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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意公司简介 

美国美意集团（Mammoth）于 1935 年创立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总部位于美国

明尼苏达州，隶属于年销售额 200 亿美元的 Nortek 集团公司。Nortek 集团是美

国建筑产品产业中的旗舰企业,主要业务涵盖建筑材料、建筑设备以及建筑产品

系统集成。美国美意集团拥有八大空调品牌系列，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设

有研发和生产基地，根据全球用户在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各类空

调产品，并以这一创新模式始终雄踞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八十多年来，美意集团以领先的空调技术及专业的品质，根据用户在不同应用领域的

需求而提供量身定制的各类节能空调产品与系统。美意产品涉及专业及通用领域，包括：水

源/水环/地源热泵、冷水机组、AHU、VRV、恒温恒湿机、商用空调等。集团以产品类别划分

品牌，确保在专属空调领域中的专业度及科技领先。在集团整合平台之上，专设研发中心，

配备先进的研发实验装备及经验丰富的研发专家，确保始终贴合需求并领导专业发展，在最

短的时间内，为全球各地不同需求用户提供节能的空调系统及整体解决方案。量身定制，全

面服务，提供节能整体解决方案是美意集团区别于其它空调品牌的特点。多年来美意为全球

用户成功的提供了空调产品选型，水源/水环/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综合设计方案，安装

技术指导以及终身保养服务。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效节能空调新技术的需求已经是中国政

府迫在眉睫的任务。1998 年，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 美意公司进入了中国市场，从而使水

地源热泵系统正式在中国落户生根，为中国政府执行的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多年来美意集团一直致力于水地源热泵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并且取得了圆满的

成功。2009 年以来，美意空调以其领先的地源热泵系统以及产品和技术稳居中国地源热泵

市场的榜首。以水地源热泵领导者身份进入国内市场的美意公司，在国内率先提出节能空调

整体解决方案，并和美国大使馆、领事馆一起相继在天津、广州、沈阳、上海、杭州、重庆、

成都、合肥、武汉、昆明等各大城市举办再生能源系统技术推广活动，在中国已拥有数千万

平米成功案例，在行业内取得非凡成就： 

 美意率先获得国内第 0001 号水源热泵节能证书并成为中国第一家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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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热泵机组大机小机同时入选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企业； 

 成功设计并服务国内最节能的地源热泵系统----上海浦江智谷， 该项目

获得国内首张由世界权威机构（德国）颁发的节能环保证书；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6K504《水环热泵空调系统设计与安装》参照美

意整体式、分离式水环热泵机组为设计依据选编。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成熟，对高新空调技术需求量的不断增大，经过美意集团董事会

的决定，2012 年美意集团将在中国扩大投资并且将更多的先进技术引入并应用到中国市场，

从而服务中国经济的发展。 

2012 年美国恺雷和美意在战略上达成相互合作协议,美国恺雷公司位于华盛顿州,是

一家专注于研发和生产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的各类螺杆式和离心式压缩机的企业。目前，恺雷

的技术和产品已经被美国和全球很多著名公司所采用。恺雷公司目前已经成为了美意公司的

股东,不仅仅提供资金的支持,还与美意公司在冷媒压缩机方面进行专项合作, 共同研究各

类技术领先的冷媒压缩机，为美意提供独一无二的高科技含量的压缩机。在全面扩大风冷和

水冷中央空调系列产品的同时引进集团在北美的另一核心技术空气侧产品, 全面提高美意

在中国的中央空调系列。同时美意集团加强了产品的研发与转移，在 2012 年将会有一批高

效环保，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市场，2012 年美意公司在上海顶级繁华地段

成立研发中心，成为销售强力的后盾。未来，除了在商用水地源热泵市场上继续增加占有率

外，美意集团将主动进军到工业，农业，电力，电信，医用，洁净等相关专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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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美国美意在全球拥有 16 间生产空调工厂，美意（浙江）工厂是其全球工厂之一。美意

（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地处安徽省与浙江省交界处，靠近沪杭高

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杭金衢高速公路、104 国道、320

国道等，交通便捷。 

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占地 66,000 平方米，

其中车间占地 15,000 平方米。拥有 600 多名员工，其中研

发人员 65 人。 

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

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从钣金加工、粉末喷涂、两器生产、

到产品组装，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已拥有一批高

精度、高效率的生产设备，为确保产品质量和满足市场需求提供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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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世界上最先进的钣金加工设备—日本 AMADA 的冲孔机、折弯机、以及日本松

下的点焊机、CO2 保护焊机，其高精度性充分地保障产品的外形牢固与美观。 

工厂拥有一条高自动化的静电粉末喷涂线，其喷涂过的产品，经过盐雾、老化等实验，

确保产品能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面不改色”。  

两器生产，是生产出品质优良的空调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工厂采用的台湾知名

厂家——JOK 的冲片机，以及从较直、切割到弯管一次成型的 U 型弯管机和全自动的立式膨

胀器，从而保障生产出换热效果良好的两器产品。 

公司拥有 5条组装生产线，严格按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进行设计、生产和检验，同

时引入了一些北美著名企业如波音公司等普遍实行的 DFT 生产管理体系，保证产品生产的质

量和交货。 

 

       



 6

 

 

所有的产品出厂，最终都要通过电脑联机检测线，对其全参数，联机运行效果进行精

确的检测，以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让每个用户充分满意。 

 

机组检测、性能测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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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津冀地区热泵项目工程案例 

一、 时间国际公寓（北京）（2006 年) 

北京时间国际公寓位于国门第一站三元桥西北角，坐享第一国门浓郁的现代

商务氛围，国际品位生活配套与人文，毗邻 30 多家金融机构，50 余家甲级写字

楼和五星级酒店。 

     北京时间国际公寓为10万平方米精致社区，

建筑高度约 99 米，全落地玻璃幕墙，包括 5 栋短

板住宅 B、C、D 座 18 层，E、F 座 11、12 层， 1

栋 28 层国际标准写字楼，精致的和式园林完整贯

穿社区中轴线。开发商致力打造高舒度的区域精品

住区，以舒适第一的理念裁切利益，产生出一层三

户的低密度居住。 

北京时间公寓设计为节能环保的水环热泵系

统，空调总冷负荷 3,500kW，总热负荷 2,400kW，主机采用 Mammoth 51 台整体式

水环热泵 MSR 水源热泵机组 142，016，024，030，036，120，086，及 182 台台

一拖多机器，室内机 560 台 16～142，达到其舒适第一的品质保障。 

二、 北京世纪经贸（北京）（2006 年) 

位于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的世纪经贸大厦为

现代商务楼，总建筑面积为 85,000m2，共二十五层，

首层为大堂、办公大堂、商务中心、休息&咖啡厅、

办公室；二层～二十五层各种不同户型办公室。 

该建筑的空调系统采用了 Mammoth 的水环热泵

机组。机组类型为: MSR 小型/大型整体水源热泵，

包括 L024V、J030V、J030H、J036V、J043V、J170V、J310V 等机型。总制冷量

2,185kW。系统采用开式冷却塔配板式换热器作为冷源，燃气锅炉作为辅助热源，

解决冬季采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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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交部国际学校（北京） 

北京国际学校（中加），教学楼共 6 层，包括地下一层，地下 5 层，总建筑

面积约 27,000m
2；宿舍楼共 11 层，包括地下一层避难层，地上 10 层学生、职工

宿舍，总建筑面积约 8,800 m2。 

本工程设计为单冷水环热泵+热水盘

管系统，总冷负荷 3,140kW，采用 Mammoth 

MSR 分离式单冷水环热泵 L006H-SP、

L009H-SP 、 L013H-SP 、 L016H-SP 、

L019H-SP 、 L024H-SP 、 L027H-SP 、

L030H-SP、J036H-SP、J043H-SP、J052H-SP、J062H-SP、J072H-SP，制冷量范围

2.3kW~17.7kW，整体式单冷水环热泵+热水盘管 J052H、J072H；水环热泵空气处

理机 J270V、J310V、J540V、J810V，系统采用开式冷却塔+板式换热器作为冷源，

锅炉作为辅助热源，解决冬季采暖问题。 

四、 阳光上东（嘉润园）（北京）（2012 年) 

阳光上东是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 2003 年携手

推出的高端精品项目，位于北京东北方向，东四环

北路 6 号，上东区核心位置，总占地面积 47.53

公顷，总建筑面积 72 万平米，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 

嘉润园五星级酒店式公寓，建筑面积为 30,000 

m2，共 28 层，设计总冷热负荷分别为 2,000kW，中

央空调采用水环热泵系统，美意水水式水环热泵 MSR 机组 173 台，型号分别为

MSR-L024WHD，036，043，052，072，冷热源为开式冷却塔和小区锅炉。 

五、 解放军 62380 部队招待所（北京）（2007 年 3 月) 

解放军 62380 部队招待所建筑面积约 5,600m2，中央空调水环热泵系统设计，

采用美意小型小型分离式水环热泵 L009H-SP、L013H-SP、L016H-SP、L024H-SP、

J036H-SP，冷热源分别为开式冷却塔和集中供热。07 年 3 月已投入使用，运行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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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经中心(财满街)三期（北京）（2009 年) 

财经中心项目位于东部三横三纵交通网络的中心

位置，财经中心项目占地 8万平米，总建面 20 万平米，

紧临朝阳路，是一个低密度综合性项目，涵盖了 700

米长 4万㎡商业街，9万㎡商务楼和 5万㎡豪宅及会所

等。由本日 U+P 公司和北京建筑设计院共同设计完成，

每户配送分户式中央空调。朝阳区政府根据北京市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新格局，正全力打造“CBD 东部新商务中心”。

新中心以财经中心所在朝阳路区域为核心，向东辐射至定福庄，向西与 CBD 相衔

接。 

财经中心(财满街)三期商业办公综合楼建筑面积为 32,000m
2，中央空调采

用水环热泵系统，设计冷负荷为 1085KW，热负荷为 1339KW，冷热源为开式冷却

塔和集中供热，主机采用美意整体式水环热泵机组 MSR-L09H/v、MSR-L013H/v、

MSR-L016H/v 、 MSR-L024H/v 、 MSR-L030H/v 、 MSR-J036H/v 、 MSR-J043H/v 、

MSR-J062H/v。 

 

七、 北京山水铂宫（北京）（2008 年 10 月) 

山水铂宫国际中心（以下简称“铂

宫”）是由力维斯集团投资兴建的集写

字楼、酒店式公寓、商业、别墅、雕塑

广场等各部分组成的，独具国际风采的

复合型综合社区。铂宫总占地面积 4.2

公顷，总建筑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雄踞白宫级的钻石地段，为京城目前规模最

为宏大的巴洛克模范建筑群，紧临朝外大街、处于 CBD 与使馆区的合围之中，国

家外交部、丰联广场、泛利大厦、蓝岛大厦、中国人寿大厦等众多城市经典建筑

分布于项目周边。 

该项目空调面积 30000 平方米，设计冷负荷 2040KW，采用水环热泵空调系

统，使用美意 MSR 冷水机组 062、072、086、086 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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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北京静安公寓（北京）（2008 年 10 月) 

北京静安公寓建筑面积 15,000 平方米，设计冷负荷为 1,524KW，设计热负

荷为 1,097KW，中央空调采水环热泵系统，使用美意 MSR 新风处理机，冷热源为

开式冷却塔和锅炉。 

 

九、 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 铁岭至本溪段高官收费站、英守服务

区、石文收费站地源热泵机组供货 

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G91）铁

岭至本溪段起于铁岭市铁岭县腰堡

镇，与辽宁中部环线高速公路（G91）

新民至铁岭段对接，与沈吉高速公路

（G1212）经由前岭枢纽立交互通，止

于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镇，与丹阜高

速公路（G1113）经由高台子枢纽立交

互通，全长 119.243 公里 辽宁中部环

线高速公路（G91），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中五条地区环线之一。全长 405 公里，

工程于 2005 年 10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52 亿元人民币，全线 4 车道，设计行车

时速分别为 80 公里和 100 公里。 使用地源热泵螺杆.，型号为：11 台 MWH070AE、

3 台 MWH080AE、4 台 MSR-J120WLD(R22)、4 台 MWH020(R22)。 

 

十、 北京市第十水厂（2014 年) 

北京市第十水厂（A 厂）现已完成土

地征用工作，其中永久性征地 113 亩，临

时用地 55.94 亩，北京市政三公司已入驻

建设工地。水厂将以密云水库为水源，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取水头、取水站、输水管

道、净水厂和相应的市政配套设施。 

北京市第十水厂的项目将把密云水库白河库区走马庄副坝原有泄洪洞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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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要为第十水厂取水的隧洞；取水站位于走马庄副坝东南侧，原水在此进行预

加氯、计量、调流等程序后，进入直径 2200 毫米、长 74.6 公里的输水管道，流

经密云县、怀柔区、顺义区、朝阳区直到水厂进行深化处理。  

北京市第十水厂 A 厂的供水能力 100 万立方米/日，分两期建设，一期（第

十水厂 A 厂）建设规模 50 万立方米/日，计划于 2008 年底开始建设。北京市第

十水厂 A 厂项目内容包括 23 公里 DN2200 的输水管道和日处理能力 50 万立方米

的净水厂两部分工程。 

项目采用地源热泵系统，采用两台青干系列 MWH440 螺杆式地源热泵机组。

末端采用各类风机盘管 241 台。本项目设计 447 个地埋孔，孔深 140 米，双 U

形式。 

 

十一、 北京市农民再教育培训实践基地 

顺义后沙峪镇人民政府农民再教育培训实践

基地工程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工程建设规

模 50360.4 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 33585.5 ㎡（其

中地上 15555.26 ㎡，地下 18030.24 ㎡）二期建筑

面积 16774.9 ㎡。 

空调设计总冷负荷 5,600kW，总热负荷 4,760kW，主机采用美意环保冷媒，

满液双工况水-水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 MWH690AE 一台，MWH390AE 两台。采用立

埋的形式（120 米深的双 U系统），共设置 1480 口竖井。 

十二、 海棠别墅（北京） 

“海棠”作为文化，其核心理念是“和谐有机”

和“雅致自然”；即充分依托现代技术力量、财富

推力和世界范围内的绿色环保大背景，营造和享受

自然健康的城市有机生活，以全新的有机生活观，

带动中国当代社会有机生活浪潮的兴起，成为中国

城市有机生活集合要素最为完整、生活条件最为完

善、宜居成本最为合理的示范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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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首座有机别墅区，海棠毗邻中国第一生态村北京大兴长子营镇，拥

有有机建筑、有机环境、专属农庄、有机设备设施与建筑技术、有机文化五大体

系。其中，专属农庄和特供服务为迄今中国高尚生活所独有。海棠大屋，是海棠

别墅的别称、有机生活的载体。以其鲜明的立面、适居的空间和室外超大私人庭

园为特征。 海棠的有机配套，除原生态的梨园、鱼塘外，更有有机俱乐部、专

属农庄、特供有机食品基地等，形成了一整套的有机生活保障系统。  

海棠别墅占地面积近 20 万 m2，一期建筑面积 46,666m2，共 60 栋别墅，采

用美意 MSR 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60 套。机房设置在户外，末端采用美意 MFC 风

机盘管 300 台，空调冷热源来自室外地下埋管约 600 口，100 米深，双 U形式。 

 

十三、 清河新城（北京）（2009 年) 

强佑·清河新城，位于北京市

八达岭高速清河桥西侧，总建筑面积

80 万平米，绿化率达到 40%。整个项

目集高档住宅、商务办公、大型商场、

主题街区于一体，由 18 栋住宅与 1

栋综合楼组成。其中综合商业面积近 20 万平米，是迄今为止八达岭沿线建筑规

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通过增加 1.7 亿的工程造价，将建筑抬高 9米，

搭建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花园地貌。该项目是第一家大面积使用新型保温隔热

铝板外墙、Low-E 低辐射三玻双中空外窗、永磁无齿轮高速低噪音智能化电梯等

创新科技的全新建筑，供热更是采用目前最为流行的地源热泵系统。 

  同时，清河堪称京北典型的“黄金三角区”，以清河桥为中心辐射周边。西

北是上地高科技产业基地，西南是圆明园遗址公园，延伸至中关村；向东紧邻占

地一万三千亩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亚奥商圈。周边高校云集，清华、北大、体

育大学、国防大学等学术中心都聚集于此。作为全国闻名的学术中心区，IT 名

流、财富精英等北京高知阶层大多聚居于此。 

强佑清河新城甲 1 号楼位于强佑清河新城项目规划用地的东北角，总建筑

面积达 86000 平米，其中地上 20 层，地下 3层，其中 6-20 层酒店式公寓空调面

积约 6万平米，使用美意整体式水源热泵机组 MSR 系列及新风机共计 698 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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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量约 5000KW，制热量约为 4200KW，系统为水环热泵系统。其他商业部分建

筑面积约 18,234 平米，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使用美意水水螺杆式水源热泵

（冷水）机组 MWH260CB 两台，总制冷量约 1714KW，制热量约为 1350KW，共打孔

400 余个，孔深 80m。 

 

十四、 北京电大出版社北京宇称物流基地（2009 年) 

北京宇称物流基地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

魏善庄新媒体开发区，该项目共分为 A区和 B

区两大部分，其中 A 区为图书理货中心，总

建筑面积为 36255m2；B 区为办公用房、理货

加工区和设备用房，总建筑面积为 17763m2。

本项目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进行夏季供冷，冬季供暖，同时利用热回收技术提

供生活热水。 

项目所用空调设备全部由美意提供。主机为三台环保冷媒型满液式地源热泵

螺杆机组，其中两台 MWH440AC 机组具有热回收功能，夏季制冷、冬季制热，且

夏季制取生活热水；另外一台 MWH180AC 机组春、秋和冬季制取生活热水。 

末端设备采用 Mammoth 吊顶式空气处理机组 22 台、风机盘管机组 344 台。 

本项目的土壤耦合式换热器采用垂直双 U形 PE 管形式,钻孔数量为 300 口，

孔深 120 米,孔间距 4 米。地埋管系统实行分区控制，提高了系统日后运行的可

靠性。 

 

十五、 北京山水文园 E 区（2008 年初） 

获得亚洲唯一联合国世界级生态大奖的住

宅项目——“山水文园”，在150 万平米市政绿

化带工程腹地，打造人居环境的世界级典范，因

其品质的突出，山水文园曾先后荣获联合国颁发

的“国际生态安全示范社区”和“国际生态最

佳社区”等国内外多项大奖。 

山水文园一二期建筑形式为板式小高层，一梯一户至一梯两户，最大楼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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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130 米。社区一、二期建有山间会所，餐饮、休闲、娱乐设施应有尽有，三期

更创意推出湖心会所，半山温泉，强大的生活配套极大的方便了业主的日常生活。 

山水文园E 区以世界首个建筑专利产品——锚型别墅刷新居住视角。2006 

年，山水文园全面启动E 区、D 区、三期四路通B 区及温哥华景观商业大街东段，

成为朝阳区东三环占地百万平米的国际生态社区典范。 

本工程建筑面积19.5 万平方米，设计为节能环保的地源热泵系统，冷负荷

为12600KW，主要采用美意的小水水地源热泵MSR机组（043～210WLD系列），局

部采用模块水水及螺杆水水的地源热泵机组，机组总台数达600多台。采用立埋

的形式（120米深的双U系统），共设置1630口竖井。 

十六、 京津城际新建轨道交通亦庄站站房综合楼（2008） 

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由北京南站东端引出，沿既有京山铁路线南侧向东，过

亦庄工业园区、永乐新城至天津杨村后，再沿既有京山线北侧至天津站。此线建成 

运营后，最小行车间隔为三分

钟，北京、天津间全程直达运行时间

为半个小时左右，时速 200 公里。 

根据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重

点发展的三个新城之一，位于城市发

展的主导方向上，是京津城镇走廊上的重要节点。该站综合楼含客运总控室、通信

机械室、信息机房、值班室、办公/休息室等，总建筑面积约为 2500O 平方米，夏

季空调冷负荷为 270Kw，冬季空调热负荷为 255 Kw。空调采用地源热泵系统，共

打孔 56 个，孔径 D150，孔深 84 米，单 U 型式，主机选用美意 MWH050 机组两

台，末端为风机盘管。 

十七、 北京玉渊潭公园游客中心（2008 年） 

玉渊潭公园是北京市属十一大公园

之一，位于海淀区在阜成门外,东临钓鱼

台，西到三环路,东西长约 1.7 公里，占

地面积 137 公顷，其中一半为水面，

为 AAA 级景区。公园每年春季举办的

“樱花赏花会”国内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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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游客服务中心总空调使用建筑面积为 1074 平米，本工程为地源热泵制

冷供暖系统节能改造项目，将原来的 VRV 系统加电暖器系统改造为地源热泵系

统，选用美意 MSR 地源热泵机组 013～072 共 18 台，总制冷量 220.5KW，制热量

213.2KW，室外部分采用竖直地埋管，30 米深共 270 个孔。 

十八、 中天•市府广场污水源热泵供货及安装

工程（2018 年） 

   项目为总占地面积3471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8000

平方米数幢 2-3 层商业综合楼，设有地下 2层，包含： 购

物中心 商业步行街地下超市 停车场、使用 3 台

MCRH0320SDJ2S 英雄标效 45 度机组螺杆机。 

十九、 京沪线环境整治项目（2014 年） 

本项目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纪家庙，项目北临南三环主路，玉泉营桥附近，东

临京沪线高铁。 

本项目共 1A、1B、2A、2B 四个楼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总建筑面积约

为 86970.3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69832.3 ㎡，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17138.0

㎡，建筑高度为 19.31 米。采用地下水源热泵系统为建筑提供夏季供冷、冬季供

暖负荷，共钻凿水源井 15 眼。末端全部为风机盘管+新风系统。使用美意 MFC

卧室暗装风机盘管 1300 台，新风换气机 46 台。 

二十、 红星之友文化交流中心（2011 年） 

红星之友文化交流中心，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核桃园，总建筑面积约 6,000m2，

建筑可分为三部分：住宅楼、阳光棚游泳池和酒店。 

该项目设计为水源热泵系统。空调系统采用了 Mammoth 两台型号为 MWH060

水-水式水源热泵机组，总冷负荷 420kW，总热负荷 468kW，生活热水系统及游泳

池选用一台 MSR-J120 机组。用开式循环系统，直接利用地下水常年水温 15℃

-18℃的恒温特性，采用“抽水-回灌”的循环过程来提取或释放热量，达到采暖

或制冷的目的。 

酒店新风机选用 Mammoth 超薄吊顶式空气处理机组，机组型号为 MPA040HA,

游泳池新风机选用 Mammoth 全热回收新风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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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昆仑公寓（2006 年） 

昆仑公寓定位于国内房地产市场上的顶级豪宅，位

于朝阳区昆仑饭店西侧、华都饭店东侧，所处区位得天

独厚，处于北京最繁华的商圈燕莎商圈的中心，是北京

少有的交通便利的商务与高档居住中心。昆仑公寓双塔

结构，建筑高度约 103.99m，建筑面积为 30,000m2，具

备整体只能花控制、中央吸尘等先进配置，由锦江集团提供五星级酒店管家式服

务。中央空调设计为水源热泵（地下水）与冰蓄冷相结合的系统，空调设计总冷

负荷 4,600kW，总热负荷 3,080kW，主机采用 Mammoth 三工况/双工况水-水螺杆

式水源热泵机组 MWH290CA 共 4 台，设置 5口地下水井（2抽 3回）。 

 

二十二、 北京公馆（新源大厦）（2005）     

北京公馆项目位于朝阳区新源里，新源南路与新源街

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一个立足于特定高收入人群、适合

现代商务、社交活动的顶级高档公寓。总建筑面积60,000m2，

建筑层数 25 层，建筑高度 82.3 米。 

北京公馆两座塔楼，分别为 22 层和 25 层，塔楼之间

由一个低层建筑彼此连接，其高为 19 层；拥有平层、两层跃层、三层跃层等不

同空间的户型，共有 80套房子，单套面积从 600m2起，最大户型面积达近 2,000m2。 

该建筑的空调系统采用了 Mammoth 的水-水式水源热泵机组（MWH210）,总冷

负荷 4,490kW，总热负荷 4,896kW，采用开式循环系统，直接利用地下水常年水

温 15℃-18℃的恒温特性，采用“抽水-回灌”的循环过程来提取或释放热量，

达到采暖或制冷的目的。 

 

二十三、 石家庄方大科技园区 9、10#楼（2010 年） 

方大科技园位于石家庄高新区，占地 73.28 亩，

总投资 2.1 亿元。拥有办公、厂房及商务写字楼 12

万平米，为企业办公、生产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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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共分为三个板块，根据使用功能规划分为总部基地板块、孵化基地板块

和创新基地板块。 

本次项目为园区三期 9#和 10#写字楼，其中 9#地上十二层，10#地上 14 层。

建筑面积 63，623 平方米，总冷负荷 4573.2KW，总热负荷 3521KW。设计为节能

环保的美意水环热泵系统，主机采用分离式 MSR- L006HHF26 台、MSR- L009HHF404

台、MSR- L013HHF267 台、MSR- L012576HHF26 台、整体式 MSR- L013HHF66 台。

系统采用开式冷却塔配板式换热器作为冷源，真空燃气锅炉作为辅助热源，解决

冬季采暖问题。 

 

二十四、 新华西装城（河北石家庄 2008 年 7 月） 

新华西装城项目位于石家庄火车站黄金商

业圈内，毗邻东方购物广场、太和电子城、颐高

数码广场，是石家庄著名的服装市场。建筑面积

约 6000 ㎡，设计冷负荷 460KW。此次改造采用

水环系统设计，采购美意 MSR 系列小型整体式水

源热泵机组共计 126 台，型号分别为 MSR-L016、MSR-L024、MSR-L030、MSR-J036。

冷源采用沃特玛冷却塔，热源采用太阳能并加辅助电加热。 

该项目近期施工，美意工厂正在生产设备。采用节能环保的水环热泵中央空

调系统后将会给新华西装城带来可观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二十五、 高碑店国际城 

 汇通国际新城位于高碑店瑞祥大街西侧，

紫霞路北侧，是目前高碑店市重点发展区域。社

区总占地 80 余亩，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米，由

10 栋电梯板楼组成。集中采暖系统采用美意英

雄系列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机组 MCRH0450 两

台和 MCRH0360 一台，末端采用地板辐射采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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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保定双帆蓄电池有限公司综合办公楼 

保定双帆蓄电池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保定市徐水

县，南邻保定，北靠北京，距京广铁路、京深高速公路

数里之遥，是经济、文化、交通的枢纽地带。公司现占

地 18000 平方米。其中办公楼空调系统采用美意 E系列

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180CEGC 两台，冬季采

暖，夏季制冷，末端为风机盘管。 

 

二十七、 沧州肃宁农村煤改电项目 

该项目总设计面积大约

25000 平米，户数大约 70 户，

地埋管工况，打井数量大约在

6000 口，设计机型是小水水机

组 ， 型 号 有 MSR-J036  

MSR-J043  MSR-J052 MSR-J072 

MSR-J086 及 MSR-120 等机组型号，现都已经投入运行，工况温度，效果良好。 

二十八、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清洁能源供热特许经营项目一期

（2018 年） 

本项目属于藁城区政府扶持煤改电重点

项目，地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建筑

面积共 263 万平米左右，需热负荷 140675KW，

主要涵盖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区实验学校，金域

华府、紫睿风景、福安家园等新建小区和南街

村换热站等老旧小区供暖服务，由石家庄中泽供热服务有限公司采购，主机采用

美意英雄系列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机组 MCRH0700/MCRH0650 和超低温风冷模块

MAC0440，其中一期用设备 MCRH0700 高温标效 11 台，MCRH0650 高温标效 3台，

MCRH0500 高温标效 2 台，超低温风冷模块 MAC0440-DDC26 台；二期用设备

MCRH0650 高温标效 23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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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正定江南鸿郡 

 江南鸿郡项目位于正定县张石高速

公路与雕桥迎宾小区路口交汇处北行 2000

米路西，江南鸿郡是政府重点支持建设的新

市镇工程，项目占地约 300 亩，总建筑面积

为 42 万㎡，项目紧邻万亩城市森林公园，

是由河北宝仁地产倾力打造的大规模公园地产。主机采用美意水-水螺杆式热泵

机组 MWH280CEUC 一台和 MWH320CEUC 两台，地板辐射采暖。 

 

三十、 枣强县人民医院 

本项目枣强县人民医院位于河北省衡水市

枣强县城内富强南路西侧、幸福街南邻；始建

于 1945 年，现在是全县唯一一所二级综合医院；

是河北省首批“百佳医院”；本项目建筑面积：60091 平方米。 

采用我司设备机型：E 系列水地源热泵机组；机组型号：MWH710AE ;数量 4

台。MWH320AE（60 度高温出水全部热回收）；数量 1台总计：5台主机设备 

 

三十一、 唐城。壹零壹 

唐城壹零壹项目位于唐山市最适宜人居的

高档生活片区暨唐山市CBD板块－凤凰新城的

核心地段，并以其优越的区域位置成为连接新

区和老区的 CBD 门户，交通和生活配套极为便

利，地段价值无可复制，成为唐山的地王翘楚。  

唐城壹零壹项目致力于打造河北省首席顶级豪宅，为唐山及河北周边片区的

品味人士提供全新的生活理念和高品质的居住方式。唐城壹零壹项目作为城市中

央级品质大宅，总占地规模为 462 亩，容积率 2.38，总建筑面积近百万平米。

物业类型有 23 栋两梯两户及部分两梯三户高层住宅、2栋三梯两户的高层楼王，

并做到电梯直接入户；1栋酒店式公寓及独栋、联排、双拼别墅和电梯花园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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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自有商业面积 7.2 万㎡。 

本项目采用建筑节能空调地源热泵系统，涵盖美意螺杆机、模块机、三位一

体机等多种机型，其中独栋、联排、双拼别墅和电梯花园洋房，每套均配备一台

三位一体机，为室内提供夏季制冷、冬季采暖和全年 24 小时生活热水。 

该项目售楼处采用三台水-水模块式地源热泵机组，已良好运行 5 年；一期

一百余台三位一体机已供货，二期两百零八台三位一体机已部分供货。 

 

三十二、 北双山平改项目 

本项目是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精心规

划设计，并且是经滦县县委、县政府批准

的第一个平改示范工程，平改小区被命名

为“卧龙山庄”，由唐山荣川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滦县分公司开发建设。 

卧龙山庄位于滦县新城西端，南至先锋路，

西至长江大街，北至工农路，东至建华大街。开发区小区住宅共计 22 栋，占地

107145 平方米。东边有时代广场、森林公园，西面是中山公园，南边是正在建

设中的滦县中医院和老年公寓，北面有龙山中学、县医院、中行储蓄所，优秀的

自然环境。 

    小区建筑物层数为 9,11,15,17+1 层共十个户型，单户建筑面积从 60 平米到

130 平米不等，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部分冷热源采用美意水-水螺杆式地源

热泵冷水机组MWH320CEGC两台，美意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冷水机组MWH180CEGC

一台，末端为风机盘管和地板辐射采暖。 

 

三十三、 邯郸大名县水榭花都尚苑壹品工程（河北） 

本项目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是集商

业、住宅于一体的综合建筑,总投资 2

亿元。本工程为项目一期，范围包括 1#

至 8#住宅楼，面积约为 73000 平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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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中心，面积约为 7000 平米。商业中心采用美意水-水螺杆式水/地源热泵

（冷水）机组（满液式 R22，E 系列）MWH280CEG-C 一台，冬季采暖，夏季制冷。

住宅楼采用美意水-水螺杆式水/地源热泵（冷水）机组（满液式 R22，E 系列）

MWH440CEG-C 两台，冬季采暖。 

 

三十四、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秦皇岛）培训中心（2013 年） 

该项目的总用地面积 15322.46 ㎡，坐落于秦皇岛市昌黎县黄金海岸四纬路

10 号。 

本建筑 A 段、C 段的七层及七层以下、B 段以及原培训楼设置地源热泵空调

系统。新增建筑 A段、C段的八层以上（含八层）采用户式空调。 

本系统总空调面积约为 17082.76 ㎡，包括新建楼 13822.76 ㎡，旧宾馆楼

3260 ㎡。空调系统需满足建筑物冷、热负荷要求。设备有螺杆机 440、130 各一

台，风盘暗装 480 台，明装 21 台，空气处理机 30 台 

三十五、 中石化河北加油站（河北省内 2011 年） 

中石化河北分公司加油站遍布在

河北省境内各地，本次项目共新增 90

个，空调使用房间功能主要为大厅及办

公室，空调面积为200㎡到500㎡不等。

每个加油站采用一台美意水水式地源

热泵机组，其中 MSR-J120WLD 的 54 台，MSR-J086WLD 的 36 台，冷热源形式采用

地源热泵系统，冬季从地埋环路中提取热量，夏季向地埋环路中排放热量。 

 

三十六、 迁安市马兰庄新农村示范区（河北迁安 2009 年） 

从 2007 年 12 月开始，迁安市对马兰庄镇 7个环境相对较差的矿区村进行整

体搬迁，建设新社区。 

建设规模及结构类型:  A、B、C、D、E、F、G 地块住宅楼地源热泵供暖，

学校、幼儿园、商铺Ⅱ、村民服务中心地源热泵空调系统。美意中标该项目二、

四两个标段。主机采用美意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冷水）机组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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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唐山师范学院教学楼（河北唐山 2009 年） 

项目位于唐山市建设北路 156 号。该建筑

地上建筑面积 27783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547 平方米。空调形式采用节能、环保的水

风式地源热泵机组及水水地源热泵机组，通过

双管路水系统连接起各台地源热泵机组而构

成封闭地下环路的中央空调系统。采用美意整

体式地源热泵机组 125 台，分体式地源热泵机组 71 套，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机

组 MWH070CC 两台，以及数据采集器和相关控制软件。 

 

三十八、 唐山宏中影楼（河北唐山） 

2005 年夏，地处唐山市繁华区凤凰山

公园对面占地 1500 平米的宏中摄影公司总

店整体爆破拆除，翻建为地下一层，地上四

层以及楼顶花园的水晶通体大楼，以婚纱摄

影为主，二楼设有儿童摄影，四楼设有个人

写真馆，及证件摄影的综合摄影大楼，并在

大楼的地下一层装备了美国产丽捷航天遥感型及意大利宝丽丽影二台数码冲洗

设备，填补省内空白，也使宏中成为能自己独立制作后期的婚纱影楼，并在此基

础上为我国气象军事卫星云图下载输出了高精度照片，以及工业、医疗等各行业

的数字设备输出高精度照片，并为我市以及全国多个地区的影楼担负后期照片的

输出业务。 

唐山宏中影楼项目总冷负荷 170KW，采用美意水-水式水源热泵模块机组，

型号为 MWH020，共 3 台。由于面积有限，冷热源采用地下水与地埋管结合的形

式。该项目空调系统运行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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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唐山嘉禾集团办公楼（河北唐山） 

唐山嘉禾集团办公楼建筑面积 1300m2，总冷负荷 260KW。采用美意水-水式

水源热泵模块机组，以竖埋管地下换热系统作为冷热源。该项目空调系统运行状

况良好。 

 

四十、 秦皇岛奧迪汽车 4S 店（河北秦皇岛） 

秦皇岛奧迪汽车 4S 店展厅建筑面积 4000m2，采用美意水-水式水源热泵模块

机组，型号为 MWH050，冷热源采用 3.5 深横埋管。该项目空调系统运行状况良

好。 

 

四十一、 唐山市车务段（河北唐山） 

唐山车务段段址位于唐山市路北区唐山

新客站南侧，铁路中心路程为京山线 261 公里

200 米处，西距天津 1223 公里，东距山海关

1786 公里，管辖京山线茶淀站至滦县站间、

七滦线、南堡支线、卑水支线插家店站至郝庄

线路所间，并代管港地方铁路、铁路共 23 个车站、一个线路所、两个乘务车间、

两个乘务车间担当 6 对旅客列车的乘务工作和运转乘务工作，总营业路程 312

公里，全段 1916 人。 唐山车务段是以装，卸为主的综合性的站段，年货运 700

万吨，到达量 800 万吨，旅客发送 140 万人，运输收入 2.1 亿元。 

唐山车务段建筑面积 1200m2，主要功能为办公。总冷负荷 260KW，采用美意

小型分离式地源热泵，具体型号如下：L006H-SP、L009H-SP、L013H-SP、L016H-SP、

L024H-SP、L027H-SP、L030H-SP、J036H-SP。冷热源采用地埋管形式。 

 

四十二、 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二起步区污水处理厂 

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二起步区污水处理厂于 2018 年建设，河北唐

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二起步区污水处理厂采用较为先进的污水处理工艺

预处理+A2/0 絮凝沉淀过滤+消毒工艺， 其设计规模为 2.5 万立方米/日， 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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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处理规模达到 2.5 万立方米/日，项目投资近 11513.89 万元，资金来源：企业

自筹 ，出资比例为 100%。 工程内容：项目总投资约 11513.89 万元，其中建安

费及设备费约为 9289.16 万元。该项目采用预处理+A2/0 絮凝沉淀过滤+消毒工

艺，总建筑面积 6219.02 ㎡，其中包括深度处理车间 2400 ㎡，鼓风机房 270 ㎡，

加药间及热泵机房 645 ㎡，污泥脱水机房 800 ㎡，机修间 375 ㎡，综合办公楼

1279.02 ㎡。建设有生产性构筑物和设备等。该污水处理厂主要服务于南部工业

区与滨海新城、日处理污水 2.5 万立方米。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二起步

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了周围水体环境，对治理水污染，保护当地流

域水质和生态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该项目采用美意水源热泵机组 MWH100 机组共计两台，再有 2018 年丰南临港

经济开发区化工产业区污水处理厂工程中的两台同型号 MWH100 的机组合计四

台，为厂区提供夏季制冷及冬季采暖服务。 

 

四十三、 保利拉菲公馆朗菲园 

保利拉菲公馆朗菲园项目位于塔南路

体育大街交口南行 100 米路东，周边临近

霞光大剧院、万达广场、怀特国际商城、

西美五洲天地商业广场、联邦购物广场、

益东百货，出行购物、休闲娱乐非常便利，

丰富了居民生活，项目为一期（西地块）、

二期（东地块）均分为三个区，高、中、低区的住宅采暖，主机采用美意水-水

螺杆式热泵机组（中水）MCRH0700 三台，水-水螺杆式热泵机组（中水）MCRH0650

两台，水-水螺杆式热泵机组（中水）MCRH0240 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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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紫泉中学 

新城紫泉中学学校地处河北省高碑

店市中心地带，占地面积 122.7 亩。总

建筑面积为 40160 平方米，现有教学楼

三栋（藏修楼、芙蓉楼、咏春楼），学

生宿舍楼 7栋，图书实验楼一栋，职工

楼一栋，学生餐厅楼两栋（东枫餐厅、

西杉餐厅），新城中学时期老教室四排（现为校友之家、紫泉行宫展室、新城紫

泉中学展室和社团活动室）。2009 年以来，今共投资 7000 多万元大规模建设学

校。重建南大门，开通南门至 302 县道道路；重新规划整修了操场；先后建成藏

修楼、图书实验楼、1－4 号宿舍楼、西杉餐厅、咏春楼和 7 号宿舍楼、东枫餐

厅；9号、10 号宿舍楼；翻新、改造、装修了原紫泉中学时期五栋楼房，全部安

装了地暖，被广大校友誉为“燕赵第一园林学府” 

本次改造，共设3个水源热泵采暖机房，地板采暖，每个机房供暖面积约16000

平米，包括: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学生宿舍，职工宿舍，主机采用美意水-

水螺杆式热泵机组 MWH180 三台，地板辐射采暖。 

 

四十五、 天海誉天下 

本工程为河北天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用住宅东王商品楼C区水源热泵采

暖机房，由河北三友能源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小区供热总面积约

27 万 m2，冬季供热采用中水水源热泵机机组生产出 50/40°C 低温热水，输送至

终端用户的采暖系统。由设在地下一层的水源热泵机房提供采暖热源，采暖系统

分高低区两个系统。低区配置 3 台美意水-水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高区配置 2

台美意水-水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主机选用中水水源热泵主机,低温水源采用石

家庄桥东污水处理厂提供的中水。其水质标准能够满足热泵机组运行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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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 保定市第七医院 

保定市第七医院位于保定西外环保满

路口以西 2 公里处，成立于 1992 年，经过

近 20 年的发展建设，已成为一所集医疗、

预防、康复、科研、教学于一体，规模庞大、

实力强大、特色突出的大型综合性非营利医

院，是保定西部最大的诊疗基地。现代化的

门诊住院综合楼、肿瘤大楼、职工生活楼、后勤楼、专家别墅等形成了各具风格

的建筑群。主楼高 13 层，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开设床位 500 张，技术人员

500 余人，具有技术力量强大的专家群体。 

2013 年医院扩大规模，新建一栋 50000 平方米住院楼，采用水源热泵系统

解决空调采暖需求。 

空调设计总冷负荷 4,000kW，总热负荷 3,880kW，主机采用美意环保冷媒，

满液双工况水-水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 MWH440AE 共 3 台，设置 8 口地下水井（5

抽 3回）。 

 

四十七、 石家庄众美小区（2013 年） 

本项目为石家庄众美城住宅小区供暖工程，分为

A、B、C地块，合计面积约 73 万㎡。其中 A区地上共

25 层，建筑高度共 72.5 m，分为高、中、低三个区，

总建筑供热面积约 20.36 万 m2；B 区地上共 33 层，建

筑高度共 95.7 m，分为高、中、低三个区，总建筑供

热面积约 33.42 万 m2；C 区地上共 33 层，建筑高度共

97.15 m，分为高、中、低三个区，总建筑供热面积约 18.94 万 m2； 

项目热源采用处理过的中水，由石家庄桥东中水处理厂提供。收水范围为京

广线以东的城市中水，设计能力 70 万吨，现日处理中水 50 万吨，是目前国内规

模最大的中水处理厂之一。桥东中水处理厂中水原水夏季温度为 22～27℃；冬

季温度为 14～19℃，中水出水的平均水温在冬季取 16℃，夏季取 20℃。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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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水流量为 20,833t/h，可利用温差为 11 摄氏度。 

A 区总热负荷 10,180kw，B 区总热负荷 16,710kw，C 区总热负荷 9,470kw,

热负荷指标 50w/m2。    

A、B、C 区的低、中、高区均分别选用 2 台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总计 18

台美意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MWH160、MWH260、MWH280、MWH320、MWH720、 MWH810、

MWH840 等多种型号。 

 

四十八、 邯郸国粮库（河北邯郸 2010 年 11 月） 

邯郸国粮库位于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人民东路，总占地 600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56000 平米，物业、门市、地下室、车库及其他配套建筑。 

本项目总冷负荷为 3,335kw,总热负荷为

2,668kw。主机采用美意二台 MWH440CC 大型

水-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和一台 MWH150CC

大型水-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三台机组带

有余热回收提供生活热水。冷热源采用二十

一口井，其中七口抽取，十四口回灌，取水井和回灌井通过阀门调节可以互换。 

 

四十九、 汇锦大厦（河北唐山 2011 年 6 月） 

汇锦大厦位于位于河北省唐山建设北路，总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

平米，物业、门市、地下室、车库及其他配套建筑。 

本项目总冷负荷为 1,085kw,总热负荷为 800kw。主机采用美意 9台 MWH030CB

水源热泵模块机组和 2 台 MWH020CB 水源热泵模块机组。冷热源为土壤源。打井

个数为 257 口地源井，满足项目冬季采暖，夏季制冷。 

 

五十、 邯郸肥乡长安商贸城（河北邯郸 2011 年） 

长安商贸城位于位于邯郸市肥乡，总占地 177.73 亩，其中一期占地 75.06

亩，建筑面积 90,881 平米，包括住宅面积 22,915 平米，商业面积 53,370 平米；

地下面积 14,596 平米，其中裙房 6 层主楼 9 层商务楼 1 栋，多层住宅楼 6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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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门市、地下室、车库及其他配套建筑。 

本项目为一期，总冷负荷为 6,450kw,总热

负荷为 4,515kw。主机采用美意三台 MWH690CC

大型水-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三台机组带有

余热回收提供生活热水。冷热源采用三十口井，其中十口抽取，二十口回灌，取

水井和回灌井通过阀门调节可以互换。 

 

五十一、 涞源锦和购物中心（河北保定 2010 年） 

涞源锦和购物中心是保定市涞源县最大的购物中心，建筑面积 8,600 平方

米，总冷负荷 718.8KW，总热负荷 722.6KW。设计为节能环保的水环热泵系统，

空调主机采用美意整体式水风机组，型号为 L030HHF*5 台、L030HHF*4 台、  

L036HHF*15 台、L036HHF*29 台、L043HHF*17 台、L043HHF*4 台、L052HHF*2 台。

系统冷热源来自水源井，2口抽水 4回灌，解决夏季制冷冬季采暖问题。 

 

五十二、 淼岳林庄园（河北邢台 2009 年） 

 邢台市大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项目“淼岳林庄园”地处环境优

美、空气质量好的市郊，以别墅和花园

洋房为主，是上风上水的福地、都市田

园的生活，其代表了一个新居住时代的

发展方向，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淼岳林

庄园项目荣获“中国2008年建筑节能示

范工程”。楼盘非常注重节能环保，引进了国际先进的地源热泵系统，冬夏两用；

太阳能在小区内广泛应用，为住户在提供热水和供暖方面带来了便利；先进的中

水处理系统，使园区内收集的污水转化为绿化用中水，合理地节约了水资

源。     

淼岳林庄园项目一期工程为联排别墅和花园洋房，总建筑面积 60469 平方

米，联排别墅建筑面积 45953 平方米。别墅分 A-F 共 6 个户型总计 165 套。主机

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分户独立配置，每户 1 台共计 165 台；末端采



 29

用美意风机盘管，共 966 台。花园洋房建筑面积 14516 平方米，主机采用美意水

-水模块式地源热泵机组 5 台，型号为 MWH030CB,末端采用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

暖形式，冷热源为 3抽 6回深水井。 

 

五十三、 保定长城汽车（河北保定）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股

份制民营企业，也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

多的皮卡专业厂。多年来，公司以“每天进

步一点点”的经营理念和实践，在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连续五年在国内同行业中保持了第一的市场地位，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国内皮卡第一品牌。在同行业中创出了市场占有率、产销量、销售收入、产

品品种、出口数量、国际质量认证、服务网络、企业综合实力等 8项第一。 

保定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保定朝阳南大街。该公司 07 年新建的办公

大楼，集生产，办公于一体。总建筑面积 30000M
2，总冷负荷 2500KW，总热负荷

2400KW。主机采用大型水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320CB 两台，冷热源为两抽

三回深水井。 

 

五十四、 保定电谷锦江大酒店（河北保定 2008 年） 

保定电谷锦江国际酒店位于中国河北保定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朝阳北大街与创业路交口西

北角，占地面积约 99.99 亩，地上 26 层，总高

度为 86.50 米，拟建成为保定地区的标志性建

筑。酒店按五星级标准设计建造，设有：大堂吧、

咖啡厅、中西餐厅、多功能厅、健身中心、娱乐

中心、商场、商务中心等配套设施，共有客房 290 间套。酒店业主保定源盛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是由“天威集团”和“英利集团”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主营酒店及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 

保定电谷锦江大酒店为保定市重点工程，保定 2008 奥运会配套工程，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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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一座节能建筑，财政部、建设部第三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该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 40000M
2，总冷负荷 2000KW，总热负荷 1800KW。主机采用美意大

型水-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其中一台 MWH080CA 单制生活热水，冷热源为城市

污水源。 

五十五、 保定市望都县交通局办公楼（河北保定） 

保定市望都县交通局办公楼位于占地面积 2000 余亩的农业示范园区内，该

办公楼总建筑面积 8000M2，总冷负荷 717KW，总热负荷 800KW。甲方把空调系统

的初投资及运行费用作为选择空调品牌的重要依据，最终选用了美意一台大型水

-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210CB-R 和风机盘管 167 台，其中一台 MWH210CB-R

余热回收热量提供热水（养鱼用）。冷热源为一抽两回深水井。该项目已经列为

河北省重点项目、河北省农业示范项目。  

五十六、 保定市望都天下第一城（河北保定） 

保定市望都天下第一城是望都标志性住宅

小区，总建筑面积 450000M2，总热负荷 14000KW，

末端采用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形式。主机采用

美意大型水-水式水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840CB

五台，冷热源为地下水。该项目运行效果良好。 

 

五十七、 中阳信和水岸（原名金水湾住宅小区，河北 2008） 

由中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中阳信和水岸项目位于新华区友谊北大

街 375 号（友谊北大街与石清路交口东南）。小区内规划有幼儿园、小学，周边

配套有：邮政局、医院、药店、花鸟虫鱼

市场、古玩市场、蔬菜市场、瓷器市场等。

该小区将成为石家庄的高档住宅小区。 

小区总建筑面积 117000M2，总冷负荷

4000KW，总热负荷 2800KW，生活热水量

30m3/h。采用美意大型水-水式水源热泵

螺杆机组 MWH440CB 两台及 MWH260AB-H 一台，美意风机盘管 3135 台，采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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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作为冷热源。此水源热泵空调系统不仅满足小区冷暖需求，而且能够保证小区

的全年生活热水用水量，合同总额 1800 余万。 

五十八、 邢台千山花园住宅小区（河北邢台沙河 2008 年） 

邢台千山花园住宅小区 ，开发商为邢台沙河市千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小区建筑面积 160000m
2，总冷负荷 5600KW。主机采用美意大型水-水式水源热

泵螺杆机组，冷热源为地下水。 

 

五十九、 河北冀德科健医药集团医药库和沧州物流中心 

河北冀德医药有限公司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恒山街 196 号，公司占地 80 亩，

设有业务中心、运营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财务中心、行政中心六大管理

系统。公司现有员工 300 余人，本科及硕士学历人数占职工总数 60%。 公司主

营业务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医院配送、仓储物流托管及第三方服务等。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7月 17 日分别获得了河北省药监局认定的药品现代物流企业资格

及石家庄市药监局批准的医疗器械贮存配送资格。公司采用 ERP、WMS 系统将业

务发展战略与信息化战略相结合，覆盖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仓储管理、财务

管理、办公系统管理等全业务流程。自动化的精确管理依托互联网+实现数据共

享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石家庄冀德科健医药库房制冷系统采用美意魔方低温风冷模块 MAC0440 十

二台，河北冀德科健医药沧州物流中心采用美意英雄系列水-水螺杆式地源热泵

机组 MCRH0700CDJ2S 一台和 MCRH0450SDJ2S 一台，冬季采暖，夏季制冷。 

六十、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岭故城中医药产业园项目占

地近 1800 亩，总投资 60 亿元，项目

位于河北故城经济开发区，故城蛋制

品车间制冷机采用美意沃酷系列风冷

螺杆机MAS0080一台和MAS0100一台，

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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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保定维德汽车铸件有限公司 

保定维德汽车铸件有限公司，始建于 1942 年，1958 年毛泽东主席来厂视察，

故曾又名八四机械厂,2002 年 3 月改制为集体股份制企业，现有员工 642 人，工

程技术人员 36 名，固定资产一亿元，占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5 万平

方米，公司地处京、津、保三角经济区，京广铁路、京广公路、京津、深高速公

路交汇地带，交通十分便利。注册地位于保定市徐水区长城北大街北货场西行

200 米，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铸造、加工，机加工；汽车销售（9 人座以上

汽车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零部件销售。其中办公楼空调系统加装美意

魔方低温风冷模块 MAC0440 和 MAC0330 各一台，冬季采暖，夏季制冷，末端风盘，

运行良好。 

六十二、 乐亭县奇意商务酒店项目 

该项目是由北京保利达公司设

计，唐山奇意商贸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的大型高档酒店，标准为五星级。 

该项目于 2013 年 10 月开始兴

建，项目占地面积 53.0265 亩，总建

筑面积 92059.07 ㎡，其中酒店及裙

房地上建筑面积 70144.95 ㎡、地下

建筑面积 21914.12 ㎡，酒店主楼为地上 23 层（含设备转换层一层）、裙房为四

层、地下为两层。 

酒店各楼层功能分区：1-4 层为裙房、面积 32111.71 ㎡， 5 层 1989.90 ㎡：

职工食堂、厨房、更衣、卫生间；设备间；18 层 1989.90 ㎡：行政层（包括接

待、会客、会议室、餐厅、书画、健身、SPA、休息室等）；6-17 层、19-23 层为

客房，各层面积 1989.90 ㎡，客房总数 382 间。 

该项目采用美意超低温风冷模块机组 MAC0440 共计 21 台，来满足项目的夏

季供冷及冬季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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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 保定程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现为新南开外国语中学教学楼，保定新南开外国

语中学是经市教委同意、省教育厅批准，由天津南开

大学校友会创办的一所外国语中学，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米，室内选用卧式暗装风机盘管制冷制热，主机选

用美意魔方系列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 MAC0440DLAJ  

10 台，2019 年安装完即已经投入使用。 

 

六十四、 长城大厦项目 

   项目地址河北长城大厦。使用 10 台魔方系列超低温风冷热泵机组 MAC022，

148 台天虹系列风机盘管机组 MFC136 台 

 

六十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河北 2009 年）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办公楼，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路 174

号，总建筑面积约 9000 平方米，7 层，框架结构。空调及通风系统施工工程造

价约 180 万元。主机采用美意超静音系列模块式风冷热泵机组，型号为 MAC220HB

共 12 台；末端采用美意风机盘管 223 台；超薄吊顶空气处理机组 106 台以及新

风换气机 2台。 

六十六、 石家庄市城市中坚大厦 

    位于中山路与大经街交叉口西行 100 米路南。中山路，石家庄最具代

表性的商业聚集地，每一寸土地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为石家庄钻石级的

商业中心，作为商业源点扩散并持续提供城市发展的商业动力。 同时规划中的

一号城铁穿地而过，立体型的交通线将于北国商圈、东购商圈、大经街步行商业

街、形成商业人群的回环流动，为区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 中山路作为

省会第一商业街，必将引导区域内粗放式商业精细化，个性的品牌集约化转型。

标志着商业升级的大手笔正在蓄势待发。  

    本项目占地面积:10667 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0 平方米，地下 1-3 层



 34

停车场，1-5 层大型商业，6-27 层精装公寓 5A 写字楼、28-32 层 loft 。采用美

意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 MSW395 三台，水冷螺杆式冷水机组 MSW420 一台，水冷螺

杆式冷水机组 MSW295 一台。 

 

六十七、 张家口凯威制药（河北） 

张家口市凯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始建

于 1973 年，是张家口市建厂较早，生产剂型

较全的中型制药企业，公司位于张家口市桥

东区陵园路 27 号，公司所在城市河北省张家

口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中国首都北

京仅 200KM. 厂区占地面积 16000 平方米，

拥有综合制剂大楼一座共四层，建筑面积 3777 平方米，仓储面积 1500 平方米。 

本项目采用美意空调水冷螺杆冷水机组 3台。 

 

六十八、 皓月园热泵供热机房项目 

皓月园热泵供热机房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生

态城中心渔港经济区内，中心渔港规划建设“一港

一城”，其中，陆域“一城”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

主要为产业区和居住区；海域“一港”规划面积 8

平方公里，分为作业港区和休闲港湾区。 

该项目采用 1 台美意水-水螺杆热泵机组 MCRH0080，本项目于 2019 年 7 月

投入运行，效果良好。 

 

六十九、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办公用房（2011）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办公用

房工程，总共 3,714 平方米，其中新建附属

楼（站坪运行保障用房）：3,373 平方米，高

度 12.4 米，层数 3 层；新建服务用房：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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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高度 3.6 米，层数 1 层；机房 75 平方米，最大跨度 7.5 米。本工程设

计冷负荷为 437kw，热负荷 182kw，选用两台 MWH105AC 型地源热泵主机，采用

R134a 环保冷媒。室外采用双 U 垂直式换热系统，室外共钻孔 75 口，孔深 120

米，横向间距 4.5 米，纵向间距 4米，孔径 180mm。 

七十、 康远科技中心及科技中心扩建（天津 2011 年） 

康远科技中心及科技中心扩建项目地源热泵

工程位于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选

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220CC 一台、

MWH440CC 两台，夏季供回水温度 7/12℃，冬季供

回水温度 45/40℃。地埋管采用双 U形式，室外换

热井 448 口，每口井深 120 米。 

七十一、 静海县医院改扩建一期（天津 2011 年） 

静海县医院改扩建一期空调系统工程位

于静海县城胜利路与南纬一路交汇点的东南

角。建筑物为一幢外科综合楼，地下一层，地

上十二层（局部四层），总建筑面积约为 

29,998.18 平方米，建筑高度为 50.25 米。夏

季空调计算总冷负荷为 3,614.8KW， 冬季空调计算总热负荷为 1,806.8KW。选

用传统冷水机组+市政供热结合地源热泵系统的冷暖空调形式，设备采用美意水

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280CB 一台及美意水水螺杆式冷水机组 MWH690CC 三

台，地埋管系统共打换热井 113 口，井深 120 米。 

七十二、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2011 年）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地源热泵

工程，空调冷、热源由地源热泵机房提供, 夏

季供回水温度 7/12℃，冬季供回水温度 45/40

℃。夏季空调设计冷负荷为 2,545Kw，冬季空

调设计热负荷为 1,405Kw，选用美意水水式地

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220CB 三台，选用美意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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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地源热泵单冷螺杆机组 MWH320CC 一台，夏季地源热泵主机靠地埋管系统散

热，单冷螺杆主机采用开式冷却塔散热，冬季地源热泵主机取热来源于地埋管系

统。地埋管采用双 U形式，室外换热井 234 口，每口井深 100 米。 

七十三、 天津静海县陈官屯粮站（天津 2011 年） 

天津静海县陈官屯粮站地源热泵工程位于静海县陈大路西侧。本工程建筑包

括办公用房及门卫用房，其中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为 5,740 平方米，设计冷负荷为

537.9KW，设计热负荷为 416KW；门卫用房建筑面积为 598.6 平方米，设计冷负

荷为 36.8KW，设计热负荷为 30.1KW。办公用房采用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160CB

一台；门卫用房采用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SR-J142WHC 一台。夏季供回水温度

7/12℃，冬季供回水温度 45/40℃。地埋管采用双 U 形式，室外换热井 90 口，

每口井深 100 米。 

 

七十四、 天津大学体育馆（天津 2009 年） 

天津大学体育馆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工程,总建

筑面积为 13835 平方米。工程建设地点为天津市南

开区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院内。天津大学为国内

从事地源热泵系统研究较早的单位之一，发表了诸

多地源热泵空调系统的权威论文，为《天津市地埋

管地源热泵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B29-178-2007）的主编单位，本工程设计总冷

负荷为 3150kw，设计热负荷为 3150kw，室外竖直地埋管换热器均采用井深 120

米,钻孔孔径 150-200mm，双 U 型管的布置方案。选择水为传热介质,共设置 530

个地下竖直地埋管换热器。 

 

七十五、 天津市塘沽区中医医院（天津 2009 年 11 月） 

天津市塘沽区中医医院总建筑面积为 15000 平米，坐落于天津市塘沽区新河

街杭州道 78 号，采用地源热泵系统提供冬夏季中央空调及全年卫生热水。本项

目设计冷负荷 2137kw；设计热负荷 1418kw；生活热水用量为 50m3/d；机组选型

为：中央空调空调系统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440CF、MWH280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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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台；卫生热水系统选用 MWH160ACS

一台。地埋管系统，换热井总数为 396

口，每口深度 120 米，采用双 U形式。 

 

七十六、 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区办公楼（天津 2009 年） 

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区办公楼总建

筑面积 26000 平米，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共 24 层，设计冷负荷为 1902kw，热负荷

1350kw。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280CB 两台。地埋管工况，共打换热井 270

口，井深 100 米，我公司负责整个项目暖通部分的设计及施工。  

 

七十七、 泰达北斗星城会所（天津 2009 年） 

泰达北斗星城会所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建筑

面积 1100 平米，是包含办公，娱乐，餐饮等综合

型建筑。夏季空调总冷负荷 287kw，过渡季空调

热负荷 28kw，冬季空调总热负荷 142kw，生活热

水及泳池需要热量为 160kw。本工程采用 Mammoth

水-水模块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035CB 三台，同时提供空调、泳池及生活热水的需

求。地埋管形式为双 U，地埋管口数共计 50 口，每口井 100 米深。 

 

七十八、 天津海鸥手表厂工业园一期（天津 2009 年） 

天津海鸥工业园地源热泵工程为天津

市重点项目,工程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

区。总建筑面积为 17,500 平方米，建筑高

度 41.85 米。空调系统冷热源由室外地源

热泵机房提供，夏季提供 7-12℃冷水和冬季提供 40-45℃热水。冬季地源热泵系

统取热完全来源于地埋管；夏季制冷，运行其中一台热泵机组冷却水由地埋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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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提供，另一台机组冷却由闭式冷却塔提供冷却用水。地源热泵机房提供冷热负

荷分别为 1420kw 和 1031.7kw。 

七十九、 中石油解放路加油站（天津 2009 年） 

中石油解放路加油站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工程采

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SR-J120 机组一台，为

办公及收费区提供冷热源，共打井 4口，双 U型埋管

120 米深度。 

八十、 天津南河镇经济服务中心（天津） 

南河镇经济服务中心是天津市政府重

点工程，总建筑面积 13,000m2。设计为地源

热泵系统，空调总冷负荷 2,100kW，采用

Mammoth 小型分离式/整体式地源热泵机组

L013H-SP、L019H-SP、L024H-SP、L030H-SP、

J043H-SP、J062H-SP、J072H-SP、J062H、J072H。本系统为闭式循环系统，利用

地下土壤常年温度恒定的特性，使系统水在地埋管中循环来提取或释放热量，达

到采暖或制冷的目的，共设置 300 个 100m 深竖井，埋管采用双 U形式。 

八十一、 京津高速公路二线服务区（天津） 

位于天津市的京津高速公路二线服务区，共分两栋办公楼，建筑面积分别为

2,000 m2，3,000m2，设计为地源热泵系统，空调总冷负荷 200kW，总热负荷 300kW，

采用 Mammoth 水-水式水源热泵 MWH060，MWH080 各一台。本系统为闭式循环系统，

利用地下土壤常年温度恒定的特性，使系统水在地埋管中循环来提取或释放热

量，达到采暖或制冷的目的。 

八十二、 天津音乐学院（天津） 

天津音乐学院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是天津市

一所艺术类专业院校，总建筑面积为18000 m2，

本系统为闭式循环系统，利用地下土壤常年温度

恒定的特性，使系统水在地埋管中循环来提取或

释放热量，达到采暖或制冷的目的，采用美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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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两台，机组型号MWH260CA,总制冷量1808kW ，总制热量

1550kW，共设192口110m 深竖井。 

八十三、 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 2007 年 11 月） 

天津外国语学院是全国八所独立设置的高等外

语院校之一。本次工程天津外国语学院滨海校区，

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涉及教学楼/图书馆/报告厅，

总建筑面积57,000m
2，空调系统的设计以节能环保

为前提，采用集中式地源热泵系统，即螺杆主机+

末端的形式，经研究论证，最终选择具有专业水准的美意地源热泵空调。 

根据设计负荷，配置3 台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MWH320），总冷负

荷3430kW，总热负荷2310KW，室外埋管采用双U，每个孔深100m，共408 个孔，4

个环路，充分利用建筑底部空间埋管，其余在周遍空地，横埋管在地表一下1.5m，

竖埋管为d32 的伟星管业HDPE 管。该项目为目前天津地区最大地源热泵项目。 

八十四、 临港生态大棚绿化配套工程（天津 2008 年 3 月） 

本工程坐落于天津临港工业区，包含临港生态大棚餐厅及植物园区,总建筑

面积 6,503m2，包含主体建造约 3,000 平米和一个全玻璃结构的生态大棚，建筑

面积约为 3,503 平米，空调系统设计为节能环保的地源热泵系统，采用美意水水

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160CB 及 NWH260CB 机组各一台，打井口数为 187 口，换

热井采用双 U型管路连接，井深 120m。室内末端采用纤维织物布制渗透风道。 

八十五、 南开大学生物实验室（天津 2007 年 11 月） 

天津南开大学生物实验站地源热泵中央

空调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10600m
2，主要用

于该校生化试验，为南开大学重点建设实验

室，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空调总冷负荷

1460kW，总热负荷 1222KW，系统设计为地源热泵系统，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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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螺杆机组 MWH210CA 机组两台，在建筑前方空地，设 169 口 120m 竖井，双 U 埋

管形式。机房部分为我公司配合天津市建筑设计院机电一所设计完成。 

八十六、 天津航空机电 105 厂（天津 2007 年 10 月） 

本工程位于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九道、西十

道、航空路、航天路之间，园区总占地面积约为 1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10 万平方米，其中： 

    501 号军用机加工综合厂房，结构形式为现浇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区域划分为东区、生产区、西

区，其中东区为三层，局部四层；生产区为一层；西区为二层，建筑面积为

15036.3m
2。 

     503 号科研楼、配实验厂房结构形式为四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面

积为 20,021m2。 

505 号食堂及会议室，结构形式为三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5,860 m2米。 

本次地源热泵机组作为以上三个建筑物的中央空调系统的冷热源。空调系统

总耗冷量为 3,000kW，总耗热量为 2,000kW，地源热泵机组及设备位于 515 号变

电所及地源热泵站的机房内。机组选用三台 MammothMWH260CA 机组,地埋管工况，

共打井 373 口，每口井深度为 120m。 

 

八十七、 天津市海河医院改扩建工程（天津 2008 年 3 月） 

天津市海河医院改扩建工程地

源热泵安装工程, 财政部、建设部

第三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工程，改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

30217 平方米,是天津首个享受财

政补贴的地源热泵项目。天津市海

河医院是一所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且为天津市预防 SARS 等传染病重点医

院，受到天津市建委、卫生局以及很多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司在激烈的竞争

中，通过过硬的技术，以及在本工程中采用多项先进技术，最终中标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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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设计总制冷量为 3823.1kw（其中原有冷水机组提供制冷量为

1070kw），设计总热负荷为 2883kw，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320CB

两台，MWH280CB 全热回收机组一台，全热回收机组提供生活热水使用。总打井

口数为 553 口换热井，埋管深度为 120m，双 U型埋管，管路间采用同程连接。 

八十八、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天津 2007 年 8 月）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是一所以城市领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普通高等学校，始

建于 1978 年。 

学院虚拟现实实验中心，建筑面积

约为 6,000m
2，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

模块机组MWH070机组两台，地埋管工况，

单口井深 100 米，打井口数为 64 口，双

U型地埋管。 

该项目工程整体目标为争创天津市

“海河杯”工程，且该工程为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暖通专业学生专业课试验基地及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试验中心。 

八十九、 天津北信中乒奥迪 4S 店（天津） 

天津奥迪4S店总建筑面积为5000平

米，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160CA，总制冷量为 650kw，地埋管工

况，单口井深 100 米，打井口数为 88 口，

双 U 型地埋管。整体办公区为全玻璃幕

墙结构，使用效果良好，随后中乒集团又将旗下奔驰 4S 店交于我公司施工。 

九十、 天津北信中乒奔驰 4S 店（天津 2007 年 5 月） 

天津奔驰 4S 店总建筑面积为 5000 平米，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160CA，总制冷量为 650kw，地埋管工况，单口井深 105 米，打井口数为 75

口，双 U型地埋管。办公区域为大空间玻璃幕墙结构，使用效果良好。 

 

九十一、 天津百顺大卖场（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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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顺大卖场隶属于百顺连锁商贸有限

公司,坐落在人勤物阜的千年古镇---西青区杨

柳青镇。大卖场总建筑面积为 10000 平米，采用

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260CA，总制冷量

为 900kw，地埋管工况，单口井深 100 米，打井

口数为 90 口，双 U型地埋管。运行 4年，至今运行效果良好。 

九十二、 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天津 2009 年） 

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选址天津滨海新

区，毗邻天津港，自有 5000 吨级海河码头泊位，

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仅 15 公里，李港铁路纵穿

而过，并与国内重要几条铁路线连接贯穿。天津

国际金属物流园区定位于对钢铁等金属行业的

大整合，集钢铁科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

贸易、网上交易于一体，形成全国最大的钢铁交易园区和专业钢铁物流集散地。 

天津国际金属物流园区研发楼地源热泵工程，位于天津市津南区沿蓟港铁路

东侧。单体科研楼建筑面积为 5412m2，总共 6 座。总建筑面积 31874 平米。设

计总冷负荷为 1932kw，设计热负荷为 1814kw，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

组 MWH280CB 机组两台，单台制冷量为 966kw，单台制热量为 907kw，换热井 269

口，井深 100 米，双 U型换热器。 

九十三、 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审判楼（天津 2009 年） 

天津市静海县人民法院审判楼地源

热泵中央空调工程为国家财政拨款政府采

购项目，坐落于天津市静海县十里长街雨

曙光道交口，共五层，建设规模 12903 平

方米，设计冷负荷为 1143kw，设计热负荷

为 1189kw，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320CB 机组一台，地埋管工况，

单口井深 100 米，打井口数为 156 口，双 U型地埋管，管间距为 5米。 

九十四、 天津泰悦豪庭休闲会馆（天津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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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悦豪庭休闲会馆项目与天津国际大

厦均为香港泰昇集团投资建设。建筑面积大约

6000 平米，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105CA 两台，提供空调制冷制热要求，MWH080AB

机组一台，为会所以及游泳池提供生活热水。总

制冷量为 732kw，完全桩埋地埋管工况，且管路

串联，充分利用了夏季制冷的废热为生活热水提供热源，单口井深 100 米，打井

口数为 152 口，双 U型埋管。 

 

九十五、 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天津） 

大港石油集团办公楼总建筑面积为 4000 平

米，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130CA，

总制冷量为 358kw，地埋管工况，单口井深 100

米，打井口数为 54 口，双 U型地埋管。 

 

 

 

九十六、 天马国际俱乐部（天津 2008 年 8 月） 

天津天马国际俱乐部有限公司（简称

天马国际）是由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管理，以房地产开发及综合配套服务为主营

业务的房地产公司，位于北辰区双口镇京福

公路西天马国际俱乐部东地块项目（一期）

工程，总建筑面积约为 12450 平米，共 41

套二、三层别墅，最大单体建筑面积约 350 平方米，采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

组 41 台，机组型号为 MSR-J052~ MSR-J086 系列机组，不同型号机组打井口数分

别为 2～5口。天马国际俱乐部三期工程也即将采用我公司地源热泵机组。 

九十七、 天津宝佳钢管加工有限公司（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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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宝佳钢管加工有限公司项目建筑面积

15000 平米，设计为地源热泵空调系统，采用美意

水水式地源热泵螺杆机组 MWH210CB、MWH130CB 各

一台，其中 MWH130CB 机组为配置全热回收型，提

供生活热水为用户使用。 

 

九十八、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科技档案楼（天津 2011 年）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科技档案楼地源热泵工

程位于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总建筑面积4500

平方米，建筑高度为 25.7 米。热泵型溶液除湿

机负担室内新风及湿负荷，除新风负荷外夏季空

调总冷负荷 227kw，冬季空调总热负荷 104kw。

本工程采用 Mammoth 水-水模块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030CB 两台，夏季提供

17-20℃冷水和冬季提供 34-30℃热水，室内采用风机盘管结合顶棚辐射系统，

地埋管采用双 U 形式，室外换热井 32 口，测温井 3 口，可以通过地温信号远传

至机房，实时显示地温场变化，设计每口井深 120 米。夏季制冷量不足部分补充

一台蒸发式冷凝空调机组。 

 

九十九、 天津泰达城展示中心（天津） 

天津泰达城展示中心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2007 年 9 月 14 日正式投入使用，作为天津海

河开发的龙头节点以及红桥区重点建设工程的泰

达城，在这座新建的中心里得到全面展示。该项目

建筑面积约为 3,400 平方米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

统，使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机组 MWH060 以及 MWH090 机组，地埋管工况，单口

井深 100 米，打井口数为 72 口，双 U型地埋管。 

 

一百、 天津临港 35KV 变电站及办公楼工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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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临港 35KV 公用变电站及办公楼

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12984 平米，位于天津

临港工业区，是临港工业区基础配套电力

设施，其中包含 35KV 变电站及配套办公楼

两部分，变电站面积为 2116 平米，配套办

公楼建筑面积为 10868 平米，我司通过合理的设计，完善的施工组织方案，最终

中标次项目。35KV 变电站部分采用美意水水式水环热泵机组 MSR-L013、MSR-L019

共 5 台提供热量，机组制热量为 20.1kw，配套办公楼部分采用美意满液式地源

热泵螺杆机组 MWH050CF 机组两台，机组制

冷量为 1010kw，机组制热量为 844kw，两部

分打井口数为141口，100米深双 U型管路。 

 

一百〇一、 天津港物流中心汽配

中心地源热泵工程（天津 2008 年） 

天津港物流中心汽配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23691 平米，此项目为天津港重点项

目。其中主体建筑面积为 14671 平米，四座小楼建筑面积为 9020 平米，主体设

计冷负荷为 1090kw，设计热负荷为 600kw，四座小楼设计冷负荷为 560kw，设计

热负荷为 400kw，地源热泵机组采用环保冷媒，机组型号为 MWH130AB、MWH150AB、

MWH260AB,带余热回收功能，配合太阳能为主体及四座小楼提供生活热水，打井

250 口，井深 120 米，双 U型换热器。 

一百〇二、 滨海新区（津南）创意中心（天津） 

该创意中心将重点发展软件开

发、创意企业、财务、第三方物流、人

力资源等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

包产业，实现葛沽镇从“津南区的工

厂”到“中国·天津·津南办公室”

的转变。位于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镇区

西侧，北临津沽公路，东临城镇还迁起步区，占地面积约为 170 亩（11.3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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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规划容积率约为 1.2，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采用 Mammoth 水-水式

地源热泵机组 MWH0410CB 二台，MWH0210CB 一台，总制冷制热量分别为 3585KW

和 3963KW，地埋管采用双 U形式，共计 470 口，每口井深 100 米。 

一百〇三、 天津宝龙国际中心及城市广场(水环 2013 年) 

天津宝龙国际中心雄踞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

务区的于家堡金融区的门户位置，总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包括超高层甲级写字楼、大型购物中

心，高档服务公寓等多种业态，融合精品购物、

商务会议、休闲娱乐、餐饮、居住等功能于一体，，

品牌组织高端、业态组合丰富、建筑形态多样，

将打造成为滨海新区乃至全天津的精品购物集中站、国际时尚休闲风向标。项目

东侧紧临时京城际高铁于家堡站。 

该项目设计为水环热泵系统，采用 MAMMOTH 水环热泵卧式机组 1700 多台，

螺杆冷水机组 2台。采用辅助冷却塔进行夏季排热，冬季采用市政热网提供热水

供地面辐射采暖使用。 

一百〇四、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云驾岭矿矿井水项目 

 冀中能源集团是一家以煤炭为

主业，制药、现代物流、化工、电力、

装备制造等多产业综合发展的河北省

属大型国有企业。综合实力位居世界

500强第347位,中国煤炭企业50强第

5位。2019年上半年完成原煤产量3754

万吨，生产精煤 976 万吨，实现营业

总收入 1192.1 亿元，资产总额 2365.5 亿元，保持了稳中向好、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云驾岭矿矿水井水源热泵工程，采用 3台美意环

保型高温热泵机组 MCRH0360，总制热量约 4000kw，为本项目提供供暖及生活热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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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〇五、 天津园林局（天津） 

天津园林局办公楼，总建筑面积 7,300m2，

设计为地下水水源热泵系统，空调总冷负荷

660kW，采用 Mammoth 水-水式水源热泵机组

J210WHC、J270WHC、J310WHC。本系统为开式循

环系统，直接利用地下水常年水温 15℃-18℃的

恒温特性，采用“抽水-回灌”的循环过程来提

取或释放热量，达到采暖或制冷的目的。 

一百〇六、 天津动物园（天津） 

天津动物园是国家建设部命名的全国“十佳”

动物园，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天津市科普教育基

地。目前是中国大陆七大动物园之一，也是亚洲惟

一的卡通式动物园。该园集野生动物异地保护、科

普教育、科学研究、休闲娱乐于一身，融动物医疗、

动物表演、游艺餐饮于一体。天津动物园位于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南端，北望“天

塔旋云”，南临奥体中心，占地 50 公顷，其中水域面积 10 公顷。故中央空调采

用水源热泵系统，使用美意水水式地源热泵模块机组 MWH080 两台，换热管与园

内湖水进行换热，提供冷热源。 

一百〇七、 贤福记项目 

天津贤福记餐厅项目位于天津市

北辰区蓝岸森林大型住宅区附近，是一

家集传统菜品与创新工艺为一体的餐

厅，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聚会休闲的好

去处。 

该项目采用美意魔方系列超低温

风冷热泵模块机组+末端的形式，夏季

采用风机盘管，冬季采用地板辐射采暖。该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投入运行，效果良

好，深受客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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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〇八、 天津市河东区医院（天津 2005 年 11 月） 

天津市河东区医院是一所区属二级综合性医院，位于河东区中心地带，该工

程是河东区重点项目，总建筑面积 1,800m2，其空调系统采用风冷模块+风盘的形

式，05 年 11 月完工，至今运行效果良好。 

 

一百〇九、 天津宝洁工业有限公司（天津 2006 年 2 月） 

美国宝洁公司是世界著名的日用消费生产厂商，财富 500 强之一，该项目

洁净生产车间采用我司组合式空调箱 3台，共计 30,000CMH，06 年 2 月完工。 

 

一百一十、 天津中北商业广场（天津 2008 年 8 月） 

天津中北商业广场项目，为西青区重点工程项

目。建筑面积大约 36000 平米，采用美意水冷螺杆

机组 MSW500C 两台，总制冷量为 3520kw。 

 

一百一十一、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天津）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原名天津市河东医院，是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以研究、治

疗肝胆疾病为特色，各学科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三级甲

等医院，是南开大学临床学院、天津医科大学教学医

院及北方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研究基地。 

该院位于河东区中心地带，占地 2.6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7万平方米，

本次项目总建筑面积 1,800m2，其空调系统采用风冷模块+风盘的形式，05 年 11

月完工，至今运行效果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