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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与能效提升的生力军产业 � 

一个机制成就一个产业 � 

政策驱动 � 
激发市场 � 

节能技术
应用 节能项目

投资 



数说20年 � 

注：数据来源于EMCA2018年度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报告 



商业模式多样发展 � 

在节能服务公司采用的商业模式中
，节能效益分享型仍然占到了48%
，占据主流位置。工程总承包、节
能量保证型和能源费用托管型等模
式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平均合同年限比“十二五”延长20%-40%。节能效益分
享型平均合同期7年，约比“十二五”期间延长了40%
；能源费用托管型平均11年，比“十二五”期间约延
长了20%。节能服务合同年限明显增长，体现了节能
服务公司业务的稳定性，既有项目逐渐成为公司的稳

定资产。 

注：数据来源于EMCA2018年度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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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EMCA2018年度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报告 

项目类型多样覆盖面广 � 

新签约单体项目投资额有较大幅度提升。工业项目

平均投资额约3400万元，相比于“十二五”期间2000万

元左右的投资额提高了70%；商业建筑项目平均投资额

约2000万元，是“十二五”期间400万元投资额的5倍，

公共机构项目平均投资额400万元，约是“十二五”期间

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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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的五条项目线分别为：建筑综合节能，
占比16.3%；电机系统节能，占比15.7%；锅炉窑
炉节能，占比9.9%；中央空调节能，占比9.4%；

清洁供热项目，占比8.1%， 



公共机构与公共建筑类型 � 

办公建筑 

写字楼 

办公楼 

行政大楼
等 

商业建筑 

商场 

百货大
楼 

银行 

交易中
心 

旅游建筑 

宾馆 

酒店 

娱乐会
所等 

科教文卫建筑 

学校 

文化艺
术场馆 

体育馆 

医院 

剧院等 

通讯建筑 

程控交
换机房 

数据中
心等 

交通运输建筑 

机场 

车站 

地铁等 

公共机构全国有近175万家 
量大面广，市场化服务模式尚未大规模应用！ 



合同能源管理的商务模式 � 

我服务，  

你受益， 

大家共享！ 

注：来自于《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GB/T24915-2010）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项目商务模式—效益分享 � 
解决方案： 

•  针对主机，加装冷热源智能控
制柜，增设气候补偿、供水温度
优化、停机优化及分时控制。  

•  针对制冷和供暖循环水泵，加装
水泵智能控制柜来控制水泵的频
率及分时控制。  

•  针对所有改造设备加装了智能电
表及配套的数据采集装置，冷热
量表以采集各类参数，用于全系
统控制。  

•  针对院内所有建筑的典型及最不
利末端加装了微熵无线温湿度传
感器用于采集室内舒适度参数用
于全系统控制。  

•  加装了能效管理平台及专家系统
，用于设备运行的监测，能耗和
运行数据的分析和存储，并对整
个系统进行优化节能控制。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项目商务模式—效益分享 � 

合肥翡翠湖迎宾馆 
宾馆占地358亩，由6栋风格各异的贵宾楼组成

，总建筑面积48000平方米。 
业主方为合肥经开区国资委下属企业 

安徽省第一例磁悬浮冷水机组节能改
造EPC应用 

u  项目方案： � 
3号楼和6号楼制冷主机节能改造，分享期12 年

，以验收合格投入运行之日起算，待节能收益期满
，乙方投资形成的节能项目资产所有权全部无偿归
甲方所有。 

 
u  节能效益： � 

项目预估每年耗电量为1190000kwh，电价为 0.8
5元/kwh ，改造后每年耗电量为590000kwh， 

 
u  投资分析： � 

该项目初投资200万元，合同期内节能总收益61
2万元，合同期内投资方总收益487.05万元，合同期
内甲方总收益124.95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3年。 

 
案例来源：⻘青岛能安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商务模式—托管 � 

绿地和创⼤大厦 
上海普陀区 

大厦地下2层，地上25层 
主楼屋面高度98.1米，主楼面积60161
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15973平

方米，地上面积44188平方米 

u  解决方案： � 
u  原有3台三洋直燃型溴化锂直燃机供冷
供热，改造后冷热源⽅方案： 
u  夏天： � 
u  700Rt离⼼心式冷⽔水机组+400Rt螺
杆式冷⽔水机组，均为格⼒力品牌，
机组额定总制冷量3850Kw。 

u  冬天： � 
u  使⽤用原有1台三洋直燃型溴化锂
机组。 

u  商业模式：能源站托管，10年合同 
u  客户价值：客户年节省能源及维
保费⽤用⽀支出30% 

u  案例来源：中惠元景能源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项目商务模式—托管 � 

项目效益 � 

• 粤东首个医院能源托管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 
• 医院综合节能改造，集高效设备节能、技术

节能、管理节能于一体。 � 
• 提高节能管理水平，达到精细化节能管理

目标，实现节能降耗持续化。 � 

项目亮点 � 

汕头中心医院 
创建于1922年，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现为国
家三级甲等医院，挂牌“中山大学附属汕头医
院”，是粤东地区医疗救治中心和医学科研教学
基地。开放病床近1800张，接诊量近135万人次 

• 中央空调冷源系统设备更换 � 
• 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 � 
• 分体空调智慧管理系统 � 

• 普通灯具更换为LED灯具 � 
• 电梯电能回馈装置 � 

• 能源管理系统 � 

节能措施 � 

“2018年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 

u  案例来源：达实智能 



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商务模式—新建+托管 � 

项目亮点 � 

Ø 达实投资、建设制冷机房，并提供为期十年
的冷热源系统和末端系统运营服务 � 
Ø 央企创新采用“IBOS（Investment-Build
-Operate-Share）”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项目的投资建设； � 
Ø 基于BIM+IBMS+FM运维系统，实现建筑能
源站和末端系统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运维服务 � 

节能措施 � 

u  案例来源：达实智能 

中粮•置地⼲⼴广场 
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北京坛庙中轴线旁，
⻰龙脉福祉。总建筑⾯面积约为81,698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2,120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约29,578平⽅方⽶米。 

• 基于BIM技术的管路优化及CFD流体模拟设计 � 
• 达实能源监测管理系统（EMC002） � 
• 中央空调节能控制系统（EMC007） � 
• 中央空调水蓄冷系统（EMC008） � 

2019年6⽉月，暖通空调⼯工程技术论坛”蓝天杯“⾼高效机
房（能源站）优秀⼯工程-卓越节能技术奖 
积极响应《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 

“推动从'制造'向'产品/⼯工程+服务'的转变” 



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项目商务模式—托管 � 

该项目经无锡市政府同意，通过公开招投标，
以整体水、电、汽费用总包干形式，自2019年1
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按5年期的合同能源
管理，委托国网江苏能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进
行管理，以保证年均下降2%以上节能目标任务

的实现。 
江苏省首家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性

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国网江苏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在五年合同期，将每年投入节能改造资金不低
于年均中标价的7.5%，建立项目运营提升机制，采用新技术应用、运营策略
优化、在线监测、定期分析评估改进等措施，不断提高项目运营水平，达到预

期目标，为市民中心能源结构优化、实现清洁低碳发展。 

其中：《无锡市民中心空调综合能源服务初步方案》，在为市民中心开展集中
式空调设备节能改造的同时，将开展该中心综合能源托管工作，通过节能改造

，优化运行方式等，2018年帮助该中心降低8%能源消费。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新思路探索 � 

从注重硬件设备向物联化智慧化发展 

从单一既有改造向系统新建服务推进 

从单个楼宇改造向区域化分布式发展 

从效益分享向托管及综合能源服务转型 

从专注需求侧服务向能源供应端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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