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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II

T/CERS XXXX-XXXX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系统）节电量验收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安装在用户电能入口端的节能设备，与管理节能平台所组成的装置或系统（以下简
称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节电量、节电率和收益率的测量方法、验收方法和验证方法，以及所遵循的
原则和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在电能入口端安装和运行节能装置所产生的节电量、节电率和收益率的测量、验收和
验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7 用能设备能量平衡通则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5623 产品电耗定额制定和管理导则
GB/T 6422 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
GB/T 8222 用电设备电能平衡通则
GB/T 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24915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
GB/T 32045-2015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
3 术语及定义
GB/T 2587、GB/T 2589、GB/T 5623、GB/T 6422、GB/T 8222、GB/T 13234、GB/T 15316、GB/T 28750、
GB/T 24915和GB/T 32045-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节电量 electricity quantity saved（EQS）
使用节能装置在相同工况负荷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电能消费减少的数量，正数
表示具有节电效果。
3.2
节电率 energy saving rate（ESR）
基期电能消费数量减统计报告期电能消费数量的差值，与基期电能消费数量的百分比，正数表示具
有节电效果。对于工矿企业来说，是统计报告期产品比基期产品的单位电耗降低率，用百分数表示。
3.3
收益率 rate of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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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投资回报率，是指统计报告期节省的电费金额与能效提升所增加的收益之和，占投资总额的
百分比。
3.4
电能入口端 electric energy entrance end
配电系统中变压器一次侧进线端或二次侧出线端。
3.5
管理节能平台 energy saving management platform（ESMP）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节能管理系统通过管理软件实现远程监测和管控，以满足节能监测和节能管
理的需求。
3.6
四相同分析法 the analysis method of four identical conditions （AMFIC）
在生产正常、设备运行工况稳定以及在相同时间、相同负载量、相同负荷量、相同环境条件下，进
行设备（系统）正常运行的实载测试、验收与验证工作的一种综合验收（分析）方法。
注：如果用户第一次安装使用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用户可实际验证一定时间（如一周、一个月）
，或在间隔一定
时间后再进行 1-2 次验证，但每次验证须均以第一次安装节能装置前的市电数据对比。

3.7
能效验收法 energy efficiency acceptance method（EEAM）
综合运用计算机模拟、理论计算、现场检测及必要的能源帐单分析等手段，对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
的节电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并以产品节电量（率）进行计算的一种方法，能效分析法适用于产品规格型号
易于确定的连续生产线的场合。
3.8
帐单验收法 bill acceptance method（BAM）
在具备必要的可靠电能消费帐单的前提下，以电能消耗帐单作为主要依据，对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
的节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的一种方法。帐单分析法适用于帐单管理较完善的场合。
3.9
市电 mains
是指公共电网提供的电力资源，是工频交流电（AC）。
4 遵循的原则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节电量测试、验收与验证的原则为合规、合情、合理与实载验收：
a） 合规：符合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b） 合情：就是符合节能现场的具体情况；
c） 合理：节电技改原理、方案、措施相关方认可和接受；
d） 实载验收：在用户正常生产或运行、工况一致或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验收，采用相关方认可的测
试方法而取得测量数据，一般通过查验用户低压电表来取得数据，而非空载条件下的电流数据，而非厂
商另带专用负载和低压电表获得的数据。
5 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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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节电量或收益率测量、验收与验证应在生产正常、设备运行工况稳定条件下进行，测量工作应与
生产过程相适应。可依据项目具体情况选择下列三种方法之一：
a） “四相同”验收法
即测量应在相同时间、相同负载量、相同负荷量、相同环境条件下进行，
“四相同”分析法适用于
除能效分析法、帐单分析法以外的场合。
b） 能效验收法
适用于自动生产线的连续生产，产品数量与型号易于确定的场合。
c） 帐单验收法
适用于拥有 1 年以上完整电能消耗帐单，或具有三个月以上整个配电系统正常的能耗监测数据的场
合。
5.2 节电量测量过程所需时间一般为节能装置（系统）关闭、开启时分别检测1小时、2小时等，具体
测试期依据附录A并根据所测量项目的技术要求或具体情况确定。
5.3 测量用的仪器仪表、量具，其准确度应保证所测结果具有可靠性，其精度导致节电率的误差应≤
0.01%，应使用具有资质的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仪器仪表、量具，且应在检定有效期内，测量误差应在
被测量项目的相关标准所规定的允许范围内。
5.4 节电量测量人员应具备电能测量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需经技术、业务培训并考核合格。
5.5 若是将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与空调节能、照明节能、水泵节能等终（末）端节能技术与产品相结
合，为防止终（末）端节能技术与产品的实施对未实施节能措施的系统或设备产生重要影响，如铜损、
铁损、线损等，而导致节电量测量的误差，仍以最终数据的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节电量为准。
5.6 验证次数与时间的确定
采用“四相同”测试、验收与验证时，在第一次验收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节电率或收益率时，一
定要保存好所对比时的市电数据，最好用户与节能服务方各保存一份，验证的次数、间隔时间与时间长
短，由双方商议确定。
6 节电量测量与验收方法
6.1 节能装置节电量测量与验收方法
6.1.1 “四相同”验收法
6.1.1.1 节能装置实施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实施相关方确认项目节能装置已实施（安装）完成。
6.1.1.2 划定项目边界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实施相关方根据附录A划定项目边界，并记录。
6.1.1.3 确定测量时间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实施相关方确定节电量测量对比时间，如1小时、2小时、24小时等。
6.1.1.4 测量、验收供电流程
a）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空载试运行供电流程：确认市电供电开关、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开关及所
有负载开关处于断开状态→闭合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开关→观察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是否运行正常→
闭合输出侧开关→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空载（负载开关断开）运行→断开输出侧开关→断开电能入口端
节能装置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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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市电供电流程：用市电供电（即原系统），闭合市电供电开关→开启负载→记录耗电量→断开
负载→断开市电供电开关。
c）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供电流程：闭合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开关→开启负载→记录耗电量→正常
供电。
6.1.1.5 测量基期电能耗量
关闭项目边界内的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负载系统通过原配电系统供电，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实施
相关方确认系统负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开始电能耗量测量。测量不间断进行，测量结束后记录电能耗
量。
6.1.1.6 测量统计报告期电能耗量
开启项目边界内的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负载系统通过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供电，电能入口端节能
装置实施相关方确认系统负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开始电能耗量测量。测量不间断进行，测量结束后记
录电能耗量。
6.1.1.7 节电量计算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电量按式（1）计算：
Es=Eb－Er ………………………………………………（1）
式中：
Es——节电量，kW·h；
Eb——基期电能耗量，kW·h；
Er——统计报告期电能耗量，kW·h。
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电率按式（2）计算：
η=

Eb－Er
Eb

×100 ……………………………………（2）

式中：
η——节电率，%；
6.1.2 能效验收法
采用能效验收法对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节电量进行测试、验收与验证时，其节电率应为安装后的
电能耗量减少量与安装前的电能耗量之比值，按式（3）计算：
Ebc－Erc
η=
×100 ……………………………………（3）
Ebc
式中：
Ebc——表示基期配电系统内所有用电设备、仪器、仪表、线路和开关的电能耗量，kW·h；
Erc——表示统计报告期配电系统内所有用电设备、仪器、仪表、线路和开关的电能耗量，kW·h。
6.1.3 账单验收法
采用帐单验收（分析）法对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能改造进行测试与验证时，其节电率计算方法同
本标准式（2）
。
实施改造的节电量应为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能改造各单项节电量的总和，其节电量应按式（4）
或式（5）计算。
Es=Eex-Eed ………………………………………………（4）
式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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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能改造前一个完整年度连续用电帐单数据，所得出的电能耗量，kW·h。
Eed——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能改造后一个完整年度连续用电帐单数据，所得出的电能耗量，kW·h。
Es=Es1+Es2+…+Esn ………………………………………（5）
式中：
Esn——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节能改造后各单项节电量，kW·h。
改造前该配电系统基期能耗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正常运行时间 3 年以上的，基期能耗按节能改造前 3 年的年平均能耗确定。
b） 正常运行时间为 1 年以上，不足 3 年的，基期能耗按节能改造前 1 年的能耗确定。
采用帐单分析法进行节电率测评时，改造后统计报告期能耗数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是改造后该配电系统运行稳定条件下的连续数据。
b） 满足 3 个月以上连续监测的能耗帐单，且各用电设备正常运行至少 3 个月以上。
6.1.4 整体性节能改造的测试、验收与验证
将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与传统的空调节能、照明节能、水泵节能、电机节能等终（末）端节能方
式相结合时，其节电量的测试与验证，仍以电能入口端的节能装置的测试、验收与验证为准。如果欲对
某项终（末）端节能技术与产品的节电量进行测试、验收与验证，须将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开关连接
到市电状态，然后对终（末）端节能进行测试与验证。单独对终（末）端节能进行测试与验证时，应考
虑其对未实施节能措施的系统或设备产生的重要影响，如铜损、铜损、线损等，此时，项目边界的划分
应按附录 A 进行。
6.1.5 节电量修正
相对于基期，统计报告期内各配电系统内各种各类设备的工作状态、负载状况、环境温度、环境
湿度等因素均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相对于基期的能耗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节电量进行调整，其方
法按 GB/T 28750、GB/T 32045 的规定执行。
6.1.6 节电量验证
根据用户设备运行构成、运行状况、负载状况与用户要求，双方协商验证方法。一般地说，对于
第一次安装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用户，最好先安装 1-2 台，并实际运行 1-2 个月的验证，让用户实际
看到电能入口端节能装置的节电效果、收益情况，以及设备运行的平稳、维护维修费用的降低、产品合
格率的提高等实际效果后，再行安装其它用电系统。也就是说，将测试、验收与实际运行效果相结合，
并可在这期间进行 1-2 次验证活动。
6.2 管理节能节电量测量与验收方法
6.2.1 管理节能平台
节能节电措施实施相关方确认管理节能平台已实施完成。
6.2.2 管理节能工作组
节能措施实施相关方成立管理节能工作组，工作组由用电单位和节能服务机构有关主管领导、节能
工程师组成。
6.2.3 划定项目边界
管理节能工作组根据附录A划定项目边界，并记录。
6.2.4 确定验收时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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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节能工作组应依据GB/T 28750中7.2条和本标准附录A确定基期和统计报告期，依据GB/T 2587、
GB/T 6422、GB/T 84222、GB/T 24915和本标准附录A确定基期电耗和统计报告期电耗，同时确定相对应
的统计报告期，基期和统计报告期时间段应相同。
6.2.5 管理节能工作方法
6.2.5.1 管理节能平台提供单位对管理节能工作组进行培训，并提供或指导编制管理节能实施方案。
6.2.5.2 召开用电单位项目边界内全体用电人员参加的管理节能动员大会。
6.2.5.3 管理节能的主要方法是PDCA循环，即：
P： Plan（计划），管理节能工作组对用电情况进行诊断，到用电耗电现场对用电现状、主要用电
设备、生产工艺、员工节能意识、用电操作过程等环节，进行逐一诊断、排查，分析造成电能浪费产生
的环节、原因，确定改进的对策和措施。
D：Do（实施），管理节能工作组根据对用电情况的诊断分析，确定做什么？谁负责？何时完成？
按照管理节能的诊断报告组织逐一实施，包括动员、培训、技改等工作。
C：Check（检查），管理节能工作组运用80/20管理法则，首先集中精力对高耗电环节进行逐一检
查，然后对余下的环节进行逐一检查，并确认所取得的成果。
A：Action（处置），管理节能工作组对前三个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表彰，并编制管理节能节电作
业规程，通过制定规范节能节电行为，确定下一个PDCA循环措施。
6.2.6 管理节能工作开展
6.2.6.1 根据管理节能工作组确定的统计报告期，按前述方法开展管理节能工作，并做好统计报告期
能耗确认工作。
6.2.6.2 为确保管理节能工作持续，建议用电单位：
a） 提取管理节能总效益的一定比例，用作用电管理的节能奖金，并由用电部门自行分配。
b） 每季或每月对PDCA循环工作进行一次检验，确保管理节能工作持续有效运行。
c） 把确认的管理节电率输入管理节能平台之中，纳入月度考核项目，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
5.6.2.3 管理节能是一项一把手工程，具有管理节能收益与培养员工良好用电意识与习惯的“一举两
得”效果，长期坚持有助于用电单位效率的提高。
6.2.7 节电量计算
管理节能节电量按式（1）计算。
管理节能节电率按式（2）计算。
7 节电量测量、验收报告
7.1 测量、验收报告编写
节电量测量、验收工作结束后由相关方商定测量、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编制单位应在15个工作日写
出测量、验收报告交相关方。
7.2 测量、验收报告内容
测量、验收报告内容应包括：节能措施实施相关方单位名称、节能工作组成员姓名、项目边界及情
况说明、基期及基期能耗、统计报告期及统计报告期能耗、使用仪器仪表及参数、测量点、数据处理、
测量及验收结果或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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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项目边界的划分与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确定
A.1 项目边界的划分
A.1.1 一般要求
A.1.1.1 所有受节能措施影响的单位、设备、系统（包括辅助、附属设施）
，均应划入项目边界内，不
应该漏项。有些节能措施在带来节能效果的同时，会增加消耗能源的系统或设备（例如电机系统应用变
频调速技术时，增加变频设备会带来额外的能源消耗），应将这些系统或设备也划入项目边界中。
项目的实施可能会对未实施节能措施的系统或设备产生重要影响（也称为交互影响）
。这种影响可
能是有利的（能耗减少）
，也可能是不利的（能耗增加）
，为完整准确的确定项目的节电量，即使未对该
部分系统或设备实施节能措施，也应将受影响的相关系统或设备划入项目边界内。如果要在测量和验证
中忽略这一影响，应开展专门评估并且获得项目相关方认可。
示例 1：
在 2 个并联的泵类液体输送系统中，即使只对其中 1 个系统实施节能措施。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并联系统的能耗。
因此，项目边界宜包括 2 个并联的泵类系统，而不是只包括实施节能措施的那个泵类系统。
示例 2：
室内照明系统的节电改造直接降低了照明电耗，但同时会减少空调系统的制冷电耗，并增加采暖电耗。但因为影响
较小，通常可以忽略空调系统及采暖系统的电耗变化。

A.1.1.2 项目边界可以是单个或几个用电系统的边界，也可以是整个用电单位（如建筑整体车间、工
厂）的边界。具体划分方法取决于测量和验证的目的、节能措施的技术特点、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项
目相关方的需求。
A.1.1.3 确定节电量时应保持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项目边界具有可比性。如基期时只考虑用电系统本
身的电耗，统计报告期时也应只考虑用电系统本身的电耗，不可缩小到单个用电设备，也不能扩大到用
电系统所在的用电单位。如基期时项目边界划分为整个用电单位，那么在统计报告期时也应当考察整个
用电单位的电耗。
A.1.2 项目边界仅包括用电系统和设备
项目实施前后，受节能措施影响的用电系统或设备边界清晰，且这部分系统或设备的电耗和影响因
素数据记录完整，可将受节能措施影响的用电系统和设备与其他不受影响的系统或设备进行隔离。仅将
受项目影响的用电系统或设备划入项目边界。
A.1.3 项目边界包括整个用电单位。
当基期和统计报告期中整个用电单位的电能计量数据和影响因素的记录均完整存在，可将整个用电
单位划入项目边界。
这种项目边界划分方法适用于同一用电单位同时实施了多种节能措施且这些节能措施间会互相影
响，和/或这些节能措施还会对未实施节能措施的系统和设备的运行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用电单位
的电耗。
A.2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确定
A.2.1 一般要求
应选择可获得足够运行记录或检测数据，并能有效总结出用电单位、系统、设备的电能消耗与其影
响因素的量化关系的时间段，以此作为基期和统计报告期。
7

T/CERS XXXX-XXXX
A.2.2 测试期
在基期和统计报告期内连续监测电耗数据和影响因素数据需要较高的成本和技术能力，因此，可选
择有代表性的时间段测试电耗数据和影响因素数据以确定节电量。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时间段，称为测试
期。测试期可以是 1 小时、2 小时、8 小时，也可以是 1 天、2 天，或更长时间。测试期应包含相关系
统或设备的各典型工况。
注 1：
对于气候敏感的用电系统如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典型工况可参考历史气象记录平均值确定（不应包括气候反常的
情况）
。
注 2：
对于生产过程等用电系统（如工矿企业）
，典型工况可参考相关历史生产记录确定。

用电系统的工况为日循环时（即日与日之间是重复循环的）
，测试期宜为具有代表性的几天（典型
日）
。
用电特性随季节变化明显的用电系统（如建筑暖通空调系统）
，其典型工况在 4 个季节中都会有所
分布，测试期宜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月（典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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