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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实 力

关于格力

➢ 格力电器是集空调、高端设备、生活电器、通讯设备等领域为一体的多元化工业集

团。2015年，格力电器大步挺进世界500强阵营。2018年，格力位居“福布斯全球

2000强”第294名。

➢ 2021年，格力电器再登《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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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售 品 牌 业 绩

关于格力

➢ 2012年，格力首次问鼎国内中央空调市场销量冠军！成为中国中央空调首个国产品

牌销售冠军！

➢ 2022年上半年，格力持续领跑国内中央空调行业，是销量唯一突破100亿的品牌。

《2022年上半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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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以上

30-100亿

10-30亿

3-10亿

格 力
美的 海尔 大金

东芝 日立
海信 天加 开利

三菱重工海尔

江森自控约克

麦克维尔…...

顿汉布什 特灵

国祥 盾安 申菱

荏原……



关于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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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000

100030

700000000

行业内唯一的“筛选分厂”，零部件全检

格力拥有8个技术开发部，929间先进实验室

16000多名科研人员

累计申请专利100030多项

平均每天10项专利问世

研发经费“按需投入，不设上限”

年均研发投入超过70亿元

技 术 实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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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习总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

➢ 2030年碳达峰（9年时间碳达峰）

➢ 2060年碳中和（30年时间碳中和）

➢ 习总书记提出要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 我国碳排放总量全球占比29%（2019年），人均碳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6%。

➢ 商业建筑运营占了全国总碳排放量的22%

“双碳”目标下酒店现状

“双 碳”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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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系统
51%

照明
22%

其他
24%

电梯
3%

⚫ 设备到达使用寿命，继续使用有安全风险

⚫ 维保费用高，配件更换难度大

⚫ 运行多年，设备能效有衰减，耗电量大

➢ 酒店空调系统能耗在总电耗中占比51%；

➢ 制冷机房能耗在空调系统总能耗中占比60%。

“双碳”目标下酒店现状

酒店行业空调能耗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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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酒店现状

酒店行业空调需求负荷占比

⚫ 旅游城市酒店受季节影响明显

⚫ 空调负荷随入住率变化，机组长时间处于小负荷运行

⚫ 对机组的舒适性要求高

0-25% 25-50% 50-75% 75-100%

1633 h
1457 h

971 h

353 h

➢ 一般酒店行业平均空调负荷为42%

➢ 以典型制冷季（5-10月）为例，空调小负荷(＜50%)运行超过3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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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酒店能耗现状与国家要求相距甚远，酒店节能降耗工作势在必行！

“双碳”目标下酒店现状

◆ 空调机房用能占总能耗50%

◆ 老旧设备能效衰减严重

◆ 酒店地段电价高昂

◆ 新建建筑执行绿建标准

◆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 “光储”新能源电力发展

◆ 高效机房，把控机房耗能目标

◆ 改造专用设备，助力建筑节能

◆ 光伏空调+IEMS储能技术

酒店现状 双碳目标 空调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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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变频离心机具有在高负荷运行时，能效高的特点。

在上述场景中，开启永磁变频离心机可获得较好的节能效益。

星级酒店解决方案

典型场景2    过渡季节，大负荷典型场景1    炎热季节，大负荷

夏季高温，伴随旅游旺季，空调负荷＞80%

工况：冷冻水7/12℃，冷却水32/37℃

特点：高负荷，大压比

春秋季节，迎来旅游旺季，空调负荷＞80%

工况：冷冻水7/12℃，冷却水25/30℃

特点：高负荷，低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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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CVE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星级酒店解决方案

典型场景4    过渡季节，小负荷典型场景3    炎热季节，小负荷

疫情期间，夏季酒店入住率低，空调负荷＜20%

工况：冷冻水7/12℃，冷却水32/37℃

特点：低负荷，大压比

春秋季节，环境温度低，空调负荷＜20%

工况：冷冻水7/12℃，冷却水25/30℃

特点：低负荷，小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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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磁”螺杆机具有在低负荷运行时，能效高，不喘振，稳定可靠的特点。

在上述场景中，使用“超磁”螺杆机可获得较好的节能效益。
格力“超磁”变频变容螺杆机



空 调 系 统

格力CVE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格力”超磁”变频变容螺杆机

ZF系列风机盘管

GZK系列组合式空调柜

100-3000RT

100-800RT

大冷量离心机+1台”超磁”螺杆机

该配置结合了变频离心机在大负荷

区域效率高，与“超磁”螺杆在小负荷

运行稳定、能效高的优势。

在全工况内，能力、压比更适配，

运行高效。

星级酒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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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酒店解决方案

➢ 国家技术发明奖

➢ 广东省科学进步一等奖

➢ 美国AHRI认证杰出成就奖

➢ 英国RAC国际成就大奖

➢ 中国制冷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五批）

➢ 国家重点新产品

➢ 英国HVR年度商用产品大奖

➢ 珠海市科技突出贡献奖

CVE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100-3000RT

COP   7.32
IPLV  10.59

“超磁”变频变容螺杆机

100-800RT

COP  6.26
IPLV  8.82

节能运行 · 高性能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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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酒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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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火凤凰”热水机

28-196  kw

热 水 系 统

60℃热水

（酒店客房）

水 泵水 泵

补冷水

水
加
热

水箱

生活热水: 全天候、连续的为酒店提供热水，解决客户酒店热水需求。

泳池恒温: 为酒店提供舒适的泳池热水。

采暖工程: 机组在低温环境下具有高制热量与能效比，减少碳排放量。可搭配地板采暖

工程，符合绿色建筑标准。

结合太阳能:机组可结合太阳能（光伏）一起应用，让您的生活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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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南沙湾大酒店坐落于海岛

之上，毗邻香港和澳门，主打原

始自然观光。

酒店位于岛屿，市网供电成

本极高，日照资源充足，采用格

力光伏+储能系统，缓解用电压

力。

珠海南沙湾大酒店 光 伏

650RT光伏变频离心机 屋面敷设光伏板

格 力 ” 黑 科 技 ”

一 台 不 用 电 费 的 空 调

&

巴基斯坦军方医院

光伏容量：360kwp 年发电量：50.1万kwh

美国凤凰城

光伏容量：5554kwp   年发电量：954万kwh

沙特达曼BASIC总部

光伏容量：5554kwp  年发电量：954万kwh

年发电量： 19.19万kwh

节约电费： 55万元

⚫ 不用电费：空调使用光伏电，自给自足

⚫ 白天储能：白天日照充足时蓄电储能，供夜间使用

⚫ 余电上网：光伏余电可反馈至市网，打造能源利用生态圈

光伏+储能系统应用案例

东澳大酒店采用格力“光伏+储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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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

长沙华晨豪生大酒店位于长沙

东城片区，是长株潭三地的商业

龙头，酒店原使用溴化锂+外资

离心机，运营8年。

业主反应制冷效果差，部分房

间不够冷，急需改造。

痛点分析：

格力方案：

11m

3m

经过详细调研，设计当初负荷偏小，主机容量不足，需增设主机，扩容800RT。项

目机房已经成型，改造面临如下问题：

格力一体式冷站机组

机房位置不够 泵塔需新增 水系统无法匹配

采用格力一体式冷站机组，将主机、水

泵等均放置于集装箱内，冷却塔架高在集装

箱上，整体出货。

节省调试时间，不用设机房，安装便捷，

可放置于地面、屋面等位置。

最终，项目采用2台400RT格力变频离

心机，以一体式冷站形式出货。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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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改 造

痛点分析：

格力方案：

2800RT

2400RT800RT

主机容量

最大负荷万豪酒店

STEP 01   负荷解构

万豪酒店

展 览 厅

办 公 楼2800RT

⚫ 客房数量（320间）

⚫ 历史入住率（80%+）

⚫ 负荷计算（8760h）

定频 2*1000RT
COP=4.9

定频 2*400RT
COP=4.17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是万豪集

团入驻上海的第一家酒店，是90

年代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自开业

起，一直是国内酒店标杆。

原采用外资品牌定频离心机，

运行10年后，能效衰减严重，经

常发生喘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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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是万豪集

团入驻上海的第一家酒店，是90

年代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自开业

起，一直是国内酒店标杆。

原采用外资品牌定频离心机，

运行10年后，能效衰减严重，经

常发生喘振现象。

改 造

格力方案：

STEP 02   经济性分析

年份
机房年用电量
（万kwh）

主机用电
（万kwh）

2016 1843 1474

2017 1766 1412

2018 1716.5 1374

2019 1633 1306 

2020 1517 1062

主机节省电量
（万kwh）

/ 32.9

主机节能率

电费单价
（元/kwh）

节省电费
（万元）

1 * 800RT
格力CCE系列磁悬浮机组

0.75

24.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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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是万豪集

团入驻上海的第一家酒店，是90

年代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自开业

起，一直是国内酒店标杆。

原采用外资品牌定频离心机，

运行10年后，能效衰减严重，经

常发生喘振现象。

改 造

格力方案：

STEP 03   拆机进场

• 整机发货，现场拆机，保证零部件完整无遗漏；

• 拆解出6个主要部件+20个散件；

• 现场重新组装、调试设备并达到设备出厂报告相同工况；

由于建筑早期规划紧凑，无法采用大型搬运工具吊装，且机房位于负1层，整机无法

通过，必须制定拆机方案，散件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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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改 造

格力节能改造服务流程

提交检测需求

初步能源审计

免费能耗检测

免费改造方案

免费图纸、BIM模型搭建

安装调试
➢高精度检测仪器

➢检测周期2-5天

➢全面排查机房问题

➢可引入EPC服务

➢合同期内运维管理

➢全生命周期机组监控

➢负荷精准匹配

➢能耗仿真模拟

➢投资回收期测算

➢主机进场路线规划

➢BIM建模、管路预制

➢缩短施工周期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是万豪集

团入驻上海的第一家酒店，是90

年代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自开业

起，一直是国内酒店标杆。

原采用外资品牌定频离心机，

运行10年后，能效衰减严重，经

常发生喘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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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 改 造

格力节能改造服务流程（免费）

上海万豪虹桥大酒店是万豪集

团入驻上海的第一家酒店，是90

年代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自开业

起，一直是国内酒店标杆。

原采用外资品牌定频离心机，

运行10年后，能效衰减严重，经

常发生喘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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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范围：主机制冷量、耗电量、水温、

热平衡率等

➢ 应用于老旧机房检测，判断主机运行情况

及节能空间

130.0 
kW

700.0 
kW

850.0 
kW

4.6 2.3 %

紧凑型螺杆机组
◼ 双一级能效，单机头100-
150RT
◼ 紧凑设计，可自由进出
◼ 2m×1.5m×2.2m货梯
◼ 取消油路系统，结构简单，
方便后期检修维护



湖南安化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

店，总建筑面积8.4万㎡，配套全

日制餐厅、大堂酒廊以及近1万

㎡的宴会和会议空间。

该项目规模大，空调供冷时

间长，客户对空调系统的舒适节

能、稳定可靠等都提出了严苛的

要求。

安化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格力电器和温德姆酒店集团围绕各自产

业和战略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

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从双方的增

长和良好前景的机遇中获益，提升品牌竞争

力，实现共同发展。

格力电器&温德姆酒店集团战略采购

签订时间：2020年

2*650RT
格力永磁同步离心机

1*500RT
超磁螺杆机

• 装机容量：2050RT

• 高效机房：承诺机房整体能效EER≥5.0（w/w）

• 节能效果：比常规设计节能率40%，

预计年运行费用节省40万以上

* 应用BIM建模技术，指导精细化施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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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安化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

店，总建筑面积8.4万㎡，配套全

日制餐厅、大堂酒廊以及近1万

㎡的宴会和会议空间。

该项目规模大，空调供冷时

间长，客户对空调系统的舒适节

能、稳定可靠等都提出了严苛的

要求。

安化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新 建

格力高效机房服务流程

精细化选型优化 设备招采品控 精细化施工指导

精细化调试验收持续高效运维

目标制定

BIM建模

高效机房管理平台

负荷模拟

能耗仿真平台



Holiday Inn Orchard酒店位

于新加坡，占地面积30000㎡。

原采用外资品牌螺杆机，运行

多年能效衰减大，运行电费高昂，

需节能改造。

格力电器&新加坡绿能集团，

打造高效制冷机房。

痛点分析：

能效
衰减严重

＞10年

制冷
周期长

220d

电费
单价高

0.84r/度

入住
变化大

＜20%

格力方案：

1*500RT

超磁螺杆机

智控系统

COP=6.48   IPLV=9.27

21万个数据点平稳运行

12.5%-100%负荷可调节

数据实时呈现

环境33℃  入住率20%

新加坡 Holiday Inn 酒店

节能
有门槛

＜5.17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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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螺杆机对比改造前

全年用电量节省 74.4万度

全年电费节省 62.5万元

整体节能 52.2%

改造投资回收期 ＜1年

新加坡 Holiday Inn 酒店

比较项目 单位 外资螺杆机 格力螺杆机

主机能效 COP 3.2 6.7

装机容量 RT 500

全年用冷量 万kWh 456

全年耗电量 万kWh 142.5 68.1 

电价 元/kWh 0.84

主机电费 万元 119.7 57.2

高效机房

不只是主机节能

制冷量＞500RT 制冷量＜500RT

5.17

金+级 5.17 5.02

金 级 5.17 4.40

《空调系统设计运行规范》 SS553:2016

改 造

Holiday Inn Orchard酒店位

于新加坡，占地面积30000㎡。

原采用外资品牌螺杆机，运行

多年能效衰减大，运行电费高昂，

需节能改造。

格力电器&新加坡绿能集团，

打造高效制冷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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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点 1 项目特点 2

贵州雷山悦椿 · 悦苑度假酒店

贵州雷山悦椿 · 悦苑度假酒

店是悦榕庄旗下高端品牌酒店，

坐落于贵州雷山，结合当地地理

环境，依山而建。

悦椿、悦苑共采用8台格力

LM系列风冷螺杆机组，装机容量

共2250RT。

新 建

项目环绕山脚建设，供冷区域跨度大

冷源如何设置，如何最大程度利用空间？

采用冷源分设方案，每个酒店设四台风冷

螺杆主机。不需设置机房，在山腰处搭建

设备平台。

解决方案：

酒店定位高端，要求满足同时制冷制热需求

建设空间紧张，且集中热站需铺设长距离管路

原方案每个酒店配置4台风冷螺杆（热泵），

现将其中2台设备改为四管制机组，满足同

时制冷制热需求。

最终酒店冷热源方案如下：

解决方案：

负荷 选型 数量

悦椿 4475kw
1119kw  风冷螺杆（热泵） 2

1119kw  四管制风冷螺杆 2

悦苑 3455kw
864kw  风冷螺杆（热泵） 2

864kw  四管制风冷螺杆 2
格力LM系列风冷螺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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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雷山悦椿 · 悦苑度假酒店 新 建

设备平台离客房较近，不能影响入住体验

空调设备低噪声运行，且与景观效果匹配

项目特点 3

设备标配多重降噪减振技术，现场隔音遮

挡美化方案，噪声低至84dB(A)

解决方案：

项目特点 4

酒店位于贵州山区，有极端冻雨天气

空调的防护等级？ 化霜是否影响室内温度品质？

伴有三重壳管防冻技术，壳管无冻结风险；

解决方案：

定制工程隔音墙

隔音罩

工字钢基础

专属隔振器

智能化霜+热气旁通模式，各压缩机独立

化霜，机组多机头组合，不影响室内温度，

热气旁通辅助，保证化霜效果。

制
热
能
力

时间

制热运行

除霜

系统自动检测结霜情况，智能化化霜

贵州雷山悦椿 · 悦苑度假酒

店是悦榕庄旗下高端品牌酒店，

坐落于贵州雷山，结合当地地理

环境，依山而建。

悦椿、悦苑共采用8台格力

LM系列风冷螺杆机组，装机容量

共2250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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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管公司合作情况

➢ 格力电器与各大酒管公司均有密切合作及在运行项目

➢ 目前已入围锦江、温德姆、悦榕庄等一线酒管公司品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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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领域案例

工程日期：2019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螺杆机

长沙皇冠假日酒店

工程日期：2018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北京友谊宾馆

工程日期：2017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末端等

海口希尔顿欢朋酒店

工程日期：2016年

使用机型：高效螺杆式水冷冷水机组

成都希尔顿欢朋酒店

工程日期：2019年

使用机型：磁悬浮变频离心机组

湖南华天酒店

工程日期：2017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南昌金陵酒店

工程日期：2013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海南文华东方酒店

工程日期：2014年

使用机型：水源热泵螺杆

安阳温尔顿大酒店

工程日期：2021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苏州独墅湖世尊酒店

工程日期：2014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热泵机等

阳江华邑洲际酒店

工程日期：2017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

北京首都宾馆

工程日期：2019年

使用机型：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机、“超磁”螺杆机

广州地中海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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