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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通过支持制定中国制冷能效战略和政策、制修订能效标准/标识，以及开展市场转型活

动，最大程度地提高住宅和商用空调的减排潜力。	�
���᠋᠌᠍
Project  Goal:  Maximizing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through Significant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ir-Conditioning in China���᠋᠌᠍
	�

项目周期/Project Duration：2018-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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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策略 Project Strategy	�

                     第1部分：政策与策略      Part 1: Policy and Strategy   	�
                     第2部分：标准与标识      Part 2: MEPS and Labeling       	�
                     第3部分：市场转型          Part 3: Market Transformation 	�

      	�

中国制冷能效项目   	�
China Cooling Efficiency Project	�



技术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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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和策略���᠋᠌᠍
Policy and Strategy 	�

目标 Target	�

�  支持制定国家制冷能效战略和路线图 	�
¡  Develop National Cooling Efficiency Strategy and Roadmap	�

	�

预期成果 Outcome	�

�  2030和2050 制冷剂替代情景分析 (正在进行）	�
¡  Scenario analysis of HFC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o 2030, 2050	�

�  制冷剂替代和能效提升协同分析(正在进行）	�
¡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s to HFCs considering energy efficienc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

�  对不同的制冷系统解决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性分析（计划中）	�
¡  Techn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n cooling system solutions 	�

�  国家绿色制冷行动方案 (正在进行）	�
¡  China National Clean Cooling Action Plan	�



2018年1月“中国制冷能效项目”在北京正式启
动，90+项目相关机构代表参会	�

2018年4月项目技术指导委员会和三个工作
组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

重要会谈：	�

� 2018年5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与国
家发改委会环资司会见“基加利制冷能效”项目筹资方代表
何豪(Hal Harvey)先生	�

� 2018年5月格力电器副总裁、总工程师谭建民会见项目筹
资方代表何豪(Hal Harvey)先生	�

� 2018年5月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参加了第九届清洁能源部长
级会议(CEM9)的“全球可持续制冷”主题边会并致辞	�

� 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环资司会见麦克阿瑟基金会代表
约根�汤姆森(Jorgen Thomsen)	�

主要活动	�



2018年，在南京和北京分别举办高效制冷产品政府采
购研讨会	�

2018年11月，制定全球领先的空调能效标准写入
了2018年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
合会 CCICED）年会给中国政府的建议。	�

2018年起，筹备制定“绿色高效制冷国家行动
方案”	�

• 开展2025、2030及2050制冷剂替代与能效提升的碳
减排量情景分析，为国家行动方案设定减排目标提供
技术支持	�

• 2018年12月启动“绿色高效制冷行动方案”的研究和
编制工作	�

2019年1月，宁波市与武汉市的“中国城市制冷能
效提升路线图研究课题”共同于宁波举办启动会	�

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国家发改委、UNESCAP、能源基金会等共同发起了
“一带一路”绿色高效制冷行动倡议	�

主要活动	�



2019年2月	�
 

2019年 

2019年3月	�
 



2. 标准与标识 ���᠋᠌᠍
Standards and Labeling 	�

⺫⽬目标 Target 
�  制定国际领先的多联机能效标准 

¡  To improve the averag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VRF Acs. 

 
预期成果 Outcome 
�  VRF市场评估报告（能效水平，制冷剂类型及价格）(已完成）	  

¡  VRF	  market	  assessment	  report	  (Energy	  efficiency,	  refrigerant,	  price) 

�  多联机中国市场现状分析和基准建立 (正在进行） 
¡  Baseline establishment for Chinese market of VRF (efficiency, refrigerant type, price) 

�  能效提升技术路径分析 (正在进行） 
¡  Technical analysis reports on cooling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athway for VRF developed    

�  完成并提交标准草案 (正在进行）	�
¡  VRF MEPS draft developed and submitted  

�  完善相关测试标准 （计划中）	�
¡  Update the testing standards related to the new MEPS 

�  标准实施和市场监管政策建议 （计划中） 
¡  Recommendation on MEPS enforcement and market monitoring  

 



开展多次对制冷行业的调研，了解最新制冷
技术以及多联机和房间空调器的节能潜力	�

2018-2019年，在张掖、佛山、珠海、
上海举办4次空调能效与制冷剂转型的技
术研讨会	�

2018年10月，在苏州举行“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能效标准修订”项目启动
会及技术研讨会	�

协调组织多轮国内外项目相关方对多联机和
房间空调器标准技术讨论	�

主要活动	�



目前，市场上所有的VRF产品已达到了	�
一级能效水平	�

Data	  Source:	  labeling	  dataset	  (confidenAal)	  



目前市场上最好的VRF技术	�
已远超过现有能效标准	�

Data	  Source:	  labeling	  dataset	  (confidenAal)	  

Current MEPS 
Level 1 3.5-3.6 



满足制冷量的前提下减少制冷剂充注量的潜力	�

Source:	  labeling	  dataset	  (confidenAal)	  



市场需要更高的能效标准和严格的测试方法���᠋᠌᠍
以推动多联机能效水平进一步提升	�

Data	  Source:	  labeling	  dataset	  (confidenAal)	  

+40%	  improvement	  level	  would	  
eliminate	  46%	  of	  current	  models	  
from	  the	  market	  
在能效标准一级基础上提升40%，
市场上54%的产品可以达到。	  

VRF	  MEPS	  upgrade	  by	  switch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matrix	  from	  IPLV	  to	  
APF	  	  
更严格的测试方法：IPLV转向APF	  



3. 市场转换���᠋᠌᠍
Market Transformation 	�

目标 Target 
�  提升高效和环境友好型空调产品市场份额  

¡  Improve the market share of high efficient and low-GWP  

 
预期成果 Outcome 
�  城市推广高效绿色制冷产品试点示范 （正在进行） 

¡  City pilots selected for developing sub-national cooling efficiency strategy (Ningbo, 
Wuhan) 

�  开展公共机构⾼高效制冷产品推⼲⼴广  (正在进行） 
¡  Promote public institute and government clean cooling procurement 

�  开展经销商“⾼高效制冷空调绿⾊色消费”倡议活动 (正在进行）	  
¡  Market	  acAviAes	  for	  promoAng	  clean	  cooling	  products	  with	  retailers 

�  其它推广活动 (计划中）	  
¡  Other plans for market pro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2018年6-‐7月，在第十二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上首次
设立并颁发“制冷能效之星”单项奖 

2018年8月，与亚洲发展银行（ADB）探讨合作机制，为宁波市
绿色制冷改造项目的资金申请提供支持，并讨论未来在“一带
一路”国家开展制冷能效提升的机会与途径 

2018年9月，能源基金会与宁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谅解
备忘录，共同研究制定宁波市制冷能效路线图 

2018年10月，格力电器获得2018年能源基金会“气候领袖
企业”奖项 

2019年1月，能源基金会与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签署
谅解备忘录共同推进东南亚地区的制冷能效提升 

2019年3月，支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红星美凯龙发起“制冷
能效提升”倡议 

2019年3月，能源基金会与连锁经营协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共同在零
售行业开展“绿色制冷倡议”，倡导绿色消费，大幅提高绿色制冷产
品市场占有率。 

主要活动	�



2019绿色制冷大会���᠋᠌᠍
2019 International Green Cooling Conference (IGCC)	�

日期/Date：2019年6月20日 June 20th, 2019	�
	�
地点/Location: 北京 Beijing	�
	�
主办机构/Hosts: 	�
能源基金会 (EFC)	�
基加利制冷能效全球项目办公室 (K-CEP ECO)	�
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UNESCAP)	�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CNIS)	�
中国制冷空调工业协会 (CRAA)	�

法国 印度 卢旺达
印度尼西亚


尼日利亚 巴西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埃及 泰国 加纳 越南

UNESCAP	   K-‐CEP	  ECO	   CIFF	   UNEP	   ADB	   AIIB	   IEA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LBNL	  
美国制冷协会 日本制冷协会欧洲热泵协会欧洲能源环境与合作协会 SDCL	  香港	   Base	  Energy	  冷链	   数据中心	   ESCO	  
格力 海尔 美的	   海立 约克 大金 丹佛斯	   冰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