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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森绿色建筑 创造生命健康
高质量发展战略

       三星级绿色建筑“恒温、恒氧、恒湿、恒静”的核心价值就是节能、环
保、健康、舒适，洁净富氧新风系统，自动调节室内湿度，24小时持续输入
新鲜空气，过滤PM2.5、抗雾霾、防止空气病毒感染，在新冠肺炎疫期防控
中充分实现绿色建筑的核心价值，增加了建筑室内环境居住健康保障。

一、核心价值

         三星级绿色建筑将成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升级换代的产品趋势，是房地产业
开发、住宅、高端办公楼、星级酒店、甲级医院、健康养老产业等高端市场改
善需求的终极目标。
         当前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经济形势下，住宅，商业，以及长期投资自持
物业缺乏创新的核心竞争优势，造成同质化竞争的价格战非常严重，因此实施
绿色建筑的差异化竞争战略是房地产企业稳健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差异化竞争优势

董事长致辞

尊敬的客户、朋友们好！

      首先，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关心众森发展，我们相逢是缘分，因为有

您信任和关照，众森集团才得以稳步发展。

      众森集团坚持高质量的发展战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众森集团可谓十年磨一剑，公司自进军房地产行业以来，我们以“技术创

新、厚德求实”为企业核心文化，坚持“诚信第一、品质至上”的经营理

念，长期致力于为人类居住创造一个以关怀生命健康为核心价值，实现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力争做到行业表率。在建筑规划设计中，根据客户需

求，实现建筑节能环保、健康舒适的设计理念，大胆探索不断创新以独到的

国际视野，积极向客户提供国际领先的绿色建筑整体技术解决方案。

      众森集团为政府的城市更新、旧房改造提供节能环保的绿色建筑技术解

决方案，为房地产开发、酒店、商场、医院、办公楼等建筑提供绿建技术

服务以及能源管控服务，为客户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及工作环境，共

享新时代的绿色生活梦想。

      众森发展的里程，峥嵘岁月令我们深感欣慰；展望未来，锦绣前程令我

们志怀超越。众森人不辱时代使命，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日益变化，努

力“追求卓越品质，建筑温馨家园”，让绿色建筑创造生命健康，实现绿

色崛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江西众森实业集团   董 事 长

江西省政协第十二届      委        员

江 西 省 工 商 联    常          委

南昌市第十四、十五届       人大代表

南昌市民营企业家商会        会          长

朱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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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住宅  健康舒适



        众森·红谷一品，是与欧洲同步以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打造健康住宅，本项目

位于南昌市红谷滩行政中心、CBD金融商务中心，用地500多亩总建筑面积60多

万m2。项目物业涵盖了别墅、法式洋房、湖景高层公寓、高端写字楼、五星级酒

店、幼儿园，项目周边配套齐全，三面环水，市内桃园，“出门繁华，回家静

逸”，生活便利的温馨家园。

        众森·红谷一品，以国际领先的绿色建筑开发理念，充分发挥了“十大绿色建

筑管控系统”低效能运行。实现建筑室内恒温、恒氧、恒湿、恒静，常年保持室

内温度在20-26℃，四季如春。洁净富氧新风系统，自动调节室内湿度在40%一

60%，24小时持续输入新鲜空气，过滤PM2.5、抗雾霾、防止空气病毒感染，实

现居住节能环保、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是成功实施绿色建筑的标杆示范项目，

并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也成为“江西省房地产业协会绿色

建筑示范基地”及“江西省地产协会绿色建筑技术推广中心”。项目每期交房率

100%，业主满意度98%，得到广大业主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众森·红谷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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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龙潭河

乌沙河

黄家湖风景区



绿色生态科技建筑    打造“四恒”健康住宅

0403

健康住宅

无需空调，四季如春，24小时

守护家人健康。

保持室内空气清新，过滤PM2.5，
抗雾霾，减少空气病毒感染，改善
风湿性关节炎、呼吸道等疾病，大
大提升居住舒适性。

春天不潮湿，冬天不干燥，“黄

梅天”不易发霉，抑制室内有害

细菌产生。

发挥自然采光、隔热节能、降

音降噪三重功效，把家变成宁

静港湾。

恒温 / 温暖节能 恒氧 / 舒适清爽 恒湿 / 生态健康 恒静 / 安静温馨



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再次彰

显了众森集团绿建科技技术创新卓越的

综合实力。

      “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持续进行研究开发

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

将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

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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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荣誉

荣获由住建部颁发、国务院批准设立
代表中国房地产行业最高荣誉“广厦奖”

      “广厦奖”是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

准，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共同设立的

我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综合性大奖。是

由住宅与城乡建设部颁发，经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国家级房地产奖、行业内最权

威的房地产奖项，代表房地产综合开发

行业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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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荣誉

      众森·红谷一品幼儿园建筑标准

为德国被动房研究所及住建部超低

能耗示范工程双论证，列入2项国

家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为“近零

能耗公共建筑示范工程”及“基于

全过程的大数据绿色建筑管理技术

研究与示范工程”，标志着众森集

团在绿色建筑、被动式建筑领域再

创丰碑！

德 国 被 动 房 标 准
住建部近零能耗示范工程
双论证幼儿园

众森红谷一品幼儿园被动房
通过德国被动房研究所认证

基于全过程的大数据绿色建筑
管理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

近零能耗公共建筑示范工程



荣获 “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 江西省绿色建筑标杆

09 10

奖项荣誉

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证书 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营标识证书

       众森·红谷一品是众森集团绿色建筑研究院所在地，江西省地产协会在此设立了

“绿色建筑技术推广中心”，江西省房地产业协会设立了“绿色建筑示范基地”。



荣获国家多项节能科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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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能源控制
策略系统V1.0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V1.0 天棚辐射系统负荷计算
模块效能评估软件V1.0

空调能源控制
策略系统V4.0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V4.0 建筑能耗分析系统V4.0

天棚辐射系统负荷计算
模块效能评估软件V4.0

建筑能效指标计算
及评估系统V4.0

碳排放节能测算
预警系统V5.0

绿建专家评估系统V5.0绿建节能效率
模拟仿真系统V4.0

绿建系统自我
优化软件V4.0

12

科技专利

天棚与地板联合辐
射采暖制冷系统

户式暗藏新风分配处理器

变风量户式
热回收新风系统

户式新风机组

天棚辐射系统公共
区域管路保温系统

天棚辐射防结露系统 地源热泵系统的
能源集中控制平台

梅雨季节室内除湿
防霉调节系统

高效洁净新风机组 户式恒温恒湿恒氧型
新风机组

适用于毛细辐射空
调的新风除湿机

建筑能耗分析系统V1.0



十大绿色建筑管控系统
绿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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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建筑架构稳健，却是一部失控的能量机器。在我们看来，建筑就
是生态，始终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地下常温层，是能量的天然仓库。精
密的管道，低耗的机组构构成良性运转的冷暖调节器。在这个系统里，
能量充分转化，秩序井然。

        通过均匀埋设在混凝土楼板中的水管中的水循环进行温度辐射式采暖
或制冷，夏季冷水循环、冬季热水循环，达到调节室温的作用，使温度维
持在20-26℃之间。水管中仅需注入合适温度的水即可满足需求，既节
省能耗，又无吹风，无噪音，温度均匀。

1615

地源热泵系统
自来水循环，利用地下常温土壤进行
冷热源输送节能舒适更环保。

舒适恒温系统
室内温度采暖季不低于20℃(±2℃),制冷季不高于26 ℃(± 2℃)
无需空调，四季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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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在卧室、客厅等地面的新风口送入经过除尘、温度及湿度外理的
室外新鲜空气，送风口风速很小，将风由地面缓缓送入室内；蔓延形成
“新风湖”，再通过卫生间、厨房等顶部的排风口排出。富氧健康新风
系统的过滤技术可抗雾霾，有效过滤PM2.5等微小物质，减少空气中的
病毒感染等，改善风湿性关节炎、呼吸道疾病、皮肤过敏性疾病等，保
持室内环境一尘不染，大大提升了室内居住环境的舒适性。

洁净富氧新风系统
过滤PM2.5、二手烟等空气污染物，时刻清新自然。

        高端居住中热水供应发展为立体空间化，多卫生间家庭需求突出。集

中式热水槽为所有住户家庭提供稳定、充足、全天候的生活热水，轻松

实现“水龙头一拧、热水即出”的生活方式。

全天候热水供应系统
不用安装热水器，24小时热水，打开水龙头即轻松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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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湿度受季节变化影响强烈，众森通过绿色建筑科技系统，运用

先进的恒湿控制技术，根据季节湿度情况自动选择加除湿作业，从而智

能化的调节室内的湿度。通过湿度的调节，可以杜绝黄梅天、缓解风湿

病，还可以抑制室内有害细菌的滋生，有效保障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

空气恒湿系统
冬天肌肤不干燥，夏天不湿闷“黄梅天”衣服不发霉。

        在建筑中，房屋的外围护结构热损耗高，发展外墙保温技术及节能材
料是建筑节能的主要实现方式。众森集团开发建筑在结构之外，设置优异
高效的保温层，维持室内能量不流失。此系列的技术整合，使绿色建筑的
制冷采暖能耗大大低于传统住宅。

外墙保温系统
有效阻隔室内温度流失，开启低碳环保舒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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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桥铝合金窗框、中空玻璃、窗框与窗洞口连接断桥节点处理技术。
外窗安装断桥铝合金中空玻璃窗户，同时通过改善窗户制作安装精度、
加安密封条等办法，减少空气渗漏和冷风渗透耗热。因此可发挥自然采
光、隔热节能和隔音降噪的三重功效，其卓越的性能越来越多被采用到
现代绿色建筑中。

高性能窗户系统
有效阻隔室外噪音，隔热降噪；把家变成宁静的港湾。

        为实现住宅的健康舒适，不仅要将充足的光引入室内，更要合理智
慧地控制采光及这样需求，才能真正达到健康生活的舒适度。外遮阳是
最有效的遮阳设施之一，它直接将大量的太阳辐射热量遮挡于室外，有
效降低了室内能源负荷，节约了能量。在使用时可电动控制卷帘收起放
下，在任意位置停留，灵活控制遮阳需求，实现智能动态遮阳。

隔热遮阳系统
光线自由调控，避免光的污染，白天也懂夜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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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物联网、智能控制、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对地源热
泵系统实时在线监控，开发了八大智能化控制策略，能够根据系统运行
情况智能控制设备运行方式，在保证为小区提供24小时稳定的恒温、恒
氧、恒湿、恒静的环境及生活热水的前提下，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生活
品质。

互联网节能管控平台
全方位管控，高效节能，提高生活品质。

       同层排水系统来源于欧洲，同楼层的排水支管与主排水支管均不穿
越楼板，在同楼层内连接到主排水立管上，即使维修也无需跨层修理。
房型设计和室内空间布置更加灵活，只需调整排水支管，就可实现个性
化装修。采用内表面光滑的HDPE管道及独特的水箱设计，提高了系统
的排水效果，实现真正的节水功能。

同层后排水系统
地面无积水、防漏防噪音，省心更安静。



众森国际酒店、众森国际大厦

        新建区第二幼儿园第四分院是由众森集团倾力打造，作为中国首批

近零能耗被动式绿色建筑幼儿园，荣获德国被动方研究院PHI认证，并

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新建区第二幼儿园第四分院，以国际领先的绿色建筑技术，无需空

调，实现建筑室内恒温、恒氧、恒湿、恒静，常年保持室内温度在

24℃，四季如春，让孩子们每天在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里学习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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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配套 人居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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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配套 人居典范

       美心灵幼儿园由众森集团倾力打造，作为中国首批近零能耗被动式绿色建筑

幼儿园，荣获德国被动房研究所PHI认证。

       美心灵幼儿园是一所现代国际先进教育的幼儿园，拥有台湾教育专家、北京

师范大学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教育专家团队，聘请了英国母语幼

师，我们打造成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高端幼儿教育机构，引进日本、英国先进教育

理念，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特色的学前教育模式。

       众森集团不断发展同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重视儿童的教育，培养孩子语

言天赋与体能成长，以科学的教育方法培养孩子情商、智商以及心灵健康成长。

中国首批近零能耗被动房绿色建筑
—— 美心灵国际双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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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森“三星级”绿色建筑甲级医院

众森“三星级”绿色建筑甲级医院

      众森“三星级”绿色建筑甲级医院是以绿色建筑科技系统为设计核心，打造

出恒温、恒湿、恒氧、恒静的室内环境，室内具有洁净富氧新风系统，自动调节

室内湿度，24小时持续输入新鲜空气，过滤PM2.5、抗雾霾、防止空气病毒感

染，节能环保、健康舒适的环境，为医护人员以及患者增加了健康的保障。

      众森医院遵循“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同时，把人类的生命健康敬畏到崇

高的高度为发展宗旨。以“中西医结合的大医疗、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战略，致

力于建设成为国内医疗技术领先的医疗产业中心，引进国内、国际先进技术的医

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科研中心、医疗人才培训中心、医疗康复中心，聚全力打

造成具有现代化科学管理综合性的互联网医院。

全能配套 人居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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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
一梯

入户
花园

四室
朝南

阔景
阳台

主卧
套间

创变空间

乐享空间

创变空间

乐享空间

百变独立玄关，多了一个前厅小院，让您以高雅姿态欢朋待友；

餐厅、客厅、阳台连成一线，四季美景在房间里流连婉转；

卫浴干湿分离、功能分离，确保了卫生间的干燥与舒适；

流畅厨房操作台造型，洗切烹饪融为一体；

南北连成一线，大面宽设计，清风连成一线；

优雅主卧配置生活卫浴，步入式衣帽间，舒心化妆台。

户型赏析

125m2三室两厅两卫 建筑
面积 约A1 绿建装修小高层

一户
一梯

入户
花园

四室
朝南

阔景
阳台

主卧
套间

精心打造典雅书房，生活不仅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全能厨房设计，橱柜收纳一步到位，在宽阔的空间里大展手艺；

私家电梯开启的一刻，注定您的尊贵生活开始；

舒阔卧室，衣帽、梳妆镜一应俱全，向南阳光充足；

宽阔客厅、餐厅，超大景观阳台，三者连成一线；

卫生间自然采光，干湿分离，安全与舒适的结合体。

户型赏析

135m2四室两厅两卫 建筑
面积 约B2 绿建装修小高层

精 典 户 型 精 典 户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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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变空间

乐享空间

创变空间

乐享空间

一户
一梯

入户
花园

四室
朝南

阔景
阳台

主卧
套间

超宽景观阳台，构筑多重自然空间，雅致壮阔精致；

您的私家电梯，电梯厅自然采光，如同前厅别院；

走廊预存入墙柜收纳空间，居家生活每一处细节提前设想；

餐厅、厨房分而不离，一步之遥享受三餐美味； 

卧室链接宽景阳台，推窗见绿，品茗一盏、畅谈一段人生；

客厅格局设计大气方正，与餐厅连成一线。

户型赏析

134m2四室两厅两卫 建筑
面积 约B1 绿建装修洋房

一户
一梯

入户
花园

四室
朝南

阔景
阳台

主卧
套间

双主卧套房，配有卫浴、衣帽间，双重尊贵生活享受；

功能分区明确，生活动线合理设置，会客、休息互不干扰； 

餐厅与厨房融合一体又各自独立，慢调生活的优雅展示；

每间卧室均预留储纳空间，生活的烦恼从设计之初完美解决；

阔景阳台，阳光清风源源汇入，拥揽春华秋实四季人生景致；

三间卫浴干湿分离，小空间里的大舒适，在细节上考量周到。

户型赏析

141m2四室两厅三卫 建筑
面积 约C1 绿建装修洋房

精 典 户 型 精 典 户 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