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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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同方泰德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于新加坡成立；

2011年10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HK:01206）；

过去的十年间，同方泰德在中国始终致力于城市节能一体化服务，综合资源整合划分为

智慧建筑与园区、智慧交通、智慧能源三大板块，以自主技术为依托，在多个行业中占据领

先地位，帮助管理者提升能效、安全、生产力和舒适性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

染，助力中国绿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楼宇能源管理和城市节能服务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为政府、金融、航空、教育、

交通等行业的楼宇和基础设施提供所需的产品系列和解决方案，相继获得“全国高新技术企

业”、“智能建筑设计与施工管理一级资质”、“十二五”节能服务产品突出贡献企业、

“福布斯最具发展潜力企业”、“楼控十大品牌”、“AAA诚信优秀企业”、“十大系统集

成商”、“建筑节能之星”、“安防行业最具发展潜力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为客户创造

价值。

“以客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同方泰德在北京、上海、重庆设有公司，广州、武

汉、成都、杭州、沈阳、西安等地设立区域营销服务中心，建立百余家技术服务中心。倾听

客户声音、了解用户需求，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未来，集团正在加速绿色节能服务、技术

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能源”为技术手段，结合云平台，在能源管控方面提供综合解决

方案与定制化服务，通过卓越整合与高度协作，助力客户和同方泰德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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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Company Testimonials

公司资质
Company Testimonials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www.technovator.cn2 服务热线：400-678-5758 3

安全生产许可证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证书（壹级）

安防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壹级）

资信材料手册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AAAAA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认证

质量认证
Quality Certification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电子与电器元件和产品有害物质

过程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行业资质
Industry Testimonials

2010年入选国家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第一批）

www.technovator.cn4 服务热线：400-678-5758 5



协会会员
Membership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  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会员单位

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节能分会  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  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节能专业
委员会企业常务委员单位

中国节能服务产业 常务委员单位 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会员证书

协会会员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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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Company Honors

AAA诚信优秀企业

2015年度最具行业影响力品牌2012福布斯中国最佳潜力企业

2015年北京市信用企业证书 北京市重点总部企业

公司荣誉
Company Honors

2015年度智能建筑行业产品知名品牌 2015年度全国智能建筑行业十大创新产品品牌

2014年诚信长城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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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突出贡献单位 2015EMCA优秀会员单位

AAAAA节能服务公司综合能力等级证书

公司荣誉
Company Honors

2015节能服务产业品牌企业全国建筑节能技术创新企业

2016年“十二五”节能服务产品突出贡献企业

公司荣誉
Company H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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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四届优秀工程设计奖

地铁节能改造项目获“智能建筑精品工程”奖

2014年建筑节能之星

ezEMS软件著作权 冷站节能监控
软件证书

冷站能耗监测分析
软件证书

嵌入式空调机组
节能控制软件证书

ezBACS软件著作权

2015年度智能建筑优质产品

www.technovator.cn12 服务热线：400-678-5758 13

地铁节能荣誉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ntrol Testimonials

建筑节能荣誉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ntrol Testimonials



2015年楼宇自控类第四名

2015年度智能建筑电气行业优秀品牌

2013年度智能建筑优质产品 2014节能服务产业重点推广节能技术

2013年度精瑞科学技术奖2015年度能源管理系统TOP品牌产品

2015年度十大楼宇自控产品品牌

建筑节能荣誉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ontrol Testimonials

楼控荣誉
Building Automation and Control Testimonials

www.technovator.cn14 服务热线：400-678-5758 15



2009年精瑞奖数字城市技术产品奖

2015年度最佳科技创新品牌

2015年度中国市场十大楼宇自控产品品牌

2014年度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十大品牌企业

2015年度建筑设备监控系统TOP品牌产品

楼控荣誉
Building Automation and Control Testimonials

www.technovator.cn16 服务热线：400-678-5758 17



ezIBS软件著作权

上位机组态软件著作权 手操器软件著作权 网关配置软件著作权 数据服务器软件著作权 上位机组网配置
软件著作权

程序仿真软件著作权

2010年度智能建筑优质产品

2013年度系统集成软件六大品牌企业 2014年度中国市场十大系统集成商品牌

产品CE/UL认证

www.technovator.cn18 服务热线：400-678-5758 19

集成软件荣誉
System Integration Software Testimonials

楼控资质
Building Automation and Control Testimonials



ezFAS2011年科技创新产品

消防资质
Fire Alarm  Testimonials

智能建筑优质产品证书

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证书

2008年精瑞住宅科学技术奖优秀奖ezFAS V1.8软件著作权ezFAS V1.0软件著作权

产品3C证书

www.technovator.cn20 服务热线：400-678-5758 21



安防资质
Security Testimonials

2011年度北京安防行业最具发展潜力企业

2012年中国安防行业十大科技创新企业ezCSS V1.0软件著作权 ezCSS V1.5软件著作权

产品3C证书

www.technovator.cn22 服务热线：400-678-5758 23



参编标准规范
Compilation of Regulations

主/参编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 课题研究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主编单位

《智能建筑工程检测规程》                                       主编单位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主编单位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参编单位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电气分册       参编单位

《智能建筑设计与施工系列图集--楼宇自控系统》 参编单位

《公共机构办公用房节能改造建设标准》                参编单位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参编单位
参与美国能源基金会课题研究

承担“城市级多建筑节能运营服务市场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课题

城市级能源管理平台的建设及运维研究

城市级建筑节能改造的市场机制研究

建筑节能运营模式及关键技术研究

承担《宁波市低碳城市建设管理云平台前期研究》课题

智能建筑与建筑电气领域 参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大型公共建筑能量管理与节能诊断技术研究及相应示范工程>课题

建立完善的用能分项计量体系和统计管理体系

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分析指标体系和标准方法

能耗预测分析软件研发和有效节能改造技术研究

空调系统节能运行控制策略研究和节能控制设计分析软件开发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主编单位

地铁领域

《地源热泵冷热源机房设计与施工》                       主编单位

《民用建筑采暖通风与空调设计规范》                   参编单位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暖通分册       参编单位

《蓄冷系统性能检测方法》                                       参编单位

《电蓄冷(热)和热泵系统现场测试规范》                参编单位

暖通空调与建筑节能领域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参编单位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第1- 6部分）            参编单位

城市消防监控领域

www.technovator.cn24 服务热线：400-678-5758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