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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工环境更美好
GRAD--Make the Artificial Environment Better



山东格瑞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93年，格瑞德“让人工环境更美好”，是一家集空调工程、
复合材料、通风人防、环保工程等工程承揽、系统方案、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检测、销售、安
装及维护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集团，是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命名的“德州·中央空调城”的企
业，全国重要的复合材料生产基地，环保产业空气处理、水处理领域的区域重点企业。

格瑞德集团致力于打造“您身边的中央空调定制专家”并提供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目前拥有国家
机电设备安装壹级资质，空气净化工程贰级资质，具备整体项目承揽能力。多次承担国家、省市级科
技攻关项目，累计获专利技术成果380多项。300多位高级工程师量身设计中央空调解决方案。70万
平米制造基地生产从主机到末端全系列产品，高效降膜离心式冷水机组国内领先，风机墙空气处理机
组填补国内空白，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2015年被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格瑞德中央空调性
能检测中心作为国家级检测中心，已通过CNAS认证，确保产品品质。格瑞德集团参建的项目获得中
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格瑞德集团复合材料产品主要包含缠绕管道、玻璃钢储罐、SMC、风电、热塑制品、新材料、军
工等各系列产品，目前为国内重要的复合材料生产基地之一。自主开发的热塑产品被列入国家火炬计
划。30多位高级工程师专职负责复合材料相关工程的设计、研发，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格瑞德复合
材料生产基地占地40万平方米，拥有国内领先的生产制造设备和检测设备。

山东格瑞德集团环保工程公司，致力于挥发性有机废(臭)气(VOCs)治理、固体废弃物安全处理处
置、以及高浓度废水的净化处理工程，提供“方案论证-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安全运营-维护保养-清洁
生产-环境建设”等整体解决方案,在医药、化工、印刷、焦化、皮革、印染、铸造、餐饮、喷涂、橡
胶轮胎、复合材料、行业废气和异味的治理等领域具有众多成功案例,与韩国昌源大学、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上海曙光环境治理新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建有格瑞德上海技术研发中心。

目前，格瑞德集团下设销售工程公司、主机公司、空调公司、人防公司、缠绕公司、复合材料科
技公司、风电公司、冷却塔公司、防化公司、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美国公司、空调配件公司、安装公
司、环保工程公司、复材制品公司等十五个分公司，已全面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格瑞德集团在北
京、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南京等城市建有40多个区域分公司，销售、设计、安装、售后网络覆
盖全国，产品出口150多个国家。



HONORARY CERTIFICATE

荣誉资质

营业执照

空调检测中心获得
CNAS 认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格瑞德荣誉证书

山东名牌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奖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风机墙空气处理机组
火炬计划证书

集团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天衢工业园格瑞德路6号
销售热线：0534-2730888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618-5015
总机：0534-27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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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34-2730191
邮箱：international@gradgroup.com

山东格瑞德集团

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传真：0534-2730777
邮编：253000
邮箱：gard@gradgroup.com
网址：Http://www.grad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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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网络

北京分公司
电话：010-63331330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 15号时代风帆大厦 1区 801、802 室
天津办事处
电话：022-28055173
传真：022-28055172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与东江道交口香年广场 B座 907 室
唐山分公司
电话：0315-2229927
传真：0315-2229927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路鹭港小区 204 楼 2单元 901 室
廊坊办事处
电话：0316-2609984 
传真：0316-5943388                 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 K2狮子城N1座 1单元 2505 室
内蒙古分公司
电话：0471-6504381
传真：0471-650438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财富公馆 55号 1901 室 /2001 室
张家口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033                  河北省张家口市名士乐居小区 5号楼 6单元 1002 室
承德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067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凤凰御庭 3号楼 2单元 1604 室 
秦皇岛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0271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长江西道公富庄家园 16栋二单元 101 室

长春办事处
电话：0431-81157460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长春大街 1599 号永长小区 1栋 2门 3楼
沈阳办事处
电话：024-23221618   
传真：024-23243908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天赐街 5-1 号国贸中心 A座 1203
哈尔滨办事处
电话：0451-51802227  
传真：0451-51802227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大直街副 522 号 5楼 502 室
大连二级服务处
电话：0411-86896863 
传真：0411-86896863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D1区 38 号楼 2单元 301 室
锦州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796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 瑞盛晶座 9楼 1-196 号 
赤峰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182                    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全宁街王府一期 34号楼一单元 402
齐齐哈尔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781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明园小区 1号楼 4单元 201 室

济南办事处
电话：0531-69954337  0531-88031918
传真：0531-88031918                济南市历下区颖秀路 2766 号高层次人才新药研发基地 320 室
潍坊办事处
电话：0536-8653160  0536-8291160
传真：0536-8871960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东风街与金马路交叉口天马国际 11楼 1104 室
青岛办事处
电话：0532-85849938
传真：0532-88785267                 青岛市市北区徐州路 176 号中锦大厦 1号楼 1单元 1805 室 
河南分公司
电话：0371-60178178                 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路未来路口启航大厦 E座 1118 室
山西办事处
电话：0351-2712522
传真：0351-2712533                   山西省太原市亲贤北街 215 号怡和国际广场 912 室
石家庄分公司
电话：0311-85860292   0311-85860293
传真： 0311-85860293                 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维明北大街与宁安路交口东南角东焦民巷商务楼 6层
临沂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211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聚才路与滨河路交汇处水岸华庭 3号楼 1202 室

成都办事处
电话：028-86285041（141）
传真：028-87619566                    四川省成都市金府路 799 号金府国际 1栋 1-27-7
重庆办事处
电话：023-67861693 
传真：023-67861693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 15号富力海洋广场 2栋 505 室
昆明办事处
电话：0871-67188268
传真：0871-67188268                 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与金源大道交汇海伦城市广场 2座 2209-2210 室
广西分公司
电话：0771-5345919
传真：0771-5345919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66 号阳光 100 上东国际 R1栋九单元 1401 室
贵阳办事处
电话：0851-84135728
传真：0851-84135728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都匀路天一国际广场 3栋 19 层 2室

京津唐区

东北区

华北区

西南区

陕西分公司
电话：029-88629529
传真：029-88647844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3号蔚蓝国际 A座 910 室
银川办事处
电话：0951-6839809
传真：0951-6839809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农垦金地花园D区 10 号楼 1单元 102 室
甘肃分公司
电话：0931-8376166
传真：0931-8376166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506 号怡和园 302 室
青海分公司
电话：0971-8266658
传真：0971-8266658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小街 68号奥运世纪花园 2单元 2205 室
乌鲁木齐办事处
电话：0991-4327370                   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鲤鱼山路山水华庭 20号楼 1单元 701
天水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6658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庆华庭居 8号楼 362 号

西北区

保定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 346876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五四东路 565 号金顶宝座 A座 3103 室
烟台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172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青年南路 1098 号柏林春天 66号楼 2单元 901 室
临汾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192                      临汾市尧都区裕景花苑海景 A座 1402 号
安阳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485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福佳斯国际花园西区 9号楼 303 室

南京办事处
电话：025-865 17817
传真：025-865 07817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云锦路乐基广场 903 室
安徽分公司
电话：0551-64262334
传真：0551-64222171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绿地蓝海国际大厦 B座 510 室
湖北分公司
电话：027-88613519
传真：027-88613519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君临天下 A座 904
福州办事处
电话：0591-87803781
传真：0591-87803781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246 号，鸿源天城 B座 11 层 604 室
徐州二级服务处
电话：0516-83865818
传真：0516-83865818                 徐州市云龙区庆丰路绿地世纪城 Loft1-707 室

东南区

海南办事处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华庭天下 5号楼 601 室电话：0898-88203738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芙蓉同发大厦 14A电话：15505347231
长沙二级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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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场馆

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北京地铁十号线 天津火车站

山西大剧院

潍坊火车站 长春火车站

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格瑞德中央空调产品遍布5大洲，远销43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项目近100个。

轨道交通

THE ENGINEERING CASES

工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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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INEERING CASES

工程案例
商业住宅

机关院校

老挝万象商场

中石化大厦

四环制药

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来西亚大学城

医药净化

太原万达广场

菲律宾曼达卢永shaw center 商场

埃塞俄比亚西部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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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
MEGLEV INVERTER CENTRIFUGAL CHILLER

机组能效高：25% 负荷运行下 COP 可达 13.12，综合

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 可达 10。机组节能在 45% 以

上。

磁悬浮技术：气流摩擦能量损耗仅为机械摩擦的

2%，无油运行。

变频、软启动：启动电流仅为 0-6A，对电网无冲击。

运行更可靠：10%-100% 负荷之间无级能量调节，防

喘振保护。

噪音低：满载状态下噪音低于 73dB，比常规机组低

20dB。

高效壳管式满液蒸发器：采用专业设计的无油高性能

换热器，提高了传热效率，换热管表面无油，可使换

热效率提高 20%以上。

产品优势

主要用途：酒店、办公楼、医院、地铁站、商场等场合。对温

度有严格要求的工业冷却场合、对噪音有严格要求的星级酒店、

医院、超高层建筑、高端实验室   ；需申报绿色建筑认证的建筑等。

产品用途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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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离心式水冷冷水机组
CENTRIFUGAL WATER COOLED CHILLER

ULTRA EFFICIENT

产品简介

机组优势

Product advantage

采用双级压缩技术和先进变频技术，配备有高效降膜式蒸发器，微电脑智能控制中心、远程智能服务中心具有高效节能、控制精准、电源可

选、操作简单等特点，是目前科技含量最高的机组之一。

双级压缩技术,效率提高20%。

变频技术，降低启动电流，减少压缩机磨损，使用寿命更长。

多种电源电压可选，10KV高压能够减少初期设备投资。

高效降膜式蒸发器，多样化节流控制方案，高效、精确。

微电脑智能控制中心，实时监控，操作简单。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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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IFUGAL HEAT PUMP UNIT

应用范围

机组广泛用于集中供暖和生活用水，还可应用于其它工业需要高温

热水的场所，水温度高达70℃，是替代锅炉的理想产品。应用在具

有废热能源的场所能效更佳。

无级负荷调节

 采用变频控制和导叶叶片控制有机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负

荷无级能量调节，冷量范围10—100%。

高效降膜技术

多项专利技术，独立自主研发。采用先进高效均匀布液技术，优化

组合换热结构设计，与同类型满液式蒸发器比较，效率提高了10%

左右。

控制中心

采用国际先进的冷媒流量实时控制方式，控制更精确、更稳定；

PLC自主编程,满足客户多样化要求；采用先进的多重防喘振功能，

保证机组可靠运行；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使机组运行更可靠。采

用模糊控制方式，水温变化更平稳，控制精度高。

四级压缩

采用四级压缩技术，实现机组超高压比运行，使用侧70℃出水时，

热源侧可实现7℃出水。

三联高效

  一台机组具有三种功能，制冷、标准制热和高温制热，在各种模式

下都能够高效运行。自动检测负荷需求，实现模式间自由切换。

离心式热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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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SOURCE HEAT PUMP
WATER HEATER UNIT

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

应用范围

性能优越，稳定可靠

机组运行范围广，在环境温度为-30℃～43℃下均能正常制取热

水，可广泛应用于家庭、宾馆、酒店、学校、医院、集体宿舍、

住宅小区、桑拿等集中供热。

选用著名品牌的全封闭涡旋式压缩机，高效低噪，可靠性高。风

侧换热器选用铜管穿铝箔翅片式换热器，水侧换热器采用壳管

式，维护清洗方便。

宽气候带适应能力

应用补气增焓技术、风机变频技术，扩宽机组运行范围，外界环

境温度-20℃～+43℃范围均可安全运行,热水温度从30℃～60℃

可调，无需要人看守。

免机房设计，安装简便

空调设备放置于室外，免于机房建设，风侧换热器采用翅片式换

热器，免装水管路，多台可自由拼装，适用各种热量负荷要求场

所，模块化设计，安装自由简便。

安全环保

结构上水电完全分离，且无任何有害有毒气体排放或燃烧，绝对

安全。

使用寿命长

维护费用低，设备性能稳定，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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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式水源高温热泵机组

 螺杆式水源高温热泵机组可广泛应用于低温地热水、地热尾水的     

余热、中央空调冷却水余热回收、油田含油污水余热回收以及其       

他工业废水、废热的余热回收利用，出水温度可达60℃—90℃。

高效、节能

 采用了高温热泵型半封闭螺杆式压缩机，增设了经济器设计，增     

加机组能效5-10%。

绿色环保

     采用国际公认的环保冷媒R134a，对臭氧的破坏（ODP臭氧消耗

潜势）为0。

运行稳定、可靠

     波动范围远远小于空气的变动，使得机组运行更稳定、可靠。结构

独特，噪音低，高效节能可靠。

     采用双级过滤的超高效油分离器，采用折向碰撞、重力沉降

和双效分离的高效分油技术，保证了机组可以安全、稳定的运行。      

采用专用、高蒸发温度的降膜式蒸发器。

机组采用西门子微电脑智能控制

       操作简单，中文界面，实时监控，清楚显示各项运行数据。 具

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使机组运行更可靠。

WATER SOURCE SCREW TYPE
 HIGH TEMPERATURE HEAT PUMP UNIT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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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用热泵热水，比如石油、化工、印染、食品加工、医药只    

        要等方面。

       北方严寒地区的集中供暖（煤改电供热站替代产品）；

       适用于泳池、桑拿洗浴中心、招待所、学校、工矿职工洗浴、       

       室内泳池水加温等场所。

 

高水温，宽运转范围

采用单机双级压缩机，实现真正的两级压缩。环境温度 -30℃-20℃

可正常运转。

环境温度高于 0℃时可制取最高 85℃热水，环境温度 -10℃至

-20℃可保证 70℃供水，极限 -30℃运转可保证 60℃出水。

安全环保

采用国际公认的环保冷媒 R134a，对臭氧的破坏（ODP臭氧消耗潜

势）为 0，无淘汰时间限制。

加热方式实现了完全的水电分离，杜绝了传统供热系统中的易燃、

易爆、触电、干烧、煤气中毒等安全隐患。无燃烧过程，避免了燃煤、

燃气、燃油带来的环境污染。

稳定输出，可靠运行

       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压缩机

       采用双级过滤的超高效油分离器，折向碰撞、重力沉降和双效

       分离的高效分油技术，保证了机组可靠、稳定的运行。

       高效翅片管式换热器。有效的抑制结霜，低温除霜效果显著。

       镁铝合金风机，动平衡把握能力强。

       系统采用一路一阀的独特实际，冷媒分流均匀，流量控制精准。

远程智能服务中心

       西门子微电脑智能控制

       远程数据监控

       机组故障快速处理

       短信提醒

       机组运行数据记忆

螺杆式空气源高温热泵机组

螺杆式空气源高温热泵机组

AIR SOURCE SCREW TYPE HIGH TEMPERA-
TURE HEAT PUMP UNIT

应用场所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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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OURCE HEAT PUMP UNIT
水源热泵机组

产品适用范围

水源热泵机组广泛应用于宾馆、商场、办公楼、展览馆、机场、体育馆

等公共设施的舒适性中央空调系统，并能满足电子、制药、生物、轻

纺、化工、冶金、电力、机械等行业的工艺性空调系统的不同使用要

求。

产品种类及规格

螺杆式水源热泵机组标准型系列产品共有130多个不同的品种规

格，可使用多种冷媒，如：R22、R407C、R134A ,制冷量范围为193～

3266kW。机组能够提供温度为5～15℃的冷冻水及40-60℃热水。

主要技术特点

1、机组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确保高效、节能、环保、耐用。

2、自主研发多专利应用，性能可靠稳定。

3、控制系统智能化，具有远程监控接口，可实现楼宇自控。

4、制冷系统多回路设计，抗干扰能力强，实现无极调节。

5、完备的机组控制功能，多重安全保护措施，确保安全运行。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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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中文界面，实时监控，显示各项运行数

据，并可通过通讯协议实现群控及远程控制。

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使机组运行更可靠。

拥有先进的多重防喘振功能，保证机组可靠运行。

采用PID调节，避免水温频繁波动，提高控制精度。

微电脑智能控制中心

应用九项专利技术，机组效率更高、更安全、更可靠。

性能系数：COP是6.85，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

IPLV是10.6。

专利技术的应用

可根据不同工况及不同使用要求，选择孔板、电

动调节阀、孔板与电磁阀并联、孔板与电动调节

阀并联等节流方案。

多样化的节流控制方案

远程数据监控：

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组进行数据监控和分析，

随时查看机组的实时运行状态。

机组故障快速处理:

在分析机组运行参数的同时，把机组存在的故障

隐患及时报警，提示工程师及时处理，有效的减

少故障发生。

短信提醒:

通过实时监控机组运行状态，把机组报警信息发

给用户，提醒用户进行相应的维护处理，确保机

组正常运行。

机组运行数据记忆:

能够查看以往数据和故障记录，快速判断出机组

的故障。

远程智能服务中心四大功能

自主研发的降膜蒸发器与满液式蒸发器相比，效

率提高了10%。

高效降膜式蒸发器

推荐选择高电压，有如下优点：

降低机组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干扰。

采用 10KV 高压供电，减少工程的初期设备投资。

省去降压变压器、低压配电柜、电器安装多项费用。

减少工程的机房投资。

减少工程的运行费用。

提高运行稳定性、可靠性。

10KV/6KV/380V，多种电源电压可选

超越客户想象8
采用高效率双级压缩机，通过多项专利技术的设计，

并采用独特的补气增焓压缩技术，比普通单级压缩系

统提高了至少20%的效率，使机组更节能。

提高机组的负荷调节能力，在最低10%的负荷下也

可稳定运行。

双级压缩技术 变频技术
大幅度降低机组启动电流，减小对电网的冲击。

根据用户负载智能调节变频器频率，改变压缩机转速

调节负荷，提高舒适性、减少压缩机磨损，延长机组

使用寿命。

使用变频技术，实现精确控制水温±0.2℃。

变频机组比定频机组更节能。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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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制冷机组

      应用于食用菌生产、低温冷库、石油、化工、轻工、医药等工业   

      产品的生产、科研方面的低温试验 , 食品、水产品的低温加工、

      贮藏及公共场所等大型建筑的空气调节，出水温度可达 -25℃

      ~5℃。

运行可靠、安全、稳定

     采用国际知名厂商生产的半封闭双螺杆压缩机，无泄露、噪声低

     振动小、运行稳定，保证机组可以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保证了低负荷时的高运行效率，避免能源的浪费，有效的降低了    

     耗电费用。

     机组采用干式蒸发器或降膜式蒸发器，换热效率高，传热性能稳

     定。

先进电脑控制系统

    具有强大的安全保护、通讯、故障诊断、自动适应等功能。

    智能化控制，机组可根据负荷变化，自动调节投入的压缩机输出，  

    使机组在任何时候以最高的效率保持高效配合。

      机组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节省机房空间。

      机组振动小，基础不需隔振措施、安装简单。

      安装时只需连接蒸发器和冷凝器水管、电源。

安全保护功能齐全 

      完备的机组控制功能，多重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机组安全运行数

字控制和远程智能服务中心

      采用数字控制技术，不同于普通机组的模拟控制，真正实现互联      

网能源监控和远程操作。

      远程智能服务中心，具备远程数据监控、机组故障快速处理、短

      信提醒、机组运行数据记忆等强大服务功能。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INDUSTRIAL CHILLING UNIT 

应用范围 安装简便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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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低环境温度下，出风温度可达40℃-80℃。满足各种工艺烘干

的需要。

       采用先进的低温补液增焓技术和室外机组使用特殊的工艺保证运

行机组在低温下不结霜，保证机组在低温工况下，保持高能效和强

劲的制热能力。解决了低环境恶劣工况下的热泵烘干能力衰减和可

靠性下降的问题。

       分析烘干的目的和使用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热量回收的原理,

极大地节约了能量，烘干机的能效比高达3.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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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烘干机组

可替代所有以前应用锅炉提供能量的烘干场所，以及新的烘干项目的

应用，机组型式可根据应用情况现场量身定制，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

求。

热泵烘干装置提供烘干物料以自然方式干燥，表面水分蒸发接近内部

水分向表面迁移速度，被烘干物品色泽好、品质优。

热泵烘干机是在空气源热泵基础上延伸而来，运行过程中不烧煤、不

烧气、油等，只使用部分的电驱动压缩机工作，对空气无任何污染，

是替代传统烘干设备的理想产品。

       以山楂、大枣、柿子、葡萄干等水果的烘干。

       人参、枸杞、百合等的药材的烘干。

       烟叶、烤烟等的制烟工艺的烘干。

       木材、化工产品等工业产品的烘干。

       种子、粮食等农作物的烘干。

       海产品、蔬菜脱水等食品的烘干。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HIGH TEMPERATURE DRYER

市场需求 烘干机组的特点

应用范围广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集团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天衢工业园格瑞德路6号
销售热线：0534-2730888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618-5015
总机：0534-2730800

电话：0534-2730845 2730827 
传真：0534-2730191
邮箱：international@gradgroup.com

山东格瑞德集团

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传真：0534-2730777
邮编：253000
邮箱：gard@gradgroup.com
网址：Http://www.gradgroup.com

充分利用了所有高效传热管的换热面积，解决了静液柱使

底部蒸发温度升高，传热温差减小，导致传热性能下降的

问题。

提高蒸发换热性能，简化气液分离结构，使降膜式蒸发器

体积减小，从而减小机组体积。

油的浓度将比满液式蒸发器中油的浓度高的多，单位时

间内通过压差或其它方式回油更多，提高了回油效率 。

高效降膜式冷（热）水机组

HIGH EFFICIENCY FALLING 
FILM TYPE COLD (HOT) WATER UNIT

提高换热性能 减少制冷剂充注量 

较好的回油性能 减小机组体积 

极大地减少制冷剂充注量，最低可减少35%以上，具有环

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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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螺杆机组降膜式

先进的布液技术

采用具有公司知识产权的布液技术，对制冷剂进行

横向、纵向均匀分配，结合合理的喷淋特性与换热

器管排合理设计，大大提高换热器的换热效率。

回油稳定可靠，有效延长机组使用寿命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回油装置，回油效果更好，可

以保证压缩机始终在良好的润滑下运行，从而有

效延长机组的使用寿命。

先进的节流控制方式：计算开度法

根据实际冷量要求，实时控制电子膨胀阀开度，直

接控制冷媒流量。

克服了传统吸气过热度或排气过热度控制不稳定缺点

各个工况都能够精确控制，机组运行更稳定、更可靠

此控制方法已经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自主编程

PLC自主编程,满足客户多样化的定制要求。

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使机组运行更可靠。

采用模糊控制方式，水温变化更平稳，控制精度高

内置标准的modbus协议，方便客户实现集中控制

或远程监控。

节能、环保

换热效率高，同比满液式机组，其换热效率可提

高10%左右。

采用R134a环保冷媒。

制冷剂充注量少，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降膜式

蒸发器中制冷剂液体只需在换热管表面形成一层

薄膜就可充分蒸发，可以减少制冷剂的使用量，

具有非常重要的环保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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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
 TEMPERATURE AIR SOURCE HEAT PUMP UNIT

ULTRA LOW

专为东北、西北、华北等寒冷地区设计，是替代锅炉供暖的专

用产品。 

高效、节能：在环境温度-30℃下，制热量提高25%以上。高

温出水，出水温度高达60℃以上。 

适应性强：无论在45℃的炎热天气制冷，还是在-30℃的严寒

天气制热，都能够可靠运行。

稳定性及可靠性高：系统设计科学、合理，采用智能控制，

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使机组运行更可靠。

Product features

适用范围：适用酒店、洗浴中心、宾馆、办公楼、医

院等场所。负荷端可以是暖气片、风机盘管、地板采

暖、生活热水等。 

产品简介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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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TEMPERATURE

低温制冷单元式空调机组

产品特点
适应性强：

拓宽单元式空气调节机国家标准的运行范围，增加低温制冷功

能，可常年连续运转，保持极高可靠性。无论在45℃的炎热天

气制冷，还是在-25℃的严寒天气制冷，都能够可靠运行。

稳定性及可靠性高：

系统设计科学、合理，控制器采用进口品牌，具有完善的保护

功能，使机组运行更可靠。

Product features

性价比高：

在保证高可靠性、稳定性的同时，价格远远低于精密机房空调。

适用范围:

适用于变配电室、中央控制室、设备控制室等常年需要制冷的

场合。

REFRIGERATION UNIT AIR COND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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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风机墙空气处理机组

FAN WALL
AIR HANDLING UNIT

风机墙空气处理机组采用若干风机单元排列组成风机墙系

统，由于其先进的风机墙技术、防冷桥结构和无蜗壳设计

等特点，使其具有明显的节能和环保优势，代表了未来大

型组合式空调机组的发展方向。

机组风量范围广：可在5000—200000m3/h任意组合。

风压高：通过调整风机转速及叶轮结构使风压最高可达

2500Pa。

应用范围：食品加工、电子厂房、医药医疗、军品加工

等有净化要求的场所。

功能段：可实现能量回收、降温、除湿、加热、加湿、

过滤净化、物理性吸附、杀菌等功能。

风机墙空气处理机组由集团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主知识产权，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ZL2007 200273370.X

ZL2007 20023601.X

ZL2007 20023602.4

（组合式空调器）

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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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客户想象9

超低静音

电机采用最高优值转速、SKF进口轴承，大幅减少

噪音；风机单元之间设计共面消声箱体，机组噪

音控制在65 dB（A）以内。 

维护方便及时、维修费用低

单个风机和电机出现故障，可以直接拆装更换，不

需打开箱顶棚，维护成本减少20%以上。

高效、节能

比普通空调机组节能20%以上，比单台空调风机

节能30%以上，比纺织行业轴流风机节能50%以

上。

运行稳定可靠

风机墙由风机单元并联组成，单台风机故障不影

响整个机组运行，不需备用机组。

基本消除振动、震颤

振幅小于0.05mm，不需要弹簧减震器，可在任何

混凝土基座使用。

采用选型软件设计

输入用户需求参数，自动生成不同类型的组合式空

调机组方案，选型软件自动提供各功能段性能计算

和最终的图纸。

安全、环保

采用无蜗壳风机，电机直联传动，无皮带磨损，不

产生粉尘，没有二次污染；叶轮采用航空铝型材叶

片，防静电、防腐、防爆。

机组体积小、初始投资较低

风机段长度比传统减少50%以上，可省略匀流段、

消音段，大大缩小占地面积，降低设备造价和机房

投资。

可设计性强

风机单元可根据机房宽高灵活排列，使机组宽高

尺寸适应机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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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膨式空气处理机组

DIRECT EXPANSION TYPE AIR
HANDLING UNIT

内部平整、适合净化 
机组内表面光滑平整，不易积灰，无二次污染，适合

净化场所使用。

现场可拆装、方便快捷 
所有箱板可在现场方便拆装，多次拼装不影响箱体密

封和强度。室内机可根据客户需要选择整机或散件运输。

模数化设计
空气处理部分采用模数化设计，适应现场条件对机组

宽度高度要求。

防冷桥结构、品质卓越 
采用防冷桥结构，机组漏风率小。

冶金、化工、机械、电子、电力等工艺空调场所，适用于商场、医

院、宾馆、办公大楼等舒适性空气环境。

产品优势

风量 2300m3  /h～ 76000m3   /h，制冷量 12kW～ 480 kW, 型号

齐全。可按使用要求增设过滤、加热、加湿、杀菌等功能段，以

满足舒适性或工艺性等不同要求。

适用范围

产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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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7
空气处理部分内机框梁采用防冷桥结构，机组漏风率

小。机组面板采用直接拼接结构，面板内部为高密度

聚氨酯发泡，确保面板有足够的强度。机组外面板采

用高效防腐的优质彩钢板，并表面覆膜，可防止在组

装和运输过程中划伤面板。

防冷桥结构、品质卓越

机组内表面光滑平整，不易积灰，无二次污染，适合

净化场所使用。

内部平整、适合净化场所

空气处理部分采用模数化设计，每 320mm/160mm，

成比例增加，以适应现场条件对机组宽度和高度的

要求。

模数化设计

所有箱板可在现场方便拆装，即使多次拼装也不影响

箱体的密封和强度。

室内机可根据客户需要选择整机或散件运输。

拆装方便快捷

格瑞德亦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专业的空调定制解决方

案，确保运行、经济、高效，满足舒适性和工艺性要求。

微电脑控制器具有故障诊断、智能除霜、能量管理、

运行监控等多项自动控制功能，并可根据业主要求进

行功能扩展。

蒸发器和冷凝盘管均采用强化传热管，翅片采用开窗

片，具有很高传热效率，较普通传换热器提高 15%，

机组能效高。

智能管控、高效节能

内机箱板内部为高密度聚氨酯发泡，可有效阻隔送风

系统产生的噪声。

采用最新高效全密闭涡旋式 / 半密闭螺杆式压缩机，

运转平稳可靠，噪声低、振动小。

室外机采用低噪声轴流风机，室内机采用离心风机，

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运转宁静。 

超低噪声、运转宁静

根据机组类型的不同分别配置了高低压、油位、油压

差、过载、缺相、逆相等多重保护装置，确保机组运

转安全。

品质稳定、性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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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HIGH-
EFFICIENCY WATER CHILLER
一体式高效冷水机组

应用范围

高效集成，安装、维护简便

广泛用于医疗、食品、生物、化工、激光、冶金、机械设备、电镀、加工等
行业

机组将制冷主机、冷却塔、冷却水泵、冷冻水泵、膨胀水箱以及管道各
种阀件和控制器件集成为一体式装置，安装调试时十分简便。机组可
自带防护机房，能直接置于室外，不需另设控制机房。

节约成本

机组可将工程配件控制和制冷主机控制集合在一起，即可减少工程费
用，又能增加控制的稳定性。  

精选名牌配件

机组的压缩机、膨胀阀、换热管、控制器等关键元器件均选用知名品牌
厂家的产品，确保机组高效、节能、耐用。

采用国家先进的冷媒流量实时控制

采用降膜蒸发技术，提高机组能效

根据用户负荷的变化实时进行流量控制，控制精度更精确，机组运行更
可靠；同时机组液位控制更稳定，并且该控制方式成功获得国家专利。

用高效降膜式蒸发器，其换热效率比传统的满液式蒸发器提高15%以
上，机组运行费用节能30%。应用在机组上可使机组性能系数高达国
家节能认证一级标准。同时该降膜式蒸发器成功获得国家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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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AIR CONDITIONING
 UNIT FOR EDIBLE FUNGI
食用菌专用空调机组

种类齐全

智能化控制 运行可靠，换热效率高

安全保护，寿命长
      食用菌机组包括食用菌冷凝机组、冷风机、食用菌一体机、水冷螺
杆机组、水地源热泵机组、离心机组，客户可根据不同需求定制，适
用于大多数种类食用菌培育的各个阶段菌棚内环境控制，满足生长
的需求。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双孢菇、杏鲍菇、香菇、金针菇、白玉菇、木耳等食用菌场所

       机组采用了艾默生、汉钟、丹弗斯、比泽尔等世界知名品牌压缩机
具有宽的产品运行范围，较强的抗液击能力。换热器风冷采用翅片
式换热器；水冷采用壳管式换热器，换热管均为高效内螺纹换热铜
管，以确保机组高效率换热。     

        风水冷一体机采用先进的控制逻辑，人工智能化设计，大风量,风
管送风适应了食用菌在高密度、立体化条件下工厂栽培,满足了食用
菌在各个阶段的温度、湿度需求，同时根据食用菌菇棚的空气质量，
自动调节CO2的气体浓度。整体保证环境质量。在降低杂菌的同时，
缩短了菌丝的生长周期，提高了产量、质量。

      食用菌机组均配置了高、低压控制开关、中压开关，当工况超过设
计条件或设备出现故障时，高、低压控制开关动作，保护压机及整个
系统的安全。

安全可靠  制冷效果快 

       部分产品采用直膨式，可采用一拖一、一拖多。制冷剂进入室内机
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所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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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盘管系列产品

ULTRA EFFICIENT

FAN COIL SERIES PRODUCTS

此机组高度低，安装在天花板内，结合室内装修，搭配出风   

口 ，是宾馆、饭店、办公室理想的空调设备。

FP-WA卧式暗装系列 

此机组可吊装在天花板下任何位置，不占用室内地面面积，便于

安装，外壳静电喷涂处理，与室内装饰相称，适用于旧建筑的空

调工程改造，可减少管道，节约费用。

此机组放入天花板内，结合室内装修，只有风口露在天花板

外，风口美观，不占用空间，四面出风，送风均匀，维修方

便。

FP-KM卡式机系列 

此机组表面采用静电喷涂处理，色彩高雅，外形美观，可直接置

于室内地板上，与室内装饰匹配，拆装保养方便，性能可靠。

FP-LM立式明装系列 

此机型机身超薄，可布置于窗下、墙内或者有装饰的凹体内，

不占用额外空间。前出风形式，适用于会议厅、大型体育馆等

场所。

FP-WM卧式明装系列 FP-LA立式暗装系列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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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面板采用镀锌板外板内充高压发泡聚氨酯的面板结构，

整机外形美观，密封性好，漏风率低，镀锌板采用覆膜处理，

加工无划伤，提高了外观质量和档次，法兰风口采用二次翻边

结构，搬运不伤手。

表冷器采用优质紫铜管套亲水铝翅片结构，整体机械胀管

成型，逆风向流程设计，产品冷热性能提高 10%以上。

机组水盘底部配置高压聚氨脂发泡保温底面板，防止冷桥发

生，消音效果好，大幅度提高整体强度。

整机重量降低20%以上，适应吊顶安装需求。

选用优质空调风机，表冷器逐台进行压力试验检测，整机运行

稳定可靠，设计使用寿命15年以上。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

吊顶式空调机组

CEIL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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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系列产品
FAN SERIES PRODUCTS

产品用途：

可用于各种建筑消防排烟，还可用于各种建筑、人防工程、

地下铁路、矿井隧道等排烟和排风。

产品特点：

具有高效节能、运行平稳、噪声低、耐高温、结构合理，

比同风量离心风机少占空间三分之二，重量减轻一半以

上。保证功率、便于安装、可立式、卧式和吊式安装。

1. 该风机设计有特殊的电机冷却系统，风冷电机内置

型式。

2.  该风机可根据建筑建设的要求采用卧式、立式和吊顶

DTF系列轴流式消防排烟风机（全系列通过3C认证）

式安装，三相电源 380V，50Hz。

3. 采用了先进的气动设计叶片，使用噪声比已有消防风机

低 8-10db（A）功率低 6%。

4. 主风道介质温度为 280℃时可连续运行 30 分钟以上，

150℃时可长期连续运行。

T35-11系列轴流风机

DTF系列轴流式消防排烟风机   

HTFC系列离心式消防排烟风机 PYHL一14A系列轴流式消防排烟风机

SWF系列混流式通风机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DTXF系列高效低噪斜流风机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集团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天衢工业园格瑞德路6号
销售热线：0534-2730888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618-5015
总机：0534-2730800

电话：0534-2730845 2730827 
传真：0534-2730191
邮箱：international@gradgroup.com

山东格瑞德集团

国际贸易工程公司传真：0534-2730777
邮编：253000
邮箱：gard@gradgroup.com
网址：Http://www.gradgroup.com

风机系列产品
FAN SERIES PRODUCTS

DTXF系列高效低噪斜流风机

产品功能 :

直形风筒、锥形轮毂叶轮，风压高、噪音低、耗电省、结构紧凑，卧式、

立式、吊顶安装均可，适用于管道加压、送排风，可制成屋顶式。 

HTFC系列离心式消防排烟风机

T35-11、BT35-11型轴流风机

产品功能：

T35-11 系列新产品与 T30-11 系列老产品相比，在性能上有较大的

提高，全压效率达到70%，而且提高了叶轮根部强度避免断裂现象。

T35-11 型轴流风机获得国家节能认证证书。

产品应用：

厂房、仓库、办公楼、住宅、娱乐场所等的通风换气。

优势卖点：

扭曲型叶片、低风阻电机支架 , 风量大、风压较低、耗电省、新型、

高效、节能、可制作成防爆型。 

HL3-2A混流式通风机、PYHL-14A系列轴流式消防排烟风机

产品功能：

实现民用建筑的通排风、管道加压送风及工矿企业的通风换气。

产品用途：

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体育馆等高级民用建筑的通排风、                      

管道加压送风及工矿企业的通风换气场所。

性能指标：

机号：2.5#-14#　风量：444-100000m   /h　全压：44 - 2444 Pa

优势卖点：

HL3-2A 混流式通风机和 PYHL-14A 系列轴流式消防排烟风机，

是介于轴流式和离心式风机之间的一种新型风机，相同机号风量

较离心风机大，风压较轴流风机高，具有效率高、节能、低噪声、

安装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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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F系列混流式通风机

产品功能：

混流风机是目前通风机中最适宜管道加压系统的新型产品。

产品用途：

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体育馆等高级民用建筑的通排风、管

道加压送风及工矿企业的通风换气场所。

风机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安装方便，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锥

形轮毂、扭曲叶片、压力高、风量大、效率高、噪音低、体积小 ,

配用单、双速电机，可通过变速来调整风量、风压。 

SWF 系列低噪声混流风机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产品用途 :

该风机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宾馆、饭庄、博物馆、体育馆等通风

换气场所，最适于管道加压、送风和排风及高层建筑、一般建 筑

的通风换气。 

产品用途：

HTFC系列离心式消防排烟风机可用作平时通风换气，在出现火灾情

况时进行消防排烟。在 280℃的环境中正常运行 30分钟，室温下可

长时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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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射流风机
TUNNEL JET FAN

产品特点

格瑞德隧道射流风机自 6.3#-12.5# 分 7 种型号，匹配多种电机功率，型号齐全，全部通过 3C 认证并取得相关生产加工资质；聘请行业

专家莅临指导，性能可靠稳定。

风机外壳、集流器、消声器、支架脚 ; 采用钢板数控自动焊接和机制成型，外表采用热浸镀锌或其高温烤漆防腐处理，以保证风机强度

和防腐蚀性。 

风机叶轮采用机翼型压铸铝叶轮，空气动力性能优良，可改变叶片数量和叶片角度，满足不同风量需求。

消声器 : 消声器长度常为风机直径的一倍，当噪声要求较高时，亦可取风机直径的 1.5 倍或 2倍。

配套电机 :SDS 系列射流风机配套电机为鼠笼型全封闭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机绝缘等级为H级，防护等级为 IP55。

风机可逆切换时间 : 在紧急状态下，射流风机正反转切换时间极为重要 ，SDS（R）型射流风机可以在 60秒内正反转切换到风机额定转速。

          SDS(R) 系列隧道射流风机主要用于地铁、公路及铁路隧道的纵向通风系统中，风机一般悬挂在隧道顶部或两侧，不占用交通面积，不

需另外修建风道 ; 土健造价低，是一种很经济的通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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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轴流风机
SUBWAY AXIAL FAN

产品特点

效率高:风机运用先进的气动设计，聘请行业专家莅临指导，通过模型和实物风机的多次反复试验验证，具有效率高和高效区宽广的显

著特点，性能可靠稳定。

噪声低:从最大限度的减小叶尖和叶根部涡流着手，降低风机噪声。

用途广:采用高防护等级、高绝缘等级、湿热型耐高温电机，以及高强度铝合金叶轮和叶片角度调节方式，使该系列风机不仅可靠地应

用于地铁、随道，还可应用于电力、水利大坝、建筑工程等通风系统，以及紧急状态下的消防排烟。

强度高:风机叶轮采用机翼型高强度压铸铝叶轮，所有叶片经X射线探伤、机械性能试验等检验，质量可靠并具有足够的强度安全系

数，空气动力性能优良，可改变叶片数量和叶片角度，满足不同需求。

防喘振、运行可靠:风机装设防喘振结构，以避免风机在系统阻力异常升高的情况下发生喘振，保证风机系统阻力发生突变时的安

全、稳定运行;同时，风机叶轮经二次动平衡试验：不装叶片时轮毂的动平衡和安装叶片后的叶轮的动平衡，平衡精度达到G2.5级；整机

经过机械性能试验、振动试验和气动性能试验，以保证达到运行平稳、安全可靠的要求。

         DTF(2) 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地铁、公路、铁路、矿山、水电站、坚井等隧道工程的送、排通风换气，以及紧急状态下的消防排烟控制，

在排除 280°C烟气过程中，可连续正常运行 60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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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TO ELECTRICITY
FAN COIL SERIES

煤改电-风机盘管系列

产品特点

产品多样化，适合多种方式安装，与建筑更加搭配；

管路流程优化设计，双面开窗优质亲水铝箔，换热效率更高；

多规格风机匹配，满足不同送风需求；

运行分贝优于国标要求，生活环境更舒适；

机组可配备液晶显示器及遥控器，操作更方便；

冬季供暖相比传统暖气升温更快，室内空气循环流通，温度更

均匀。

产品用途

主要用途：小面积户式，小型高速公路服务区，家用住宅,别墅区，会

所，酒店，高速站，政府办公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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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TO ELECTRICITY 
AIR CONDITIONING UNIT

煤改电-空调机组

户式空气源热泵特点

有分体式和整体式两种结构形式，可供客户选择;

分体结构解决了冬季水系统防冻的问题；

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压缩机和低噪音的风机，性能可靠、噪音

更低；

采用国际先进喷气增焓技术，保持最佳工况运行，提高性

能，达到节能的效果；

采用智能化霜技术，化霜更彻底；

出水温度最高达60℃，是北方治理雾霾替代锅炉的最佳选

品；

一机多用，可以与暖气片或地板辐射采暖结合使用，也配合

风机盘管送风；

控制中心，操作简单，易学易用。

产品用途

主要用途：小面积户式，小型高速公路服务区，家用住宅,别墅区，会
所，酒店，高速站，政府办公改造项目。

水（地）源热泵机组特点

采用一体结构设计，安装方便，节省安装空间；

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压缩机，性能可靠，噪音小；

采用高效换热器，换热效率高，能效高；

一机多用，可以与暖气片或地板辐射采暖结合使用，也配合

风机盘管送风；

出水温度最高达65℃，是北方治理雾霾替代锅炉的最佳选品；

采用一键式操作，简单易学；

温度智能控制，无需专人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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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加热器：电加热管 1.5KW，质量可靠。

牺牲阳极：500mm挤制镁棒，寿命长。

保温层：45-50mm聚氨酯，保温效果好。

主要参数

太阳能热水系统
工程用阳台壁挂式热水器

 

型号 外形尺寸（mm） 集热面积（m2） 水箱尺寸（mm） 水箱承压 电加热功率 水箱内胆 保温层 仪表

GTP-100

GTP-80

GTP-120

2000×800

2400×800

2400×1000

1.78

1.48

468×1140

468×950 0.6MPa 1.5kW

1.5kW

1.5kW

0.6MPa

0.6MPa

搪瓷
BTC210R 50mm聚氨酯 一键通 / 触摸屏

一键通 / 触摸屏

一键通/ 触摸屏

50mm聚氨酯

50mm聚氨酯

搪瓷
BTC210R

搪瓷
BTC210R2.25 468×1300

THE  SOLAR ENERGY  WATER  HEATER

产品容积：80L、100L、120L 三种。

搪瓷水箱：内胆材质为宝钢 BTC210R，厚度 2.0mm，承 

     压 0.6MPa。

搪瓷粉 ：美国 FERRO粉，质量稳定，搪瓷效果好，使用寿命长。

产品特点

ф

ф

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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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数

太阳能热水系统
工程用全玻璃真空管集热器

THE SOLAR SYSTEM

支架：热镀锌角钢，安装简易便捷强度高，寿命长。

联集管外壳 ：采用优质彩涂板，外观简洁，经久耐用。

保温层：聚氨酯高压发泡工艺，泡孔均一致密，

50mm厚的保温层。

尾架：优质镀锌钢板，表面喷塑处理，优质尼龙尾座 /

整体尾盒，拆装方便，适用于恶劣环境。

 

型号 外形尺寸（mm） 集热面积（m2） 真空管（mm） 真空管数量 真空管形式 内胆 保温层 集热器角度

GTZ-H50
BC18-00°

GTZ-S30B
C-18-00°

3760
×2200×180

2600
×1943×180

6.65 58×1800 50支 横插管 不锈钢SUS304 50mm聚氨酯
0°

0°4.0 58×2100 30支 竖插管 不锈钢SUS304 50mm聚氨酯ф

ф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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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防毒、抗冲击波余压、生物灭杀等功能为一体，具有防

护功能全、结构合理、安装快捷、贮存时间长、体积小、重量轻,

平时安装、战时防护等特点。

CIVIL AIR DEFENSE CHEMICAL DEFENSE
SERIES PRODUCTS

人防净化产品

产品特点产品说明

RFP-500/1000 型过滤吸收器，RFP 代表含义为“人民

防空平战结合”，采用防水防雾、过滤效率高的过滤纸

和经特殊抗老化处理的高性能活性炭为主要滤毒材料和

快速接头连接方式。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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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设备系列产品

CIVIL AIR DEFENSE
 EQUIPMENT SERIES PRODUCTS

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

产品说明：

DMF 手、电动密闭阀门由专用电机减速器、电气控

制、行程控制等部件组成。

产品特点 ：

手动、电动可以分别自锁，无须转换，在突然断电时，

可直接用手柄操作，能确保安全。

电动脚踏两用风机

概述 ：

人防工程在战时电源被毁，敌方使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

细菌武器的情况下，采用滤毒式通风防护的必用设备。

战时在人力驱动情况下能满足滤毒式通风要求。平时在有

电源的情况下，是人防工事、防空地下室、地下旅馆、宾

馆餐厅和商场等进行通风换气的理想设备。

产品特点 ：

风量大、平战功能转换快。

电动脚踏两用风机
手电动两用密闭阀门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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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格瑞德集团                     格瑞德环保

   小型催化燃烧设备的设计，气体通过排气风机导入炉体内，通

过燃烧器(或电加热器)补充将温度升至 300℃左右，进入催化燃

烧分解室，在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VOCs氧化分解成无毒的 

CO2 和 H2O,氧化后的气体进入热交换器（可选），与进入的废

气进行热交换（可选），通过热交换（可选），分解后的气体温

度也得到降低，净化后的气体从烟囱排到大气中。

   小型直燃设备的设计，基于小型催化燃烧设备的基础，依废气

风量、VOCs浓度及所需去除效率而定。操作时含VOCs的废气通

过排气风机导入炉体内,通过燃烧器(或电加热器)加热，使废气被

加热至氧化分解温度(750℃)，并且有足够的留置时间，这时会发

生热氧化反应， 氧化后的气体进入热交换器（可选），与进入的

废气进行热交换（可选），通过热交换（可选），分解后的气体

温度也得到降低，而VOCs被分解为二氧化碳及水气，净化后的

气体从烟囱排到大气中。

1、PLC全自动化控制，并配有触摸显示屏，人机互动性高，操作        
简便省力。
2、设备配有万向轮，移动方便。（若工程需固定亦可以）
3、设备系统紧凑，占地面积小。
4、设备采用电加热加热，安全性能高。
5、高浓度小风量。
6、运转平稳，安全性高。
7、去除效率高、无二次污染、起燃温度低、节省能源、适用范围
广。

产品特点

小型催化燃烧设备 CO
小型直燃设备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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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范围广泛，医药/化工反应釜、储气罐呼吸阀和实验室等工况下
排出的高浓度VOCs气体

适用范围

规格参数  

小型催化燃烧设备 CO
小型直燃设备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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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ED CARBON ADSORPTION DESORPTION
+CATALYTIC COMBUSTION EQUIPMENT

产品介绍

1、设备运行稳定可靠，故障率低。PLC全自动化控制，转化阀门

     采用气动蝶阀，密封性好，气动控制，稳定性好。

2、维护保养简单。预处理装有压差传感器，采用振动除尘装置。

3、安全性高。采用多重安全方式：加装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炭

    箱温度；加装消防喷淋系统，可采用氮气或水消防；采用良好

     的防静电接地；加装温度探头和稀释阀、紧急补冷阀等应急联

     动措施，实现多重安全预警，严格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转。

4、智能。采用PLC全自动化控制，配有触摸显示屏，人机互动性

     高，操作方便省力；云端控制，可实现远程实时监控。

5、节能。采用多级换热器能实现热能回收（新风换热与催化前的

     换热），电加热分组控制，根据温度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实现功

     率的合理利用。

6、定制。可根据现场场地大小，使用工况、环境等不同的因素，

     量身定制最合适的产品。采用VFD三维模拟，从废气收集到系

     统设备的全程模拟。

7、催化燃烧法处理VOC具有去除率高、无二次污染、起燃温度

     低、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产品特点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设备

VOCs气体经过水喷淋设备先把气味和粉尘进行初过

滤，再经过预处理设备除去小的雾气、油雾和灰尘，最后

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有机废气通过活性炭层时，废气中

的有机组分被吸引到活性炭的微孔中并浓集保持其中，有

机组分与其它组分分开，洁净气体经风机达标排空。

活性炭使用一段时间后，吸附了一定量的溶剂后，会

降低或失去吸附能力，此时活性炭需要脱附再生，再生后

活性炭重新恢复吸附功能继续使用。脱附风机将新鲜空气

输送到新风换热器升温到预定值后进入需要脱附的炭箱，

脱附出来的高浓度VOCs有机废气进入催化燃烧炉进行催

化燃烧，燃烧后分解生成CO2、H2O和蒸汽等热空气进入

新风换热器进行换热降温达标后进入烟囱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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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量：10000--160000Nm³/h。
2、浓度:浓度适应范围较广，50--1000mg/Nm³，可根据浓度选取不同的前处理后处理结合。
3、应用领域：石化、化工、制药、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印染、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等行业废气治理
4、应用方式：高浓度直接催化燃烧，中低浓度吸脱附浓缩后+催化燃烧。
5、不宜采用催化燃烧技术的场合：含有CI、S、Br、P、Si、重金属等容易造成催化剂中毒的废气。

适用范围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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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瑞德集团                     格瑞德环保

产品介绍

沸石转轮+co一体化设备是针对目前VOCs气体种类繁多、

成分复杂、性质各异，采用一种净化技术往往难以达到治理要求

的情况下，设计的新一代VOCs处理设备，是将预处理单元、吸

附浓缩单元和热氧化单元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目前防治VOCs气

体较为完善并且去除效率极高的一种处理设备。

工作时，VOCs废气进入预处理单元，过滤掉废气中的漆雾

及粉尘颗粒物，以防止沸石分子筛的堵塞。处理后的VOCs废气

送入转轮吸附浓缩单元吸附区进行吸附，废气被吸附在沸石微孔

中，而吸附后的达标气体直接排放。

沸石转轮在吸附过程中以每小时约3-6转的速度持续旋转，

将吸附于沸石中的VOCs气体旋转至脱附区进行高温脱附处理，

然后再开始吸附过程。为降低整机功耗，在脱附完成后的冷却过

程中，将少量预处理后废气直接送至冷却区吸附，吸附后的净化

气体进入换热器，升温至预定温度约200°左右再送入脱附区参

与脱附工作循环。

沸石转轮+CO一体机设备

ZEOLITE ROTATING WHEEL +CO INTEGRATED
 MACHINE EQUIPMENT

为保障沸石转轮良好的循环吸附效果，转轮在冷却区进行实

时降温至合理数值，以求沸石最佳吸附效果。

完成脱附后的浓缩VOCs废气送至CO燃烧段（即热氧化单

元），经过催化燃烧转化成二氧化碳及水蒸气，产生的达标气体

直接排放，未达标气体再进行二次循环处理。

整个工作过程的关键就是利用吸附－脱附－浓缩三项连续变

温的吸、脱附程序，使低浓度、大风量有机废气浓缩为高浓度、

小流量的浓缩气体，然后对其进行热氧化处理，并将有机物燃烧

释放的热量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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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涂料、医药和农药制造、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人造板和木制家具制造业、皮革、漆包线、

鞋类、油漆、包装印刷油墨、胶粘剂生产、金属铸造等行业生产的VOCs，含烃类、苯类、醇类、酚类、醛类、酮类、酯类、

胺类、腈类（三聚氰胺类）等中低浓度的大风量有机废气。

适用范围

规格参数  

沸石转轮+CO一体机设备

ZEOLITE ROTATING WHEEL +CO INTEGRATED
 MACHINE EQUIPMENT

资料说明：以上数据为我司根据常规处理标准而设定，我司会因实际工艺的改进及废气浓度而进行适当调整，客户如因场地限制须调整

尺寸，我司可根据现场情况另行配置，实际尺寸以报价单据及订购合同为准，设备安装使用请按说明。最终解释权归山东格瑞德集团有

限公司所有。

GRAD-FS-10000

10000m3/h 800m3/h800Pa 1200Pa 2500kg          1500kg              0.3kw            1:15       1-15RPH     25kw          Exdl lBT 4            230℃ 4590*1940*1802

再生风机           脱附风机

尺寸（长*宽 *高）mm

重量（Kg）                 转轮参数                 电加热器参数

总量     转轮重量   驱动功率  浓缩比   转速    功率   防爆等级   设计温度风量     风压 风量     风压

1.高吸脱附效率，使原本大风量、低浓度的VOCs废气，转换成小风量、高浓度的废气，降低后 端 终 处 理 设备CO的成本。

2.沸石转轮吸附VOCs所产生的压损极低，可大大减少吸附风机电力能耗。

3.处理效率高，可去除废气中的VOCs成分，去除效率高达99％.

4.便于清理，浓缩转轮因为是在高温下烧结处理而成，完全是无机物的结合体，如果发生蜂窝通路堵塞时，高温进行脱附。

5.持久耐用，送风均匀。采用独有的风机墙专利技术结构处理气体，进风口设置自垂百叶，设有格栅风口，可使有害气体均匀经过

沸石转轮，避免风量不匀造成灰尘的脏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6.整体采用智能控制，实时监测，并带有自动灭火装置、安全可靠。

7.风量处理范围大：10000 m3/h -150000 m3/h，可根据客户不同需求进行定制；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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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RTO-蓄热式氧化炉（焚烧炉），一 种高效有机废气治理设备。

与传统的催化燃烧、直燃式热氧化炉（TO）相比，具有热效率高

（≥95%）、运行成本低、能处理大风量中低浓度废气等特点，浓

度稍高时，还可进行二次余热回收，大大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工作时，有机废气（VOCs)进入RTO设备，在预热室内，蜂

窝陶瓷体将废气预热至760℃以上，然后由燃烧器控制氧化室最低

温度不低于820℃，并在高温环境被氧气氧化成二氧化碳（CO2）

和水（H2O），氧化过程中释放热量，使废气温度进一步升高，然

后经过蓄热室，陶瓷体吸收高温气体热量，以备下一个循环预热废

气之用，降温后的烟气从烟囱排至大气。

每个蓄热室依次经过蓄热-放热-吹扫的过程，循环往复，连续

工作。相比两室RTO，由于第三个室体的存在，使气流的切换更为

平稳，蓄热室"放热"后，引入已处理的洁净排气的一部分将VOC置

换到鼓风机前，对该蓄热室进行吹扫，待清扫完成后进入"蓄热"程

序，消除了两室体RTO的直排状态，使净化效率达到99%以上。

1、高VOC去除率，处理效率达99％，换热效率高达95％；

2、自动化程度高，维护费用低，生产设备不产生NOx等二次污

染；

3、超低运行成本。当VOC浓度达到一定浓度时，不需要额外的

燃料消耗，如VOC浓度更高，还可进行二次余热回收而大大降

低生产成本；

4、每个蓄热室配备一套快速切换阀，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泄

漏，同时使维修和操作更加简便；

5、燃烧室最高温度为1200摄氏度，在此温度停留1秒不会产生

机械元件损坏和设备停运；

6、燃烧室内有高耐火硅酸铝纤维保温层以绝热保温。

产品特点

RTO蓄热式设备
RTO REGENERATIV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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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油化工（塑料、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和有机化工等） ；
2、涂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船舶、玩具、家电、家具、建材、制鞋、胶带、胶片、磁带、印刷等） ；
3、电子（芯片、电路板、电子元件、电线电缆等）； 
4、木材工业（人造板、墙纸、地板等） ；
5、医药、农药及染料 ；

适用范围

规格参数  

RTO蓄热式设备
RTO REGENERATIVE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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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配套系列产品

ULTRA EFFICIENT
FAN COIL SERIES PRODUCTS

智能化控制

贯流式风幕机

暖通空调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设

备，低压配电控制系统及设备的系统集成商。

产品特点：风速高，隔离效果好，安装简单便捷，

产品应用：适用于人流进出频繁，空气流动性较大的场所。

离心管道风机

Q型暖风机

产品特点：采用径向进出风，具有安装方便，占地面积

小，噪声低，外形美观等优点。

产品用途：广泛应用于宾馆、礼堂、会议堂、办公楼及地下

车库等场合的送排风系统。

应用范围：应用于厂房、车间、大棚、等冬季采暖。

产品特点：具有噪声低、耗电量低、风量大、升温快等特点。

贯流式风幕机离心管道风机 Q型暖风机 智能化控制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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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配套系列产品

ULTRA EFFICIENT
FAN COIL SERIES PRODUCTS

板式换热机组

落地膨胀水箱

产品用途：控制硬件采用进口元件，性能可靠，适用于各

种供热场合和环境要求。

产品特点 ：安装方便，时间短，安装费用低 , 制造精良，

功能齐全，使用维护方便 , 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节省

基地投资。

应用范围 ：热水供应、热水采暖、小区集中供热及中央空调。

产品功能 ：自动定压 . 自动补水 . 自动排气。 

产品特点 ：全自动控制，便于管理； 罐体为密闭装置，气水

不接触，保证水质不受污染； 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安装

维修方便。 

风淋室

新风净化箱

产品参数 ：风速 5m/s 以上，吹淋时间 0-99 s

产品材质:     分为全不锈钢和彩钢板。 

吹淋方式：单人单吹风淋室、单人双吹风淋室、双人双吹风淋室。

产品用途：与新风机组或新风换气机配套，对空气进行除尘、除

菌、除味处理，PM2.5 的去除率达 95% 以上，并起到除味杀菌

的作用。

板式换热机组

风淋室
落地膨胀水箱

新风净化箱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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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配套系列产品

ULTRA EFFICIENT
FAN COIL SERIES PRODUCTS

全铝风机

产品用途：广泛用于机械、化工、橡胶、制药、轻纺等行业

车间、厂房及高级民用建筑的排风换气。

产品特点：重量轻、压力高、风量适中、噪声低、耗电省、

外形美观牢固。

离心风机

产品用途：主要用于厂矿企业、体育馆、歌剧院、地下室、大

小宾馆、酒楼、商场及大型建筑的室内通风换气，降温除尘等，

也可与其他各类机械设备配套做气体循环使用。

不锈钢水箱

换气扇

产品用途：卫 生间、厨房、客厅等换气。 

产品优势 ：适用于任何吊顶安装、采用优质电机、动力强劲、安全耐用。

产品效果：快  速保持浴室清新空气、厨房通风更快更安全。

产品用途：适用于扩大水箱容量且不改建房屋的客户。

产品特点：整体由不锈钢板块压制焊接拼装而成，蓄水能力强、水

箱强度高、质量轻、耐腐蚀、耐氧化、外形简约美观，使用寿命长、

后期保养方便。

离心风机

全铝风机

不锈钢水箱

换气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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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配套系列产品

ULTRA EFFICIENT
FAN COIL SERIES PRODUCTS

空气净化器

电子除尘净化器

产品功能：家用，办公室去甲醛、PM2.5，除菌空气净化。

产品优势：格瑞德高级定制空气净化器，室内湿度智能检测。

产品效果：多重过滤，净化更彻底。

产品用途：利用高压静电吸附原理，去除空气中的微粒污染

物、气态污染物和致病微小生物，可过滤、灭杀很多比细胞还

小的灰尘、烟雾和细菌。有效的防止感冒、传染病等疾病的传播。

产品特点：工作效率高，空气净化效果明显。

FFU风机过滤单元

玻璃钢风机

应用范围：适用于在 100000-1000 级环境中，获得 100-1 级的洁

净环境、微环境提供高质量的洁净环境。

产品特点 ：低振动、低噪音；优异的空气均匀分布性能，风速自动

恒定、有级调节；风机箱和过滤器分体更换拆卸方便。

产品特点 ：造型美观、结构紧凑、强度高、耐腐蚀、重量轻、噪声低，

运行可靠、安装简单。

产品用途 ：广泛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工厂、企业、办公楼、宾馆、

饭店、学校、医院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通风换气。

FFU风机过滤单元 电子除尘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玻璃钢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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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DING-FREE INDUSTRIAL COOLING TOWER
无焊接工业冷却塔 

耐腐蚀性更强·使用寿命长达50年

新一代工业型钢结构冷却塔采用热镀锌型材组装而成，安装过程中

采用螺栓连接，全程无焊点，消除因焊接破坏钢型材镀锌层而产生

的腐蚀问题，增强塔体的耐腐蚀性能，增加塔体框架使用寿命，适用

范围更广泛。

运行震动更小·塔体结构更稳固耐用

新一代工业型钢结构冷却塔立柱间距减小，增加立柱的数量，将冷

却塔运行载荷更均匀地分布在基础墩上，塔体斜撑从塔底一直延伸

到塔顶部，风机电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扭转力传递到立柱更充分，

进而传递到基础上，可以更有效地确保冷却塔传动部位运行平稳。

土建基础更低·安装周期更短

新一代工业型钢结构冷却塔采用侧边进水，可以有效降低底部基础

高度，为防止冷却塔落下的水在水池梁处产生飞溅，冷却塔底部基

础顶标高低于水池顶标高300mm~500mm。

可百分百搬迁·提高部件再次利用率

新一代工业型钢结构冷却塔框架采用螺栓连接，当周边环境不能满

足冷却塔降温需求条件时（例如：距离冷却塔进风口较近的位置建

有厂房或泵房等高建筑物或热源；冷却塔位于污染源的下风口方向

等），可以将塔体框架拆卸，整齐搬迁到理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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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型混凝土冷却塔

该系列产品具有整塔性能稳定，冷效高，噪声低、电耗少、外型美观、施工安装周期短、成本低等特点。

风筒为动能回收型，气流组织合理，效率高。

风机为机翼形玻璃钢叶片，气动力合理、风量大、效率高、噪声低、耐腐蚀。

风机设有油温、油位、振动的三参数一体化组合探头，便于对风机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电机可配备双速、三速电机，能够实现节能要求。

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发电等企业大水量的循环系统中。

ENERGY-SAVING CONCRETE COOLING TOWER
节能型混凝土冷却塔

型号

GFNL-800

--

GFNL-5000

水量（m3 / h）

800

--

5000

冷效（lcal / h）

8000000

--

50000000

电机（kw）

30

--

220

风机（mm）

4700

--

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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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 304 不锈钢材料折弯成形，不生锈、使用寿命长。

模块设计，特别适合多台塔接在一起，外形紧凑、 美观。

护板做成“三明治”复合结构形式，耐腐蚀，不生锈。

护板用聚胺脂发泡料填充，消音，隔热效果优良。

不锈钢冷却塔

换热盘管内的载热介质不与外界空气直接接触，不会

被污染、吸湿、挥发。

采用 T2 紫铜管做成的蛇型换热器，换热效果高，使

用寿命长。

壳体有镀锌板、玻璃钢板、不锈钢板多种选择。

模块设计，特别适合多台塔接在一起，外形紧凑、 美观。

闭式冷却塔

优质 304 不锈钢框架，不生锈、使用寿命长。

高低水位报警、静音型噪声设计。

面板有多种颜色可选、与建筑物整体协调一致。

专塔专用、模块设计、量身定制。

地铁专用冷却塔

冷却塔系列产品

STAINLESS
STEEL COOLING TOWER

不锈钢冷却塔
闭式冷却塔

地铁专用冷却塔

不锈钢冷却塔

闭式冷却塔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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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冷却塔

型号

CNDC-90

--

CNDC-1000

水量（m3 / h）

90

--

1000

冷效（lcal / h）

450000

--

5000000

电机（kw）

2.2

--

30

风机（mm）

1468

--

4830

闭式冷却塔

型号

FBP-15

--

FBP-100

水量（m3 / h）

15

--

100

冷效（lcal / h）

0.75

--

4

电机（kw）

1.1

--

5.5

风机（mm）

900

--

2560

地铁专用冷却塔

型号

DBHD-100

--

DBHD-600

水量（m3 / h）

100

--

600

冷效（lcal / h）

500000

--

3000000

电机（kw）

3

--

18.5

风机（mm）

1768

--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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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VOLTAGE POWER
 DISTRIBUTION PRODUCTS

低压配电系列产品

GGD系列低压开关柜

应用范围：发电厂、交电站、厂矿企业等。
特点：分断能力强，动热稳定好，灵活、新颖，防护等级高。

PZ系列楼宇配电箱

适用于交流50HZ、电压220V或380V，总电流100A以下的终
端电路。
可任意组合模数电器、C45插座、漏电开关等小型电器开关。
具有防漏电、触电、短路、过载等多种保护装置。
箱内设有进出线装置及零线接地线；安装方便、外观豪华。

XL-21系列动力柜

适合于50HZ、电压500V及以下、三相五线电力系统的动力配
电和照明配电用。
具有多种一次线路方案或派生方案选择使用，应用范围广。

通用型风机、水泵配电箱

正常运行时可借助手动或自动开关接通或分断电路。

故障或不正常运行时借助保护电器切断电路或报警。

空调机组配套PLC控制柜

   PLC具有功能强、性价比高、适应性强、易于操控及可靠性稳定

等优点，其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配置灵活；具备现场控制的同

时，可通讯联网、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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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ONDITIONING
ACCESSORIES PRODUCTS

空调配件系列产品

消防防火阀门系列产品

产品性能

产品最全：专业制造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排烟阀（口）、板式

排烟口、远控排烟阀、隔爆型防火阀、隔爆型排烟阀、隔爆型调

节阀、电动多叶对开调节阀、手动多叶对开调节阀、密闭阀、止

回阀、余压阀、定风量阀、VAVBOX、变风量阀、消声器、静压箱、

风口等。

材料最全：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排烟阀包括钢板烤漆、热镀

锌钢板、不锈钢板三种材质。

1、阀门启闭灵活、漏风量测试结果远远超过国家检验标准要求。

2、执行机构：选用格瑞德、凡灵、东灵、浒江、搏力谋、西门子等一流

品牌执行机构。

3、制造工艺：采用数控转塔冲床、数控激光切割机等设备自动化生

产，加工精度高，质量稳定。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资质最全：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排烟阀等消防通风排烟阀

门取得了最大规格为2000mm×1250mm的检验报告和认证

证书。其他通风调节阀门共计取得了24种国家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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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阀

电动组合风阀

采用标配安装螺孔螺丝连接、铆接工艺组装，耐腐蚀、美观、坚固;

用范围于住宅、会议室、实验室、办公室、等洁净度要求较高场所;

采用东灵、凡灵执行机构;

机翼型复合叶片，强度高、高抗风压、低风阻;

密封元件为不锈钢弹片，耐高温、耐候性高;

底框为国标热镀锌槽钢，坚固耐用;

风阀单元、底模块化设计，方便运输和安装;

隔爆型防火阀

组装工艺阀门

叶片材质:钢板烤漆或铝板:阀体材质:钢板烤漆或热镀锌钢板;

密封元件为不锈钢弹片，耐高温、耐候性高；

防爆标忘:Exd IICT6 Sb; 防护等级:P65;

零部件全部模具化、数字化加工，加工精度高；

采用螺丝连接、铆接工艺组装；整体无焊点，耐离似、美观、坚固；

采用东灵、凡灵执行机构，标配观察孔、吊耳，功能齐全；

AIR CONDITIONING 
ACCESSORIES SERIES PRODUCTS

空调配件系列产品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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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设备系列产品

CIVIL AIR DEFENSE
 EQUIPMENT SERIES PRODUCTS

LWP型油网过滤器

LWP 型油网过滤器是人防清洁式通风、虑毒式通风

管道上必备的粗过滤器，战时能过滤粗颗粒爆炸残

余物，平时能过滤空气中较大的颗粒灰尘。

FCH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FCH 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主要用于防护工程的排风口，

平时处于关闭状态，当需要进行滤毒通风时，工程内部必

须造成并保持 30-50pa 超压，阀盖在超压作用下自动开

启，以排除管道内的毒气。当战时需要进行隔绝的防护时，

人工将阀盖锁紧，此时活门具有防护密闭的功能。

LWP型油网过滤器FCS型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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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AIR DEFENSE EQUIPMENT
SERIES  PRODUCTS

人防设备系列产品

产品特点 ：平时不安装门槛，地面平整，便于人员和车辆通

行，临战时快速安装门槛，以满足防护和密闭功能要求，迅

速地实现平战功能转换。

产品用途 ：适用于平战结合的地下商场、医院、仓库、地下

停车车库等人防工程的出入口。

普通单、双扇活门槛防护密闭门　　 其它密闭门

设置在两个相邻防护单元连通口的防护密闭隔墙上，特点是

地面平整无门槛，可双向分别受力，双向密闭，平战转换快捷。

公司还生产“坡道内开式双扇防护密闭门”、“防护防火密闭

门、防火密闭门”、“电控门”、“封堵板”、“防护密闭屏蔽门

和密闭屏蔽门”等。

连通口双向受力双扇防护密闭门

GHSFM6025(6) GHSFM6025(6)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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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ERGY VEHICLE 
BATTERY BOX UPPER COVER

新能源汽车电池包上壳体

产品优势

重量轻：质量轻、耐腐蚀性强、制品精度高、废料可回收利用。

长纤维：平均纤维长度为8-20mm，力学特性优良。

耐老化性好：产品可在-35℃-85℃条件下使用。

环保可回收：制品无毒、无味、设计灵活、易于着色。

强度高：弯曲强度达到150MPa，常温下可弯折106次而不损坏。

主要参数

性能 测试标准 测试条件 典型S.I

适用范围

新能源汽车电池包上壳体及其他配套产品

轨道交通、航空、游艇等领域

国际单位
Properties Test Standards Test Condition Typical ValuesS.I. Units

比重
Specific Gravity 

玻纤含量
Glass Fiber Content 

拉伸强度
Tensile Strength 

弯曲强度
Flexural Strength 

弯曲模量
Flexural Modulus

缺口简支梁冲击强度
Impact Strength

邵氏硬度
Rockwell Hardness 

热变形温度
Heat Distortion Temp. 

体积电阻率
Volume Resistivity

漏电起痕
tracking resistance 

阻燃性
Flammability 

ISO 1183

ISO 3451/1

ISO 527-2

ISO 178

ISO 178

ISO 179-1/2

GB-T 2411-2008 

ISO 75-2

ISO 75-2

IEC 60093

IEC 60112

UL 94

23℃

-

10mm/min

2mm/min

2mm/min

23℃

0.45MPa

1.8MPa

-

30s/50滴

--

g/cm3

%

MPa

MPa

MPa

KJ/m2

℃

℃

Ω· cm

V

1.20

30

65

100

5000

6

60

160

155

1016

175

V-0

部分合作伙伴

中国一汽 北汽集团 中国重汽

众泰汽车 捷威动力 万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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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INDUSTRY PRODUCTS

军工制品

主要产品

具有重量轻、强度高、加工成型方便、弹性优良、耐化学腐蚀和耐

候性好等特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海、陆、空、火箭军等

各领域。

公司拥有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GJB9001C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三级保密资格单位认证等军工资质证书。

火箭军XX型导弹发射车、XX型导弹运输车隐身、抗毁、保温舱；设备

箱；伪装板；轮毂盖；保护盖；保温运输固定设备；筒盖防护装置等。

产品优势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部分资质证书

轮毂罩正面 轮毂罩反面 设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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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OWER EQUIPMENT
RELATED PRODUCTS 

风电设备系列产品

机舱罩、导流罩产品

格瑞德复合材料产业园建有风力发电项目使用的复合材料制
品专用生产厂房20000余平米，硬化存货堆场50000余平米，
一线生产员工达到近300人，年生产能力超过2000套。专用厂
房在产品流水线生产、切割除尘、VOC废气处理、工人工作环
境、厂房供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进设计，既保证了工人的
工作环境，又能符合当前环保监察要求，将生产配套能力提升
到国内一流水平。

机舱罩、导流罩产品具有轻质高强的特点，拉伸强度、冲击强度、弯
曲强度等产品力学性能优良，产品的整体强度和刚度较好，重量轻、
强度高、承载能力大，尺寸精度高，整体性强，安装便捷，成品率高。
产品外表面使用高品质胶衣，抗老化、抗腐蚀、抗紫外线辐射，具有
良好的耐候性，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 

概述：

部分合作伙伴

专业品质

部分荣誉资质

风电叶片 机舱罩 导流罩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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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连续纤维热塑性夹芯板

CONTINUOUS FIBER THERMOPLASTIC 
SANDWICH PANEL

 

产品名称 密度 宽度 厚度
拉伸强度

弯曲强度
生产速度

连续纤维面层

夹芯板材

1.5g/cm3 650mm 0.3±0.03mm >800MPa 8~10m/min

0.3~0.6g/cm3 1300mm 10~25mm >20MPa 2~3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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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

“ 0°/90°增强面层+热塑发泡芯层+0°/90°增强面层 ”
热塑发泡芯层包括：PP蜂窝芯、PP发泡芯、PET发泡芯，GMT发泡
芯等。

1、质量轻，高比模量，高比强度；
2、可回收、绿色环保，防水防潮，耐腐蚀；
3、厚度均匀，精度高，后处理加工少，安装方便；
4、可设计性强，选择不同面层和芯层规格，满足多行业性能要求。

产品优势

市场应用广泛，货车厢板、客车地板等。

市场应用

连续纤维热塑性夹芯板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CONTINUOUS FIBER THERMOPLASTIC 
SANDWICH PANEL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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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 MATERIAL SERIES

 （缠绕系列、SMC系列）
 复合材料系列

复合材料——缠绕系列 复合材料-SMC系列

产品简介：

缠绕产品分为管道和容器 ( 主要指储罐 )。管道分为夹砂管道

和工艺管道 (含喷淋管道、烟囱、烟道 )，容器分为常规容器 (含

立式、卧式储罐、化粪池、塔器等 ) 和大型容器。

应用范围：

玻璃钢缠绕容器以其优异的耐腐蚀性能、轻质高强、设计灵

活等优点，成为化工工业及输排水工程的最佳选择。

产品优势：
具有优良的物理力学性能；耐化学腐蚀性能好；水力学特性

优异；安装、维护费用低；不污染介质；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设计灵活性大，改型周期短。

产品类型：

SMC产品分为水箱、体育用品、汽车配件等。

应用领域：

轨道交通领域：玻璃钢顶板、玻璃钢内饰、玻璃钢卫生间

体育器材领域：篮板、乒乓球台

水箱领域及其它领域。

储罐 缠绕管道
机舱罩

SMC水箱

官网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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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 MATERIAL SERIES

 （缠绕系列、SMC系列）
 复合材料系列

技术实力 / 荣誉资质

技术实力

2010 年建成的山东省玻璃钢复合材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个玻璃钢复合材料技术研究中心，

2015 年升级为省级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荣誉资质

2009 年在全国玻璃钢管道行业首批通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山东省唯一的一家管道生产企业，2012 年增项到

DN3000，成为全国少数几家能够承揽玻璃钢管道大型工程

的企业。

2014 年承建山东省引进黄入白管道供水工程。

2015 年升级为省级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5 年 10 月通过玻璃钢容器 ( 储罐 ) 生产认证，提高了储罐

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017 年，列入中国机械制造 500 强。

让 人 工 环 境 更 美 好
空调工程 ● 复合材料 ● 通风人防 ● 环保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