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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LPM集团有限公司

1997年由芬兰富腾（Fortum)(原IVO公司）引入中国

同年与天津热电公司（天津金鹤换热设备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生产集中供热用换热机组，目前共有数百套换热机组正在热
电公司有效运行；
1998年起，LPM公司通过芬兰政府贷款，共向国内其他数个热力
公司提供数百套换热机组及换热器等

-包头热力总公司 -牡丹江热电总公司
-延川县热力公司 -延吉热力公司
-张掖热力有限公司 -哈尔滨热电指挥部
-武威城南热力公司 -郑州热力总公司
-秦皇岛热力总公司 -青岛热电总公司（部分为楼宇机

组）
-咸阳西区热力有限公司 -威海博通热电有限公司（楼宇

机组）



盖博维尔Qi GSHP

紧凑且静音独立式住宅供热地源热泵
（内置生活热水罐）

热泵

盖博维尔 T²

适用于特殊需求的物业能效供
热

盖博维尔GEMINI

用于大型物业智慧供热

盖博维尔Taurus

大型物业供热.



区域换热机组

G-Power大型物业区域换热机组

轻便结构，适于新建及改造项目，地面安装

G-Power紧凑型机组

适于带有设备间的排屋和公寓，
壁挂安装

G-Power 小型换热机组

系统可靠，适于独立式及半独立式

别墅，壁挂安装



Even 40% of heating energy paid is lost in the 
open air via forced-air ventilation in apartment 
blocks

Gebwell Combi−The most cost efficient 
overall solution for exhaust air heat recovery



价值:
Precise component sizing

Deliveries according design and stated efficiency

产品及时准确交货

Customer trust level

WWW.GEBWELL.COM



芬兰 HELEN MODEL OF供热经验分享

(拉托维亚里加市)

Official data of AS Rīgas Siltums (Riga district heating company) used for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 市区人口: ~710 000

• 市区面积: 304 км2

• 供热热网~800 км， 其中~683 км (~86%) 由里加热力公
司运营(AS Rīgas Siltums)

里加市供热改造

• 热网覆盖楼栋数~8100 栋.

• 换热量~3,12百万MWh/年



里加市热网

分布图



• 1996年成立了一家公司，里加热力公司(以前为几家独
立分散的小的热力企业)

• 计划实施一期供热系统的改造工程

里加市热网改造简介

• 1997年所有总计~ 8100 栋楼宇安装了热表 (所有权
归属热力公司)

• 1997-2001年, 集中供热站更换数量为~ 185 座. 全部
转换成双管系统 (占总供热量的46%）

• 2003-2006年, 热网补偿器及关断阀门进行了更换



• 取消22座低效就地锅炉房，并与主管网相连

• 采用预制保温管道，进行热网改造

• (热水锅炉或热电联产)城市最远端安装就地锅炉房

• 转换成双管系统(更换数量
135 km 热水管网)

• 建立热网监控系统及泵站
参数



• 决定从某个特定年度开始，100%换成间连系
统!!!

• 安装楼宇换热站 – 工厂预制好. 至今已全部安
装~8100座楼宇站.

• 创建自有的现代技术培训中心

• 楼宇机组新的设计参数::
- 采暖 (∆Тmax. 3’C) 118-70’/65-90’C → → 118-68’/65-90’C,

118-70’/60-80’C → → 118-63’/60-80’C,

118-70’/40-60’C → → 118-43’/40-60’C

- 生活热水 (∆Тmax. 10’C) 65-30’/10-55’C → → 65-20’/10-55’C

• 按降低的参数体系，设计全新的室内采暖/通风系统 65-90’ C → → →

60-80’C或更低!!!

• 建筑物室内采暖及热水系统平衡调节!!!



所有集中供热站，在初期更换处理了
185 座.

集中供热站更换图(CHS)
1997 – 2001年

Liquidation of Central Heating Substations 



所有集中供热管线，在初期更换
处理了总长 ~ 135 km

生活热水管网更换图
1997 – 2001年

1998 г. 1997 г. 

2000 г. 
46,52 км

34,52%

1999 г. 

37,87 км
28,10%

1,27 км

0,94%

0,66 км
0,49%2001 г.

48,45 км

35,95%

Liquidation of centralized DHW networks



楼宇机组安装总量(BLS)

Реализация 
проекта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热力公司改建 楼宇站总量没有热力公司参与的改建

Dur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mount of installed BLS



重新铺设热力管线总量, km

18 年来，总计683km 热力公司管网，其中 381km 进行了改造，包括:

- 231km无管沟管道(预制直埋)技术;

- 150km 跨地面及建筑物地下室.

热网敷设 包括无管沟管道(直埋)

Relaying of district heating networks



管网热损失

TMWh

Heat loses in DH networks



热损失与热网传输热量的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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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网年均小时补水量, (t/h)

Average hourly amount of DH network feeding water per year



员工增减,

员工数量

改造项目开始实施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 利用芬兰 HELEN经验，制订长期改建计划

• 聘请经验丰富的芬兰专家参与项目技术咨询及监督
重建

• 双管替代四管

里加市的成功公式

• 所有100%建筑物安装热表

• 清除集中供热站CHS安装间连楼宇
换热机组 (包括采暖及热水回路)

• 楼宇站系统标准化及简单化

Formula of success in city Riga



集中供热系统图

9-层楼宇

5-层楼宇

自来水管路

CHS

热源

T1 –一次供水
T2 –一次回水
T3 –生活热水供水
T4 –生活热水循环管路
Ū1 –自来水
CHS –集中供热换热站
BLS –楼宇换热站

自来水增压泵

生活热水换热器

热表

热表 热表

循环泵

热水水表

手动楼宇站 手动楼宇站



拆除集中供热站后供热系统图

HELEN model

楼宇站，供热调节及准备生活热水!!!

9-层楼

5-层楼

冷水管线

冷水增压泵

集中供热站

城市冷水供应 BLS BLS

热表 热表

热源

T1 –一次供水
T2 –一次回水
T3 –生活热水供水
T4 –生活热水循环
Ū1 –冷水
CHS –集中供热换热站
BLS –楼宇换热站



里加市楼宇站标准系统图

里加市的建筑物按此系统连接 80%.



建筑物采暖及生活热水系统图

热表

楼宇站

室外温度传
感器

热网

建筑物热水系统

采暖系统

权属责任

冷水

热力公司责任



为什么安装楼宇换热机组?
用户获得什么效益?

• 能够保障楼宇供热的舒适性，满足每个用户的具体需求

• 使楼宇获得合适的温度。从楼宇站入口开始，“完全独立” → 没有
过热!

• 楼宇供热自动化→ 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降低供热量

• 防止热量浪费



• 改善楼宇供热系统及热水再循环的水力工况 (equal heat supply in 
whole building)

• 不论热网系统工况如何，能够保障楼宇供热系统的水力工况稳定

• 楼宇供热系统损坏的情况下，造成热网少量的失水(手动补水)

• 增加节能，按实际热耗付费 !!!



为什么安装楼宇换热机组?
热力公司获得什么效益?

• 四管换两管→ 大大降低了热耗

• 降低热网回水温度→ 减少热耗

• 热耗减少→ 可能增加新用户

• 减少热网循环水→ 缩小管径 → 减少水泵电耗



• 改善热网水力平衡→ 减少了限制因素

• 可以将几个小的热网并到大的城市热网

• 减少了集中供热站的维护费用→ 不再需要集中换热站

• 维修人员减少→ 降低成本

• 可以租售原有集中供热站房 房间!



安装后的盖博维尔楼宇机组
G-Power

Shape of BLS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s of the order and the used thermal insulation



谢谢!
盖博维尔有限公司.

Patruunapolku 5
FI-79100 莱波维尔塔, 芬兰

www.gebwell.com
Tel. +358 20 1230 800

info@gebwell.fi

演讲:
卫士德
出口总监
viesturs.ozolins@gebwell.fi

Gebwell is not liable for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Gebwell partner in BD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