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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四联智能）成立于1992年，注册资本6600万

元，总部位于西安市高新区，2014年5月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经过近30年的发展，四联智

能已发展成为集清洁能源、机电工程总包、智慧运维三类业务为一体的全寿命周期系统集

成商，成为国内清洁智慧能源专家，也是国内建筑智能与建筑节能行业的优秀集成商。

在清洁能源业务方面，面对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四联智能从2008年开始

大力推广以地表水源（城市污水、江河湖海水）热泵、地下水源热泵、土壤源热泵、中深

层地热能为核心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积极响应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保卫蓝天，治污减

霾”的号召，通过多个项目的成功实施，成为清洁智慧能源整体方案的提供者。其中，西

安大兴新区三民村污水源热泵供热（冷）项目是目前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污水源集中供热

项目，杨凌五胡路地下水源热泵供热（冷）项目被住建部列入“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项目”，浐灞管委会商务中心、永兴坊商业广场等地源热泵项目获得“优秀节能减排技术

工程奖”。在清洁能源领域，四联智能设立了“西安市水、地源热泵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获得了2009年、2013年“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计划项目”、2013年“陕

西省重大科技创新专项项目”、2015年“西安市高新区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项目”等政府

专项资金支持，并连续多年荣获“中国地源热泵行业系统集成十强企业”。

在机电工程总包业务方面，四联智能拥有建设部颁发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

质、建筑智能化设计甲级资质、消防设计甲级资质等多项实力资质，提供技术咨询、方案

设计、工程管理、安装调试、服务培训等一条龙服务，并取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获得了2014年和2015年“全国智能建筑十大品牌”、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智能建筑

行业完成工程额前50名企业/60强企业”等。同时，四联智能主编了多项国家与地方标

准：《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50606－2010）、《智能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

（DBJ/T61-42-2005）等。依靠出色的项目管理能力和精湛的技术实力，四联智能用智慧

与汗水筑就了事业的丰碑，在政府行政中心、体育场馆、机场、火车站、地铁、公路隧

道、工业园区、厂房、电厂、医院、酒店、写字楼、智能住宅小区等重点工程项目中树立

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工程足迹从国内拓展到海外，参与了巴基斯坦、伊拉克、越南、也

门、土耳其等国的项目建设。众多项目分别荣获“优质工程”、“经典工程”、“鲁班

奖”等殊荣。

在智慧运维业务方面，四联智能在清洁能源业务和机电工程总包业务的基础上，引入

了“智慧+”理念，延伸了产业链，开发了智慧供热（冷）系统运维、智慧园区运维、智

慧管廊运维、建筑机电设备运维等一系列业务，为智慧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科技提升价值，节能创造未来。四联智能始终秉承“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理念，

将一如既往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为人类创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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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智能办公环境

SILIA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ILIAN Intelligent") was founded in 1992 with the registered capital 66 

million yuan. The headquarter is located in the high-tech zone of Xi 'an, and in May, 2014 it was listed on NEEQ (National Equities 

Exchange and Quotations). After nearly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SILIAN Intelligent has already developed into a full-life cycle system 

integrator with the three types of green energy,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general contracting and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ecoming the domestic green intelligent energy experts, and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integrator in the domestic architecture 

intelligence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industry.

As for green energy business, facing the worldwide energy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2008 SILIAN Intelligent has been 

vigorously promoting new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by focusing on surface water source (municipal sewage, river lake sea water) heat 

pump, ground water source heat pump and soil source heat pump, middle and deep geothermal heat energy. For responding positively to 

the call of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to “protect the blue skies and reduce the haze”, and through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projects, it becomes the provider, advocate and pioneer of the overall scheme of Green Intelligent Energy.

Among them, the centralized heating project of Sanmin Village in Xi 'an Daxing New Area is the largest sewage source centralized 

heating project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centralized heating (cold) project of the underground water source in Yangling Wuhu Road is 

put into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renewable energy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Yongxing fang commercial plaza and other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projects get the “Outstand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project award”.

In the green energy field, SILIAN Intelligent set up a “Xi 'an urban geothermal source heat pump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and obtained the special fund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e special program project of “Xi' an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2009 and 2013, “the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ject of Shaanxi Province” in 2013, “the leader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mall giant in Xi' an High-tech Zone” in 2015 etc., and has won “top ten strong enterprises in China's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industry” for consecutive years.

As for general contracting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project, SILIAN Intelligent has various qualifications such as the first-level qualification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the Grade A qualific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design 

of the building, the Grade A qualification of the fire protection design and the like, and provides technical advice, scheme desig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service training, etc., and achieved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certification,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Ten brands of intelligent buildings in the country” in 2014 and 2015, “top 50 enterprises/ 60 strong enterprises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n the national intelligent building industry” for consecutive years and so on. Meanwhile, many national and local 

standards have been prepared by the leading of SILIAN Intelligent: "Code for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GB50606-

2010),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tandard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DBJ/ T61-42-2005) and so on.

Relying on excellent project management ability and exquisite technical strength, SILIAN Intelligent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business with its wisdom and efforts, and it has set up a good corporate image in key projec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center, Stadium library, airport, railway station, subway, highway tunnel, industrial park, workshop, power plant, hospital, hotel, office 

building, the intelligent residential area etc. The projects of SILIAN Intelligent have been developed overseas from China,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jects in Pakistan, Iraq, Vietnam, Yemen and Turkey. It has won the honor of “high-quality project”, 

“Classical Works” and “Luban Prize” respectively for many projects.  

As for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usiness,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l contracting business of green energy business and 

electromechanical engineering, SILIAN Intelligent introduced the “Intelligent +” idea, extended the business value chain, and developed a 

series of services, such as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telligent heating (cold) system,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telligent park,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intelligent pipe gallery and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building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etc.,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ity.

Technology raises value, energy-saving creates the future. SILIAN Intelligent will continuousl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nd we will provide more efficient services to our customers,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humanity.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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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甲级

●  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

●  安防工程企业设计、实施、维护能力证书

●  陕西省安全技术防范从业单位工程资质壹级

●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西安市水、地源热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陕西省著名商标

●  西安市著名商标

●  2014、2015年度全国智能建筑行业十大品牌企业

●  2004-2016年度全国智能建筑行业50强/60强企业

●  2009-2012年度中国地源热泵行业系统集成十强企业

●  2016、2017年度全国智能建筑行业合同额统计前80名/100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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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Design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Class A)

High-tech Enterprises Certificate Classified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Certifcate

General Contracting Projects 
of the Installation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Grade I)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c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cate

Occupation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Certificate

The License for Tech Preven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 
Grade I

Safety in Production License Famous Trademark Certificate in 
Shaanxi Province

Certificate of AAA Enterprise 
Credit Grade

The Luban Prize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

Top 10 Brand Enterprise of 
Intelligent Building(IB) Industry

Top 100 Enterprise by Contract 
Amount i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Industry 

GSHP Industry Top 10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Enterprise(2012)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EMC（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合同能源管理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公私合营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组

织之间，为了合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或是为了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特许权

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以确保合作的顺利完成，最终使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适于PPP模式的工程包括：交通（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卫生（医院）、公共

安全（监狱）、国防、教育（学校）、公共不动产管理等

PPP可以分为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三大类；广义的PPP可以理解为一系列项目融

资模式的总称，包含BOT、TOT、DBFO等多种模式。

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节

能机制。其实质就是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业务方式。这种节

能投资方式允许客户用未来的节能收益为工厂和设备升级，以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或者

节能服务公司以承诺节能项目的节能效益、或承包整体能源费用的方式为客户提供节能服

务。

EMC为客户提供包括：能源审计、项目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设

备安装调试、人员培训、节能量确认和保证等一整套的节能服务。

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

营企业（包括外国企业）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

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

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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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源热泵技术
污水、江河湖海等

土壤源热泵技术

地下水源热泵技术

中深层地热能技术

清洁能源 智慧运维

智慧供热（冷）

系统运维

智慧园区运维

智慧管廊运维

建筑机电设备运维

机电总包

地下

综合管廊

智能化系统

消防系统

中央空调

系统

变配电

系统

给排水

系统

建筑节能

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安全防范系统

机房工程及

防雷与接地系统

音、视频系统

智能化集成系统

空调节能系统

照明节能系统

电气节能系统

冰蓄冷空调系统

VAV空调系统

冷凝真空热水机组供

热系统

......



由四联智能作为主要参编单位编写的《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 50606-2010）经国

家住建部批准，于2011年2月1日发布实施。本规范共分17章和2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总则、

术语、基本规定、综合管线、综合布线、信息网络、卫星接收及有线电视、会议视频、广播系

统、信息设备系统、信息化应用、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智

能化集成系统、防雷与接地和机房工程等。该规范的发布实施填补了国内在此方面的空白，与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规范》和《智能建筑工程验收规范》有机衔接，使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智

能建筑工程标准体系，促进了设计、施工、验收整个流程的良性循环，为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提供了有效证据。

由四联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主要起草、编制的《智能建筑工程施工工艺标准》（DBJ/T 61-

42-2005）经有关部门和专家审定通过，于2006年3月1日由陕西省建设厅批准实施，成为陕西

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该标准是我公司诸多项目成功经验的总结，内容全面、技术创新，填补

了我省在智能建筑施工工艺标准方面的空白，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

建筑设备系统、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统、

电源防雷与接地系统、环境、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等工程中施工工艺。

由四联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起草的陕西省地方标准《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技

术 规 范 》 （ DB 61/T934—2014） 、 《 住 宅 小 区 安 全 防 范 系 统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 （DB 61/ 

T935—2014）、《道路车辆卡口系统工程技术规范》（DB 61/ T936—2014）经有关部门和专

家审定通过，由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于2014年11月1日正式实施。三项地方标准的发

布，标志着陕西省公共安全设施建设领域开始迈入标准化正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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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main participant, Silian had written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job 

specifications (GB 50606-2010)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state ministry, promulgated on February 1, 

2011.

Main drafted by our engineering technicians,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as Shaanxi provinc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standard (DBJ/T61-

42-2005), was approved by the Shaanxi Provincial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n March 1, 2006.

Our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participate and draft Shaanxi province The Bank Business Sites Security 

Systems Engineer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DB 61/T934—2014), The Engineer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Safe Guard System in Residential Area (DB 61/ T935—2014), The Road Vehicle 

Monitoring System Engineering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DB 61/ T936—2014) issued by the Quality and 

Technical Supervision BureauofShaanxi Province, on November 1, and formally implemented on 

November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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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the numerous specialized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who undertake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 service of the whole process to preliminary consultation on engineering projects, 

technical plan's programming and offer of bid project, deepening designs of working drawings, guides of 

construction technique, system debugging and delivery acceptance.

They control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in this industry, knowing the standard and specification 

very well. They are not only engaged in the professional design of architecture electric,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building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building intellectualization, but also 

able to digest all specialties to provide optimized intelligent building integrated solution.

They are maintaining a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major manufacturers and suppliers, 

mastering the supply channels and price information of latest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reducing project 

costs effectively while promot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12 13

四联智能拥有一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肩负着从工程项目的前期咨询、招标技

术方案的编制、报价、施工图的深化设计、施工技术指导到系统调试、交付验收提供全过

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四联智能掌握着行业最新的技术与产品，熟知标准与规范；他们不仅从事建筑电气、

供热通风与空调、建筑给排水、建筑智能化专业设计，还能将各专业融会贯通，提供优化

的智能建筑整体解决方案。
四联智能与重要制造商、产品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掌握着行业新技术、新产

品的供应渠道和价格信息，在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项目成本。



We established Career paths for Engineering. The project managers not only know the 

design, purchas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well, but also understand and master 

prevailing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applications of FIDIC 

contract terms and modern management skills to become Interdisciplinary PM(project 

management) talents with technical skills, commercial awareness and rich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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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智能建立了工程管理与技术人才的成长道路，项目经理不仅要熟

悉设计、采购、施工管理，还要了解和掌握国际工程承包中的有关通行

法规、FIDIC合同条款应用和现代项目管理技能，成为懂技术、通商务、

经验丰富的复合型项目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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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国际体育中心   

北京2008奥运会丰台垒球场  

陕西省西安城运村体育馆   

陕西省青少年羽毛球馆   

陕西省西安兵器博物馆     

甘肃省金昌市科技馆

甘肃省金昌市图书馆

甘肃省金昌市会展中心   

甘肃省金昌市传媒中心    

甘肃省金昌市大剧院      

甘肃省金昌市博物馆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民族体育馆     

场馆建设
VENUE CONSTRUCTION

VENU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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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及隧道
HIGHWAY AND TUNNEL

HIGHWAY AND 
TUNNEL西汉高速（陕西省鄠邑区、经洋县至勉县）    

榆绥高速（陕西省榆林至绥德）   

灵山高速（山西省灵丘至山阴）   

平阳高速（山西省平定至阳曲）   

太古高速（山西省太原至古交）  

太佳高速（山西省太原至佳县）  

阳翼高速（山西省阳城至翼城）  

湖北省武汉中央商务区202号路  

十天高速（湖北省十堰至甘肃省天水）

湖北省武汉市王家墩中央商务区综合管廊

安徽省黄山市迎宾大道  

江西省景德镇市综合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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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火车站/地铁
AIRPORT / TRAIN STATION / METRO

AIRPORT / TRAIN STATION / METRO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国际机场T2航站楼    

陕西省西安市火车站改建工程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三号线一期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四号线    

陕西省西安市火车北站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河东机场扩建工程    

四川省成都市地铁2号线  

江西省景德镇市高铁商务区站前广场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南站  

山东省青岛市红岛-胶南城轨  

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国际机场T2航站楼

陕西省西安市火车站改建工程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三号线一期

陕西省西安市地铁四号线

陕西省西安市火车北站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河东机场扩建工程

四川省成都市地铁二号线

江西景德镇市高铁商务区站前广场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南站

山东省青岛市红岛-胶南城轨

机场/火车站/地铁
AIRPORT / TRAIN STATION /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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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ADMINISTRATION 
CENTER

陕西省委办公楼   

陕西省政府办公大楼改造工程   

陕西省政府9#、10#办公楼   

陕西省西安市行政中心  

陕西省宝鸡市行政中心    

陕西省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综合楼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大楼（都市之门）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行政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大兴新区文体中心

甘肃省金昌行政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行政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高新区办公大楼   

河南省发改委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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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
INDUSTRIAL ESTATE

INDUSTRIAL 
          ESTATE

陕汽微型卡车建设项目厂区  

陕西省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生产厂区     

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三星12英寸闪存芯片项目废水处理站   

陕西省西安市交大博源科技广场    

陕西省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橡胶有限公司子午轮胎厂办公楼          

乐百氏（陕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脉动一、二期工程    

陕西省延安市瓦窑堡采油厂办公楼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西安分院新区

陕西省西安市庆安集团320厂房

北京中科创新园（二期）

深圳深业U中心   

深圳天安运营南油管理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银基健康产业园（南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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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电力设计院研发基地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业务技术综合楼

陕西省西安市林凯国际大厦

陕西省西安供电局综合楼

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基地综合楼、检测楼

湖北省武汉市汉江大厦

陕西出版传媒产业基地

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陕西电力公司办公大楼

陕西省西安市海星城市广场

陕西省西安市东航西北分公司A区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康复实训大楼

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新办公楼

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

云南亚广影视传媒中心事业核心区

国家电网杭州电力大厦

江西九江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建综合办公营业大楼

新疆乌鲁木齐市御园公馆智能化建设

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维吾尔、哈萨克语言文字信息办公楼

办公楼/写字楼
OFFICE BUILDING

OFFIC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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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医药
HOSPITAL/PHARMACY

HOSPITAL/PHARMACY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杨凌中医医院门诊住院楼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医院住院楼     

陕西省杨凌西北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中心医院新建（二院迁建）    

陕西省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程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山西省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山西省古交市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古交矿区矿山急救中心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江西省丰城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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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西安分行办公楼

西安市雁塔区西安银行  

中银大厦（西安）

中国人寿大厦（北京）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办公楼    

中国银行宁夏分行办公大楼  

宁夏银行办公大楼      

南昌银行金融服务中心    

南昌印钞有限公司武警营房

农商行泰州分行

泰州银监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区  

农行新疆兵团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新疆分公司  

银行/保险 酒店/商厦
 BANK / INSURANCE

 BANK / INSURANCE

COMMERCIAL BUILDING

COMMERCIAL 
BUILDING

陕西省榆林永昌国际大酒店    

陕西省西安和平门酒店   

陕西省西安浐灞园博园精品酒店    

陕西省西安霸柳酒店办公区         

陕西省西安展源商务大厦     

陕西省西安临潼悦椿温泉酒店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金鹰国际

陕西省西安万丽酒店

陕西省西安曲江江瑞置业芙蓉酒店   

宁夏农垦清馨饭店（沙湖假日酒店）

江苏省苏州豪生酒店    

北京万柳购物中心    

新疆伊犁宾馆接待楼  

新疆乌鲁木齐市喜来登酒店  

新疆乌鲁木齐市尊茂银都酒店  

新疆乌鲁木齐市银星大酒店  

云南省大理市实力.希尔顿大酒店

民生银行西安分行办公大楼  

西安印钞有限公司老工房胶凹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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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别墅 城市综合体
COMMUNITY/VILLA

COMMUNITY/VILLA

URBAN COMPLEX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中海国际社区     

陕西省宝鸡市保障房(虢镇茗苑）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龙城铭园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城市广场项目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白鹿溪谷    

陕西省西安市文景小区   

陕西省西安市万科金色悦城       

陕西省西安市启航佳境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长安移民小区

陕西省上和郡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云铜地产.时代风华  南湖花园项目

江西省宜春市宜阳小区

URBAN COMPLEX陕西省西安小寨赛格国际购物中心        

陕西省投资大厦（秦达创业中心）    

陕西省西安上和国际商业广场     

陕西省榆林市府谷煤业大厦

陕西省西安市中国铁建

陕西省西安市中国铁建.国际城一期

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商会大厦

陕西省西安市兰乔国际城

陕西省西安市经发新北居

四川省成都蜀都中心

宁夏银川国际小商品西北交易中心    

宁夏银川悦海宾馆中阿论谈附楼AB楼          

河北省邯郸市龙祥国际      

江西省南昌市嘉德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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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校 电厂
CULTURAL CENTER/UNIVERSITY

CULURAL CENTER/
UNIVERSITY

POWER PLANT

POWER PLANT陕西榆林神木县电石集团2*150mw发电工程  

陕西渭河发电厂

陕西蒲城发电厂

陕西户县第二发电厂  

陕西府谷清水川电厂  

甘肃连城电厂  

甘肃张掖电厂  

甘肃平凉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靖远电厂

甘肃西固电厂  

甘肃兰州酒钢热电厂    

贵州鸭溪电厂   

贵州盘南电厂    

贵州黔北电厂   

内蒙古乌兰浩特发电厂  

广东平海发电厂   

福州江阴电厂  

广西北海电厂

江西九江电厂   

青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扬子石化自备电厂

辽宁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公司古交电厂    

山西王曲火力发电厂    

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益阳电厂   

河南三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洛阳热电厂   

河南平顶山发电厂  

福建宁德发电厂    

云南红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胜利发电厂    

山东菏泽电厂    

宁夏大坝电厂

宁夏石嘴山发电厂    

宁夏中宁电厂       

空军工程大学科研指挥控制平台（陕西西安）

西安理工大学（陕西西安）

合阳体育中心一期（陕西渭南）

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昆明）     

鄂尔多斯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鄂尔多斯）  

兰州体育学院（一期）（甘肃兰州）  

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有限公司    

新疆华电昌吉热电厂辅助调峰服务项目    

新疆天富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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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环境控制
PRECISION ENVIRONMENTAL CONTROL

PRECISION 
      ENVIRONMENTAL 
              CONTROL 

西安西电电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陕西西安）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嘉定）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湖南长沙）

清华大学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吉林长春）

沈阳开发区质量技术检验检测基地（辽宁沈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川绵阳）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600mm干涉仪配套实验室环境改造项目（四川成都）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空气调节技术已成为科学实验和生产活动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广泛应用

于各行各业的产品生产或其他要求防止粒子污染、微生物污染的环境控制。由于各种产品的生产工

艺不同、使用要求不同，因此要求控制环境的内容、指标均不相同。所谓的精密环境控制即关键环

境代表的就是一种高可靠、高精度、高集成的受控环境。精密环境控制广泛地服务与众多的高精尖

技术领域，如：兵器、航空、航天、电子科技、船舶、核工业、计量、质量监督与检验、生物安

全等。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
GROUND SURCE HEAT PUMP SYSTEM

可再生能源指从自然界获取的、可以再生的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

等。将地热能提取出来需要特殊的技术，地源热泵技术便是其中之一。

地源热泵技术是利用地球表面浅层物质如土壤、地下水、河流和湖泊中吸收的太阳能和地热能而形成的低温低位热

能资源，并采用热泵原理，通过少量的高位电能输入，实现低位热能向高位热能转移的一种技术。

地源热泵系统是以水作为能量载体，由管路水系统连接起建筑物中的所有地源热泵机组而构成的封闭环路的中央空

调系统。它可以冬季提供采暖、夏季提供制冷，同时还可以提供生活热水。冬天供暖时，地源热泵系统通过热泵主机从

低位热源中吸收热量，然后由环路中的循环水把热量带到室内。夏天制冷时，  此运行程序则相反，地源热泵系统将从室

内抽出的多余热量，再由水管环路把热量排入低位冷源中。地源热泵技术一机多用、舒适、高效节能、环保、无污染、

机组寿命长。地源热泵系统可用于所有有供热和制冷需求的民用和工业建筑物，尤其是住宅小区，应用前景广阔。

GROUND SURCE 
     HEAT PUMP SYSTEM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综合楼    

西安市浐灞生态区行政中心

西安永兴坊商业广场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橡胶有限公司宿舍楼

大兴新区文体中心  

杨凌城镇五胡路区域供热（冷）项目  

西安大兴新区三民村地区污水源热泵集中供热项目

西安精雕精密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高端数控机与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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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冰空调及VAV控制技术
ICE STORAGE AIR-CONDITIONING AND VAV CONTROL TECH

ICE STORAGE 
AIR-CONDITIONING 
AND VAV 
CONTROL TECH

BOT项目
BOT PROJECT

杨凌五胡路地下水源热泵供热（冷）项目    地下水源热泵系统

陕西省政府办公大楼    

陕西省西安市小寨赛格国际购物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四联智能大厦

陕西省西安市全球交换技术中心及软件工厂（华为）            

四川省成都市蜀都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地铁2号线  

深圳市华为荔枝园

北京市英特宜家购物中心大兴项目

安徽省合肥市淮河科研中心

海南省三亚市红树林度假世界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一期  

冰蓄冷是利用夜间低谷电价制冰并蓄存起来，在白天用电高峰时候用蓄存的冰作为冷源

供给空调系统，以减轻白天电网的高峰负荷，达到为电网削峰平谷的目的。

变风量空调系统（VAV）是一种通过改变送风量来调节室内温湿度的空调系统。变风量

系统60年代起源于美国，由于它有巨大优势，而在世界迅速发展。目前已占世界空调系统

30％份额，并且成为空调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国外高层建筑使用率已达95％以上 。

西安大兴新区三民村污水源热泵供热（冷）项目     污水源热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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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项目国外项目
OVERSEA PROJECT

OVERSEA PROJECT

 SILIAN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HARE CO.,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72号四联智能大厦
邮编：710075
电话：029-88335719   88335721
传真：029-88335718
E-mail:silian@silian.com.cn
Http://www.silian.com.cn

四联智能驻外办事机构

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场村138号11号

邮编：100071

电话：010-68606860    

传真：010-63516786

杨凌分公司

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湖路永丰嘉苑小区动力机房

邮编：712100

电话：029-87039302    

四川分公司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万科路5号万科金库三单元1617室

邮编：610036

电话：028-83555583   传真：028-83555583

新疆分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北路东二巷188号华凌国际

           公寓9号楼3单元1002室

邮编：830000

电话： 0991-4180936    传真：0991-4180938

江西分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绿地新都会39号806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8177553 

传真：0791-88177553

兰州分公司

地址：兰州市酒泉路279号（中央广场）信生大厦7层

邮编：730030

电话：0931-8445319  传真：0931-8445320

西南分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黄路10号华创国际1305室

邮编：401147

电话：023-89119156  传真：023-89119156

江苏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81号新城市虹桥中心1005B室

邮编：210000

电话：025-85501717  

传真：025-85501717

SILIAN STATIONED ABROAD

四联智能驻外办事机构

四联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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