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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简介

同方泰德国际科技有限公司（Technova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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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十年，同方泰德始终致力于为城市综合节能一体化提供产品、解决方

案及系统集成等综合服务，业务范围覆盖智慧交通、智慧建筑与园区、智慧能

源三大版块，以自主技术为依托，在建筑、交通、能源等行业占据领先地位，

帮助管理者提高能效，降低消耗；保障安全、舒适的同时，提高运行效率，助

力中国绿色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同方泰德将持续加速城市综合节能服务与技术创新，以“互联网+能

源”为技术手段，结合云平台，为城市能源管控提供专业解决方案与定制化服

务，通过资源整合与协作，助力客户和同方泰德共赢发展。

同方泰德与轨道交通节能

同方泰德是轨道交通智能化和信息化领域

的领军企业。多年来，基于雄厚的技术积累和

强大的综合技术管理能力，不断推动轨道交通

智能化和信息化系统的示范应用，为行业进步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节能，始终是同方泰德在轨道交通智能化

和信息化领域追求的目标和重点。依托清华大

学的科研实力，同方泰德在国内最早开展轨道

交通节能方面的研究，对车站的热环境和控制

特性拥有行业中独一无二的理解；同时，凭借

覆盖国内外30余条线路的建设与运维服务，沉

淀出强大的实施能力。

同方泰德在国内实施的多个地铁设备和环

境监控系统（BAS）产生了巨大的节能效益，

平均每条线路为用户节省电费近千万，为此获

得建设部“勘察设计行业一等奖”和北京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

关于同方泰德

始自1979，国内最早地铁热环境模拟分析软件STESS

北京地铁列车

活塞风的实测

与分析

十一五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央空调

节能算法与控制策略”项目研究

站台屏蔽在地

铁热环境控制

中的作用分析

利用RWI确定地

铁车站全年空调

参数的方法

火灾时烟气

在隧道内的

扩散与人员

疏散方案

地铁站台空间

温度分布的动

态仿真

国内外41条线路的智能化与信息化系统

建筑智能化（包

括地铁）领域行

业排名第一

伊朗德黑兰：持续15年的建设和不间断运

维服务，覆盖全部4条地铁线路，获得了中

伊两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覆盖

TCC/ISCS/BAS

/AFC/PIS等主

要智能化系统

北京轨道交通路

网指挥中心；广

州轨道交通路网

指挥中心；深圳

轨道交通路网指

挥中心

深度参与通风空

调系统设计；自

主研发通风空调

优化控制软件，

节能效果明显

建设部“勘察设

计行业一等奖”

；北京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等

多项荣誉

企业目标：创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企业

企业宗旨：科技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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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技术

通风空调系统是保证运营安全和乘客舒适性的重要系统，同时也是轨道交通的能耗大户。在我国北

方城市，通风空调能耗占轨道交通系统总能耗的30%以上；在我国南方城市，这一比例达到50%以上。

轨道交通车站的通风空调系统多存在设备选型偏大、自控模式未充分考虑节能性等问题，存在较大

的节能空间。实际调研显示，大部分轨道交通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存在30%以上的节能潜力，引入优质的

节能技术，可大幅降低运行能耗，节约运行成本，同时可提高室内舒适度，改善设备运行工况，延长设

备使用寿命。

基于机器学习的节能控制

针对地下车站的建筑和负荷特点，同方泰德

在业内率先提出面向车站通风空调系统的整体节

能控制策略。该策略采用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

能够自动跟踪和学习车站的运行规律和负荷变化

特点，以室内温湿度为目标，以室外干、湿球温

度为边界，实时调整通风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和

设备出力，通过风水联调、送排风模式智能优化

等五大节能工艺，在满足室内环境需求的前提

下，实现通风空调全系统效率优化，降低运行能

耗30%~70%。

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节能策略可以自动适应

不同车站的动态负荷特点；随着运行时间的增

长，节能策略通过不断学习和调整，能够越来越

好地适应车站实际情况，实现节能效益的增长。

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潜力

30%

11%

8%

5%1%

45%

牵引供电

通风空调

电扶梯

照明

给排水

其他

设计余量

通风空调设备的容量一
般 按 远 期 最 大 负 荷 设
计，并在此基础上预留
10-20%余量

工况余量

通风空调系统运行模式单
一，由于负荷、昼夜、季
节的变化，设备大部分时
间处于部分负荷状态，设
备全开或定频运行就好比
大马拉小车

效率余量

区域冷量分配不合理，车
站温湿度控制精度粗放，
设备之间协调匹配没有最
佳，造成系统效率低下。
冷源效率整体提升空间大

能源管理

设备能耗数据零散，系
统耗能指标缺失、无法
实现用能设备的定量化
管理及高能耗物理问题
诊断

节能潜力

北方某车站能耗拆分 典型通风空调系统图

节能控制工艺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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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节能工艺

7 8

节能策略围绕机器学习算法，由五大节能工艺组

成，包括：风水联调智能优化、送排风模式智能优化、

风机变频前馈式控制、冷源全局效率优化、通风系统节

能控制。五大节能工艺独立运作，关键参数则由机器学

习算法统一给定，实现相互之间的协同配合，取得最大

化的节能效果。

风水联调智能优化

本控制模块通过对车站负荷变化规律的智能学

习，结合室外新风参数的变化，灵活调整通风

空调系统的运行模式，改变了目前系统运行模

式仅依照时间表控制的局限，在满足制冷除湿

需求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运行能耗。

送排风模式智能优化

本控制模块结合地下车站的建筑特点，根据室

外新风参数及室内负荷，自动调节风机台数和

频率，实现最节能的送排风组织。

风机变频前馈式控制

本控制模块根据机器学习模块的学习成果，实

现风机变频的前馈式控制，避免了车站内各种

快速干扰对风机变频的影响，既能保证室温控

制稳定，又能节约风机电耗。

基于KPI节能指标体系的能源管理

节能运行的关键在于精细化的能源管理与运行诊断。轨道交通能源系统结构复杂、设备众多，为了

对其进行有效的能源管理、运行诊断与决策支持，同方研发了KPI节能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基于灰箱动

态模型和智能打分算法，能够分层次地刻画轨道交通的能耗图景，从总能耗到具体的物理问题，都予以

定量和具体的评价，实现能耗问题的在线诊断，为精细化管理提供必要的工具。

风水联调
智能优化

送排风
模式优化

冷源全局
效率优化

通风系统
节能控制

风机变频
前馈式控制

机器学习
算法

通风系统节能控制

本控制模块实现隧道风机的全线联控，充分利

用气流惯性和活塞风效应，以低能耗进行隧道

通风。

冷源全局效率优化

本控制模块内置冷源各设备的灰箱模型，在每

个控制周期内遍历所有设备出力组合，从中选

择最优方式，实现冷源全局效率最大化，降低

冷源能耗。

三级指标为问题指标，首次实现面向具体的物

理问题，将日常运行管理定量化，及时发现能

耗问题。

总能效

设备能效

问题能效

KPI节能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反映通风空调系统的总体水平，供

管理者了解总体能效水平，制定节能目标。

二级指标为分系统能效水平，用于确定节能

重点，规划节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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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c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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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c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Techcon Energy-saving Expert Control 

system for Subway Station）是集节能控

制、能源管理和运行诊断服务等多项功能

于一体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适用于轨道

交通各类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控制与管

理。本产品获得2014年度轨道交通行业创

新产品奖，被《东方瞭望周刊》、《中国

建设报》等媒体专题报道。

Techc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具备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节能控制功能，以及基于KPI节能指标体

系的能源管理和运行诊断功能，能够替代BAS系统对通风空调系统进行运行自控，在满足室内环境控制需求

的前提下，实现通风空调系统的能耗最低，并长期维持控制过程的稳定可靠。

Tech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采用城市级SCADA架构，由线网（线路）节能中心以及车

站节能控制系统组成。

系统构成

系统特点

KPI指标化能源管理

多层次的系统架构

灵活的系统接口

完善的应急机制

机器智能学习 自动跟踪学习车站热环境变化规律，实时调整系统运行模式和
设备出力，实现系统总能效最优。

基于三级指标体系，分级定量刻画系统能耗图景，助力精细化
管理。

城市级SCADA系统规划，适用于线网级、线路级、车站级节能
控制与管理。

支持各种工业现场总线协议，实现与BAS/FAS系统以及机电设
备无缝衔接。

高可靠、高稳定、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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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

11 12

灵活的合作模式

在“技术+资本”的发展理念下，同方泰德既有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又有成熟的融

资平台和雄厚的资本实力，能够为客户提供合同能源管理（EMC）、公私合营（PPP

）以及工程总包（EPC）等多样化的合作模式。通过融资、建设、运营的一条龙式节

能服务，充分降低客户的投资风险，协助客户完善能耗系统，提高管理水平。

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为业主带来的收益

在获得确定的节能效益前，客户耗能系统上的所有节能投入（包括前期摸底、诊断、

设计改造方案、改造投入设备材料机具人员、确定节能量等）均由我公司承担，客户

没有任何资金风险。

如果客户从事的是教学、医疗、科研、行政等领域，可以选择在少花钱的前提下，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将耗能设备管理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交给我公司，以便获

得专业化的系统管理服务。

管理服务专业化

提高管理水平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模式，客户的设备管理人员将和我公司的专业节能技术人员

一起梳理耗能系统，完善各种计量表格、运行维护记录；在节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运行

维护系统；学习使用各种新型节能设备及各种智能控制系统。这一过程完成后，设备管

理人员的技能和管理水平将显著提高，进而客户的设备管理水平也将获得提高。

完善耗能系统
系统能耗降低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优化过程，它不是买一个“所谓”节能设备、或者

进行一个专项改造所能相比的，通过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节能服务，客户的耗能

系统将计量更完备、设备更匹配、运转更合理、维护更方便，获得综合性的完善。

资金零风险

节能效益分享型

节能效益承诺型

能源托管型

联合投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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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在28个站内安装Techc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改进控制策略；

● 分析全线设备及系统的个性与共性，接口配合覆盖国内各大主流厂商；

● Techc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升级，提升机器自学习能力；

● 优化KPI指标体系，完成指标化的能源管理与运行诊断。

节能效果
实测系统综合节能率达到60%以上，每年节约电量1700余万度。

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安全，车站内温、湿度保证设计标准。 

解决方案
安装同方泰德Techcon EEC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提升软件自学习能力，根据系统特点和场景变化，

实时调整运行策略。保证各系统协同运行，达到最

优工作状态，大幅提升节能。

北京地铁8、9号线通风空调节能改造

项目模式
EMC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规模
北京地铁8号线育知路等16站、9号线郭公庄站等12

站，共28座地铁站的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改造。

项目难点
线路长，换乘站多，站点情况复杂。

宁波地铁1号线东环南路站通风空调节能改造

项目模式
EMC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难点
南方气候环境闷热、潮湿；

通风空调系统运行时间长、能耗占比高。

节能效果
实测综合节能率50%以上，成功证明Techcon EEC

地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在南方高温地区同样取得

良好节能效果。

满足严格的温、湿度设计要求，数据反馈及时有

效，系统运行安全、稳定。

北京地铁8号线——森林公园南门站节能分析

同方泰德承担全部投资，为车站安装Techcon EEC地

铁节能专家控制系统，实现全系统综合优化控制，以

及指标化的能源管理与运行诊断。

节能率达到65%以上，单站点年节约电量80万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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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5年信用企业2016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首批节能企业 节能服务公司综合能力5A级证书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一级资质 2015节能服务产业品牌企业 2014节能服务产业重点推广节能技术--Techcon EEC

 “十二五”节能服务产业突出贡献企业 中国AAA级信用企业.

北京市评价中心产品质量创新贡献奖-节能专家控制系统  2013年度精瑞科学技术奖

5A资质

 2016年度轨道交通创新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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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质量认证

17 18

 ezEMS V2.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电子与电器元件和产品有害物质
过程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QC证书

发明专利  一种空调机组节能控制柜 发明专利  一种适用于中央空调系统水泵的节能控制柜 发明专利  一种空调机组的节能控制方法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截止2015年底，全国已有27个城市开通地铁112

条，运营总里程为3529公里，按照交通部最新规划，

十三五期间，修建地铁及轻轨的城市将扩容到38个，

运营总里程突破13000公里，其中纯地下的地铁里程

接近8000公里，根据轨道交通里程增速同比计算，空

调节能效益高达40亿人民币。

地铁节能是城市节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清

华大学三十余年的研究，同方泰德发挥自身在地铁通

风空调系统方面的优势，为地铁量身打造节能控制系

统、能源管理系统与在线诊断系统，通过全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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