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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特网能）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艾特网能立志

公司简介

在数据中心&工业基础设施领域打造自主创新的高端民族品牌，护航国家信息安全。近年来发展迅速，吸引了诸多业内世界
500强精英，包括研发、市场、制造、服务等大批专业人士的加盟，整合产品线优化升级。艾特网能于2019年底完成了被
具有80年历史的国有上市企业：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510）成功并购，成为国有上市企业控股子
公司。并购后的艾特网能将以技术和市场为驱动，在上市公司资本和信用的进一步推动及保障下，打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际一流品质的数据中心及工业网能基础设施全网能解决方案领导品牌。

——艾特网能在深圳、西安和中山设立了三大研发中心，在深圳和中山拥有两大制造基地，专注

数据中心供配电及制冷方案及产品、工业&新能源制冷解决方案及产品，拥有iClimate热能管理产品线、iNew创新节能产
品线、iPower电能管理产品线、iBlock模块化数据中心产品线、iMonitor智能管理产品线、电力&工业配套冷却产品线。
拥有两百余项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在中国市场专利数排国际及国内品牌前列。拥有业界一流的国家认证实验室测试平台，
满足产品品质验证及保障。艾特网能是集产品研发制造、工程设计施工、售前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通
过打造全网能业务系统，并进行全生命周期服务和管理，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自主创新  技术立业自主创新  技术立业自主创新  技术立业

国企资信  民族品牌国企资信  民族品牌国企资信  民族品牌

——艾特网能核心产品UPS及精密空调、微模块解决方案在电信运营商、IDC运营商、金融、电力

能源、军队、交通、政府、教育、医疗、广电、企业等百行百业均有大规模应有。已服务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兴业
银行、中信银行，宁夏农信、河南农信、安徽农信、广东农信、吉林银行、江西银行、广州银行、东莞银行，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民生证券、西部证券等金融行业用户，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铁塔等电信运营商，及腾讯、阿里巴巴、京东、360等互联网公司；并连续多年入围中央政府采购名录、服务北京
市政府、湖北省政府、青海省政府、河北省政府行业用户；同时服务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大唐发电、华能集团、中石
油、中石化等能源行业用户，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
学、中山大学、中科院等知名高校及科研机构用户。

百行百业  广泛实践百行百业  广泛实践百行百业  广泛实践





    产品集成多项尖端核心技术、先进核心部件以及科学的实现方法，
达到业内节能高效水平，多个产品通过国家节能认证，并在第三方能
效测试中处于领先水平。

   采用业内先进的全中文图形化彩色超大触摸屏和LCD大屏幕显示器，
图形化显示工作状态、曲线化显示工作参数、人性化故障告警及提
示、分级密码保护，控制界面友好开放。







    产品集成多项尖端核心技术、先进核心部件以及科学的实现方法，

达到业内节能的高效水平，多个产品通过国家节能认证，并在第三方

能效测试中处于领先水平。

    采用业内为先进的全中文图形化彩色超大触摸屏和LCD大屏幕显示

器，图形化显示工作状态、曲线化显示工作参数、人性化故障告警及

提示、分级密码保护，控制界面友好开放。

    机组可实现多达32台组网群控，除基础备份轮巡功能外，还可实现

按需群组低能耗运行、避免竞争运行、能效优化自学习及需求趋势预

测等群组能效管理功能。



    产品集成多项尖端核心技术、先进核心部件以及科学的实现方法，
达到业内节能的高效水平，多个产品通过国家节能认证，并在第三方
能效测试中处于领先水平。

     采用业内先进的全中文图形化彩色超大触摸屏和LCD大屏幕显示器，
图形化显示工作状态、曲线化显示工作参数、人性化故障告警及提示、
分级密码保护，控制界面友好开放。

     机组可实现多达32台组网群控，除基础备份轮巡功能外，还可实现
按需群组最低能耗运行、避免竞争运行、能效优化自学习及需求趋势预
测等群组能效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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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精密机房空调

适用场合

中小型计算机房、户外通讯基站、铁路信号站、设备间、电池室、电力间、变电站等小型高科技电子设备

机房。

小金刚CoolSmart系列中小型机房专用空调的产品特点

多样化
具备多样化的机型，可满足您不同的应用需求：

制冷量范围涵盖5.5kW、7.5kW、12.5kW、16.5kW、20.5kW五个冷量段。

每个冷量段产品均具备风帽上送风、风管上送风，前下送风、地板下送风等多种气流

组织形式。

每个冷量段的每种出风型式又具有单冷型、单冷+电辅热型、恒温恒湿型三种配置类

型。

每种配置类型具备采用R22、R410A、R407C三种不同冷媒的机型。

每种机型具备AC风机和EC风机两类风机可选。

优秀的节能性能

采用大风量、小焓差设计，具备高显热比，和机房、设备间内的主设备发热均为显热高度匹配，应用在机房

内相较民用空调可节能20%以上。

采用大面积蒸发器和冷凝器，以及高性能压缩机和膨胀阀，制冷效率高，具备能效比高的特点。

室外机风机采用无级调速控制方式，不仅节能，而且可降低噪音。

高可靠性

按照工业等级的全年不间断运行设计，可实现全年不停机。

按照十年寿命设计，主要部件均来自于业内主流品牌。

室内机风机和室外机风机均采用金属叶片设计，稳定性好，寿命长。

具备来电自启动功能，来电之后自动恢复到停电前的运行状态。

强大适应能力

环境适应能力强：在-15℃~45℃的室外环境温度范围下可正常运行，满足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若在低温

的地区，还可选配低温启动组件，实现低至-35℃度正常运行。

电压适应范围宽：三相供电机组可适应380V±15%的电压波动范围，单相供电机组可适应220V-

10%~+15%范围正常运行。相序检测、提示、告警、功能，避免因相序反导致烧压缩机。

远红外加湿系统，加湿速率快，对水质适应性强，符合国家3C强制性认证要求。

高度智能

采用可编程的全中文液晶显示器，所有运行信息、设置信息、故障信息均采用中文显示，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采用智能的PID预测式控制算法，具备控制精度高的特点。

具备多级密码保护，可实现权限管理功能。

具备主要部件运行时间统计功能和维护提醒功能。

具备自诊断功能，有利于迅速维护。

配备专用的主备接口，可实现主备自动切换、两台机组间自动轮流值班的功能。

标配RS485智能通讯接口，并免费提供通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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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间机房专用空调

适用场合

高密度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单个机柜热负荷大于5kw的场合，或机房没有架空地板，需要进行水平送

风。也适宜于集成在微模块数据中心、集装箱数据中心等场合应用。

金戈CoolRow列间机房专用空调的产品特点

触摸式大屏幕显示器

标配7英寸触摸式高清超大屏幕显示器

精美的图文显示各类信息·具备历史温湿度曲线显示

超大的信息储备量

亦可配置业内主流按键操作的3英寸液晶显示器

高效的风机系统

多个风机均匀分布于整个立面

进出风口均覆盖整个立面

气流均匀无死角

风机采用热插拔设计，方便维护

最佳效率点运行设计

风机均运行在最佳效率点而不是最高转速点

保证高效节能的同时，且能实现冗余。美观且方便安装的结构设计

预留上走管和下走管两套接口，兼容顶部走管和底部走管两种方式，

可产品到现场再选择走管方式，更灵活

带水平调节地脚，方向现场调整

柜体深度和常用的机柜深度保持一致，方便安装且美观统一。

灵活多变的出风方式

标配机型采用纯向前出风的方式，适用于封闭冷池的应用环境可配置具现场调节出风方向功能的导风格栅，

具备现场分组调节出风方向的功能。

多组导风洛栅可实现向左、向右、同时向左或向右

不同比例的分配的同时向左向右等多种风量分配方式

可根据现场负载实际情况来调整布置

其它主要的可选功能

可选配电加热器：以确保低温高湿时的除湿效果。

标配机型采用纯向前出风的方式，适用于封闭冷池的应用环境。

可选配电加湿器：对机房内空气进行加湿，避免过低的湿度带来的不利影响。

可选配浮子式自动排水冷凝水泵：用于向上排水的场合。

可选配双电源输入组件：用于双路供电的场合，提高CoolRow可用性。

全覆盖式风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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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蒸发器，大面积多维广角回风，减小回风阻力

小而精巧，机身尺寸仅为：400mm（宽）×330mm（深）×1500mm（高）

全中文液晶显示器，多级密码保护，远程监控，主备轮巡，手机APP告警功能

氟泵节能模块与风冷冷凝器高度融合，一体化氟泵自然冷节能室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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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Block模块化间接蒸发自然冷数据中心专用空调采用模块化的设

计思路，集成了全直流变频压缩机制冷、新风间接自然冷、间接蒸发

冷、氟泵自然冷、全热交换、风墙送风及喷淋系统等一系列创新节能

技术，具备多种制冷模式以应对不同的地域和气候环境，适用于快速

部署的创新节能型数据中心及模块化数据中心群，是目前先进的数据

中心空调节能系统。

具备送风、过滤、间接蒸发冷却、DX制冷系统（或CW盘管）、喷淋系统等

多个功能段，可根据项目特点选择不同的功能段组合，在不同的户外环境条

件下自动选择运行模式。

充分利用室外自然冷源和干湿球温度差距，根据室外空气温湿度自动运行至

节能的工作模式，大幅降低CLF和WUE，高效节能，节省运营成本。

间接利用室外冷源，室外空气未进入到机房中，确保机房内部的空气不受污

染，同时也不会引入湿负荷，不需要额外的加湿、除湿处理，相比直接新风

方案更为节电、节水，节能性更好。

充分利用室外自然冷源和干湿球温度差距，根据室外空气温湿度自动运行至节

能的工作模式，属于间接自然冷却，制冷过程不会引入加湿和除湿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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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热密度越来越高，传统的机房空调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数据中心高热密度的发展需要。本公司

为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开发出先进的分布式背板空调机组产品。

该产品在结构上设计成“门板”形式，直接替换服务器机柜的前门或后门，在机柜总厚度增加不多的情况

下，为机柜提供大冷量精确制冷。

该产品按部件配置分有：主动式与被动式之分；按安装位置分有：前板与后板之分；按安装结构分有：集

成式（风机与制冷盘管集成为一个整体，安装于机柜背面）与分离式（制冷盘管与风机组件分别安装在机

柜的前面或背面）。灵活的结构设计，使该产品有很强的安装适应性。

本产品采用制冷剂直接蒸发方式制冷，大幅度降低漏水对机房设备可能造成的影响。连接管路为制冷剂管

路，占有的机房空调很小，有效减少机房空调的占用。

艾特网能背板空调采用专利设计的转轴式联接器，制冷介质从轴内部通过，保证在

设备运行中，转轴式联接器可开门进行维护及操作，不需要金属软管或其他软连接

支管进行位移补偿。专利旋转门设计，开关门无需连接管动作，避免旋转泄露专利

旋转连接器设计，严酷环境无泄漏测试（-40℃~60℃温度交变存储两周）、

20000次旋转无泄漏测试。可支持上/下走管灵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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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采用行业内先进的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在纯自然冷模式、蒸发喷淋模式、混合运行模式、压缩机模式四种制冷模式下智能切

换，很大限度的利用室外自然冷源，降低空调机组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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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网能CoolChiller系列冷水机组是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专门针对医疗检

测设备、高精密实验室、工业冷冻制程等场景设计的专用冷水机组，CoolChil ler 

系列冷水机组能够提供恒温、恒流、恒压供水的冷却辅助设备。

主要适用于：CT、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高精密实验室；中小型数据中心机房；工

业冷冻制程（如：塑胶、电镀、电子、化工、制药、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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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系列蒸发冷热管冷机

TM系列蒸发冷热管冷机是一种中大型的精密空调系统，适用于中大型数据中心、Colo数据中心，互联网公司有创新节能要

求的数据中心的环境控制。旨在保证精密设备诸如工业过程设备、通信设备和计算机等设备拥有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蒸发冷热管冷机节能空调系统基于行业内成熟的制冷剂侧氟泵自然冷却技术及深度节能的蒸发式冷凝制冷剂自然冷却技术

为依托，并创新采用高能效变频磁悬浮/气悬浮压缩机、封闭热通道、变频节能技术等多项先进节能技术，实现制冷剂自然冷却

技术节能效果。

产品简介

节能技术

采用高能效变频磁悬浮/气悬浮压缩机。

采用合适颗粒度配比系统设计，实现按需供冷节能。

采用蒸发冷凝节能技术。

采用动力热管自然冷节能技术。

采用高回风温度末端，实现室内外大温差自然冷并提高制冷能效节能。

采用变频节能技术。

采用EC节能技术。

采用动态能效智能管理—“云制冷”技术。

采用冷/热通道封闭节能技术。

产品特点

采用业内领先悬浮式离心压缩机、制冷剂自然能冷却技术及高效蒸发冷凝技术，实现极致节能。

高效冷却

拥有业内领先系统匹配和高效盘管设计，减少换热层级，保证高效换热，有效提升制冷系统能效比。

最佳匹配

可通过终端设备对系统进行监控和参数设定，可实现良好的人机交互；

智能监控

机组采用R134a环保制冷剂，不破坏臭氧层，对环境友好；

绿色环保

工程产品化程度高，工厂质量标准控制，系统质量可靠；

质量可靠

工厂预制生产，现场安装工程量少，模块化组装部署；

部署快速

类同普通机房空调和闭式冷却塔，维护量简单且费用低；

维护简单

所有产品和管路主要采取工厂预制，无需现场焊接、切割作业；

施工快捷

蒸发冷凝换热效率高，单位体积散热量大，全冷媒管道传输。

占地面小

蒸发冷热管冷机空调机组

热管背板空调 热管列间空调 热管房级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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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3-20kVA

3-20kVA 安装

全数字技术的DSP控制,提高系统可靠性

高可靠

110V-300V的超宽电压范围,176V-300V不降额,有效减少转电池次数,延长电池寿命

先进的电池智能管理,电池自动维护,确保了电池的高使用寿命

智能管理

LCD显示,人机界面友好,实时监控,操作便捷

可选SNMP/ MODBUS/干接点/USB等通讯方式

机架塔式兼容安装,适配不同安装环境

便捷灵活

可提供ECO模式,高效节能

部分型号支持铁锂电池，安全可靠，灵活易用

19

k



10-160kVA

昆仑UE系列UPS采用在线式双变换技术，可消除各类电网问题，为客户提供稳定纯净的正

弦供电保护。创新的设计使得此系列产品拥有很高的可靠性与高性能。高的输入功率因数

和低的输入电流谐波保证了产品的绿色与环保性，高的整机效率保证了产品的节能性。

绿色高效

输入功率因数高达0.99，输入谐波电流小于3%，整机效率高达95%，绿色环保，高效节能

高可靠性

超宽输入电压与频率范围，适应恶劣电网环境，适应各种燃油发电机接入。DSP全数字化

控制。系统内所有风扇均采取冗余设计，大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智能化系统自诊断方案，丰富的故障记录，大容量的历史记录存储空间；

友好的人机界面，配置大屏幕液晶与控制键盘，信息量丰富；

智能化电池管理方案，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20

输出功率因数为1，对于PF>0.5的容性、感性负载不降额，带载能力强

单柜容量可达300kVA，比传统UPS节约占地50%以上

昆仑UE系列（200-800kVA）采用在线式双变换技术，可提供额定电压为380/400/415Vac的

交流供电保护。昆仑UE系列具有效率高，功率密度高等优势，采用全数字控制，确保各种工

作条件下均有优异的输出质量，可为中大型数据中心的关键负载提供可靠的供电保障。



至

输出功率因数为1，对于输入功率因数>0.5的容性、感性负载均不降额，带载能力强

标准配置MODBUS监控卡，可选配SNMP\干接点等通讯方式

15/20/25/30/50KVA

10-800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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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密度，单柜容量可达300kVA，节约占地面积50%

泰山UT系列（10-800kVA）采用在线式双变换技术，内置输出隔离变压器，可消除各类电

网问题，为客户提供稳定纯净的正弦供电保护，有效隔离市电及油机可能产生的对负载的

影响。UT系列关键部件冗余设计，可靠性高；全数字控制技术，抗干扰能力强，保障

UPS在恶劣工况下也可稳定输出，是供电高要求行业的理想选择。

全数字的无主从、自主并联均流控制技术，可支持8台并机

LCD显示，人机界面友好，实时监控，操作便捷

可接入多种选件：SNMP网络通讯卡、电池温度补偿器、防雷模块、防尘网等



祁连UM系列一体化UPS

祁连UM系列一体化UPS 采用在线式双变换技术，可消除各类电网问题带给关键负载的影响，同时融合了UPS和配电两大系统，可直接带负载，配电灵活可选。一体化UPS采用全

模块化设计，可支持25-125kVA的平滑扩容，且维护简单易行，有效地改善了传统UPS可用性低的问题。一体化UPS还具有可靠高效、智能灵活的特点，可为客户中大型供电场

景提供理想的供电保护。

应用场景

企业中小型数据中心

电信与网络交换机房

金融分支机构，交通调度中心，安防系统等

22

动力配电

IT配电

UPS配电

UPS功率模块

输入配电（ATS）

照明配电

UPS监控模块
UPS旁路模块

极简：UPS、配电多柜合一，节省柜位

模块化设计，功率模块支持热插拔，按需扩容，易于维护全模块化设计：

138V~485V超宽输入电压范围，40~70Hz超宽输入频率范围，适应恶劣电网环境高可靠：

7寸彩色触摸屏，操作方便，电池节数可调高可用性：配置灵活易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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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装简单便捷，采用主控显示和分散模块测量电池数据，各单元间采用总线方式数据连接，从电池柜仅需引出1-4根通讯线，大大减少传统电池监控仪

工程实施量。电池模块体积小巧，直接粘在蓄电池表面。监控单元采用19寸机架结构，可直接安装于标准机架，或挂墙和挂电池柜上，方便安装。



24

IPD系列低压配电柜可为数据中心机房提供6300A及以下交流低压配电解决方案，可用作馈电、母联、照明，以及动力负荷控制，并且可根据用户需求灵活选择固定式，抽屉

式，以及固定分隔式方案。IPD系列基于对客户在配电应用方面的深入理解，以其创新性的技术特点，标准化、模块化的功能单元设计，以及数字化、网络化的通讯监控功

能，为客户的关键应用提供定制化配电解决方案和可靠电力保障，可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关键供配电场所。

可根据现场情况定制成套柜体合理的布置方案，节省占地空间，实现较高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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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IT运营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管理。精密列头柜可以实时监测到每一个服务器机柜的运营成本，并可以测量及计算出每个服务器

机柜和断路器的电力消耗。

变压器（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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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wer电能管理方案最新产品iPower-line智能母线系统，是一种新型机房末端供电系统，它使用灵活、方便移动、快速增加或改变电能分配模块，无需停机，

持续使用，确保业务的连续性；

该母线槽系统采用多种插入式分配箱，提供简单、便捷的“插入--旋转--闭锁”的连接方式，在母线槽任意位置上“即插即用”，有效降低维护、扩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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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网能（iTeaQ）具备完善的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从小到单机柜式数据中心到300kW单模块的数据中心，再到预制式模块化集装箱数据中心，艾特

网能均具备相应的解决方案。艾特网能（iTeaQ）将模块化数据中心统一命名为北斗iBlock（iTeaQ Block modular data center），目前包含有北斗

BR（Block Rack机柜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北斗BL（Block Line列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北斗BM（Block Module双列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北斗

BC（Block Container 集装箱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四类。

北斗iBlock的每一类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均集成了机柜、供配电、机房专用空调、综合布线、智能管理等子系统于一体，具备节能环保、快速建设等优

点，采用iBlock解决方案可有效降低数据中心的Capex和Opex，可使机房占用面积减少30%以上或相同面积获得更大IT容量。

采用iBlock模块化数据中心建设方式具备省时、省钱、省电、省事四大优势，可大幅降低数据中心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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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高机架式UPS，容量3kVA，制

式：单进单出

系统可选72V/9AH电池包，满足

UPS半载时备电20min的要求，

更长备电时间可选外置电池架，

可 选 配 磷 酸 铁 锂 电 池 ， 安 全 性

好，可靠性高

最小单机柜占地仅0.5㎡，无需专用机房，机柜整体简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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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高机架式UPS、容量3kVA，输入输出制式：单进单出

可选电池包（至多4个电池包），满足后备时间需求。如

有更长备电时间需求，可选外置电池组

北斗BRIT机柜式模块化数据中心，把整体机房建设理念，引入到机柜级模块数据中心，在标准机柜内，整合供

配电、UPS、一体式精密空调、监控管理、应急通风、线缆管理等功能，集成了除主设备以外所有内容，实现

单元模块化，工厂预安装的方式。在数据中心部署上，实现一体化、快部署、少工程、零维护的特点。为客户

IT设备，提供可靠安全的运行环境，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多种方式解决方案。

BR IT机柜式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支持机架式锂电版UPS、容量3kVA,高度3U

可选3U高锂电池包，节省更多空间

满足长后备时间要求场景

机架式锂电UPS、锂电池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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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高机架式UPS、容量3/6kVA，输入输出制式：单进单出可选电

池包（至多4个电池包），满足后备时间需求。如有更长备电时间

需求，可选外置电池组

支持机架式锂电版UPS、容量6kVA,高度3U

可选3U高锂电池包，节省更多空间

满足长后备时间要求场景

机架式锂电UPS、锂电池

北斗BR机柜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创新性的将配电、UPS、电池、机架式机房空调、应急通风、机柜

及气流管理、布线、监控管理系统等数据中心基础设备集中在一个或两个封闭式的机柜内，机柜

即数据中心。

北斗BR是小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化的代表，极大的加快了微型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真正达到即插

即用，并且具备高能效、超静音、适用性高、高度智能等特点。

北斗BR内置有监控及管理系统，配备7寸超大触摸显示屏，不仅可直接从显示屏读取温湿度、UPS、空调等各项参数，而且可以远程监控BR内各项运行参数，并可接入上级

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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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式锂电UPS 、锂电池

3U高机架式锂电UPS、容量3kVA，可选6kVA；输入

输出制式：单进单出

系统标配4小时锂电池后备，可和UPS进行485通信，

主动控制UPS充电和放电策略，可实现多重保护

机架式锂电UPS、锂电池

北斗BR户外柜式模块化数据中心创新性的将配电、UPS、电池、机架式机房空调、应急通风、机柜及气流管

理、布线、监控管理系统等数据中心基础设备集中在一个或两个封闭式的机柜内，机柜即数据中心。

北斗BR是小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化的代表，极大的加快了微型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真正达到即插即用，并且具

备高能效、超静音、适用性高、高度智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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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BL排级模块化数据中心将一排机柜式的数据中心分为配电、制冷、UPS、电池、机柜及气流管理、监控及管理等

子模块，各子模块工厂预制，现场将子模块拼装即可组成一列机柜式的模块化数据中心。

北斗BL有封闭冷通道型式、封闭热通道型式和冷/热通道均分别封闭的三种型式，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任选其中一种

型式，灵活多变，应用场合多。

北斗BL排级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基础单元是1拖4的方式（1台空调带4个机柜），可根据需要调整为1拖3、2拖6、2拖

8等多种方式。

北斗BL排级模块化数据中心是中小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实践方案之一，简化了小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复杂程度，解决了

IT经理在小型数据中心建设的专业化、标准化、建设速度、可扩容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具有建设速度快、高能效、

配置丰富、维护简单的优点。

北斗BL具备三种封闭通道型式：冷通道封闭、热通道封闭、冷热通道均封闭。其中，冷通道封闭可大幅提高冷量利用率，热通道封闭可提高空调的制冷效率，冷热通道全封闭

即提高冷量利用率又提高了空调的制冷效率，相较传统中小数据中心节能20%~40%，实现较低的PU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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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全匹配变频列间、变频氟泵列间、

TM末端、模块化URS等节能产品实现超

低PUE

天玑机柜：多种尺寸规格可选，机柜性能

强大，承载能力强，有丰富机柜配件可

选，适应不同设备类型

通道端门：可选外开门（带自动闭门）或

滑动水平门（可选自动）；

基于数据中心监控系统的物理基础设施

数据采集的机房智能监控DCIM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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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网能拥有高素质的专业维修技术团队，建立了全品牌专业技术库，面对设备故障问题可提前准备更换配件，上门维修，排除故障。

艾特网能组建了专业的能源审计师团队，沉淀了多年的能源审计和节能改造的项目经验，对用户的用能系统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与评

价，从而提出合理的节能规划设计方案。



37

广东深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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