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为使用新的设施之
后，我们面临着许多未
解决的机械系统问题。
ENTEC 不仅解决了这些
问题，而且他们的解决
方案立即在降低能源成
本和能效激励方面取得
了成效。”

完善能源效率的实施

Bob DeBlaey，
Figge 艺术博物馆
设施经理

案例研究
能源浪费

快速了解：
情况
•
•
•
•

Figge 艺术博物馆
艺术行业
爱荷华州达文波特
Mark Janco，ENTEC 系统分析师

挑战
减少能源消耗

解决方案
改善了系统性能和能效

使用的工具
• Fluke 87V 工业万用表
• Fluke 62 迷你红外线测温仪
• Fluke 971 温湿度仪

Figge 艺术博物馆是一座地标性建筑，满足了高标准温度和湿度控制。

结果
• 每年节省了近 63,000 美元能源成本
• 收到了 43 万美元的总能源激励

Figge 艺术博物馆位于爱荷华州
达文波特，是一栋 114,000 平方
英尺（10,591 平方米）的建筑，
为地区和国际艺术展和面向社区
的教育活动提供场所。
Figge 结合了美感和世界一
流的机械系统，满足了严格的
史密森尼博物馆 (Smithsonian
Museum) 的温度和湿度控制的环
境指导原则。 这些控制展品和
展品存放空间内相对湿度 (RH)
和 温度的指导原则，旨在防止颜
料、纸张、木材以及所展示艺术
品中使用的其他介质降解，并防
止因过热、过冷或促进霉菌滋生
的潮湿环境造成的损坏。

环境控制标准可满足能效
要求
满足史密森尼的环境控制标准意
味着，Figge 能够展示一些世
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收藏
品。 但是，从成本和环境的角度
出发，能效是同等重要的。 博物

馆的新机械系统承诺减少能耗，
这将使 Figge 获得近 400,000
美元的能效激励，并节约大量的
年度能源成本。

平衡温度，获得能效
博物馆的 HVAC 系统包括结合
了室外空气流通和回风的节约装
置，以最大限度降低冷却和加热
成本。 当外面的进气高于 55
°F (12.7 °C) 时，需要机械
冷却，而在低于 25 °F (-3.8
°C) 时需要加热，以将展览空间
温度保持在 70 °F (21 °C) 上
下。 系统还包括能量回收轮，位
于进气和废气之间。 回收轮转
动时，能转移两股气流之间的能
量，回收废气中的能量并使用该
能量处理进入空气处理机的室外
空气。
当空气温度高于 55 °F (12.7
°C) 时，会启动冷冻水系统，以
在室内外空气混合物流经冷却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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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时，将温度降低为合适的送风
温度。如果室外空气低于 25 °F
(-3.8 °C)，则可能会在能量回
收轮上结冰，减少空气流。
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在外部空
气入口处放置了防霜线圈，以保
持进入能量回收轮的空气温度高
于 25 °F (-3.8 °C)。
据估计，这些测量值以及部分
照明测量值足以用于降低能源使
用，来为博物馆获得 400,000 美
元的能源激励，并减少加热和冷
却费用，同时仍能满足史密森尼
环境要求。
至少有这项计划。

令人惊讶的发展
美国伊利诺斯州皮奥瑞亚的
ENTEC Services 为新博物馆实
施了温度和环境控制系统，并在
设施启用后继续监测这些系统。
ENTEC 可以说明的是，虽然环境
条件满足了史密森尼指导原则，
但博物馆是以剧增的成本实现的
这些要求。
根据其能源使用情况，Figge 艺
术博物馆将减少 100,000 美元
的能源激励资金和超过 60,000
美元的年度能源节约。”ENTEC
Services CEO Tom Weed 说道。

美元的总能源奖励，并节约了近
63,000 美元的年度能源成本。
ENTEC 不仅解决了这些问题，
而且他们的解决方案立即在降低
能源成本和能效激励方面取得了
成效。”Figge艺术博物馆设施经
理 Bob DeBlaey 说道。

维护理想条件
ENTEC 的 Janco 继续使用一系
列福绿克工具定期现场检测所有
控制系统（尤其是对温度和湿度
有要求的系统）。他使用 Fluke
62 迷你红外线测温仪测量排出管
道的空气温度，并验证空气处理
机组中的线圈温度是否足以防止
结冰。他使用 Fluke 971 温湿度
仪验证总体展览空间的湿度。 如
果这些测量显示温度和/或 RH 值
不符合要求，Janco 就会使用
Fluke 971 校准控制装置，使其
重新达到史密森尼指导原则规定
的要求。
Janco 注意到，Fluke 87V 工
业万用表是所有工具中最常用
的。 他将工业万用表用于从检查
变速传动装置的电源电压到检查
保险丝的所有工作。 “它可能
是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之
一。”

改善了系统性能和能效
ENTEC 建议了一下 HVAC 系统改
进，可让机械系统和控制系统原
始打算执行。 “最合逻辑的想
法是将混合箱内的空气更好地混
合，但这需要向空气处理机组中
添加机械设备。”ENTEC 系统分
析师 Mark Janco 说道， “博物
馆的机械室内没有足够的空间，
因此不会采用该方案。”
由于没有足够的实际空间在
阻碍节约装置正常运作的混合箱
内克服室外空气分层问题，因此
在冷冻水配送系统中添加了防冻
剂，消除了冷冻水线圈结冰的风
险，同时允许节约装置提供“免
费制冷”。 为了使防霜线圈正常
运作，ENTEC 构建了一个独立的
霜冻预防线圈回路，它仍然通过
正常的锅炉热水循环加热，但添
加了防冻剂。 这允许它们将进入
能量回收轮的空气的温度降至 25
°F (-3.8 °C)，优化回收轮的
节能特性。
修复完成后，The Weidt Group
同意对 Figge 的系统执行能源
评估。 事实证明，改进不仅重新
获得了剩余的 100,000 美元的原
始奖励，而且还使博物馆获得了
30,000 美元的额外能效奖励。
这意味着，博物馆收到了 43 万
2 Fluke Corporation 完善能源效率的实施

Fluke 值得信赖，全球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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