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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 ELixair®穆松源®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为您提供一个更
加舒适健康的生活空间。

圣戈班集团是世界房屋和建筑市场的领导者，从事建筑材料
及高性能材料的设计、生产并分销高性能材料，为消费者提
供创新解决方案。这些材料和解决方案遍布于建筑、交通、基
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不仅为消费者带来舒适、安全和品质生活，同时也积极应
对可持续建筑、能效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圣戈班穆松桥隶属于圣戈班建筑产品事业部的管道业务，是
世界领先的球墨铸铁和铸铁管道整体解决方案的制造商和
行业领导者，并不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舒适、节能、可
持续的市政领域和楼宇管道系统解决方案。

圣戈班集团和圣戈班舒适建筑战略

完整的供水管道系统 (包括阀门和消防栓 )和污水应用方案；
全系列市政铸件井盖、沟和通道盖板 ; 完整的楼宇污水和雨
水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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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班集团一直以“创造令人向往的生活空间、提升人们的日常生活品质”为使命 , 将“满足当今不同人群需求、应
对人类明天共同的挑战”作为企业奋斗的目标，创造性地提出包含“温度舒适性、听觉舒适性、视觉舒适性、室内空
气舒适性以及节能舒适性”五大维度的多元舒适性建筑理念，旗下各领域产品围绕这五大维度，着力于构建全球
性舒适建筑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保温舒适性

听觉舒适性

视觉舒适性

节能舒适性

室内空气舒适性

保温舒适性 以“Weber”和“ISOVER”为代表的圣戈班子品牌为绿色建筑提供了外墙饰面及保温系统的解决方案，采

用天然有机原材料，在为建筑提供优越的保温材料的同时，满足了防火、防水、隔音以及对空气质量的要求。

听觉舒适性 采用“Ecophon”玻纤吸音天花板可以为您营造一个最佳的听觉舒适性工作环境。“Gyproc”石膏板产品

可以提供优越的声绝缘及防火性能。

视觉舒适性 能够对进入室内的光线和热量进行调控的动态调光玻璃等，“SageGlass”电致变色智能调光玻璃可以根

据需求自动调光，大幅度降低空调系统的制冷、制热负荷，让您拥有与外界最自然的联动。

节能舒适性 圣戈班具有一整套系统化的设计流程与方法，通过了解客户期望，建立节能舒适性指标，将客户感受与期望

转化为圣戈班系统解决方案的关键性指标，利用圣戈班通风、墙面、地坪、天花板、玻璃、遮阳膜、气密性薄膜

等核心产品，将关键性指标转化为可实现的产品组合。

室内空气舒
适性

“ELixair®”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可以大幅度降低空调系统的制冷及制热负荷，在过渡季节避免空调系统

的使用，同时为室内提供安全、舒适的新风环境。

“Gyproc”分解甲醛石膏板具有专利甲醛净化技术，通过石膏板结构中的甲醛吸附层和甲醛分解层的共同

作业，大幅提升室内空气质量的安全性。

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由浅层地热交换系统、高效新风机组、空气质量监控系统三个部分组成。室外自然空气通过
浅层地热交换系统实现冷热交换，再通过高效空气净化器进行过滤，来保证进入室内新风的空气质量。室内空气质
量可以通过监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

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组成

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
三大组成部分

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浅层地热交换系统

高效新风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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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冬季

PAM ELixair®穆松源®是一套浅层地热交换系统。新鲜空气通过进风口被吸入特殊设计的球墨铸铁管道，并与浅
层土壤进行热交换，然后由出风口引入室内。

国内城市土壤信息测量

通过对国内典型城市土壤信息的全年观测，获
得不同深度土壤温度信息，同时根据不同地区
的气候条件，设计适合于当地的ELixair®系统。

PAM ELixair®系统通过了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CSTB）的认证。
·   系统新风供应量100~100,000 m3/h

·   在欧洲已有5000多栋建筑采用了浅层地热交换系统来调节室内空气
·   拥有优异的用户体验

·   可再生资源利用
·   利用浅层土壤强大的蓄冷（热）能力
·   对新风进行预冷和预热
·   管道出色的导热性能
·   适用于新建或翻新建筑

土壤将管道中吸入的新鲜空气进行预热，可以选择与室内空气在双向热交换器中进行
热交换，最终将冬季室外的低温空气进行预热处理。在冬季

双向热交换器需要关闭热交换功能，经过土壤预冷的室外空气被直接引入室内。在夏季

技术与原理
建筑内部的新风风速
可由通风系统进行
变频调节 

PAM ELixair®系统可以延长过渡季节不开启空调的时间周期，节约能耗。
以法国巴黎某时段温度为例:

冬季室外温度为-5°C，通过ELixair®浅层地热交换
系统，将进入室内的空气温度转换到5°C

夏季室外温度为30°C，通过ELixair®浅层地热交换
系统，将进入室内的空气温度转换到20°C

ELixair®浅层地热交换系统 高纯净度球墨铸铁管道

专用接口的设计，最大程度上保障了管道接口的气密性和水密性。
同时，接口的特殊柔性设计，使其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地质沉降。

优质铁矿石、优良的铁水控制工艺及卓越的自动在线壁厚测量技
术确保了PAM球墨铸铁管道的高纯净度，使其具有优良的导热性
能。其导热系数为36W/(m·K)，为水泥的60倍，塑料的240倍。

球墨铸铁管道外壁采用85%锌 + 15%铝的锌铝合金加强型防腐涂
层，涂层密度达到400g/m2，确保在大部分土壤条件下，管道能够
达到5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接口

导热

外防腐

特殊的内防腐涂层，最大程度地抑制了管道内部的潮湿、霉变、细
菌滋生等现象，保障新风的卫生性及整个系统长期的使用寿命。

内涂层

系统特点

使用PAM生产的
专用管道系统

85% 锌提供阴极保护 
15% 铝控制转化速率

天津土壤温度（夏季）

天津土壤温度（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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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圣戈班多元舒适性建筑 案 例 POINT’P仓库

案 例 KLOEPFER办公及公寓楼 证 书 空气质量认证证书
为了保证室内的空气质量，圣戈班穆松桥对配备ELixair®系统建筑内的空气质量做了一系
列长期和短期的监测，包括真菌检测、VOC分析、醛类分析以及微生物检测。检测报告表明
ELixair®系统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新风，不会对室内新风产生任何二次污染。

ELixair

ELixair

ELix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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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附报告

热回收装置

高效新风机组

VOC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表明ELixair®系统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新风，不会对室内新风产生任何二次污染。

高效新风机组主要包含两部分：热回收装置和过滤系统。

新风机组的热回收模块采用新一代全热回收技术，在双向置换通风的同时，产生能量交换，使新风有效获取排
风中的焓值（全热型）或温度（显热型），从而大大节约新风预处理的能耗，达到节能换气的目的。

全热交换器的传热板是由薄膜状纳米合成材料制成。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具有导热透湿率高，气密性好，不易
着尘、能满足高风压下长期连续运行等特点。板上的微孔直径，使得分子直径小的水蒸气很容易通过，但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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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监控系统与主机配套使用，对室内温度、湿度、TVOC、CO
2
浓度、PM2.5浓度进行监测，并能够直观

地进行读取。

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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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系统-全面维护

设备选型

过滤系统

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节能计算、风量测算、暖通系统设计、建筑能耗模拟

为保障室内人员健康，新风供应量应满足30m3/小时/人。通常换气率取值为“1”，根据不同要求需调整换气率
取值。

1000-1400m3/小时

米起

（单线）

PM2.5
粉尘

雾霾

新鲜空气
氧气

G4级初效 F级中效 H级高效

随时显示室内空气质量参数，可用于存储，便于数据分析

风量可调节以满足室内空气需求

设备送风段可设置G4级初效+F级中效+H级高效三层过滤器，确保送进室内的富氧新风洁净新鲜，
确保室内人员健康呼吸；也可选配紫外线杀菌功能段，对进入室内的富氧空气杀菌后再送入室内。

ELixair®新风系统常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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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适用范围

被动/低能耗建筑/高档别墅

系统实现
提供新风补绐，提高舒适度
室内空气质量监控
降低粉尘颗粒、有害气体浓度
调节室内温度、湿度
在北方夏季取代空调

环境特征
低能耗运行
人的健康需求

近零能耗建筑案例⸺甘肃兰州中建大厦项目

兰州中建大厦2020年7月份温度数据采集结果
室外vs出风口温度

住宅案例⸺圣戈班第一座多元舒适性住宅

PAM ELixair®浅层地热交换系统适用于：

被动/低能耗建筑/高档别墅 洁净车间/绿色工厂 厂区办公室/地下空间 学校/医院

地         点 ：  兰州新区中建大厦
建筑面积 ：  2270m2

设计风量 ：  4500m3/h

管道口径 ：  DN300

长         度 ：  30米
数         量 ：  4条
埋         深 ：  1.4米-1.9米

位         置 ：  法国
建筑面积 ：  162m2，两层
设         计 ：  圣戈班舒适性设计、舒适建筑解决方案
节         能 ：  净产能22KWh/m2/年，全自然采光系统>60%

常州圣戈班多元舒适性建筑位于江苏省绿色建筑博览园，占地
面积27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中国绿色建筑二星设
计标识，节能率达85%，设计能耗为34千瓦时/平方米/年，低于
GB/T 51350-2019标准定义的上海地区近零能耗小型办公建
筑能耗综合值要求。

ELixair®引入中国⸺常州圣戈班多功能舒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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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案例⸺韦伯厂房/办公区-Chateau-Thebaut

洁净车间/绿色工厂

系统实现
解决工业厂房夏季过热，冬季过冷的问题
降低传统制冷/制热设备能耗
引入新风，降低粉尘和VOC污染，改善厂房
空气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

环境特征
夏季车间过热，冬季车间过冷
厂房内通风不畅，粉尘和VOC污染

厂区办公室/地下空间

系统实现
提供新风的补绐
低能耗运行，节约能源
监控室内的空气质量
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环境特征
密闭空间，空气流通不畅
室内污浊空气无法及时排除
空调能耗较高

地下空间案例⸺地下餐厅

地         点：  上海临港综合区先进制造园#4楼地下餐厅
餐厅面积：  500 m2 

设计风量：  6000 m3/h

管道口径：  DN300

长         度：  30 米
管线数量：  4条
埋         深：  2.5米-3.0米

厂区办公室案例⸺龙牌圣戈班（河南）石膏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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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医院

系统实现
提供新风补绐
降低CO

2
及PM2.5浓度

提供舒适健康的环境，提高家长及客
户的满意度

环境特征
人员密集，空气流通不畅
室内CO

2
及PM2.5浓度高

各种细菌、病菌聚集

学校案例⸺伏尔泰寄宿学校

餐厅案例⸺中央厨房

中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美国LEED绿色建筑认证

行         业 ：  餐饮服务业
通 风 量 ：   5000m3/h，及时将室内污浊空气排出，引入新鲜空气
调节温度 ：  将室内温度维持在人体舒适范围

ELixair® 浅层地热交换系统在低能耗建筑中有效的解决了夏、冬季空调系统和新风系统之间的矛盾，用户在开启
新风的同时，仍然可以维持暖通设备的低能耗运行。ELixair® 因其在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能源利用、节能减排、
创新设计等方面的优异表现，将在下列评分项中助力相关绿色建筑认证的申报。

5.2.6

5.2.7

合理选择和优化供暖、通风与空调系
统。

5.2.8
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
用下的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能耗。

11.2.12

采取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的其他创新，并有明显
效益。

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供暖、通风与
空调系统能耗。

5.2.16
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
利用可再生能源。

章节 条文编号 条文

5.节能与能源
    利用

11.提高与创新

3.1

3.6

再生能源利用

6.1 设计的创新性

绿色能源利用

4.7 使用可持续认证材料

章节 条文编号 条文

3. 建筑节能与
     大气

4.材料与资源

6.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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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被动房认证
采暖需求： 低于 15kWh/( 年 · m2)

所 有 能 耗 的 一 次 能 源 消 耗 总 计： 最 大
120kWh/( 年 · m2)，包括家用电器，热水，
制冷，供热等所有耗能。
ELixair® 系统在欧洲已经成为一部分被动
房项目认证的亮点之一。

√

浅层地热智能新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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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认证及企业环境保护奖

ELixair®浅层地热交换系统助力绿色建筑认证

圣戈班穆松桥 ELixair® 浅层地热
交换系统，在 2020 年 11 月获得

“第七届中国欧盟商会企业社会责
任大奖”中的“企业环境保护奖”。
“Winner of Corporate 

Excellence Environment & 

Conservation”

ELixair®荣获欧盟商会企业环境保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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