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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动房和低能耗房（完整技术、家庭中央系统） 

2. 太阳能，光伏，电力存储（气候保护，降低成本） 

3. 风力发电设备（发电）  

4. 热泵（电，热和冷） 

5. 空调（制冷，制热，除湿） 

6. 饮用水处理，饮用台（无细菌，冷和热） 

7. 灰水利用（卫生工业用水） 

8. 海水淡化/水软化（饮用水，工业用水） 

9. 能源控制和调控（智能，高效，再生，可持续） 

10. 训练，培训，短训（全球） 

 
内容 

Company Headquarters in Leipzig / Saxony 

 



 1. 被动房和低能耗房 

-紧凑型能源中心，不含油、气或煤 

-产能媒介，从阳光和空气按需获得 

-根据需要进行空气调节：通风，制冷，加热，湿度，
卫生 

-电能通过太阳能模块和能量存储 

- 150-400升水箱，用于储存收集的饮用水 

-智能控制，可视化、监控和远程控制 

-适用于被动和低能耗房屋 

-结论：住宅建筑独立于网络的完全能源供给，所有生
活必要的媒介 

 



 2. 太阳能，光伏，电力存储 

- 太阳能组件，用于通过太阳能模块和能量存储实现光伏发      

  电，满足大小不同的需求 

- 不同功率水平下自给自足和适应需求的电源 

- 包括所有必要的组件和安装材料 

- 通过太阳能模块和能量存储的电力 

- 包括设计和需求评估 

- 智能控制，可视化，监控和通过平板电脑、电脑、App进  

  行远程控制 

- 网络独立电源，用于住宅、商业和工业 

 



 3. 风力发电设备 

-风力发电的再生能源，符合中小需求 

-水平或垂直设计 

-效率高，每天24小时可用 

-不同功率水平下自给自足和适应需求的电源 

-已经是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设计和需求评估 

-逆变器，智能控制，可视化，监控和通过平板电脑、电脑、
App进行远程控制 

-网络独立电源，用于住宅、商业和工业 

 



 4. 热泵 

-空气热能、土地热能或水热能为制热或制冷提供环保的能源 

-样式如空气对空气热泵、盐水对水热泵和水对水热泵 

-如果能够在高温下获得环境的热能并且加热系统中所需的温度
低，则特别经济地工作。 

-可在温暖的环境中作为空调使用 

-现代建筑的最佳能源供应，与光伏和太阳能热系统相结合 

-通过不使用化石燃料实现可持续发展 

-极低的运营和维护成本 

-结合储能热水 

-包括规划和计算 

 

 



 5. 空调 

- 用于控制楼宇和客厅空调的系统 

- 不使用化石燃料和没有混合辅助设备的制冷、制热和除湿 

- 具有空气分配系统、小尺寸、面向未来的网络化能源管理 

- 根据需要从空气中获得的能量 

- 供应经过净化，调节的新鲜空气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二氧化碳监测，空气质量过滤器和氧气供应 

- 废气能量回收率高达85％ 

- 在温暖的温度下可当空调运作 

- 符合DIN 1946-6标准的空气交换率 

- 非常适合被动房屋和“0”能源建筑 

- 体积流量控制varecon®与自动化空气质量传感器（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传感器）相结合 

- 包括规划和计算 

 



 6.1 饮用水处理 

-专利技术，适用于纯净的冷热饮用水 

-根据德国规程DVGW W557，W291和DIN 1988对各种饮用水设施
进行专业清洁，消毒和软化处理 

-用于私人和商业领域以及购物中心，体育设施，办公楼，酒店，剧
院和学校等工业用品的大型饮用水设施的饮用水 

-用于卫生相关和医疗设施的饮用水，如诊所，医院，疗养院和医疗
诊所 

-清洁和消毒特殊车辆，航运，铁路交通的管道和移动饮用水设施中
的水 

-清洗和消毒井，供水系统，饮用水储存设备和筒仓中的水 

 

 



 
6.2 饮用台 
-饮水台采用专利技术，适用于纯净的冷热饮用水 

-适用于城市生活方式的饮用水绿洲 

-通过持续的加热和紫外线抗军团菌功能，100％系统集成
连续对饮用水进行消毒 

-控制系统varecon®用于控制饮用水的质量，温度以及充
电和循环体积流量 

-垂直和水平样式，不锈钢管道，框架部件镀锌 

-所有功能均符合德国或欧盟最新的卫生饮用水供应法律
和指南 

 



 7. 灰水利用 

-灰水：根据欧洲标准12056-1，灰水是不含粪便，低污染的废水，如来
自降雨，淋浴，浴缸，洗手盆和洗衣机的水 

-通过膜过滤和流化床反应器对“工业用水”进行氧化和纯生物处理 

-经过处理的工业用水可用于冲洗马桶，洗手和淋浴 

-通过紫外线消毒和过滤进一步提升工业用水，使其达到饮用水品质是可
能的 

 



-紧凑的海水淡化设备，连续操作，操作简便，可靠性最高 

-获得饮用水或工业用水和冷却水，通过压力控制反渗透，将水溶液分
解为其能量和分子结构 

-自学习电子流量控制 

-膜过滤器可以阻挡盐，细菌，病毒，避免石灰和毒素如重金属过剩 

-水平或垂直设计，可编程，工作电压400V / 230V AC，DC和24V AC，
DC 

-耐腐蚀，防溅，低维护成本 

-停机后自动冲洗以防腐蚀 

-各种预过滤器插件：针对生物膜的5,10,20微米（4 ½” x 10”） 

-补充活性炭滤芯，用于淡水冲洗 

 

 
 

8.1 海水淡化 

varecon® Desalination Type A* varecon® Desalination Type B* 

*sample design - customer-specific design may deviate from 

illustration! 

*sample design - customer-specific design may deviate from 

illustration! 



-紧凑的水软化设备，连续操作，操作简便，可靠性最高 

-适用于小型家庭和单户住宅，不同容量、不同消耗和不同的水硬度 

-保证水质柔软、温和，尽早防止昂贵的水垢损坏 

-经济性极其高，低维护成本，耐腐蚀和防溅 

-自动配量控制 

-根据离子交换方法工作 

-包括反冲洗过滤器，用于留饮用水中的沉淀物和固体 

-包括特殊再生盐基本要求 

-配件：连接旁路功能装置，水硬度测试装置，废水软管（3米）和2个
灵活软管 

 

8.2水软化 

varecon® Water Softener Basis varecon® Water Softener Advance 



- varecon®系统技术 - 智能，高效，可再生，可持续发展 

-优化能源成本和消耗：对于各种规模的建筑和所有类型的建筑物都是透明
的，创新的和有效的 

-通过过程控制系统和楼宇管理系统的远程操作和完全控制 

-所有系统集成联网和在线数字化 

- varecon®过程控制 

-基于云的数据库管理 

-预测：天气/环境数据 

-操作简单明了 

-监测，分析和识别 

-安全，舒适 

9. 能源控制和调控 



 

 

-全球范围内的系统工程，节能和能源管理领域的培训和教育 

-重点：绿色技术，可再生能源供给和可持续性发展 

-最佳实践：真正有效的培训系统和广泛的教学材料 

-建筑行业专家在节能，楼宇自动化，方法和工业技术及电气系统领域的资质
培养 

-为以下领域的电气设备和带电设备的工作提供适当的工作程序和技术： 

 发电，气候，水处理技术设备 

 楼宇自动化 

 节能设备 

 电气装置 

 开关装置 

 配电网/电压作业 

-实际培训的模型和视觉辅助工具 

-欧洲    eurenac证书 - 欧洲楼宇节能学院 

 

10. 训练，培训，短训 



能力 

        bau msr GmbH: 
建筑和工业 

 

o 自动化技术 

o 开关设备制造和电气工程 

o 测量和控制技术 

o 研究和开发节能技术和可持续发展 

o 建筑和过程控制技术，能源监控可视化，远
程控制 

o 跨系统IT / BUS集成 

o 能源管理varecon®DINEN ISO 50001 

o    eurenac 欧洲节能学院 - 继续教育和培训 

o 维护，检查和服务 

 



BMW AG 

Niederlassung Leipzig 

Alte Messe 

Mercedes Benz Ludwigsfelde 

Daimler Chrysler 

Maybachcenter Sindelfingen 

Bauhaus Dessau 

Kreisparkasse Naunhof 

RED BULL Arena Leipzig 

参考案例概览 



为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现代技术 

联系方式 

         

o bau msr GmbH            
Heiterblickstraße 42                          
D-04347 德国莱比锡 

o 电话: +49-341-2 44 85-0        

o 传真: +49-341-2 44 85-12        
邮箱: kontakt@baumsr.de     

o 网址: www.baumsr.de 

您的战略优势——通过创新至相传  



         

o bau msr GmbH            
Heiterblickstraße 42                          
D-04347 德国莱比锡 

o 电话: +49-341-2 44 85-0        

o 传真: +49-341-2 44 85-12        
邮箱: kontakt@baumsr.de     

o 网址: www.baumsr.de 

bmsr: 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