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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传统性管理 �  系统性管理 � 

各自为政，繁重，效果不突
出 � 

协调统一，全面系统，组织严
密，精炼高效 � 

管理盲点和过度管理并存 �  各类能源活动的开展以能源绩
效提升为目的 � 

工作力度由强变弱 � 
遵循计划、实施、检查、改进
的一般规律来推动用能单位能

源管理水平提升 �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系统能源管理与传统能源管理的区别 



能源管理体系是一种节能工作的长效机制 � 

节能遵法
贯标机制 � 

全过程管理
控制机制 � 

节能文化
建设机制 � 

节能技术
进步机制 �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能源管理体系
基本思路 � 



能源管理体系的应用优势 �  

ü 实现系统优化  

ü 提高能源利用水平和经济性 

ü 减少碳排放 

ü 提高能源效率 

ü 实现低成本或零成本节能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引自：能源管理教育联盟 � 

能源管理体系
在节能工作中
的地位和作用 �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能源管理体系及标准化发展框架 � 



GB/T 32019-2015 �  GB/T 30260-2013 � 

能源管理体系（EMS）发展 
我国能源管理体系标准体系 � 



PART 02 � 
能源管理体系 
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开展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遵法） � 



国家发改委针对重点用能单位开展“百千万”行动 � 

（一）落实节能管理措施 � 
　　省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明确本地区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百
家”“千家”“万家”企业节能管理中的职责。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推动重点用能单位按照
节能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加强节能管理，落实各项节能措
施。主要包括强化节能目标责任，建立健全能源
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管
理岗位和能源管理负责人等制度，建立健全能源
管理体系，加强能源计量统计，开展能源审计，
开展能效达标对标活动，推动能耗在线监测，实
施节能技术改造等。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开展应以适用的节能标准为参考和引导（贯标） � 

节约型
公共机
构示范
单位 � 

公共机
构能效
领跑者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评价涵盖能源管理的各方面（体系建立与实施） �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之前 �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实施之后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工作可以以能源管理体系为抓手持续开展，持续提升（PDCA） � 



u 进一步提升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标准化、系统化管理
工作水平，切实提高公共机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 

u 结合公共机构能源使用特点，建立规范、专业、系统的
能源管理体系，进而提高该单位能源利用效率及节能管
理工作水平。 

u 协助公共机构加强能源组织管理，进一步理顺和明确节
能管理职责； 

u 进一步查找能源管理的薄弱点和节能管理的重点，挖掘
节能潜力； 

u 进一步强化能源利用全过程管理，促进构建长效节能机
制。 

公共机构实施能源
管理体系目的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不是完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而是对公共机构现有能源管理工
作进行梳理、整合和提升。 

公共机构实施能源
管理体系目的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节能的作用 



PART 03 � 
能源管理体系 
对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的作用 



u 通常情况下，公共机构用能结构相对稳定 

u 制冷产品和设备设施是公共机构能源管理的重点之一，其耗能量比重很高 

典型公共机构1 �  典型公共机构2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的作用 



标准引领 � 

绿色高效制冷消费 � 

节能改造 � 

【高效绿色制冷行动方案】 � 

主要目标 � 

• 多联式空调、商用冷柜、冷藏陈列柜、热泵机组、
冷水机组、汽车用空调、冷库等 � 高效产品 � 

• 系统优化、经济运行、测试监测、绩效评估等 � 标准 � 

• 政府绿色采购、制冷产品回收处理监管等 � 制度 � 

• 智能管控、管路优化、能量回收、蓄能蓄冷、自然
冷源、多能互补、自然通风等 � 技术 � 

• 中央空调系统改造、数据中心高效制冷、更新淘汰
低效设备、空调使用方式优化、绿色消费等 � 行为措施 � 

• 高校园区、集中行政中心、数据中心、大型公建、
地铁、机场等 � 重点区域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的作用 



u  调研空调制冷系统基本信息、基本情况； � 

u  收集、调查能源计量网络及计量器具情况，收集、
统计主要用能设备信息，对空调系统COP值等进
行分析及现场测试与评估； � 

u  绘制能源流向图； � 

u  分析能源管理情况、能源计量及统计状况、用能
概况及能源流向、空调制冷系统和设备、影响能
源消费指标变化因素、节能潜力； � 

u  建立了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识别空调制冷
系统管理节能机会和技术节能机会。对能源目标
指标和节能技改方案提出建议； � 

u  形成能源管理体系文件系统，指导公共机构查漏
补缺，完善空调制冷系统用能管理相关制度文件
和工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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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 GB 29541 《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GB 19762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 
• GB/T 29455 《照明设施经济运行》 
• GB 21454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 GB 50365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规范》 
• GB18613《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  �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  �  
•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 “十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 
• GB/T 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 GB/T 13234-2009《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 …… 

• GB/T 50378-2014《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 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管理办法 
• ……  � 

决策与节能
目标

用能区域

设备运行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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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种类、数量及主要耗能设备情况 

能源
来源 

用能
种类 

主要耗能设备及其能效指标 

型号 功率(W) 数
量 

总功率 所占比例 

制冷
机房 

电力 

离心式冷水机组1 402000 2 804000 50.43% 

螺杆式冷水机组 195300 1 195300 12.25%  
立式离心泵1 30000 2 60000 3.76%  
立式离心泵1 55000 4 220000 13.80%  
立式离心泵3 75000 3 225000 14.11%  
立式离心泵4 45000 2 90000 5.65%  

（1）优化中央空调控制策略 � 
建议在离心机组启动一段时间后，根据冷却水的温度和温差来判
断是否需要开启螺杆机组。即可以通过制定更加节能的运行策略，
从管理上达到降低能好的作用。 
（2）中央空调末端改造 � 
建议在办公室加装温度控制面板和电动二通阀，通过设定房间的
温度来控制冷冻水的水流量，即温度达到指定温度时，电磁阀关
闭，从而减少主机的负荷，达到节能的目的。 � 
优化新风机运行控制策略，过渡季节增加新风的利用；建立新风-
室内CO2浓度联动装置，改善室内环境。 � 

能源绩效参数 能源基准及能源目标、指标值 

指标 单位 基准值 目标值 变化情况 

一级指标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a 13 12.66 下降2.6% 

人均综合能耗 kgce·∙a 405.43 392.46 下降3.2% 

人均水耗指标 m³·∙a 21.83 21.13 下降3.2% 

二级指标 

常规能耗总量指标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a 10.93 10.65 下降2.6% 

人均能耗 kgce·∙a 341.06 330.15 下降3.2% 

特殊区域能耗总量指
标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a 0.85 0.83 下降2.6% 

人均能耗 kgce·∙a 26.58 25.73 下降3.2% 

三级指标 
空调通风系统能耗指

标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kgce/㎡·∙a 2.78  2.71 下降2.6% 

人均能耗 kgce·∙a 86.78  84.01 下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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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条件 � 

资源优化配置 � 

打破障碍 � 

Ø 高层管理支持是能源管理系统成功实施的关键 � 
Ø 先进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及维护工具的使用将有力促进
能源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升，降低成本。 � 

Ø 将EnMS与现有设备运行管理规程、监测平台结合，
可简化实现过程 � 

Ø 提高节能技改项目的延续性 � 

Ø 节能奖惩制度的落实需要政策支持 � 
Ø 全员节能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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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制冷设备
设施管理水平 � 

• 完善岗位职
责与操作规
范 � 

• 提升人员素
质 � 

• 精细化管控
设备设施 � 

增强节能技改
力度 � 

• 挖掘公共机
构节能潜力 � 

• 获取先进节
能技术或产
品 � 

• 落实制冷设
备能效提升
技改项目 � 

产生节能实际
效益 � 

• 形成能力 � 
• 优化指标 � 
• 降低成本 � 
• 体现环境友
好 �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的作用 



《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和应用指

南》于2019年1月21日发布 

能源管理体系对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的作用 

为“十四五”时期转变公共机构节能
目标管理方式奠定基础 � 

公共机构可据此进行内部节能管理控制 

为制定用能计划提供可靠依据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可据此对公共机

构的节能情况进行监督考核 � 

是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 

财政部门可据此确定公共机构的能源消耗支出 � 

是实行经济管理责任制的依据 
通过节能产品采购、节能技改、设备经济运行
等方式提高公共机构制冷产品、设备设施能效
水平，将有助于公共机构在“十四五”时期达
到能耗定额标准要求。能源管理体系建设与实
施将推动此项工作向系统化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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