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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mm, minimal diameter of one drop of rain

5cm, per second of sakura’s falling speed

88℃ , inner temperature of Kongming lantern flying to the sky

0.3t, per day water consumption of a common family

31080000J, per day heating consumption in winter in Siberia

Measurement, make ecology clear

Measurement, make affections more truthful

Minol, All That Counts. 

           Be a metrology artist.

           Send to the world a message of warmth and convenience.

一滴雨最小直径 0.15 毫米

樱花飘落速度每秒 5 厘米

孔明灯升天 ，内温 88 度

普通家庭每天用水 0.3 吨

西伯利亚寒冷冬天每天消耗暖气 3108 万焦耳

计量 ，让生态变得清晰

计量 ，让感动更加真实

米诺 ：一切皆可计量 ，做计量行业的艺术家 ，向世界传递温暖和便捷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 (Beij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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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  前  言

Our Mission ——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never been so important as today. Human beings have to re-
discover and use well-known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ources by using latest technology. We 
need to integrate energy resources and develop potential new energy. But most of all, we 
must save energy.

However, energy saving is unlikely come true only if energy consumption could be precisely 
measured, reliably record and separately checkout. Meanwhile, the reading of energy 
consumption is reliable only when the reading devices measure accurately and stably and 
last long enough.

Minol Group has decades of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 meters. And our well-known energy settlement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70 years. We focus on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We are 
making energy visible.

我们的职责所在 —— 节能环保

环境保护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重要。人们需要重新发现具有可持续性的能源，结合最

新的技术利用它们；需要整合能源资源；需要开发有前景的新能源；最重要的是，需

要节约能源。

然而，除非能源消耗可以被精确计量、可靠记录和独立结算，否则节能很难成为现实。

同时，计量设备只有计量准确并且可以长期稳定工作，能源消耗的读数才值得信赖。

在研发和生产计量产品方面，米诺有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广为认可的能源结算系统，

也已建立 70 多年。致力于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及产品研发是米诺的不懈追求，我们正

在使能源变得有形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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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hairman  |  董事长致辞

Dear Customers，

Energy is such a precious product. Accurately measuring 
heat consumption and water consumption are vitally 
important for all users. Minol Group has more than 
70 years advanced measuring technology and rich 
experienc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obs for Minol’s engineer, 
technician and installer is to make billing correctly and 
legally based on accurate measurement.

We provide you best service with our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suggestions. We hope you like our advanced smart meters and latest 
technology.

As a family-owned business with more than 70 years history in Germany, Minol Group 
makes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excellent, reliable and long term business with partner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e with you.

Best regards

Marcus Lehmann

Minol-Zenner Group

尊敬的客户：

能源是一种宝贵的商品，精确地检测计量每个用户热的消耗量和水的消耗量对所有用

户都至关重要，现在的米诺拥有超过 70 年的先进的计量技术。

米诺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安装人员，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测量结果正确地、

合法地计费。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运用我们专业的知识和建议为您服务，希望您喜欢我们先进的仪

表设备和技术。

作为一个拥有 70 多年历史的德国企业，我们一直努力培养优秀的、可靠的、长期的合

作伙伴，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马库斯 . 雷曼

米诺 - 真兰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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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  公司历程

1940 1950 1970 1980

1945 Werner Lehmann

在德国斯图加特这个科学

密集的城市创立米诺公司

1945 Minol has founded in 
a scientific-intensive city 
Stuttgart, Germany by Werner 
Lehmann

1952 米诺集团研发出属于自己的水表，并

在 80 年代中期将能源抄表计费的市场拓展

到全德国和全欧洲

1952 Minol developed its own water meter and 
expanded market of energy meter reading 
and billing from all over Germany to all around 
Europe in middle of 80s

1974 米诺集团成为德国西南地区能

源结算领域的龙头企业，开始研发

生产自己的计量设备

1974 Minol has became a leading 
company in the energy balance field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and has 
started to develop and produce its own 
metrological instruments

1986 米诺集团开始在整个德国与整个

欧洲拓展市场

1986 Minol expanded market across Europe. 

1988 米诺集团成为德国官方认

可的 KA7 计量设备检测中心

1988 Minol has became an official 
German approved inspect ion 
c e n t e r  o f  K A 7  m e t r o l o g i c a l 
instrument

到全德国和全欧洲

1952 Minol developed its own water meter and 
expanded market of energy meter reading 
and billing from all over Germany to all around 
Europe in middle of 80s

1988 米诺集团成为德国官方认

可的 KA7 计量设备检测中心

1988 Minol has became an official 
German approved inspect ion 
c e n t e r  o f  K A 7  m e t r o l o g i c a l 
instrument

1974 米诺集团成为德国西南地区能

源结算领域的龙头企业，开始研发

生产自己的计量设备

1974 Minol has became a leading 
company in the energy balance field 
in southwestern Germany and has 

1986 米诺集团开始在整个德国与整个

欧洲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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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2000 2010

1995 米诺发明了在整个行业中具有导

向性的远传系统，米诺成为第一家采

用远程抄表系统结算的公司

1995 Minol invented industry-oriented 
remote system. Minol became the first 
company to use remote meter reading 
system for billing

1996 福州真兰水表有限公司成立

1996 ZENNER Fuzhou Water Meter
Co.,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1999 米 诺 集 团 设 备 生 产 符 合

DIN ENISO 9002 体系认证标准

1999 Minol instrument manufacture 
has accorded with DIN ENISO 9002

2000 真诺测量仪表 ( 上海 ) 有限公司成立

2000 Zenner Meters (Shanghai)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2001 能源结算符合 DIN ENISO 9001:2000

体系认证标准

2001 Energy Balance has accorded with 
certificate of ISO9001:2000

2001 北京真兰仪表有限公司成立

2001 Zenner Beijing Meters Co.,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2005 米诺集团正式收购萨尔布吕肯 ( 德国 ) 的

百年家族式企业真兰

2005 Minol has formally acquired German century-old 
company ZENNER，which is based in Saarbrucken

2005 米诺 - 真兰集团收购美国西南自来水公司旗下的

Master Tek 公司从而成为美国三大能源服务公司之一

2005 Minol-Zenner Group has acquired affiliate of America 
southwestern water company-Master Tek, so as to become one 
of the three major energy services companies in the USA.

2007 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

有限公司成立

2007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 (Beijing) Co.,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2008 米诺—真兰集团在 90 个国家拥有

31 家子公司及 100 多个商业合作伙伴

2008 Minol-Zenner Group has 31 branch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100 serv ice 
providers around the world

2012 米诺真兰集团和上海华通实

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盛大的签约仪

式，成立中德合资企业上海真兰

仪表科技股

2012 Germany Minol-Zenner Group & 
Shanghai Huatong Commerce Co.,Ltd. 
held a grand signing ceremony, a 
Sino-German joint venture company 
Zenner Shanghai Meter Technology
Co.,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1996 福州真兰水表有限公司成立

1996 ZENNER Fuzhou Water Meter
Co.,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certificate of ISO9001:2000

2001 北京真兰仪表有限公司成立

2001 Zenner Beijing Meters Co.,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仪表科技股

2012 Germany Minol-Zenner Group & 
Shanghai Huatong Commerce Co.,Ltd. 
held a grand signing ceremony, a 
Sino-German joint venture company 
Zenner Shanghai Meter Technology
Co.,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1999 米 诺 集 团 设 备 生 产 符 合

DIN ENISO 9002 体系认证标准

1999 Minol instrument manufacture 
has accorded with DIN ENISO 9002

2000 真诺测量仪表 ( 上海 ) 有限公司成立真诺测量仪表 ( 上海 ) 有限公司成立

2000 Zenner Meters (Shanghai) Ltd. has been 2000 Zenner Meters (Shanghai) 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2007 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

有限公司成立

2007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 (Beijing) Co.,Ltd. has 
been established.

2008 米诺—真兰集团在 90 个国家拥有



公司简介 产品简介 产品安装

06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 (Beijing) Co.,Ltd.

米诺分公司

真兰分公司

全球商业合作伙伴

Global Layout  |  米诺全球布局

现在，德国米诺 - 真兰集团在全球拥有 31 家分公司和 100 多家服务机构，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您服务。

德国总部斯图加特设有我们的研发、销售、市场和售后服务中心，同时，我们的远程

装置为全球 1500 多万用户进行能源消耗结算。

在穆尔达 , 我们的仓储配送中心以及网络配发基地为全世界配送数百万只计量产品，严

谨的质量管理使我们的每一件产品能面对任何环境。

在萨尔布吕肯，我们的核心研发中心为我们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在美国，米诺为千家万户提供能源结算服务。

在中国、巴西、印度、越南、俄罗斯、瑞典、丹麦等地区，你都能见到我们服务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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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silien

Bulgarien

China

Deutschland

Dänemark

Frankreich

Indien

Italien

Kasachstan

Paraguay

Polen

Rumänien

Russland

Schweden

Spanien

Ungarn

USA

Vietnam

Weißrussland

Österreich

巴西

保加利亚

中国

德国

丹麦

法国

印度

意大利

哈萨克斯坦

巴拉圭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瑞典

西班牙

匈牙利

美国

越南

白俄罗斯

奥地利

At present, Germany Minol-Zenner Group has 31 branch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100 
service providers around the world.

Headquarters in Stuttgart Germany, we have our own research centre, marketing centr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centre. 

In Mulda, our warehouse distribution centre delivers millions of meters all over the world. Minol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could make our meters facing any environment.

In Saarbrucken, our research-development center could provide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nol provides energy balance service for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In China, Brazil, India, Vietnam, Russia, Sweden and Denmark…where you can see u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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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米诺 - 真兰集团

德国米诺测量仪表有限公司 1945 年成立，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真兰国际有

限公司 1903 年成立，总部位于德国萨尔布吕肯。2005 年，德国米诺集团收购德国百

年企业真兰，实现米诺 - 真兰两家公司的集团化。德国米诺 - 真兰集团具有 100 多年

的能源计量仪表研发制造经验，能源计费抄表服务也已建立 70 多年。

目前，米诺 - 真兰集团在全球拥有 31 家分公司和 100 多家服务机构，是全球四大仪

表商和欧洲三大能源服务公司之一。在中国拥有三家独资公司和一家合资公司，三家

独资公司分别为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真诺测量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福州真兰水表有限公司，一家合资公司为上海真兰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米诺 - 真

兰集团在华投资逾 6 千万欧元，在华员工约 2400 名。

米诺 - 真兰集团以“一切皆可计量”为发展战略，以“细节铸就完美”为设计理念，

带着享誉世界的德国仪表先进的制造工艺，继续专注于热 / 冷量表、热 / 冷水表、热分

配表的研发、制造和市场营销。 现在，米诺 - 真兰集团在华拥有一支业务能力过硬的

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团队。

Minol-Zenner Group

Minol Messtechnik W. Lehmann GmbH & Co. KG founded in 1945, headquartered in 
Stuttgart Germany. ZENNER International GmbH & Co. KG was established in Saarbruchen 
Germany in 1903. In 2005, Minol acquired century-old company Zenner to realize 
collectivized operation. Minol-Zenner Group has over 10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 of energy metrological instruments, and energy balanc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ore than 70 years. 

At present, Minol-Zenner Group has 31 branch companies and more than 100 
service providers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s one of the fourth-largest manufacturers of 
metrological instruments across the world and also one of the top three energy services 
companies in Europe. In China, Minol-Zenner Group has 3 branch companies and 1 joint 
venture company, nearly 2400 employees. 3 branch companies are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 (Beijing) Co., Ltd, Zenner Meters (Shanghai) Ltd., Zenner Fuzhou Water 
Meter Co., Ltd.. 1 joint venture company is , Zenner Shanghai Meter Technology Co., Ltd. 
Minol-Zenner Group has invested more than 60 million EUR in China so far.  

Minol-Zenner Group follows development strategy "All That Counts" and takes "Details 
Make Perfect" as designing idea. With the world-famous instrument manufacture 
technology from Germany, Minol-Zenner Group keep focusing on research,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Now, we has a strong business team in technology research,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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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承担米诺 - 真兰集团热量表和

热分配表在中国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从 2007 年开始，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有限

公司积极参与中国热计量改革，至今参与的热改项目已逾 1500 多万平米。通过在中国

供热节能行业 10 多年经验的积累，从热源到管网，从楼栋到户内，从管理到收费，米

诺（北京）已经成为一家专业的能源服务公司。

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超声波热量表、散热器热分配计、数

据采集器、M-Bus 智能采集远传箱、无线测温仪、温控阀、手持抄表器。服务内容包括：

Minoweb 能源数据管理技术服务，Minol PDA 能源数据管理技术服务，账单结算和收

费服务、锅炉房托管服务，节能审计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米诺国际能源服务（北京）

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受到客户广泛认可，项目分布于北京西城、海淀、通州、丰台、

大兴、房山、昌平、延庆、顺义、密云以及河北唐山，甘肃兰州、榆中，山西太原等地区。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Beijing)Co.,Ltd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Beijing) Co.,Ltd. was set up in 2007, which is in charge 
of metrological instruments selling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in China. Minol(Beijing)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heat reform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since 2007, and so far our 
transformed project area has reached more than 15 million square meters. Over 10 years 
accumulated wealth of experience of heat reformation in China, Minol(Beijing) has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energy services companies, who are flexible enough to handle 
any complicated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any huge heat reformation project—from heat 
resource to pipe network, from building to household, from operation management to 
billing.

Minol (Beijing) ‘s primary products are Ultrasonic Heat Meter, Electronic Heat Cost 
Allocator, Data Collector, M-BUS Data Collector Remote Box, Radio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hermostatic Radiator Valve and Handheld. Minol (Beijing) ‘s services 
contain Minolweb technology service, Minol PDA technology service, billing service, boiler 
room hosting service, energy-saving audit service,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 service. 
Minol (Beijing) projects are distributed in Xicheng district , Haidian district , Tongzhou 
district , Fengtai district, Daxing district, Fangshan district, Changping district, Yanqing 
district, Shunyi district, Miyun district in Beijing and Tangshan in Hebei province and 
Lanzhou & Yuzhong in Gansu province, Taiyuan in Shanxi province. Relying on first-class 
product quality and improved technology service, Minol(Beijing) has won the popularity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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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   资质证书

Honor |  荣  誉

Measurable
Reliable  Advanced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Comfortable

2014 中国供热计量学术活动优秀合作伙伴

2015 中国智能供热与计量收费优秀合作伙伴

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备案节能服务公司

国家住建部颁发科技成果评估证书

中德技术合作项目指定中方专家代表机构

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会员单位

甘肃省建筑工程与建筑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备案证书

北京热计量改造项目验收专家成员单位

中国北京、唐山、兰州、山西等众多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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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escription  |  产品简介

新一代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C5-IUF

紧凑式电子热量表配超声波流量计（IUF）

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C5-IUF 采用先进超声波测量技术，为分户计量的推广和能

源管理系统的普及研发而成。无磨损的超声波技术工作稳定，即使在受污染的水质和

极小的流量下依然保持出色的计量能力。

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 C5-IUF 积算器可独立分开，不但可以节省现场安装空间，

安装便利，亦可方便抄读各种数据。

经流体优化设计的测量结构和紧凑的外形设计确保了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C5-

IUF 拥有精确的热计量能力。

大液晶屏幕直观呈现表计运行状态。简单的一键设计，简单操作即可读取热消耗数据，

诸如抄表当日的用量，历史用量最大值，表计试用期内储存的每月历史数据。丰富的

菜单内容可满足您的全部能量计量要求。

无论是使用无线还是有线的 M-BUS，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C5-IUF 都会在第一

时间将数据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送至数据采集器。

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C5-IUF 优良的可靠性和宽动态量程比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

可确保计量的数据值得信赖。

产品特点：

紧凑型设计

可选有线或无线 M-BUS

可选附加 3 脉冲输入 / 输出版本

可选测量周期

可选安装方式（包括表头朝下方式）

可选电池工作寿命 6 年 /11+1 年

储存所有月份的历史数据

动态量程比范围宽

精确、稳定、耐磨

拥有欧洲 MID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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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传感器 IUF 技术数据

常用流量 qp

最大流量 qs

最小流量 qi( 水平 )

最小流量 qi( 垂直 )

qp 下压力损失

介质温度范围

最小压力（避免空蚀）

测量精确等级 *

工作压力

公称口径

安装方式

安装位置

连接计算器线缆长度

温度传感器安装位

测量介质

M³/h

M³/h

I/h

I/h

bar

℃

bar

PS/PN

DN

m

0,6

1,2

6/12

6/12

1,5

3

15/30

15/30

2,5

5

25/50

25/50

3,5

7

35/70

35/70

6

12

60/120

60/120

10

20

100/200

100/200

<0,25 bar

10℃ <=θq<=130℃

0,3

3/2

16/25

任意

供水端，可选回水端

1,2

M10×1

水

15       15/20        20          25          32            40

温度传感器技术数据

精密铂电阻

传感器直径 / 类型

温度范围

线缆长度

安装位置

mm

℃

m

VL

RL

Pt 1000

标准：5.0 （DS 参照 EN 1434）; 更多请询问

0-150

1,5(opt.5) ; 更多请询问

供水端 直接插入或者使用保护套（现有装置情况下）

回水段 集成在流量传感器中，可选外置

连接尺寸

常用流量

公称口径

暗转

qp

DN

L

M³/h

mm

mm

0,6

15

110

1,5

15

110

2,5

20

130

3,5

25

150/260

6

32

260

10

40

200/2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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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算器技术数据

温度范围

温差范围

显示范围

环境温度范围

最小温差

温度分辨率

测温间隔

热量显示

数据备份

抄表日

最大值存储

接口

电源

电池续航能力

防护等级

EMV

环境条件 / 影响变量

（适用于整体式）

℃

K

℃

K

℃

S

标准

可选

年

- 温度

- 机械等级

- 电磁等级

0…130

3…100

LCD 8 位 + 特殊符号

5…55

3（冷量和冷热双计表为 2）

0,01

出场后可调，2 秒起；标准为 30 秒

标准 MWh；可选 kWh,GJ

每天一次；更多请询问

存储每个月的历史值；更多请询问

存储流量值，功率及其它参数

光电接口（ZVEI,IrDA）

M-BUS, WM-BUS（无线）

3,6V 锂电池（不同容量）

>6, 可选 >11（工作时可换）*

IP65

C

5℃ ~55℃ 温度等级 P64

M1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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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

标准温度传感器

真兰标准的温度传感器有高精度铂电阻 PT500 或 PT1000 可选，它们既可以直接插入

介质中，也可以安装在温度传感器护套中。

在常用流量 Qn2.5 以下，我们推荐温度传感器直接插入介质中，如果温度传感器安装

在护套中，请注意配套在正确直径的护套中，以确保计量准确。

尺寸

D

mm

5

6

6

EL

mm

45

105

134

Cable

m

1,5

3

3

口径 DN

mm

15-40

50-125

>150

技术参数

材料

传感器直径

螺纹

钢

5,0/5,2

M10

安装配件

温度传感器护套座

使用温度传感器护套座，标准温度传感器可以很容易地安装在测量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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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球阀

M10 的球阀适用于温度传感器直接安装的管道。

当球阀被关闭时，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被替换，而无需事先排空供热装置的水。

当球阀打开时，介质直接通过温度传感器，保证快速而可靠地对温度变化作出反应。

对于纯关闭的目的，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无阀孔的球阀。

尺寸

L

mm

105

140

EL 

mm

85

120

D

mm

6

6

G

Inch

1/2''

1/2''

Sensor

mm

84

134

技术参数

材料

阀孔

螺纹

黄铜，镀铬

M10

3/4“ IG, 1“ IG

不锈钢温度传感器护套

我们的不锈钢温度传感器护套适用于直径为 6mm，长度适用于 105mm 或 140mm 的

温度传感器，它可以为温度传感器提供良好的保护和最低的热损失，我们推荐在常用

流量超过 Qn3.5 以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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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sius® WR3-IUF 大口径超声波热量表

Zenner 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WR3-IUF 采用先进超声波测量技术，可为较大供热管道

计量提供精确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楼宇供热，换热站或区域供热站的热计量。

WR3-IUF 计量量程范围宽，表壳采用高级不锈钢精铸，在小流量和受污染的水质下可

保持稳定地计量。经流体优化设计的计量结构也确保了 WR3-IUF 拥有持久精准的热计

量能力，拥有 IP68 防护等级可确保表计安装在恶劣环境中。

WR3-IUF 的积算器可独立分开并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可节省现场安装空间亦可方便地

抄读各种数据。积算器通过大液晶屏幕也可以直观地呈现表计运行的状态。通过一个

按键简单操作并读取消耗的数据，诸如抄表当日的用量，历史用量最大值或者表计整

个使用期间存储的每个月份的历史数据。

真兰超声波热量表 zelsius WR3-IUF 优良的可靠性和宽动态量程比经过长期的实践检

验，可确保计量的数据值得信赖。

特性

连体式设计，积算器可单独分开，便于安装在墙体

口径 DN50-600

可选 M-Bus/RS-485/ 红外进行数据通讯

可额外显示两路脉冲输入表计数据

可把表计能量信号作为脉冲信号输出

流量计安装方式任意

整表 IP68 防护

存储所有月份的历史数据

内置锂电池，工作寿命 6 年 /11+1 年可选，也可选用 220V 市电

计量精确，稳定，耐磨

宽动态量程范围

积算器符合欧洲 MID 认证

可接温度传感器类型 PT100, PT500,PT1000。可接入温度传感器电缆有两芯和四芯可选

产品符合欧洲最新的 MID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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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传感器 IUF 技术数据

常用流量 qp

最大流量 qs

最小流量 qi( 水平 )

qp 下压力损失

介质温度范围

最小压力（避免空蚀）

测量精确等级 *

工作压力

公称口径

安装方式

安装位置

连接计算器线缆长度

测量介质

防护等级

M³/h

M³/h

I/h

bar

℃

bar

PS/PN

DN

m

15

30

300

25

50

500

25

80

800

60

120

1200

<0.18

10℃ <=θq <=130℃

0,3

3/2

16/25

50               65               80               100                            

任意

供水端，可选回水端

1,2

水

IP68

温度传感器技术数据

精密铂电阻

传感器直径 / 类型

温度范围

线缆长度

安装位置

mm

℃

m

VL

RL

Pt 100/Pt 500/Pt 1000

标准：5.0 （DS 参照 EN 1434）; 更多请询问

0-150

1,5(opt.5); 更多请询问

供水端 直接插入或者使用保护套（现有装置情况下）

回水端集成在流量传感器中，可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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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算器技术数据

温度范围

温差范围

显示范围

环境温度范围

最小温差

温度分辨率

测温间隔

热量显示

数据备份

抄表日

最大值存储

接口

电源

电池续航能力

防护等级

EMV

环境条件 / 影响变量

（适用于整体式）

℃

K

℃

K

℃

S

标准

可选

年

- 机械等级

- 电磁等级

0…150

3…120

LCD 8 位 + 特殊符号

5…55

3（冷量和冷热双计表为 2）

0,01

出场后可调，2 秒起；标准为 30 秒

标准 MWh；可选 kWh,GJ

每天一次

存储每个月的历史值

存储流量值，功率及其它参数

光电接口（ZVEI,IrDA）

M-BUS, RS485

3,6V 锂电池或市电 220V

>6, 可选 >11（工作时可换）*

IP68

C

M1

E1

连接尺寸

常用流量

公称口径

外形尺寸

qp

DN

L

D

H

W

n-MA

M³/h

mm

mm

mm

mm

mm

15

50

200

165

242

155

4-M16

25

65

200

185

252

175

4-M16

40

80

225

200

337

190

4/8-M16

60

100

250

220

357

210

8-M16

* 更换电池在有些国家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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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50

DN65

DN80
DN10

0

1 10 100

0.001

压力损失曲线

压
力

损
失

[M
P

a]

流量［m3/h]

0.01

0.1

10001 10 100

压力损失曲线 流量［m3/h]

1000

* Multidata WR3 可以与真兰各种口径流量计及温度传感器配套组成各种口径的冷 / 热

量表（详细流量计参数可参看真兰流量计彩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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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l Online  |  米诺在线

AMR 自动抄表系统

想象一下，一栋建筑里装有数百个热量表，如何使得所有热量表的数据在几分钟内全

部被读取上来？ AMR 自动抄表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自动采集热量表的技

术数据，这些数据被传到技术数据库用于分析并出具账单。米诺 - 真兰集团 AMR 自动

抄表系统。

ZENNER 有线抄表系统由德国为抄读能量表研发而来 , 广泛应用于欧洲热计量和部分

水辅助计量。

连接简易：只需两线，且无线序

每网段最多可连接 250 个表计

可使用中继器扩充网络

两大技术及应用领域：

互联网加
密通信

以太网／互联网
Meter VPH

表计终端

表计终端

M-Bus 转换器 Comsener-M 数据管理（GMM 软件） 第三方能源和监控

以太网／互联网
Meter VPH

Meter VPN-Server
ZENNER/Minol

GSM

ZENNER 有线抄表系统（移动方案）示意图

ZENNER 有线抄表系统（固网方案）示意图

M-Bus 转换器 MinoConnect 数据管理（GMM 软件） 第三方能源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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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NER 无线抄表系统在德国和欧洲范围的热量分配表及公寓式水表特别流行，主要

应用于辅助计量领域，可为每个厂商提供专用解决方案。

表计终端

Radio3 系统

Slave

ZENNER 无线抄表系统（固网方案）示意图

Minomate-master 数据管理
（例如 MaRes 软件）

能源监控

表计终端

WM-Bus 系统

ZENNER 无线抄表系统（移动方案）示意图

步行抄表
MCBTR

数据管理软件 第三方能源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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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Project |  德国项目

Baubecon ( 汉诺威 , 建筑和物业管理公司 )  

IHZ ( 柏林 , 物业公司 )

LEG （基尔 , 建筑公司 ) 

SWSG ( 斯图加特 , 住房和城市建筑公司 )

WBF ( 柏林 , 建筑公司 )

DB Deutsche Bahn AG (Berlin) 德国铁道股份公司（柏林）

SAGA ( 汉堡 , 住房公司 )

BW Bietigheimer Wohnbau (Bietigheim-Bissingen) CRE Colonial Real Estate AG ( 科隆 , 房地产公司 )

HOCHTIEF ( 埃森 , 建筑公司 )

DEGEWO ( 柏林 , 住房公司 )

GGG - Wohnen in Chemnitz (Chemnitz, 住房公司 ) 

SWS - Stadtwerke Stuttgart ( 斯图加特 , 供热商 )

Axima-SUEZ ( 科隆 , 建筑运营管理公司 )

GSW 柏林 ( 房地产和住房物业管理公司 )

PANDiON 科隆 ( 房地产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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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BW Energie Baden-Württemberg AG 曼海姆 ( 能源供应商 )

IVG Immobilien AG 波恩 ( 房地产和住房物业管理公司 )

ennovatis Energiemanagement-Systeme  莱比锡 ( 住房物业管理 )

Dalkia 美茵河畔奥芬巴赫   ( 能源供应商 , 热力公司 )

DEKRA  斯图加特 ( 房地产 , 能源服务公司 )

Haus & Grund 柏林 ( 住房物业管理 )

Gundlach GmbH & Co. 汉诺威 ( 房地产公司 )

Nileg GmbH Hannover ( 房地产公司 )

北德建筑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汉诺威 ( 物业管理 )

Stadtwerke Hannover 汉诺威 ( 热力公司 )

VOW 房地产管理公司   布劳恩斯威克 ( 房地产公司 )

WärmeService GmbH ( 合同能源管理公司 , 热力公司 )

明斯特住房和城市建设公司 ( 房地产公司 )

世贸中心  布莱梅 ( 房地产公司 )



公司简介 产品简介 产品安装

24   Minol International Energy Services (Beijing) Co.,Ltd.

北京华清嘉园

北京国宾嘉园

北京恋日嘉园

北京景泰嘉园

国防部外事办综合局

北京常兴家园小区

中国地质科学院阜南小区

人事部曙光里小区

中国艺术研究院新源里西小区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庙北里小区

国管局广泉小区

国管局新海苑小区

国管局知春路二号院

新疆乌鲁木齐八中

北京英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济南舜华园数码港

济南电信

中原油田井

北京热力集团总公司

东方广场

北京以色列使馆公寓

博雅园

城市大厦

数码大厦

远洋天地

光彩国际公寓

当代万国城

烟台文登电力局

济南大众日报社

Project in China  |  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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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平原热电厂

济南逸东花园

大连供热公司

大连万达花园

大连龙祥小区

上海新天地广场

沈阳第三热力公司

天津热电公司

保定人大常委会公寓楼

新疆乌鲁木齐热力公司

承德新华园小区

中国网通唐山分公司综合服务中心

华北煤炭医学院

唐山远洋城大厦

鄂尔多斯供热计量示范项目

唐山市 2009 年热计量改造项目

唐山市 2010 年热计量改造项目

唐山供热管理世行项目

兰州榆中县热计量项目

北京市房山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昌平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延庆县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密云县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大兴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西城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通州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顺义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丰台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北京市怀柔区老旧小区热计量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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