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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部分典型工程案例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建筑性质 机器类型

山东鲁西监狱济宁关押点 4.5 万㎡ 监狱 水地源热泵机组

临沂展恒怡和国际住宅小区 19 万㎡ 住宅 水地源热泵机组

山东裕利蔬菜股份有限公司 1.9 万㎡ 基地 水地源热泵机组

山东乳山福如东海书院 6.7 万㎡ 书院 水地源热泵机组

内蒙古正蓝旗丽都家园 4 万㎡ 住宅 水地源热泵机组

宁夏中宁市中宁商场 1.55 万㎡ 商场 水地源热泵机组

北京花水湾磁化温泉度假村 3.9 万㎡ 度假区 水地源热泵机组

中国人民武警政治部招待所 3.9 万㎡ 部队 水地源热泵机组

酒泉部队检查站 2000 ㎡ 部队 水地源热泵机组

河北涿州双塔中学 8.5 万㎡ 学校 水地源热泵机组

河北神州巨电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 万㎡ 企业 水地源热泵机组

辽宁锦州污水处理厂 1.2 万㎡ 污水厂 水地源热泵机组

四川成都市双流中医院 3.8 万㎡ 医院 水地源热泵机组

河北廊坊市广阳区第二十三小学 1.8 万㎡ 学校 水地源热泵机组

吉林白城洮南黑水法庭办公楼 1000 ㎡ 政府 水地源热泵机组

天津华源工业（集团）公司 2200 ㎡ 办公 水地源热泵机组

山西太原市慈善学校（祥云大酒店） 3 万㎡ 宾馆 螺杆式冷水机组

吉林省奥承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800 ㎡ 办公 螺杆式冷水机组

成都协和伟业环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11000 ㎡ 办公 螺杆式冷水机组

山西冰佳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7000 ㎡ 办公 螺杆式冷水机组

杭州天厨蜜源保健品有限公司 2400 ㎡ 办公 螺杆式冷水机组

陕西中瀛国际广场 2500 ㎡ 商场 螺杆式冷水机组

国网重庆电力公司办公楼 6000 ㎡ 电力公司 空气源热泵机组

山东海阳市育才小学 2.41 万㎡ 学校 空气源热泵机组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汽车营地 8000 ㎡ 基地 空气源热泵机组

山西灵石石膏山宝安禅院 7000 ㎡ 寺院 空气源热泵机组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公司 2.5 万㎡ 企业 空气源热泵机组

四川彭州七天酒店 6000 ㎡ 酒店 空气源热泵机组

海阳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2000 ㎡ 办公 空气源热泵机组

四川天圣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3 万㎡ 办公 空气源热泵机组

成都巴中市坊立科技有限公司 2200 ㎡ 办公 空气源热泵机组

重庆斯泽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800 ㎡ 办公 空气源热泵机组

四川绵阳市三台县驿路商务宾馆 5000 ㎡ 宾馆酒店 空气源热泵机组

徐州一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 万㎡ 车间 空气源热泵机组

酒泉华龙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00 ㎡ 房地产 空气源热泵机组



换热器部分典型工程案例
客户名称 配套产品 使用场合

江苏扬州化工厂 换热器、气液换热器 换热

安阳九阳化工有限公司 换热器、气液换热器 换热

中国石化大庆分公司、抚顺分公司、九江分公司 换热器、气液换热器 换热

山东淄博汇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换热器、气液换热器 换热

上海立得催化剂有限公司 换热器、气液换热器 换热

实友化工（扬州）有限公司 换热器、气液换热器 换热

三峡一期移化工程二区换热站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五大连池青山供热公司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南通师范专科学院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扬子江药业集团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河南双汇集团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江苏海田供热处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泰州市人民法院 汽水、水水换热器 供热采暖

大庆石化公司热电厂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宁夏神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辽宁松原油田热电厂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江西景德镇电厂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哈尔滨热电厂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内蒙古海勃湾电厂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山西大同二电厂 列管式、换热器 换热

北京首钢 空气换热器、换热器 换热

上海宝钢 空气换热器、换热器 换热

太钢集团 空气换热器、换热器 换热

攀枝花钢厂 空气换热器、换热器 换热

安徽马鞍山钢铁厂 空气换热器、换热器 换热

上海交大附属工厂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中国冶金设备总公司国际工程部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上海 711 所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上海 708 所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安徽海螺集团 油水冷却器、换热器 冷却

南京压缩机厂 空气、油水冷却器 冷却

上海艾律德公司 空气、油水冷却器 冷却

南京顺风派泥尔公司 空气、油水冷却器 冷却

南通水山造船有限公司 船用换热器 换热、冷却

江南船厂 船用换热器 换热、冷却

上海外高桥船厂 船用换热器 换热、冷却

江苏靖江船厂 船用换热器 换热、冷却

江苏船舶设备厂 船用换热器 换热、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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