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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成都凯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简介

成都凯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商用空气能热泵热水器、空气

能热泵采暖、中央空调、直饮水设备、采暖机组销售、安装维护，校园热水

BOT投资管理运营为一体的专业化技术公司。

公司以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为宗旨，将新的节能技术和合作模式应用

到不同领域中去，始终致力于用优质的产品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为用户提

供最新最好的节能科技产品与服务，不断创造商业价值和改善人居生活品质。

我公司从2012年成立进入空气能行业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第一批专业

从事空气能产品销售的公司，是全国知名品牌康之源空气能在西南地区的总

代理，也是美的空气能及中央空调在四川区域的直营工程商。

凯利源在暖通行业的不断发展中，获得了该行业在学校、酒店、工厂、

建筑单位、洗浴、美发、泳池、医院、养殖等行业的领先工艺和设计标准，

并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及单位案例。先后和电子科技大学、西昌学院、宜宾西

华大学、绵阳师范学院、通锦千盛酒店、全季酒店、新希望集团、四川省教

育厅、昌都协和医院、浦江鲈鱼养殖基地等大型企事业单位成为重要合作伙

伴并获得一致好评！



发展历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一 站 式 集 成
服 务 商

2013

公司成立

与广东康源节能科技服务公司签约
成为四川区域总代理商与康之源分体
直热式空气能”携手共进。

BOT投资上线

公司成立空气能BOT热水投资部
与苍溪城郊中学、成都医学院等
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并顺利进入
直饮水产品的运营。

诚信为本，创业之根

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开辟云南贵州市场

开辟云南、贵州市场，并成功对接
绥阳中学空气能热水工程的合作及
维保工作。

明确目标，坚定不移

扩充与发展

入驻中央空调行业并与如家酒店、
中国建工等企业在中央空调与空
气能热泵上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
系。

新发展，新战略

企业乔迁扩建

开创新纪元、筑梦新征程
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展示企业信心
和实力，创造更好业绩。

物联网系统

凯利源的空气能设备进行联网控
制，可在网络上进行故障申报、
远程控制、运行监控等功能。

物联系统，实时监控



公司荣誉

美的空气源热泵菁英直营工程商

康之源空气源特约西南运营中心
美的空调2017年度最佳合作奖

美的空气源热泵携手同心奖
美的中央空调优秀直营商

中国建工优秀合作方
美的空调2018最佳合作奖

太阳雨太阳能最美合伙人
四川空气能热泵行业“杰出品牌”
普瑞思顿空气能热泵优秀合伙人

2018

2017

2019

2018

2019



经营产品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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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自动控温热泵 变频自动控温热泵 定频低温空气能热泵 商用超低温冷暖机

-30度全变频热泵

-15度直热循环外机

-15度直热循环热泵 -10度直热循环热泵

智能多联式中央空调 直流变频智能中央空调 直流变频智能中央空调

分体直热式热水机组



经营品牌



应用范围

空气源热泵机组是以空气为冷热源，水为

传热介质的中央采暖机组，采用清洁能源制热，

代替传统燃煤锅炉，可实现夏季制冷，冬季制热。

目前采用康之源以及美的的部分空气能设备，制

热水温需求可低至-30度并正常使用。凯利源完

善的产品系列可用于不同行业地域的不同需求，

其末端可选配地暖、散热片、风机盘管等，空气

能热泵机组应用范围可以为：学校、酒店、宾馆、

医院、工厂、公寓、办公楼、养殖畜牧业、农业

大棚等各类建筑场所提供了优质的解决方案。

酒店/民宿 医院 学校

养殖农业企业



产品业务形式

服务

BOT

工程
配套

改造
维保

BOT项目：例如学校不需要投入资金，所需资
金全部由承包商提供。承包商对每一项校园直饮水工
程，都采用由国家卫生部颁发卫生许可证的设备和符
合相关标准的零配件，竣工后将水样送交当地疾控中
心严格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并负责做好各项运营维
护(如巡检、年检、定期检验检测、日常水质监控、耗
材更换等)工作。

对医院、酒店、学校等不同场所的热水设备的
使用进行系统的改造需求，从新设计设备数量型号已
经管线的设计施工等。维护保养等服务则按照相关技
术要求对整套设备定期巡视、维护及保养，保证设备
的良好运行，并留有相关的维保记录；保证设备运行
状况要求下免费更换相匹配的小号配件材料，在系统
管网出现故障我司技术人员则即时到场处理。

根据不同的工程信息对外温、项目地址、安装
环境、使用需求（洗漱或其他）等进行收集，来对空
气能热泵系统需要的主机大小，使用配件编辑配套清
单制作。在无其他问题情况下进行后续的设备到场及
安装维护服务。

我们服务就是竞争力的唯一来源，
对使用方和总包客户提供优质的热泵产
品和一站式集成服务，带给他们专业的
技术能力，完善的售后保障，就设计、
安装、运营、方面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的优质服务，就是凯利源自身价值的体
现



文化理念

创新、诚信、品质、价值

技术领先、长远发展、成为
“节能环保行业的领跑者”

全心全意建设健康节能新生活

让人们享受健康节能新生活
的美妙和乐趣

文化
理念

我们热情对待客户，与客户共赢

我们诚实做事，诚信做人

我们关注团队，关爱员工

我们注重成本和效益

我们追求卓越成就与贡献

我们持续不断改进，永不停顿的创新

企业精神

企业目标

企业宗旨

企业愿景



部分经典项目展示

酒店/医院 学校 企业/工厂企业/工厂 工地/养殖

1、龙泉博瑞花园酒店
2、新都桥摄影天堂大酒店
3、慕斯音乐酒店
4、荣经鸽子花酒店
5、理墉梅朵酒店
6、昌都协和医院
7、成都世博医院
8、德阳乐龄精神病医院
9、半山酒店
10、花水湾天赐酒店

1、四川大学
2、电子科技大学
3、西华大学
4、西昌学院
5、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6、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7、南部县第三中学
8、四川民政干部学校
9、甘孜县民族中学
10、四川高县中学校

1、四川新希望华西牧业
2、成都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3、成都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4、仁寿汪洋煤矿
5、阊中大北农农牧食品
6、四川芙蓉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7、西昌三牧太和奶牛养殖
8、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四川省嘉陵监狱
10、四川省自贡监狱

1、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2、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3、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
4、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5、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6、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7、四川中輝绿建集装箱有限公司
8、华贯建设有限公司
9、浦江鲈鱼养殖基地
10、安岳生猪养殖基地



重点项目

该项目是电子科技大学在清水河校区的第五期热水工
程，我们主要负责了学生宿舍楼的热水系统建设，成功为
万余师生提供热水服务。在储热水箱和热泵机组的安装上，
我们放置在宿舍楼顶的设备平台，进行24小时全日不间断
热水供应。并且使用了PLC远程热水控制系统，来方便管
理人员进行远程控制，实时查看设备的工作情况和工作数
据等内容 。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电子科技大学BOT热水工程



重点项目

该热水项目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
对于该校的热泵热水系统，凯利源配置了美的空气
能热泵机组，主要的工程内容涵盖热水管网及室内
淋浴设施配套安装，并且每间宿舍的用水点设置有
智能水控器，可使用热水卡和校园一卡通进行使用
（热水卡与校园一卡通合并），方便冕宁中学全体
师生的刷卡用水。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冕宁中学空气能热水工程



重点项目

西昌学院坐落在国家级优秀旅游城市——四川
省西昌市，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主管的公办全日制普
通本科学校。学院占地1884亩，校舍建筑面积38
万平方米。此项目为北学一期所有学生公寓楼栋，
提供热水整体改造工程。凯利源采用的是美的空气
能热泵机组，来为全校师生提供热水服务。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西昌学院公寓热水改造工程



重点项目

理县古尔沟华美达温泉度假酒店于景色秀丽的
古尔沟-米亚罗风景观光带，区域内神峰环绕，峡
谷相伴，山奇水秀，风景如画。该酒店拥有独立别
墅及综合楼豪华客房，在部分客房内部则拥有独立
温泉泡池，凯利源则对酒店进行整体的热水和采暖
系统，来满足酒店的日常运营需求。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古尔沟华美达二期花田木屋酒店



重点项目

该矿属国有重点煤矿，始建于1965年，1970
年正式投产，设计年生产能力为120万吨，现核定
年生产能力100万吨，有着23个基层单位，11个机
关部门。此次凯利源则对该矿点进行整体的空气能
热泵热水系统建设和维护服务，来方便该煤矿全体
员工的正常热水使用。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川煤集团芙蓉公司白皎煤矿



重点项目

群祥科技专业从事铝和铜产品的生产，是全球
最大的散热模组制造商，全球热管制造业领头羊，
产品主要为笔记本电脑、DT散热模组、SEVER散
热模组、DT散热片及铝冲压面板。

该项目位于重庆市璧山区，我们配备了康之源
分体式热泵机组，来确保上千员工的正常热水使用。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重庆群祥科技热水工程项目



重点项目

安岳养猪场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凯利源
使用了全套空气能热水机组，为整个厂区提供了上
千平米采暖需求。我们提供设备的安装尺寸和施工
材料：水管室内材料、水泵、管道保温管、电气主
要元器均使用品牌产品。施工的范围是空气源热泵
及循环管路、水箱和水箱附件、供水泵组、补水电
磁阀组、回水电磁阀组及其与水箱的连接；热泵系
统成套配电柜及其到设备的动力、信号线的安装。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安岳生猪养殖基地空气能供暖系统



重点项目

洛隆县雅天酒店室内采暖项目位于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该项目采暖和热水进行分开配置，采暖使
用的正旭的空气能热泵机组，日常使用的供暖温度
最高可达70度左右。该项目内容包热泵设备的安装
施工材料（采暖片、暖气管道、保温 等）的选用等
一系列内容。

锦府精装房空调配套 洛隆县雅天酒店室内采暖项目



实际案例

学校空气能热泵
案例展示



实际案例

酒店空气能热泵
案例展示



实际案例

企业/工厂空气能
热泵案例展示



实际案例

医院/浴足/美发等空
气能热泵案例展示



实际案例

中央空调案例展示



实际案例

空气能采暖案例展示



实际案例

直饮水案例展示



我 们 是 美 好 生 活 的 耕 耘 者

结束

成都凯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蜀道西路三泰魔方C2-603室（羊犀立交外侧）

宋经理：158 2831 6628

王经理：138 8073 9268

028-87654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