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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节能 � 

节能减排 � 

建筑、交通节能 � 

商业、民用及农村节能 � 

•  节能重点 � 
•  占比60%多 � 

•  发展迅速 � 
•  占比20%多 � 

•  普通民众 � 
•  占比10%多 � 

公共机构节能 � 

•  示范引领 � 
•  占比7%多 �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的意义 � 



自身 

形象 

引领 

2017年全国公共机构能耗总量1.84亿吨标准煤
，用水量124.69亿吨，减少财政资金支出，降
低行政成本 � 
 � 
 � 
公共机构人数众多，影响巨大 � 
树立公共机构特别是党政机关良好社会形象 �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少数” � 
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倡导者、示范者 � 

 �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的意义 � 



1 

节能量 � 
目标 � 

实施能源和水资源总量与强度双控，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2.25亿吨标准煤以内，用水总量控制在140亿立方米以内。以2015年

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2020年人均综合能耗下降11%、单位建筑面积

能耗下降10%，人均用水量下降15%。 � 

管理 � 
目标 � 

健全节约能源资源管理体系，建立比较完善成熟的公共机构节约能源

资源组织管理体系、制度标准体系、技术推广体系、统计监测体系、

监督考核体系、宣传培训体系。 � 

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十三五"规划 �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的意义 � 

规划特别指出：推进供暖、空调、配电、照明、电梯等重点用能设备节能改造，实施北
方采暖地区公共机构供热系统计量节能改造，实施空调通风系统节能改造。 



节约型示范单位和领跑者考核 � 

 �  �  �  �  � 中央国家机关开展的改造 � 

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公共机构节能目录 � 
 � 

节约型示范单位案例 � 

 �  �  �  �  � 技术推广和交流活动 � 

管理节能 � 

技术节能 � 

行为节能 �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的意义 � 



目标 � 
到 � 2022 � 年，家用空调、多联机等制冷产品的市场能效水平提 � 升 � 30%以上，绿色高效制冷
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 � 20%，实现年节电 � 约 � 1000亿千瓦时。到 � 2030年，大型公共建筑制
冷能效提升 � 30%， � 制冷总体能效水平提升 � 25%以上，绿色高效制冷产品市场占有率提 � 高 � 
40%以上，实现年节电 � 4000亿千瓦时左右。 � 
任务 � 
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品能效标准；制修订公共建筑、数据中心等标准；加强标准采信） � 
提升绿色高效制冷产品供给（制定产品目录、绿色制冷剂研发、利用等） � 
促进绿色高效制冷消费（政府采购、补贴奖励等） � 
推进节能改造（重点支持中央空调、数据中心、园区制冷改造和冷链物流等改造和示范） � 
深化国际合作 � 
保障措施 � 
完善政策措施 � 
强化监督管理 � 
积极宣传引导 � 
 � 

关于印发《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的通知 � 
　　发改环资〔2019〕1054号 � 

公共机构能效提升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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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等制冷设备在给人类带来健康和舒适的同时，也会让地球“高烧”不停。一方面，HCFCs氢氯氟碳
化合物和大部分HFCs氢氟碳化合物等制冷剂具有强的温室效应，另一方面，制冷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也
会消耗大量电能，间接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项目 

0.38% 
的温室气体来自制冷剂使用 

1.5% 
的温室气体来自制冷设备用
电间接产生 

制冷设备温室气体排放全球
占比（2010年数据） � 

制冷设备对环境影响大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项目 

 �  �  �  � 公共机构主要的能源品种是电能、
天然气、燃煤、汽油，按照耗能设
备划分。 � 

 � 

 

某办公楼空调系统能耗占比超过50% � 

 

公共机构制冷能耗占比高 



2016 

2017 

2018 

2019 

《基加利修正案》到2050年将会避免
8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
放，到2100年可避免0.5摄⽒氏度升温。 

中国批准了《基加利修正案》，
基加利制冷能效项⺫⽬目诞⽣生。 

中国制冷能效项⺫⽬目正式启动  

能源基⾦金会--市场转型项⺫⽬目 

市场转型组 

目标成果: � 到2020年，将高效、低GWP制冷产品的
市场份额提高10-15％。 � 

1.制定政策路线图和采购项目，推广高效制冷产品。 � 

2.提高地方实施制冷能效提升政策的能力。 � 

3.建立制冷能效生产商、消费者和销售商合作机制，

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扩大其市场份额。 � 

项目背景 �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国管局节能司 

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参与机构 � 

宣传引领、示范引领，推动市场转型，使终端消
费者了解应用高效制冷空调和替换环保型制冷剂，
提高市场采购力度。 � 

红星美凯龙 



政府官媒展示高效
和环保型空调产品 � 

公共机构节能网上展厅以图文

并茂的视觉体验感展示产品，

建立推广高效制冷专区栏目，

将空调产品的节能原理、型号

参数以及应用实践案例等信息，

进行图文素材编辑、制作视频

资料。 

开展公共机构高效
制冷系列活动 � 

高效制冷技术和产
品应用实践案例 � 

项目内容 

向公共机构发送倡议书，倡

导在新建和改造工程中采购

高效制冷空调。组织后勤及

物业技术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逐步提升制冷能力和水平。

在高校举办制冷专业科技创

新竞赛及知识竞赛活动。 

不同类型的公共机构专题调研，

召开应用示范推广研讨会，分

享应用高效制冷空调实践案例，

探讨新模式，提出公共机构高

效制冷空调试点改造可行性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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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系统的节能涉及到多个环节，从整个系统的设计、高效节能设备的选用，控制方式与
系统的科学运行各个环节对空调系统节能和高效运行实施全过程管理。 

•  公共机构建筑功能不同，每个建筑都有自己的空调运行特点，应结合建筑特点因地制宜的
进行考虑，才能最大限度降低运行能耗。 � 

系统设计 � 

科学管理 � 

设备选用 � 

控制方式 � 
安装变频装置 � 

中央空调自控系统 � 

冷源系统节能改造 

⽔水泵系统节能改造 

建筑设备控制系统 

 � 

从现有设备改进和提高制冷效率角度考虑 � 
•  制冷机组除垢技术 � 
•  提高供水温度调整冷却水回水温度 � 
•  提高冷冻水回水温度 � 
•  不同负荷下采用变流量 � 
•  制冷机组分阶段运行调节策略 � 
 � 

新建-全过程考虑 改造-因地制宜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路径—技术层面 � 

技术层面提高供应测能效 



推进技术改造 � 加强能源诊断 � 强化节能管理 �  宣传推广试点示范 �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路径—管理层面 

将制冷能效提升纳入

考核和示范创建要求；

开展节能管理人员培

训，引入市场机制等 

分析能源利用状况，

确认利用水平，查找

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挖掘节能潜力，提出

切实可行的节能措施

和建议。 

拓宽新技术、新产品

的市场发展渠道；政

府强制采购等方式，

主动搭建相关平台。 

建立试点，分片区，

或者是按照部门和行

业系统整体推广先进

适用技术，使技术产

品与用户的需求匹配

度更高、更精准。 

管理层面合理引导用量需求 



节约型示范单位和领跑者中增加管理要求 � 

公共机构空调节能技术和解决方案专题 � 
 � 

结合公共机构特点建立和推广试点示范项目 � 

 �  �  �  � 开展技术推广和交流活动 � 

公共机构制冷能效提升路径-下一步工作 

 �  �  �  � 发布公共机构绿色制冷能效提升倡议 � 



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