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家精于创新的公司，保留对其产品及其相关信息的最终解释权。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Green Building



同方泰德创建于2006年，
传承了清华同方在建筑智
能 化 领 域 2 0 年 的 经 验 积
累，通过其遍布全球的业
务分支机构，服务网络及
合作伙伴服务于多个细分
市场。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Gree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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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独创的建筑管理技术，为商业、校园、医院、连锁企
业等不同类型的建筑制定完整的解决方案。优化建筑能耗提升
舒适度，节省超过30%的能耗和运营成本。致力于打造成更高
标准的、可持续发展的舒适、安全、高效的绿色建筑。

同方泰德Techcon系列控制管理系统本着绿色、开放、可持续
的创新思想，为实现绿色楼宇提供有力的保障。

开放：通用模块化的硬件平台，丰富
的型号选择，基于NiagaraAX的开放架
构，可兼容众多楼宇控制领域的协议。
在扩改建时可与原有系统无缝对接。

绿色：通过能源管理工具和独特的节能
控制算法，在保证使用者舒适度的同时
最大限度的降低能耗和运营成本。

可持续：通过基于Web的多功能平台
管理系统，有效延长建筑使用的生命
周期，结合开放的解决方案及可互换
的部件，使您的系统不光是现在，在
未来同样能够持续可靠地为您服务。

创新绿色建筑解决方案



无缝兼容各种通讯协议和多个子系
统，最大限度的满足您的需求。在实
现控制、监视等操作的同时，更节省
成本，更便于安装。

多协议、多功能控制器平台，共享相
同的应用程序和增强工具包，增强并
提高系统设计、安装、服务和维护的
工作效率与选择范围。帮助用户在其
建筑管理系统上提高效率，增进实施
和运维成效。

基于模块化功能架构，系统还可以对
门禁、报警、UPS电源及电梯等控制
系统进行有效监控管理，整体节省系
统开发和维护成本。

基于Web的能源管理面板，
为各类设备运行的关键属性
信息提供实时和历史趋势的
快速识别。使用户能够及时
发现、评估运行中遇到的问
题，并采取有效行动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

通过基于Web的管理控制平台全天
候24小时的对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楼
宇进行能耗的实时管理监控以及报
警，可在线及时获得专家级建议，针
对不同类型的建筑提供特制的能源计
划，按需用能。改进资产生命周期管
理，节省大量的维保费用。

可以帮您为开放空间或难以
布线的位置提供更有效的解
决方案。

中央空调控制系统 能源管理

多站点和园区方案

凭借我们对创新、品质、客户满意度及可持续发展的强烈追求，
提供独创的建筑管理技术和服务，在优化建筑能耗和舒适度的同
时还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集成了HVAC、照明、门禁、CCTV及
能源管理方案，为商业、校园和政府等各建筑类型提供一整套完
整的创新绿色建筑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Building Management System
智能建筑管理系统

基于Web的建筑集成管理系统

无源无线的传感器技术

其它楼宇系统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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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utomation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Solution Based On Web

基于Web的建筑集成管理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的基于Web框架的解决方案，
通过Internet网络可实时访问的分布式
系统平台，能够自动监控所有的被控设
备。平台提供创新的应用开发和不同系
统的统一监控管理。

通过开放性的协议，不论是既有系统还
是后续待开发系统，均可以无障碍的依
次接入。同时模块化的功能包能够解决
系统不断升级所带来的扩充需求，避免
了新系统开发所带来不必要的人员及其
他成本支出。

LonWoRks®

BACnet®

Modbus®

enocean®

Niagara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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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于BACnet®和LonWoRks®的多功能控制器平台，共享相同
的应用程序和增强工具包，增强并提高系统设计、安装、服务和
维护的工作效率与选择范围。帮助用户在其建筑管理系统上提高
效率，增进实施和运维成效。

HVAC Control System

同方泰德控制器更多的控
制功能和灵活性足以解决
最复杂项目的要求，提升
了自身竞争力和客户价
值。此外，更多的简化工
具减少工程实施和安装的
时间成本。

Techcon的编程控制器和简化工具，旨在为客户提供完
整、综合、多样和快速实施的解决方案，提升产品的服
务能力和工作效率，能够满足多种特定的设备监控需求
和操作。

该工具用来简化设备配置，减少编程时间，使安装、故
障排除和调试的工作效率提高25%以上。

统一的图形化编程接口，同时支持所有
BACnet®和LonWoRks®控制器

预配置应用和图形库

内建自动生成的图形界面，带有预定义
的设备配置、报警和日志  

我们拥有种类繁多的BACnet控制器和
LonWoRks®控制器

统一的硬件平台增强系统可用性，并可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不同通信协议

客户可以选择最适合的型号，以满足特
定的应用需求

为提高系统的安装的灵活性，可选择自
由编程控制器，或即插即用的预配置应
用程序的控制器

LCD显示智能传感器，可及时通过手动
操作调整如：风量平衡和预配置应用程
序配置等

独树一帜的无线通讯解决方案，支持多
路无源无线传感器通道

控制器具有对控制算法性能的自动诊断
和报警功能

快速响应的微处理器提供了精确的控制
和高级运算功能

可选择配备手/自一体（HOA）开关和
可调节控制器，具备电位计手动调节输
出和超驰开关输出

软件配置I/O，无需跳线设置，避免常
见的输入配置错误

高精度输入支持各类热电阻（RTD）和
热敏电阻，增加系统实施的多样性

我们的控制程序遵循能源效率领域的
最高标准，包括加州能源24条款，
ASHRAE®（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
工 程 师 学 会 ）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和
ASHRAE®HVAC暖通空调应用规范，
以及同方泰德开发的一系列高效的能源
优化控制程序。

此外，同方泰德提供了独特的ECO-
VueTM绿叶图标，可以在预建的图形页
面中展现当前的能效水平。在操作人员
做了一些舒适性的设置时能够快速了解
到当前的能效情况。ECO-VueTM绿叶越
多，意味着能效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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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控制系统



我们提供种类繁多的无源无线传感器和开关，满足房间温湿度感
应，风道或电缆温度感应以及占用侦测等各种应用，为了满足室
内设计师、建筑师、使用者和咨询工程师的需求，我们的房间模
块系列产品提供了丰富的选型以适用各类环境的应用，产品从有
线和无源无线的独立传感器到通讯型智能传感器等多种类型。

一个真正的绿色建筑选择，我们的Open-to-Wireless建筑管理解
决方案为建筑管理带来可观的收益，如增强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减少安装成本和时间，优化用户舒适性。

先进的能量采集系统，减少传统能源供电带来的不便

无需电池供电，避免电池带来的污染及不可靠性

增强了场地的可持续规划，减少了现场施工带来的影响

减少电缆和接线材料，保护建筑围护结构和构件的完整性

凭借易于布局的传感器和开关，让环境更舒适

无源无线传感器和开关面板无需钻
孔或外部接线，安装简捷

很容易安装在各种材质的平面上，
包括混凝土、砖、玻璃、石头

便于将无线传感器放置在最合适的
位置上，提高使用者舒适性，减少
能源消耗

被控区域不便安放传感器，或有特
殊困难的，如酒店大堂和电影院等

针对大型开放空间的区域需求进行
优化，如办公室隔间

当房间配置和楼层变更时，简单、
快速和低成本地重置设备

在安装或改造环节缩减布线费用计
划，电线和管道安装，电工费，及
其他相关的劳动成本

传感器实际布局时，易于纠正设计
错误

大幅提高系统质量和可靠性，减少
不必要的服务支出

在新建建筑中最多可节省15%的成
本，在改建项目中更可高达到70%

Open-To-Wireless Control System

多样化的应用 节省成本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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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无线控制系统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能源管理系统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视性高、便捷管理、易于统计的能耗管理平台，
为实现合同能源管理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

系统基于对建筑内部水量、电能、热量、冷量等各项能耗数据，以及相关信息的采集、
数据统计、分析、对比及报表汇总等功能，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视性、易管理、易
统计的能耗管理平台，为实现合同能源管理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

能源管理系统由能源管理平台、采集设备、终端计量设备三部分组成。通过采用实时能
源监控、分项能源统计分析、重点能耗设备监控、能耗费用率分项等多种手段，使管理
者准确掌握能源成本比重和发展趋势 ，有的放失的制定节能策略，并将节能指标分解
到各个部门，使节能工作责任明确。

节能率测算是针对建筑节能改造项
目，采用名义节能率和实际节能率两
套算法，分别计算出空调机组、水
泵、冷机等设备在改造后的当前和累
计节能率与节能量，并以图表和报表
的形式实时展现，有助于管理人员方
便、快捷、全面的了解设备在改造后
不同时段的节能效果。

为了管理者对各区域能耗成本比重和发
展趋势有准确的掌握，将建筑按照楼
层、功能区、用能类型划分成不同的用
电区域，通过区域架构图清楚的看到每
个区域的用能情况，为制定行为管理节
能措施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利用系统独特的能耗费用管理模块，将
建筑所在地区和各时段的不同能耗价
格，制定一个专属的能耗费用计划，根
据峰、谷、平的不同价格，系统自动计
算出建筑每个支路的能耗费用。管理者
可根据能耗费用报表，调整大功率能耗
设备的启动运行时间，既可以节省能耗
费用，又能降低高峰期建筑所在地区的
用电压力。

在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中，为使业主对节
能改造的效果有一个直观、清晰的了
解，系统通过对比改造前后的能耗数
据，出具节能效益报告，为后期的节能
费用核算提供精确的依据。

为了让业主及时发现潜在的能耗超标现
象，制定调整措施。系统定期将建筑能
耗使用情况做出统计，对运行期间累计
的大量数据进行仿真运算。为建筑能耗
使用状况进行评价，对用能不合理的地
方提出改进意见，并出具专家级建筑能
耗诊断报告。

为合同能源管理提供
精确节能数据支持 专家能耗诊断报告

建筑能耗费用的细致化管理 节能率、节能量测算

根据建筑结构的人性化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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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ite & campus  Application
多站点及园区解决方案

为连锁企业或大型园区建立远程集中控制监控平台，对分布在不同地域
的建筑进行远程统一的实时监控、远程报警以及能耗计量分析。通过24
小时实时的专家级建议、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建筑制定针对性的能
源策略，按需用能，确保不同的系统都可一直在最佳状态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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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

McDonalods
麦当劳

28家分支银行

125家麦当劳QSR

BARCLAYS
巴克莱银行

Office DEPOT

欧迪办公连锁

Home DEPOT

家具连锁超市
90家门店

我们通过能耗监测及能源管理策略，针对
有人和无人条件下分别采用不同控制方
案，调节空间内温度、湿度以及CO2，采
用这种控制策略既提高了舒适度，又降低
了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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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系统管理

其他网络设备
监控管理

报警系统
监控管理

UPS电源管理

通过门禁系统提供
的信息接口，读取
每次出入的人员信
息，统一监控管理

借助模块化插件，
分析整理相关信
息，制定预警措施
及应急预案

根据收集的各系
统信息，分析整
理相应能耗数
据，制定出相应
配套的能耗预案

实时检测接入网
络的各设备，统
一协调管理，便
于分配资源

Other Building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其他楼宇控制与应用



同方泰德的智能建筑管理系统，提供一整套多行业多领域的集成
解决方案，可节省超过30%的能耗或运营成本。

设计可满足绿色管理和耐用性的最高标准，我们的开放解决方案
不只在今天为您提供竞争优势，更关注明天和未来的可持续性。

延长您的建筑管理系统生命周期，借助
基于Web的多功能平台，提供更高的灵
活性以满足不同需求和条件

利用我们灵活的解决方案为您提供无缝
连接和数据汇报，针对单一建筑或多站
点、多租户连锁企业的能源管理应用

BACnet®或LonWoRks®运行在一个统
一软、硬件的平台，确保满足你的应用
需求，增强适用性

提供更广泛的控制器选择范围，根据不
同需求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借助统一的BACnet®LonWoRks®编程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成本，还有助
于保持编程的标准性，方便故障排除

凭借我们的无源无线解决方案，使您的
项目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以及领先市场的技术

TC-Smart-Vue通信型传感器集成了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和移动传感器等，
可维护室内空气质量，优化居住者的舒
适性

独创的ECO-VueTM绿叶图标，实时地以
图形化方式显示能源消耗，提升使用者
的行为节能意识

作为合作伙伴，保护你的投资，专注开
放标准，提供可互换部件，确保硬件和
软件能够与原系统兼容

关注方案长期的可靠性、适用性、产品
和服务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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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驱动未来  服务智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