FAA   
（从站 地址 11、12）

  TUF-2000
（从站 地址 21、22）

ACR220E
（从站 地址 31、32）

DDSD1352
（从站 地址 33-34）

可扩展电力、水泵监测模块

智慧管控平台

智慧管控模块

智慧客户端

开关量 / 模拟量



远程程序传输

可以实现远程程序
下载、上传和监控，
足不出户便可解决
现场问题。

Remote program 
transmission

远程数据监控

可以通过网页或者
手机 APP 实现设备
数据监控，第一时
间了解设备运行状
态、修改参数等。

Remote data 
monitoring

整体性

采用软硬件一体的
解决方案，集成度
高，大幅降低企业
投资的门槛。

Holistic
开放性

在解决方案各处可
以 对 接 第 三 方 平
台，例如物联网终
端、链接平台等。

Openness

R e m o t e  p r o g r a m 
d o w n l o a d i n g , 
u p l o a d i n g  a n d 
moni to r ing  can  be 
realized, and on-sit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without leaving the 
house.

The device data can 
be monitored through 
the webpage or mobile 
phone APP, and the 
d e v i c e ' s  r u n n i n g 
status and parameter 
modification can be 
understood at the first 
time.

Adopt a software and 
hardware integrated 
so lu t ion  wi th  h igh 
in tegra t ion ,  which 
greatly reduces the 
threshold of enterprise 
investment.

Third-party platforms 
c a n  b e  c o n n e c t e d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s o l u t i o n ,  s u c h  a s 
In te rne t  o f  Th ings 
t e r m i n a l s ,  l i n k 
platforms, etc.

设备功能特点 EQUIPMENT FEATURES

重科智慧能源研究院自主研发“智慧控制系
统”，该系统平台具有数据采集、远程控制、智
能分析、信息发布及用户服务等功能，为各类能
源提供“信息化、数字化、可视化、智慧协同”
服务。

Zhongke Smart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the "smart control system", which has functions 
such as  data  col lec t ion,  remote  control ,  in te l l igent 
analysis,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user service, providing 
"informatization, digitization, visualization, and smart 
collaboration" for various energy sources. "service.

我们的优势

超十年的机房数据中心专业维护经验

完善的管理系统和周密的服务计划

经验丰富的维护技术人员

先进的专业检测检验维修设备

快速响应本地化金牌服务，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为什么选择我们？

Over ten years of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experience in computer room data center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reful service plan

Experienced maintenance technicians

Advanced professional inspection,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equipment

Quick response to localized gold service, service network covers the whole country

服务

技术

管理

16 17



服务对象 SERVICE OBJECT

企事业单位

实现其设备快速上“智慧云”，从而实现设备智能化运维、数据监测、
运行状态及能耗指标实现呈现，提高管理水平。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Realize the rapid "wisdom cloud" of its equi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quipment, data monitoring, operation statu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s, an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建筑能耗监测

通过使用内嵌式智慧控制模块实现建筑能耗数据监测、分析、统计、
分析报告等；实时掌握能源消耗类别、占比、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筑能
耗水平。

Building energy monitoring

Realiz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data monitoring, analysis, statistics, analysis reports, 
etc. by using the embedded smart control module; grasp energy consumption categories and 
proportions in real time, and analyze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s through big data.

系统集成商

提供中央空调系统、电力智能化系统、智能通风系统、智慧能源
系统等模块化程序备选，实现复杂系统快速搭建，无需繁琐原始编程。

System integrator

Provide modular program options such as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system, electric power 
intelligent system, intelligent ventilation system, smart energy system, etc., to achieve rapid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systems without tedious original programming.

设备制造商

提供内嵌式智慧控制模块，实现其设备远程运维、数据监测、故
障分析；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设备运营维护成本。通过智慧云
平台提供的增值服务，提高用户使用体现感。

equipment manufactory

Provide an embedded smart control module to realize remot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ata monitoring and fault analysis of its equipment; impro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reduce equi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Through the value-adde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smart cloud platform, users can improve their sense of use.

18 19

服务领域 APPLICATION FIELD

中央空调

电力能耗

消防系统

水泵风机

分户计量

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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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APPLICATIONS

贵州都匀市匀东综合体地源热泵供能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贵安新区龙山物流园及工业园智慧能源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 图纸设计 |

贵安新区七星科技新城智慧能源项目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贵安云谷城市综合体智慧能源项目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集中供能项目
| 水源热泵系统可行性论证 | 图纸设计 |

铜仁市川硐教育片区智慧能源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 可行性论证 

秀山人民医院可再生能源供能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茅台国际大酒店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遵义迎宾馆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南川市民广场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贵州财经大学区域集中冷热能源站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重庆涪陵 CBD 商务区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湖北郧阳岛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贵州多彩研发基地可再生能源供冷 / 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成都神钢集团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西昌青山机场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重庆庆隆希尔顿度假中心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山西阳泉市意大利花园建材城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彭水乌江明珠大酒店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空军杭州场站可再生能源供冷热系统
智能化控制系统设计 I 实施 I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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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屏展示—运筹帷幄展示实力
●    客户参与—商业模式转向服务
●    产品推荐—增加二次销售机会

●    历史回放—现场故障回放分析
●    数据分析—同比环比分析由你
●    数据应用—设备改良数据支持

●    设备管控—全国设备统一管理
●    故障预警—第一时间知晓告警
●    远程维护—ＰＬＣ远程程序下载

●    降低售后成本
●    获取软著、高新认证
●    增加销售机会

平台价值 PLATFORM VALUE

营销展现

大数据应用 远程管理

企业受益

●    Large-screen display—strategy to show              
     strength
●    Customer participation-business model 
      shift to service
●    Product recommendation-increase 
      secondary sales opportunities

●    Historical playback-analysis of live
       fault playback
●    Data analysis—YoY analysis by you
●    Data application-equipment
       improvement data support

●   Reduce after-sales costs
●    Obtain soft and high-tech certification
●    Increase sales opportunities

●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unified national equipment management
●    Failure warning-know the alarm as soon 
      as possible
●    Remote maintenance—PLC remote
       program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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