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
新建和改造

Red Wing学区和
Goodhue县教育区
将在两年内实现回报

具有云连接功能的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
帮助Red Wing学区保持领先的能源效率

Red Wing 公立学区位于明尼苏达州的 Goodhue 县，坐落在密西西比河的西岸，

是教育建筑高能效的典范。在过去二十年里，Red Wing 十分注重环境管理和可

持续发展——利用最新、最好的建筑技术来减少能源消耗，并为2,700多名学生

改善学习环境。Belimo在帮助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

个校区共安装了109台能量阀，可帮助设备管理人员优化 Delta T 以及HVAC系统

的用水量。通过云连接，该校区可以充分利用物联网（IoT）提供的诸多优势。 

建筑类型

小学、高中和联合教育中心

项目

新建和改造

领域

教育

产品

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云连接）



成功案例 — Red Wing学区

Belimo Energy Valve™ 能量阀  

采用云连接技术， 
通过创新实现高效节能
项目概览

Red Wing学区有8幢建筑物，总面积超过790,000平方英尺（SF）。

其中2幢小学建筑、1幢中学教学楼、1幢高中教学楼、1座家庭中

心、1座体育馆，Goodhue县教育区还有1座联合教育中心。项目有

六幢建筑具有环境保护局的 Energy Star® 能源之星的获奖资格，其

中五幢已获得认证，第六幢的认证预计在明年高中改造完成之后 

——这是Red Wing为整体改善其设施能源效率而采取积极措施。 

在过去两年中，Red Wing 的工作重点很大一部分是优化 Delta T 和

建筑中冷水回路空气处理器的水流，以及冷凝式锅炉的热水回路。为

此，他们采用了Belimo Energy Valve™ 能量阀。 

Red Wing 目前在其3座建筑物中已安装109台能量阀。所有阀门均连

接到 Belimo Cloud 云端。有78台能量阀位于新建的River Bluff教育中

心——这是一座66,700平方英尺的设施，面向学龄前儿童至21岁的年

轻人开放，每年为Goodhue县数家学区的15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教育

服务。 

项目要求

“我们对于 Red Wing 设施做出的每一项决策旨在于降低成本、提高

能源效率和人体舒适度，以及提高整体系统的可靠性。”——Red 

Wing 建筑、场地和技术总监Kevin Johnson说。

Johnson 就职 Red Wing 已有19年之多，并且一直致力于推动该学区

节能计划。“决定在 River Bluff 大量采用能量阀是基于之前对该产品

的经验，以及Belimo多年来为我们学区提供的卓越服务。我们引进多

家工程公司来确定该设施所需要的数量，并且借助 Xcel Energy 提供

的定制折扣，包括控制、VFD和阀门本身，将安装的78台能量阀的投

资回报期缩短了两年多。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新建筑来说，节能始终难

以量化；但在 River Bluff ，我们

泵送的水量比我们学区同类规模

的建筑减少大约50％。这将长期

节省大量的水泵泵送成本，相比

传统阀门而言，能效具有大幅提

升，传统阀门提供的GPM通常

远远超过维持温度设定值所需要

的GPM”。

Kevin Johnson 
Red Wing学区 
建筑、场地和技术总监



成功案例 — Red Wing学区

节能解决方案

能量阀的节能主要来自降低盘管的水流量——这项优势源于我们的

阀门专利 Belimo Delta T Manager，它不但可以监控盘管性能，还通

过保持Delta T来优化盘管的可用能量。 

物联网和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

自2012年投放市场以来，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已荣获20项

行业大奖，通过优化 Delta T，帮助全球范围内的建筑降低其设施的

运营成本和能耗。第三代能量阀通过整合诸多特性和功能（包括云

连接）同样取得了成功。“随着物联网和数字化需求的激增，云连接

已经成为业主希望充分利用其工业设备及装置的客观趋势及诉

求，“Belimo产品经理Scott Reed说：“连接到 Belimo Cloud 云端，

可以持续监控阀门的运行并分析采集的系统数据，从而提高盘管和

设备性能，实现更高的节能成效。客户还可获得定期的绩效报告，

其中包括相关趋势、能源使用和关键绩效指标（KPI）的数据，并从

中受益”。

Belimo 数字业务开发经理 Tom Daenzer 补充说：“从客户的角度来

看，连接到云端的主要优势在于数据的可见性和透明性。能量阀汇

编了许多非常有用的信息，以帮助优化传热过程。在大多数设施

中，这些数据都闲置未用。对于 Red Wing 的能量阀，已经全部连

接到 Belimo Cloud 云端，运维人员可以轻松访问这些具有价值的数

据。我们还可以提供帮助，以确保设备正确设置并提供远程协助，

根据用户的要求提供自动化的 Delta T 设定值分析和优化方案”。

第三代能量阀还有另外一项附加功能，就是获得专利的乙二醇监测

功能。“乙二醇监测是能量阀的独特之处，”Daenzer补充道：“这项

功能通过确保存在足够浓度的乙二醇来保护水力系统。还确保用户

不会过度保护，因为乙二醇过量会减少热传递，从而导致系统效率

降低”。

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优势
Belimo Energy Valve™能量阀是一款具有IoT功能、

采用云连接技术的压力无关型阀门，集监控盘管性

能和能耗以及保持Delta T于一体。

能量阀的核心功能和优势包括：

–   Delta T管理

Belimo Delta T Manager 算法通过提高冷水回

路效率以及缓解小温差问题，降低泵送和冷却装

置/锅炉的运行成本。 

–  云连接

远程云连接使得Belimo可以优化和监控客户能源

的使用情况，并提供进一步的系统数据报告。

–   能量监控

能量阀集成的能量计可提供精确的盘管性能数

据。这些数据可在调试期间验证系统性能，并作

为系统性能的基准标准。这项功能有助于获得相

关LEED分数，评分范围采用1到5分制。

–  乙二醇监测

能量阀具有独特的乙二醇监测功能，可确保乙二

醇含量满足设计需要。



成功案例 — Red Wing学区

Belimo Energy Valve™ 能量阀 
恒定室内舒适度

学区还测试了Johnson建议的能量流示意图功能，这项功能是Belimo 

Cloud云端的扩展，它提供了一种可视化方法，可以确定不同位置能

量阀的能耗。示意图和控制面板显示特定建筑中的所有能量阀。信息

包括总能耗、功率、流量、位置、Delta T 及历史数据。“能量流示意

图是我们非常乐意在 Red Wing，使用的一项功能，” Kevin Johnson

说：“例如，在 River Bluff，我们在每一块空气处理器区域都安装了能

量阀。热图覆盖了建筑平面图上每台能量阀的分布。这为我们提供了

哪些区域消耗能量最多的详细报告。相比使用传统方法，这可以让我

们更快地识别和诊断潜在问题”。

客户满意度

鉴于升级改造与节能的卓越效果已得到验证，Red Wing 计划在未来

几年内在其全部设施中安装 Belimo Energy Valve™ 能量阀。

“我们在水电费上节约下来的每一美元，都可以作为改善学生学习环

境的资金，”Kevin Johnson 说：”能量阀通过优化 Delta T 和降低泵送

成本，帮助校区实现效率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未

来几年继续与Belimo合作，实现更大的节能成效，深入推动我们可持

续发展和降低成本的目标”。

C
S_

14
 –

 1
0.

20
18

 –
 如

有
技

术
修

改
，

恕
不

另
行

通
知

Belimo 中国
中国区官网 ：www.belimo.com.cn 
全球官网：www.belimo.com

用户获益

–  提高泵送效率和并降低能耗

通过优化 Delta T 并降低热水和冷水盘管的流

量，Red Wing 已经实现降低泵送要求和相关

成本的目标。 

–  增强可见性 

通过云连接，Red Wing 学区可以更好地了解空

气处理机、冷水盘管以及设施间能量流的运行情

况。可以连续监测能量阀，并与同类条件下的其

他阀门运行进行比较。季度能源报告提供相关趋

势、能源和绩效KPI的数据。

–  提高人体舒适度

乙二醇监测能够保持合适的乙二醇浓度；提高整

体传热和泵送效率，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潜

在问题、导致舒适性降低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