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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的
智能设备

siemens.com/intelligentvalve

智能阀 — 
可连至云端的自带

优化智能型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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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阀 —
让空调、供暖与通风系统，

更简便、更智能、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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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系统通常面临时

间压力、方案频繁变

更、空间有限等挑战。

为此，西门子开发了智

能阀，可以在项目的每

个阶段，助力您的工作

更轻松、更省时，并确

保房间舒适度和更高

的能源效率。

安装：轻而易举！

智能阀具有极大灵活性。例如，可将流量计安装在供

水管路，将阀门安装在回水管路，以节省安装空间。

控制器可平行或垂直安装在流量计上，甚至可以安装

在壁板上。为简化保温，控制器在管道上略微抬高，

以便轻松连接或移除。

连接：轻而易举！

借助彩色编码的插入式接线端子，可快速、轻松连接

设备。控制器易于连接，可自动检测流量计和执行器，

并根据设置进行调整。而且，所有控制器都与所有智

能阀兼容，不必担心是否配套。

参数设置：轻而易举！

通过 ABT Site，即可在 PC 上进行调试。然后，只需

打开智能阀的无线局域网，并通过西门子 ABT Go 
App 下载所有设置即可！

云连接：轻而易举！

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可将所有数据无缝上传到 
Building Operator（西门子云应用）中的数字化

双胞胎，从而可以随时检查和验证数值。Building 
Operator 可始终显示当前设置，任何该项目使用者，

都能始终实现直观可视化。

智能阀

让系统安装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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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阀的安装优势：

•  显著减少工作量和时间
•  避免运行错误发生
•  安装简便、灵活
•  通过无线局域网快捷进行参数设置
•  随时查看阀门设置

高精度执行器

控制器具有以下功能：

-  动态流量控制

-  能源监控

-  热交换器优化

-  菊花链连接

-  配有 WLAN 接口，ABT Go app 连接

超声波流量计

控制阀

配对温度传感器，用于

测量进水与回水温度

安装灵活

1 与管道平行

或 或

2 与管道垂直 3 安装在外部

运行

调试

安装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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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空调、供暖、通

风系统 (HVAC) 时，通

常面临时间压力、方案

频繁变更、设备间相互

影响等挑战。为此，西

门子开发了智能阀，可

以在项目的每个阶段，

助力您的工作更轻松、

更省时，并确保房间舒

适度和更高的能源效

率。

参数更新：轻而易举！

简便的智能阀连接：既可通过无线局域网使用免费的 
ABT Go App，也可通过 BACnet/IP 使用 ABT Site，或

通过 Building Operator（西门子云应用）从您的办公

室进行连接。通过 Building Operator 创建数字化双

胞胎后，即可随时随地访问参数，检查设置，并根据

需要进行调整。无需在现场与其它楼宇服务协调设备

访问 - 每次进行调整时，系统都会自动更新数字化双

胞胎。

调试：轻而易举！

利用无线局域网连接即可进行自动调试：将数字化

双胞胎的数据集从 ABT Site 下载到 ABT Go 应用，然

后通过无线局域网将其加载到每个阀门。非常简单！

而且通过与西门子 DesigoTM 的无缝轻松集成，还可

显著节省时间。

平衡：轻而易举！

使用智能阀，像使用动态平衡电动调节阀 (PICV) 一
样，依靠自动水力平衡，无需流量调节阀、平衡阀或

复杂的水力计算。借助这种动态自优化阀门，HVAC 
系统可始终保持自动平衡，并可随时通过 Building 
Operator 进行检查。

测试：轻而易举！

通过按下维护按钮或使用 ABT Go App 即可启动流量

测试。测试结果可通过无线局域网直接从 App 上获

取。

智能阀

让系统调试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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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 PC 进行调试。现场通过无线局域网对产品进行参数设置。

可以随时分配数据：阀门设置和水力平衡可以在 Building Operator 中检索。

智能阀的调试优势：

•  显著节省调试工作量和时间
•  避免干扰和错误
•  参数设置和测试快捷、简便
•  可验证的水力平衡，实施基于事实
的分析

•  设置的透明性，可视化

高精度执行器
控制器，具有以下功能：

-  动态流量控制

-  能源监控

-  热交换器优化

-  菊花链连接

超声波流量计

控制阀

配对温度传感器，用于

测量供水与回水温度

轻松调试

直观监控一切
规划

运行

调试

安装

AB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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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空调、供暖、通

风系统 (HVAC) 时，通

常面临时间压力、方案

频繁变更、设备间相互

影响等挑战。为此，西

门子开发了智能阀，可

以在项目的每个阶段，

助力您的工作更轻松、

更省时，并确保房间舒

适度和更高的能源效

率。

设置：轻而易举！

使用智能阀，无需担心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建筑立面或

隔热层是否会发生变化。您可随时通过远程访问检查

并调整设定值，确保数值始终最新，并存储在西门子

云应用 Building Operator 中的数字化双胞胎中。

平衡：轻而易举！

使用智能阀，可通过流量计连续测量流量，无需进行

复杂的水力系统计算，轻松平衡压力波动。您只需确

定最大体积流量即可。

此外，动态平衡系统还可显著节能，可确保房间达到

理想的舒适度。

认证：轻而易举！

由于 Building Operator App 可始终显示最新的阀门

状态，因此无论有多少项目参与方，您都能始终保持

相当直观的操控，随时检查和验证参数值以及水力平

衡和能效。

优化：轻而易举！

使用智能阀，无需手动调整，从而优化了热交换器：

可以测定温度、流量和输出能量，以确定阀门特性是

否与热交换器一致。如果不一致，则阀门会调整阀门

特性，以适应热交换器输出特性。

智能阀

让系统规划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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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验证的水力平衡：通过 ABT Go App 提供数值。

如果流量特性不适合热交换器，阀门可以自动调整适应。

智能阀的规划优势：

•  显著减少规划、配置和验收测试工
作量和时间

• 快速、轻松调整，以适应新需求和
方案变更

• 阀门设置完全透明
• 项目验收进行基于实际的分析及可
验证的水力平衡

• 节能运行

高精度执行器

控制器，具有以下功能：

-  动态流量控制

-  能源监控

-  热交换器优化

-  菊花链连接

-  配有 WLAN 接口，ABT Go app 连接

超声波流量计

控制阀

配对温度传感器，用于

测量供水与回水温度

可验证的水力平衡

优化热交换器 运行

调试

安装

规划

AB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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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和高舒适度，

是楼宇运营的普遍追

求。为此，西门子开

发了智能阀，可以在

项目的每个阶段，助

力您的工作更轻松、

更省时，并确保房间

舒适度和更高的能源

效率。

高效运行：轻而易举！

使用智能阀，无需现场技术人员，即能优化空调设备：

智能阀门能够持续监控温度、流量、阀位和输出能量，

并使阀门特性适应热交换器。从而确保设备始终高效

运行。无需额外投入即可显著节能。

稳定舒适：轻而易举！

智能阀门实现了自我动态优化，对房间舒适度毫无影

响。能够高效平衡系统压力波动，确保稳定的室内环

境和高度舒适感，显著减少能耗，并可使用西门子云

应用 Building Operator 随时进行检查。能源监控非

常简便！

故障排除：轻而易举！

使用智能阀，可在问题发生之前解决问题。由智能阀

记录的数据都存储在 Building Operator 中，并可直

观显示。出现异常或投诉时，只需检查问题出在哪里

并立即排除即可。另外，还提供有技术人员在线支持，

无需现场操作。从而确保长期持续平稳运行。

状态更新：轻而易举！

由于支持云端连接和硬件更新，智能阀可让设备应

用始终保持最新状态。通过其智能功能（如 Building 
Operator 中的数字化双胞胎）以及远程调整设置功

能，您始终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甚至变化楼宇用途或

工厂扩建等也不再是问题。

智能阀

让系统运行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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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优化

动态水力系统

基于云的能源监控

如果流量特性不适合热交换器，则阀门可以自动适应调整。

阀门动态补偿压力波动 –
以实现极佳房间舒适度以及高能效和成本效益。

效率高：可从 Building Operator 中获取系统比较值。

智能阀的运行优势：

•  效率高，工作量少
•  始终保持调试达到的效率运行
•  舒适性高，能源成本低
•  能源监控
•  通过远程访问进行故障排除
•  易于工厂扩建和楼宇用途变更

运行

调试

安装

规划



12

人口的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全球气候变暖、及资源日趋匮乏等问题，

使地球及人类生活发生着空前的变化。针对这些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思

考来面对这些挑战。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至关重要，但除了更高效率的使

用能源及电力之外，人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对

安全性、可靠性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就我们的客户而言，成功与否取决

于他们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西门子可以提供答案！

 
“我们是节能、安全楼宇及基础设施领域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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