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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虎科技旗下虎啸与龙腾系列工业风扇已成为室内通风

、降温、除湿、除潮、排烟的首选解决方案。

麒麟系列工业机器人也已成为工厂内高效管理、降低成

本、产品质量控制的首选解决方案。

目前已为国内多家知名企业提供精准通风降温与高效

率生产管理解决方案。且产品远销德国、澳大利亚、西

班牙、新加坡、印度、越南等欧亚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可根据客户现场需求精准专业化制定安装方案，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节能、环保、舒适、安全、高效，便

捷 ”的通风降温与高效生产管理解决方案。

德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简称：德虎科技DHOO

）成立于2014年。公司位于中国长三角地区，历史文

化名城，著名的江南水乡亦是拥有“人间天堂”美誉的

-苏州。德虎科技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安装：

大型工

业风扇、移动风扇、商业风扇、工业机器人，并提供

完善的售后服务，具有大型工业风扇和工业机器人多

年行业经验，是行业领域内的精锐企业。公司已通过

国家高新技术 企 业 认 证 ， 并 拥 有 完 整 的 自 主 知

识 产权 体 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CCC认

证、CE认证、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获得各种专利证书多个及多

项荣誉，公司所有产品已通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德虎科技坚持“以高质量创造生活、安全庇护生命、服务维系生存”为宗旨，秉持以“诚信（立足之本）、创新

（生命之源）、服务（永恒主题）、致 和致远”的价值观，致力于通风降温与高效率生产管理方案提供者，为客户

现场通风降温、生产管理高效率高质量发展而奋斗！

怀揣着激情梦想与勤奋务

实 ， 以 最 前 卫 的 管 理 理

念，专业的技术，高昂的

热情，吃苦耐劳的精神。

奉 行 “ 诚 信 、 开 拓 、 务

实、进取、坚持学习、自

我 完 善 ” 的 理 念 ， 本 着

“诚信、创新、服务、致

和致远”的价值观，共创

美好的未来！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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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随着生活及经济条件的不断提升，各行各业对于工作环境

越来越追求舒适。特别在炎炎夏日，工作环境最需要的

就是凉爽舒适，风扇及空调刚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

对于高大工业厂房、物流仓库、商场、健身房、学校礼

堂、大型餐厅、体育场馆、政务大厅、汽车（火车）站、

畜牧场、铸造业、冶金工业等场所来说空调就显得微不足

道，而大型工业风扇的出现刚好解决这个难题。它以低能

耗、大风量、覆盖面积广、立体微风、易清洁、噪音低、

安全，并能促进空气流通，驱散异味的优势受到越来越多

行业的欢迎和喜爱。

企业资质认证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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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风扇应用场所
MARKET PROSPECT

低能耗

大型工业风扇和传统落地风扇相比，大型工业风扇能耗

更低。一台直径7.3M的风扇最大覆盖面积约1200平方

，等于50个0.75M小风扇的覆盖面积，节能30%以上。

超大覆盖面积

超大的覆盖面积，它能先将气流竖直推向地面，然后在地

面上形成1- 3米高的气流层，从而形成了不仅局限于大型

工业风扇下方的超大覆盖面积。在

一个开阔的场所，一台风扇甚至可以覆盖1400平方米的

超大面积。

立体微风，自然舒适

立体自然微风，它精确地调整了最大转速，在使用过程中

形成酷似大自然的微风系统，带来超自然地舒适度，四面

八方的立体送风，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凉爽体验却不用担

心风速过高会有风扇病的健康问题。

大型工业风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为其外形美观，安全耐用，免维护，高效节能，风速柔和均匀，覆盖面积大， 

 会给您带来通风、降温、除湿、排烟的多重功效。相信在未来，大型工业风扇会受到更多行业的喜爱和关注。

部分适用场所

物流仓储          高铁站         机场码头          学校          体育场馆            酒店           厂房车间       大型商超         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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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啸系列- 风生/风生1”是结合大型工业风扇多年实际应用，经过专业技术改进后的第10代产品，运行及使

用周期更加稳定。

驱动装置

风扇驱动装置采用德国进口品牌异步减速电机，IE2节能高效电机,电机功率1.5KW，产品经过多项检测认证（如表

）。电机中心轴采用42crMo材料，输出轴径35mm，特制齿轴设计，德国Freudenberg的Simri输出轴双油封，电机减

速箱内特殊性能润滑油，超长使用周期，终身免维护。

 

 
虎啸系列-风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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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控制系统

变频控制系统采用Nidec变频器，内置射频干扰滤波器和制动斩波器，具有抑制无线电干扰和制动功能；另外内

设接地故障、过温、过电流、欠压、过压、短路、缺相等多项报警保护功能；控制箱体采用NEMA1标准制作

（IP54防护等级）；箱体外设透明观察窗口，可实时观察运行状态、箱体外设独立散热通道；箱体正面设有运行

指示灯、无极调速旋钮以及三档切换开关（风生变频控制系统可选DHOO自主开发一体控制器）。

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D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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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行装置

1、驱动电机自带过热保护功能、撞击后自动停止功能。

2、变频器内置射频干扰滤波器和制动斩波器，具有抑制无线电干扰和制动功能；具有接地故障、过温、过电流、欠

压、短路、缺相等保护功能。

3、钢梁连接底板防滑槽或波浪型设计，避免钢梁卡夹装置意外滑动脱落、钢梁安装连接无需打孔和焊接。

4、轮毂防脱盘与电机主架相连接（悬空式），工作原理在螺丝断裂后轮毂和叶片不会脱落。独特的齿状防脱落设计

以及电子脱落报警装置（已申请专利）可选配。

5、锥形轴套设计与轮毂结合组装，组装后严丝合缝，轮毂平衡及风扇运行更加稳定。

6、上连接片设计使得风扇六个叶片连为一个整体，风扇运行扭力均匀分布；下连接片设计使得叶片插件及叶片与轮

毂相连接，预防叶片插件意外断裂。

7、扇叶内部贯穿直径2.5mm钢丝绳并与轮毂相连接（选配），在双重安全防护下起到防断、防脱落、防变形、

且每片扇叶最少可以载重100KG重量而不变形。

外框总成及辅助

1、外框总成：激光切割、数控折弯、机器人双面满焊、打磨抛光、防腐

防锈处理、表面氟碳处理；气流散热设计、结构紧固、外形美观。

2、保护钢索：5根6mm钢索，破断拉力1000KG/根，双结点紧固，水

平调节，牢牢保护整台风扇运行平稳及意外脱落。

3、紧固件：8.8级和12.9级高强度工业螺栓，表面镀锌处理，防松自锁螺

母，永久牢固锁定。

4、风扇整体外罩壳及底部铝合金底盖部位，立体LOGO转印贴，使得风扇更具

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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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德 虎 科 技 如 虎 添 翼

风扇轮毂、叶片
 1、轮毂材质采用美航A7073超硬铝合金，锻压成型（T6热处理）与数控

精密加工相结合工艺，锻压做到轮毂结构牢固无气孔，数控精密加工使得

轮毂平衡更为稳定。产品抗拉强度达σb〉570Mpa；10倍受力结构，40

倍强度标准。

2 、扇叶材质采用美航A6063高性能铝合金：挤压成型（T6热处理）工

艺且叶片内置加强筋处理，扇叶外形为螺旋桨形，叶片独有的弧度设计使

得风量更大更稳定。

3、叶片采用喷塑处理，表面防腐蚀易清洁。

风生|运行参数

主架结构

1、钢梁连接底板：连接底板折弯处理，增加钢板硬度。防滑槽与波浪型
设计避免钢梁卡夹装置意外滑动脱落、整体与钢梁安装连接无需打孔和焊
接。

2、三角形连接板：三角连接板孔位采用半圆形结构，此结构可在房顶有斜度

情况下自由调节垂直，从而使风扇始终处于水平状态。

3、电机主架：主架结构选用高强度钢材并进行折弯处理增加钢材强度，

拼接采用榫卯与焊接相结合工艺，确保脱焊后不会脱落。

4、整体钣金表面均PVDF氟碳烤漆（喷塑）处理，防生锈，防腐蚀处理，

整体加工工艺结构可靠耐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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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OO

DHOO

变频控制系统

变频控制系统为DHOO自主开发一体控制器，控制器内置射频干扰滤波器和制动斩波器，抑制无线电干扰和制动功能

；具有接地故障、过温、过电流、欠压、短路、缺相、意外断电等多项报警保护功能。控制箱箱体根据NEMA1

 标准制作（＞IP44防护等级；独立散热设计）；箱体外设数码显示屏、可实时观察变频器运行状态，无极调速旋

钮及外设紧急开关。

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虎啸系列-风驰参数

“虎啸系列- 风驰”是结合市场需求另行开发一款配置不同的大型工业风扇，其使用性能稳定，性价比也相 对
更高。

驱动装置

风扇驱动装置为DHOO自主开发异步减速电机，IE2节能高效电机,电机功率1.5KW;产品经过各项检测认证（如表）。

电机中心轴采用42crMo材料，输出轴径35mm，输出轴双油封，减速箱内合成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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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OO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德虎科技大型工业风扇
Highlight



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主架结构

1、钢梁连接底板：连接底板折弯处理，增加钢板硬度。防滑槽与波浪型
设计避免钢梁卡夹装置意外滑动脱落、整体与钢梁安装连接无需打孔和焊
接。

2、三角形连接板：三角连接板孔位采用半圆形结构，此结构可在房顶有斜度

情况下自由调节垂直，从而使风扇始终处于水平状态。

3、电机主架：主架结构选用高强度钢材并进行折弯处理增加钢材强度，

拼接采用榫卯与焊接相结合工艺，确保脱焊后不会脱落。

4、整体钣金表面均PVDF氟碳烤漆（喷塑）处理，防生锈，防腐蚀处理，

整体加工工艺结构可靠耐用1。

风扇轮毂、叶片
 1、轮毂材质采用美航A7073超硬铝合金，锻压成型（T6热处理）与数控

精密加工相结合工艺，锻压做到轮毂结构牢固无气孔，数控精密加工使得

轮毂平衡更为稳定。产品抗拉强度达σb〉570Mpa；10倍受力结构，40

倍强度标准。

2 、扇叶材质采用美航A6063高性能铝合金：挤压成型（T6热处理）工

艺且叶片内置加强筋处理，扇叶外形为螺旋桨形，叶片独有的弧度设计使

得风量更大更稳定。

3、叶片采用喷塑处理，表面防腐蚀易清洁。

外框总成及辅助

1、外框总成：激光切割、数控折弯、机器人双面满焊、打磨抛光、防腐

防锈处理、表面氟碳处理；气流散热设计、结构紧固、外形美观。

2、保护钢索：5根6mm钢索，破断拉力1000KG/根，双结点紧固，水

平调节，牢牢保护整台风扇运行平稳及意外脱落。

3、紧固件：8.8级和12.9级高强度工业螺栓，表面镀锌处理，防松自锁螺

母，永久牢固锁定。

4、风扇整体外罩壳及底部铝合金底盖部位，立体LOGO转印贴，使得风扇更具

立体感。

安全运行装置

1、变频器内置射频干扰滤波器和制动斩波器，具有抑制无线电干扰和制动功能；具有接地故障、过温、过电流、

欠压、短路、缺相等多项报警保护功能。

2、钢梁连接底板防滑槽或波浪型设计，避免钢梁卡夹装置意外滑动脱落、钢梁安装连接无需打孔和焊接。

3、轮毂防脱盘与电机主架相连接（悬空式），工作原理在螺丝断裂后轮毂和叶片不会脱落。独特的齿状防脱落设计

以及电子脱落报警装置（已申请专利）可选配。

4、锥形轴套设计与轮毂结合组装，组装后严丝合缝，轮毂平衡及风扇运行更加稳定。

5、上连接片设计使得风扇六个叶片连为一个整体，风扇运行扭力均匀分布；下连接片设计使得叶片插件及叶片与轮

毂相连接，预防叶片插件意外断裂。

6、扇叶内部贯穿直径2.5mm钢丝绳并与轮毂相连接（选配），在双重安全防护下起到防断、防脱落、防变形、

且每片扇叶最少可以载重100KG重量而不变形。

风驰|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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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系列—云起

龙腾系列-- 云起 为DHOO全新开发的一款永磁同步工业风扇，该款风扇驱动装置采用高效永磁同步电机

，其体积更小、使用周期长、噪音更轻、风量更大、节能性更强且免维护。整体外观相对传统异步电机工业风扇更

精致、风扇安装空间更有优势，针对各种工况使用，既有特性化，又节约了用电成本。

驱动装置

龙腾系列--驱动装置为DHOO自主开发，具有核心技术的永磁同步电机（IP44- IP55防护等级），超薄布局轮毂

结构（镂空设计），高效节能3D散热且永不退磁，重量轻且低速大扭矩输出。      

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电机主体无减速箱，所需
安装空间更小，适应大部
分安装场合。

无需定期更换润滑及保养
超长使用周期

独有的镂空轮毂3D对流
散热结构设计，超低温
升，确保永不退磁。

厚漆膜纯铜漆包线，大
载荷用双列角接触轴承
，更长的使用周期

电机主轴为台阶状防坠设计（下
大上小），电机主轴直接与安装
支架相连接，防止电机旋转部分
脱落。

更高的运行效率，比传统异步
电机能耗更低，低碳环保。

正弦波输出，启停、运行平稳，
更无启停时的抖动和冲击。
独特速度跟踪技术，风扇没有停
止时可在平稳启动。

采用高精度、耐高温、重载静
音轴承；永磁电机静音设计，
运行时无机械噪音。

无减速箱

免维护保养

超低温升

超长使用周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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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变频控制系统

龙腾系列-- 变频控制系统为DHOO自主开发的集成化一体化控制器，主要系统控制芯片均采用进口芯片。此款控制

系统具有接地故障、过温、过压、过电流、欠压、缺相、短路等多项报警保护功能。另采用S-Link技术实现多台

设备集中管理、远程无线监控及操作。整体造型美观、安装体积小、兼容性好、操作简单；外设可视数码显示屏，

实时观察运行状态；控制面板上启停调速集成开关，醒目位置紧急开关。

＋＝
采用S-Link技术可实现
多台设备集中管理功能，
远程无线监控及操作，电
脑及手机实时查看运行状
态（该功能为选配）。

数码液晶显示屏幕，可实时观
察设备运行状态

控制面板正面集成式控制旋
钮，集成启停及调速功能，
使设备操作更便捷

控制器侧面急停开关，预防设
备紧急状态下可切断电源（不
可作为启停开关使用）。

控制器侧面便捷式接线端口
，兼容输入与输出，可使现
场布线简单便捷且美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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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系列-云起运行参数

安全运行装置

1、变频器内置射频干扰滤波器和制动斩波器，具有抑制无线电干扰和制动功能；具有接地故障、过温、过电流、

欠压、短路、缺相等多项报警保护功能。

2、钢梁连接底板防滑槽或波浪型设计，避免钢梁卡夹装置意外滑动脱落、钢梁安装连接无需打孔和焊接。

3、延长杆与电机主轴直接连接，叶片连接件采用圆形压板整体紧固，预防单个连接件因螺丝断裂而脱落。

4、上连接片设计使得风扇六个叶片连为一个整体，风扇运行扭力均匀分布。

5、扇叶内部贯穿直径2.5mm钢丝绳并与电机相连接（选配），在双重安全防护下起到防断、防脱落、防变形、

且每片扇叶最少可以载重100KG重量而不变形。

20

工业风扇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主架结构

1、钢梁连接底板：连接底板折弯处理，增加钢板硬度。防滑槽与波浪型
设计避免钢梁卡夹装置意外滑动脱落、整体与钢梁安装连接无需打孔和焊
接。

2、三角形连接板：三角连接板孔位采用半圆形结构，此结构可在房顶有斜

度情况下自由调节垂直，从而使风扇始终处于水平状态。

4、整体钣金表面均PVDF氟碳烤漆（喷塑）处理，防生锈，防腐蚀处理

，整体加工工艺结构可靠耐用1。

3、延长杆采用无缝钢管精密加工，与电机主轴无缝连接。

叶片连接件、叶片
 1、叶片连接件采用美航A7073超硬铝合金，锻压成型（T6热处理）与

数控精密加工相结合工艺，产品抗拉强度达σb〉570Mpa；10倍受力结

构，40 倍强度标准。

2 、扇叶材质采用美航A6063高性能铝合金：挤压成型（T6热处理）工

艺且叶片内置加强筋处理，扇叶外形为螺旋桨形，叶片独有的弧度设计使

得风量更大更稳定。

3、叶片采用喷塑处理，表面防腐蚀易清洁。

外框总成及辅助

1、外框总成：激光切割、数控折弯、机器人双面满焊、焊点打磨、防腐

防锈处理、结构紧固、外形美观。

2、保护钢索：5根6mm钢索，破断拉力1000KG/根，双结点紧固，水

平调节，牢牢保护整台风扇运行平稳及意外脱落。

3、紧固件：8.8级和12.9级高强度工业螺栓，表面镀锌处理，防松自锁螺

母，永久牢固锁定。

4、风扇底部聚丙烯PP装饰底盖，立体LOGO转印贴，使得风扇更具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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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原理

德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旗下虎啸与龙腾系列大型工业风扇结合现代化航空机翼及风洞测试技术，充分发挥大型
工业风扇所有性能。通过大直径的风扇缓慢地旋转，从而带动全方位的空气流动。

1、产生超大面积的自然立体循环风，自然微风吹拂在人体上带来降温感受，通过这种降温感受可达到5- 8°。

2、在高大空间内部或与室外形成空气流通：空气流通后可以带走刺激性的气味、烟雾等，并且可以使潮气得到很

好的分散，从而改善室内空气质量达到通风降温、干燥、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

3、产生的自然风在高大空间可消除冷热分层、通风降温、除湿、排烟等多重效果，比起传统的暖通空调和小型的高
速风机，大型工业风扇所产生的优势更加突出。

4、大型工业风扇有着高效、节能、安全、静音、大风量、美观、覆盖面积大、结构简单、免维护、超长使用周期等
诸多优点，堪称高大空间通风降温除湿排烟的完美解决方案。  

工业风扇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高大空间通风降温除湿排烟最佳解决方案

空间气流示意图

1、半开放空间

在半开放空间中，风扇可以带动空气向下运动，带动室外的新鲜空气填充屋顶的负压区域， 能够最大限度的为工作

区域提供大量凉爽的新鲜空气。

2、多机并行

当空间面积过大时，单台风扇很难有效地对所有空间进行通风降温，可在多台风扇的合理布局运行下，使空间产生

空气环流，有效地对所有空间通风降温及对室内空气进行更新。

3、封闭空间

封闭空间内空气流动缓慢，容易让人产生闷热感，大面积无死角地送风可以帮助封闭空间产生空气环流，从而缓解

工作人员闷热难耐的感受。

风扇在运行时产生超大面积的空气环流，在高大空间内部或与室外形成空气流通，且通过空气环流产生自然立体
循环风，从而达到高大空间通风降温、除湿排烟的完美效果。

半开放 多机运行 封闭空间

 全方位多角度空气循环通风无盲区

气流由上而下成锥形往地面推动

， 到地面沿水平方向流动，遇到

侧面阻隔或邻近风扇的水平气流后

向上推动到屋顶，从而全方位、 多

角度地强化空气循环流通。

与室外新风交换，排除烟尘，
空气环境更优

流动的空气可以迅速通过门窗

或屋顶 风机与室外进行新风交

换，减少了室 内浑浊闷热空气

的滞留，可静化环境。

空气流通后可调节降低空气
湿度，保持室内干燥，防止
货物受潮霉变，设备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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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风扇产品特点
PRODUCT FEATURES  

    与传统工业风扇效果对比

高效节能、环保

单台风扇最大功率1.5KW，平均每小时

用电约为1.5度电，超低能耗，低碳环

保。

安装便利，安全美观，操作便捷

风扇安装在离地面4.5米以上的空间，

通过卡夹方式固定在 屋面结构主梁上

，不会影响地面任何工作区域正常工作

进程，美观、简单、大气、便捷、安全

可靠。

大风量 ，覆盖面积广

风扇可随意调节风量大小，单台风扇最

大覆盖面积可达1200平方米，单台风

扇可替代近50 个750mm小风扇。

风扇与空调组合
风扇运行可使人体感受到约5~8°
的温差效应，部分场合与传统空
调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D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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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结构方式

房屋建筑结构高度在4米- 25米，无论房屋建筑结构是全钢结构、钢混结构、全混凝土结构、球型网状结构、

角铁焊接结构、双层圆管结构、半圆形结构等其它复杂结构皆可安装；安装场所无特殊要求；厂房内部有无

行车皆可安装（行车最高点与房梁最低点不小于60cm）；厂房内只需提供220v、380v有效电源皆可。此外我

司可根据现场具体情况进行改造后安装。

部分安装结构示意图
1、球型网架结构

2、K形适合工字梁结构

3、O型适合钢结构、混凝土结构

4、C形适合混凝土结构梁

5、角铁焊接结构

6、双层圆管结构

安装距离尺寸示意图
1、上部垂直障碍物距离≥0.25m 

2、安装距离高度0.6~5m

3、下部垂直障碍物距离≥0.25m

4、水平障碍物距离≥0.25m

o型 适用于任何钢/混排架

K型 适用于H型钢结构梁

C型 适用于普通的混泥土梁

工业风扇安装特性
INSTALLAT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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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体系
SERVICE SYSTEM  

售后服务网点
DOT DISTRIBUTION

5、DHOO承诺：如若设备在质保期内运行出现故障或质量问题，公司必在12小时内作出响应或在3个工作
日内派出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并提供免费售后维修服务及相关配件等解决问题。

售后服务必备

1、所有售后服务工程师均经过专业培训后上岗，并持有

特种登高作业证、低压电工证。

2、所有售后服务工程师配备全套安全防护用品（安全

帽、三点式/五点式安全带），全套专用电动吊装工具、

专用电动安装工具及其它辅助工具进行安装。

4、公司所有产品已购买产品责任险、工程安装责任险
，所有售后服务工程师购买雇主责任险及意外险。

3、所有售后服务安装工程，均采用专业登高设备进行

安装。

DHOO

国内网点分布：

DHOO总部位于江苏苏州，为及时响应所有售后服务，目前DHOO在国内大部分城市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网点：上海

、广东省（广州、东莞、佛山）、广西省（南宁、柳州）、湖南省（长沙、株洲）、湖北省（武汉、随州、襄阳）

、安徽省（合肥、池州、芜湖）、河南省（郑州、洛阳）、浙江省（金华、湖州）、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

潍坊），陕西省（西安、宝鸡），福建省（福州、厦门、漳州）、四川省（成都）、江西省（南昌、宜春）。

国外网点分布：

为及时响应售后服务，针对DHOO在国外市场分布，目前在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清迈等设有网点，未来随着国

外业务不断扩展，DHOO将逐步增设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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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客户
COOPERATIVE CLIENT

艾迪精密

应用案例
APPLICATION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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