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 

2016 年 11 月



 

 1 

前    言 

 

2007 年，原建设部发布了《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

则》，有效推进了建筑领域能源审计工作，“十二五”期间全国共实施公共建筑能

源审计 1.1 万栋，为科学开展节能改造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为进一步扩大审计

范围、提升审计深度、激发市场活力，2015 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

科技司组织对审计导则进行修订，经过多轮的研讨与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最

终形成了《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以下称“本导则”），并予以印发。 

公共建筑能源审计是通过对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消耗水平、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果进行监测、诊断和评价，从而发现节能潜力，提出节能运行调适和改造建议，

是属于建筑节能管理范畴的活动。在能源审计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制定公共

建筑用能管理、能耗公示、能耗定额及超定额加价、节能改造市场化推广等制度、

标准和机制。修订和推广实施本导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导则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审计程序，审计内容，审计方法，

审计报告和附表。相比原导则，主要修订内容有：一是强化技术层面要求；二是

明确一、二、三级能源审计内涵及重点工作；三是细化建筑分类和功能区分类，

提出相应审计指标；四是优化审计方法，突出以分项计量为基础，对无分项计量

或者部分数据来源缺失的建筑能源审计提出了数据采集及计算方法；五是增加建

筑围护结构及设备性能检测要求；六是提出测算节能改造预期节能量和效益的要

求；七是修订附表内容。 

本导则在实施、应用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总结经验，并将需要

修改、补充的意见和建议反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建设部南配楼；邮政编码：100037；电话：010-58934948；

邮箱：ggjzjn@163.com；传真：010-58934946），以供今后再次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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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全国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工作，规范审计程序、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

制定本导则。 

1.0.2 公共建筑能源审计旨在摸清建筑基本信息和能源使用状况，分析用能规律，

发现存在问题，并提出节能改造方向和措施，提升建筑能效水平，降低能源资源

消耗。 

1.0.3 本导则适用于所有类型单体公共建筑。 

1.0.4 本导则主要依据能量平衡和能量梯级利用原理、能源成本分析原理、工程

经济与环境分析原理以及能源利用系统优化配置原理。 

1.0.5 本导则制定主要参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 530 号）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3 号）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企业能源审计技术通则》（GB17166）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GB/T 15587）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GB 15316）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 

《电梯技术条件》（GB/T10058） 

1.0.6 建筑能源审计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守信，对被审计建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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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审计无关的经营财务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1.0.7 建筑能源审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与规定。 

1.0.8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

计导则》（建科[2007]249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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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能源审计 building energy audit 

通过对建筑进行文件审查和调研测试，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定量分

析，对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消耗水平、经济效益和环境效果进行监测、诊断和评

价，从而发现建筑节能潜力，提出节能运行调适和改造建议。 

2.0.2 建筑能耗 building energy consumption 

建筑使用过程中，为满足建筑环境（采暖、空调、制冷、照明、通风等）和

使用功能（动力、炊事等）而产生的能耗，消耗能源种类包括电力、水、燃气、

燃油、燃煤、市政热源（或冷源）及可再生能源等。 

2.0.3 审计周期 audit period 

审计所考察的时间区段，根据不同审计类别及建筑业主需求确定。 

2.0.4 能耗指标 energy consumption index 

建筑总能耗或分项能耗与建筑面积或建筑使用人数等参数的比值，也包括根

据行业特点或者业主需求设立的能反映能耗特点的指标。 

2.0.5 再生水 reclaimed water 

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具有一定使用功能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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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建筑能源审计主要是针对建筑围护结构、动力系统、暖通空调系统、可再生

能源系统、水资源利用、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等进行监测、诊断和评价。 

3.2 建筑能源审计按照审计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3.2.1 一级能源审计 

1 旨在掌握建筑和用能系统信息，了解建筑用能总体现状，并通过与国家或

地方相关标准对比，判断建筑总体用能水平。 

2 要求完成建筑基本信息和用能系统调查；检测评估室内基本环境品质状况；

基于全年及分月用电、蒸汽、天然气、油、可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等账单或能耗

统计记录数据，计算建筑年总能耗和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等能耗指标；通过与国家

或地区能耗标准对比，对建筑用能现状进行总体评价。 

3 要求收集至少 1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 

3.2.2 二级能源审计 

1 旨在掌握建筑各分项用能规律和运营管理水平，发现存在问题，提出节能

改造方向。 

2 除一级审计要求外，还需分析计算建筑暖通空调、照明插座、动力、生活

热水、餐饮、其他等各分项能耗指标；审阅建筑的能源管理文件，对建筑进行现

场巡查，评估建筑运营与管理水平；根据需要对重要系统和设备进行测试；对采

暖、制冷、照明等各分项供能系统做出评价，提出节能改进建议。 

3 要求收集至少 3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 

3.2.3 三级能源审计 

1 旨在通过建筑围护结构、用能设备及系统检测，对建筑性能及用能系统进

行详细诊断，分析问题，明确改造方案，并进行节能量和经济性分析。 

2 除二级审计外，还应包括建筑及设备能效测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测评；

室内空气质量状况检测；提出详细且具备可操作性的节能改造方案；基于实测数

据或能耗软件核算节能量，并进行经济性分析评价。 

3 要求收集至少 3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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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地区确定的重点用能建筑应分步骤开展能源审计。国家或地方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应尽量开展二级及以上能源审计。建筑结构或功能变更后

应开展能源审计。 

3.4 建筑或设备检测方法应参照国家相关检测标准，检测数量按本导则的规

定或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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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计程序 

4.1 审计准备阶段 

4.1.1 审计开始前，应由能源审计的委托单位确定审计目标建筑及审计等级，由

审计单位判断目标建筑是否具备开展相应审计等级的条件。 

4.1.2 审计目标建筑确立后，审计单位应成立审计小组，并在审计开始 10 个工作

日之前由委托单位书面通知被审计单位，在审计开始 5 个工作日之前由审计单位

向被审计单位发放建筑基本信息表（附表 A）、建筑用能设备基本信息表（附表

B）和建筑能耗数据信息表（附表 C）。 

4.1.3 现场审计工作开始之前，被审计单位应将填写好的附表 A、B、C 提交审计

单位，并应确定配合能源审计工作的责任人和联络人。 

 

4.2 审计实施阶段 

4.2.1 审计小组应首先主持召开建筑能源审计座谈会，与被审计建筑的业主代表、

物业管理代表以及能源管理代表进行沟通，确定建筑能源审计的具体要求和实施

内容，以及审计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辅助条件，并核对审计准备阶段发放表

格中的数据和信息，共同完善表格内容。 

4.2.2 被审计单位应向审计小组提供与审计工作相关的文件资料，并提供与审计

工作相关的现场工作支持。 

4.2.3 审计小组的现场审计工作应包括文件审查和调研测试两个部分。 

1 文件审查主要包括对被审计建筑的竣工图纸、能源账单、能耗监测数据、

主要设备的台帐、运行记录和维修保养记录、已采取的节能措施、能源管理等文

件资料进行审查和核实，并做好记录，对必要文件进行复印、扫描或拍照。 

2 调研测试主要包括建筑巡查、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室内环境检测、

专项检测（三级审计）以及数据采集，并应做好现场记录和拍照，填写建筑能源

审计现场巡查表（附表 E）。 

4.2.4 审计单位应参考图 4-1 所示工作流程实施能源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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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审计报告阶段 

4.3.1 现场审计过程结束后，审计单位应对文件审查和调研测试得到的数据资料

进行整理、计算和分析。 

4.3.2 审计单位撰写能源审计报告，并就审计报告结论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

形成最终审计结论。 



 

 8 

 

图 4-1  审计工作流程图 

 

 

审计项目委托

信息资料收集

文件审查

现场调研

室内环境检测

数据整理汇总

计算分析评价

能耗指
标对标

分项能
耗指标

能源管
理评价

节能量
分析

撰写审计报告

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

形成审计结论

节能专项检测

投资额
分析

投资回收
期分析

是

否
是否达到审计条件

能源审计座谈会

说明原因，结束

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

报告阶段

节能改
进建议

（适用于三级）

（适用于二级、三级） （适用于三级）



 

 9 

5 审计内容 

5.1 一级能源审计 

5.1.1 根据一级能源审计的目的和要求，建筑一级能源审计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建筑基本概况。 

2 检查建筑用能设备基本信息。 

3 检查建筑能耗信息或能耗统计记录资料。 

4 计算、分析建筑能耗指标并对标。 

5 检测评估建筑室内基本环境品质状况。 

5.1.2 建筑基本概况检查应包括：审阅并记录建筑面积、建筑使用面积、建筑辅

助面积、建筑结构形式、围护结构、建筑使用人数、不同功能区域面积及其运行

时间表、可再生能源和再生水是否应用等建筑基本信息，记录表格见附表 A。 

5.1.3 建筑用能设备基本信息检查应包括：审阅并记录建筑内主要用能设备的基

本信息，记录表格见附表 B。 

5.1.4 建筑能耗数据信息检查应包括：审阅并记录建筑一年以上完整的全年能源

费用账单、计量数据、运行记录、分析报告、建筑自动化系统存储的记录数据等

资料，记录表格见附表 C。 

5.1.5 当有分项能耗计量系统时，应检查建筑能耗分项计量、监测管理系统现状，

以及计量器具的配置及管理制度是否满足相关要求，并对能耗监管和计量现状进

行评价。 

5.1.6 计算、分析建筑能耗指标并对标，将各类能源实耗值统一折算为标准煤，

在此基础上计算、分析建筑能耗指标，并与国家、地方能耗标准进行对比。 

5.1.7 建筑室内基本环境品质状况检查，应分别对建筑不同功能的有代表性的房

间或区域开展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室内基本环境品质状况检测。检测数量和内容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数量：当建筑使用面积小于 1 万 m2 时，检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5 处；

当建筑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 1 万 m2，且小于 5 万 m2 时，检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8

处；当建筑使用面积大于 5 万 m2 时，每增加 1 万 m2，应增加检测数量 3 处。 

2 检测内容：包括室内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照度等，并评判所检测的房



 

 10 

间或区域室内基本环境品质状况是否符合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室内环境实

测记录表格见附表 D。 

 

5.2 二级能源审计 

5.2.1 进行二级能源审计时，除完成一级能源审计要求外，审计单位还宜对建筑

能源消费及能源管理进行分析，找出建筑能源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的

建议。二级能源审计工作应增加下列内容： 

1 检查建筑节能管理状况。 

2 检查建筑用能设备运行状况。 

3 计算、分析建筑分项能耗指标。当建筑应用可再生能源时，计算并分析可

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当建筑应用再生水时，计算并分析再生水所占的比例。 

4 提出合理化的节能改进建议。 

5.2.2 建筑节能管理状况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能源管理制度、节能管理文件；有无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单位节能计划和节

能措施。 

2 能源计量、监测管理制度；有无配备合格的能源计量器具、仪表。 

3 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 

4 设备产品说明书和调试记录。 

5 设计图纸和计算书。 

6 节能工作责任制；有无明确节能工作岗位及其任务和责任。 

7 节能宣传与培训。 

5.2.3 建筑用能设备运行状况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建筑内主要用能设备的运行状况。 

2 对建筑现场进行逐项检查，填写建筑能源审计现场巡查表（附表 E）。 

5.2.4 建筑分项能耗指标计算、分析，计算方法见第 6 章，建筑分项能耗指标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指标，包括空调通风系统能耗指标和供暖系统能耗指标。 

2 照明及插座取电设备系统能耗指标。 

3 动力系统能耗指标，包括电梯能耗指标、水泵能耗指标和通风机能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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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热水能耗指标。 

5 餐饮能耗指标。 

6 其他能耗指标。 

图 5-1  建筑能耗指标体系框架图 

 

5.2.5 根据二级能源审计要求和建筑实际情况，找出建筑能源系统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合理化的节能改造建议，主要包括能源管理体系、用能系统、行为节能等三

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改造建议。 

 

5.3 三级能源审计 

5.3.1 进行三级能源审计时，除完成二级能源审计要求外，审计单位还应对建筑

分项能耗进行拆分统计、对建筑室内环境品质中空气质量状况进行监测、对建筑

主要用能系统性能进行针对性检测，同时还应对节能改造技术措施及经济性进行

分析。三级能源审计工作增加下列内容： 

1 详细拆分统计建筑分项能耗，记录表格见附表 F。 

2 检测评估建筑室内环境品质中空气质量状况。 

3 检测建筑用能系统能效性能。 

4 当围护结构有较大改动时，需开展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 

5 当建筑应用可再生能源时，需测算可再生能源的效益；当建筑应用再生水

时，需测算再生水的效益。 

6 测算节能改造措施的节能量及其投资额。 

5.3.2 建筑室内环境品质中空气质量状况检查，应分别对建筑不同功能的有代表

性的房间或区域开展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室内环境品质中空气质量状况检测。检测

数量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总能耗指标 

照明插座系
统能耗指标 

动力系统
能耗指标 

生活热水
能耗指标 

其他能耗
指标 

餐饮能耗
指标 

暖通空调系
统能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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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数量：按照本导则 5.1.7 条。 

2 检测内容：包括 CO2、VOC、PM2.5 等浓度，并评判所检测的房间或区域

室内环境品质中空气质量是否符合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室内环境实测记录

表格见附表 D。 

5.3.3 建筑主要用能系统审计工作主要是对用能系统能效性能进行检测，检测范

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检测： 

    1 制冷机组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制冷机组和制冷系统能效比、制冷机组

耗电功率、冷冻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冷却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室外温度和湿

度等。 

    2 制热机组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制热机组性能系数、制热机组耗电功率、

热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室外温度等。 

    3 锅炉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锅炉效率、热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等。 

    4 水泵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水泵电功率、水泵流量、水泵进出口压力等。 

    5 空调机组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组合式空调机组风量、组合式空调机组

风机输入功率、组合式空调机组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组合式空调机组送回风温

度、组合式空调机组进出水温度和流量等。 

    6 太阳能热水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集热系统效率、集热系统得热量、贮

热水箱热损因数、供热水温度、室外温度等。 

    7 地源热泵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室内温湿度、热泵机组性能系数和系统

能效比。 

    8 再生水性能检测的参数应包括：化学需氧量、悬浮物、色度、PH、氨氮等。 

    9 双方商定的其它详细检测项目。 

5.3.4 根据三级能源审计要求和建筑实际情况，分析节能改造措施及其节能量，

同时对实施节能改造所需的费用及回收期等进行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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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计方法 

6.1 基本规定 

6.1.1 建筑面积、空调面积、采暖面积、建筑分项面积计算应根据建筑竣工图纸

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建筑面积取外墙外边界围成面积的总和计算，包括半地下

室、地下室的面积，但不包括车库面积。 

6.1.2 建筑能耗总量应采用建筑用能记录或能源账单，必须说明记录日期。 

 

6.2 建筑能耗指标 

6.2.1 建筑能耗指标等于建筑年能耗除以建筑面积，按照公式（6-1）进行计算。 

………………..………………………（6-1） 

式中： 

e——建筑能耗指标，单位为 kWh/m2； 

E——建筑年能耗，单位为 kWh； 

A——建筑面积，单位为 m2。 

6.2.2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指标等于建筑供冷和供暖的能耗分别除以建筑空调面积

和采暖面积，按照公式（6-2）进行计算。 

………………..……………………（6-2） 

式中： 

eH/C——建筑采暖或空调能耗指标，单位为 kWh/m2； 

EH/C——建筑年供暖或空调能耗，单位为 kWh； 
AH/C——建筑供暖面积或空调面积，单位为 m2。 

6.2.3 照明插座、动力设备、生活热水系统能耗指标等于该系统或设备年能耗除

以建筑面积。 

6.2.4 医院、商业综合体等功能较为复杂的建筑，可根据建筑功能按同类建筑可

比较的原则，计算人均能耗指标、单位床位的能耗指标或单位人流量能耗指标。 

 

A
Ee =

CH

CH
CH A

E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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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建筑分项能耗-有分项计量系统 

6.3.1 当建筑有能耗分项计量系统时，应优先根据计量结果确定分项能耗。当能

耗分项计量系统有个别支路出现不同用能设备混接时，可根据条文 6.5 规定的方

法进行计算和拆分。 

6.3.2 分项计量数据有效性检验 

根据分项计量装置量程范围进行检验，凡超出计量装置量程范围采集读数属

于无效数据，应予以剔除； 

根据计量回路负载额定容量进行检验，凡超出所计量回路负载额定容量的采

集读数属于无效数据，应予以剔除。 

6.3.3 分项计量数据插值方法 

分项计量数据缺失时，应采用一维插值方法补全缺失数据，常用的方法包括

分段多项式插值与三次样条插值等，可采用 Excel、MATLAB 等统计分析工具进

行插值计算。 

 

6.4 建筑分项能耗-无分项计量系统 

6.4.1 当建筑内没有分项计量系统时，可根据变配电系统原理图及运行记录，设

备运行记录，主要设备、主要支路的现场实测能耗，设备铭牌等信息统计得到分

项能耗数据。 

6.4.2 照明系统和室内设备能耗计算可调查电气配电图纸，统计设备数量、功率、

运行情况，将总功率与估算运行时间相乘得到。 

6.4.3 电梯能耗可按电梯功率与运行时间相乘后再乘以同时使用系数计算。 

6.4.4 其他用能设备的能耗计算，如有运行记录，则应根据运行记录和设备运行

功率进行统计计算；如无运行记录，则应合理估算运行小时数，再计算全年能耗。 

 

6.5 暖通空调系统分项能耗-无分项计量系统 

6.5.1 在无法根据分项计量系统得到暖通空调系统能耗时，可根据暖通空调系统

运行特点，按不同设备区分其能耗审计方法，审计小组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

方法。 

6.5.2 制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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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采用运行记录中的逐时功率（或根据运行记录中的冷机负载率和电

流计算冷机的逐时功率），对全年运行时间进行积分； 

方法二：若无逐时功率或逐时负载率、电流数据时，可将制冷机的额定功率

与当地同类建筑的当量满负荷运行小时数相乘得到。 

6.5.3 空调水泵： 

方法一：采用运行记录中的逐时功率（或根据运行记录中的逐时电流计算水

泵的逐时功率），对全年运行时间进行积分； 

方法二：在没有相关运行记录时。 

1 定速运行或虽然采用变频但频率基本不变的水泵能耗计算可实测各水系

统中不同的启停组合下水泵的单点功率，根据运行记录统计各启停组合实际出现

的小时数，计算每种启停组合的全年电耗之和。 

2 变频水泵能耗计算可实测各水系统在不同启停组合下工频时水泵的运行

能耗，再根据逐时水泵频率的运行记录计算逐时水泵能耗，并对全年运行时间进

行积分。 

6.5.4 空调机组、冷却塔、新风机组和通风机等设备能耗计算方法与水泵类似。 

6.5.5 风机盘管能耗计算应统计建筑中各区域风机盘管的数量和功率，并通过访

谈、现场观察等方式合理估计开启率和运行时间。 

6.5.6 分体空调能耗计算应统计建筑中所有分体空调的数量和功率，通过访谈、

现场观察等方式合理估计开启率和运行时间。 

6.5.7 热源 

1 当采用自备热源时，根据运行记录或燃料费账单统计热源消耗的燃料量；

热源消耗的电量可认为是恒定值，用实测功率乘以运行时间得到。 

2 在采用市政热力时，应根据热量表读数计算；在没有安装热量表时，若换

热器二次侧为定流量系统，且有二次水系统逐时进出口水温或温差的运行记录，

则可实测二次水系统的流量计算得到。 

 

6.6 分项能耗平衡检验 

6.6.1 得到分项能耗数据后应以能源账单的总能耗信息为依据，进行分项能耗平

衡检验，分项能耗和总能耗的偏离率不应超过 15％。若不满足平衡校核条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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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以下方法： 

1 对于有分项计量系统的建筑，应对分项计量系统计量范围重新审查，如有

未纳入分项计量系统的设备应按照条文 6.4 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2 对于无分项计量系统的建筑，应调整分项能耗数据的设定值，重新计算。 

6.6.2 当进行三级审计的时候，可通过能耗模拟、测试分析或其他合理的方法综

合分析暖通空调能耗、照明能耗在不同条件下的节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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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审计报告 

7.1 总体要求 

7.1.1 一级能源审计报告应列出审计目的、范围、依据及审计过程的简介；应结

合被审计单位的建筑基本信息、用能设备信息和用能现状，给出建筑总能耗指标

并进行对标分析。 

7.1.2 二级能源审计报告除应满足 7.1.1 条规定外，还应结合被审计单位的能源管

理状况、主要用能设备和系统的特性、运行状况，根据审计要求和建筑实际存在

的问题给出审计结果和节能改造建议。 

7.1.3 三级能源审计报告除应满足 7.1.1、7.1.2 条规定外，还应提出节能改造措施，

并量化分析其节能量、投资额及投资回收期。 

7.1.4 在审计报告的扉页应注明审计日期、报告编制单位和审计小组主要成员名

单，同时应有编写人、审核人及批准人签字。 

7.1.5 能源审计过程中收集到的重要资料可作为审计报告的附件。 

 

7.2 章节结构及内容要求 

7.2.1 第一章  能源审计概况 

1 审计目的 

2 审计依据 

3 审计周期 

4 审计范围 

5 审计等级 

6 建筑基本信息 

7 用能系统概况 

7.2.2 第二章  建筑能源管理（适用于二级、三级能源审计） 

开展能源审计时，应对建筑能源管理状况进行描述，可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能源管理机构 

2 建筑能源管理方针和目标 

3 建筑用能设备使用、计量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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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用能管理制度 

5 建筑节能改造 

7.2.3 第三章  建筑能耗分析 

1 建筑总能耗分析、指标计算及对标分析 

2 能源种类构成及占比分析 

3 逐月能耗分析 

对审计周期内一年及以上的逐月能耗分析，逐月能耗波动异常的建筑应根据

调研结果给予说明。 

4 分项能耗拆分（适用于二级、三级能源审计） 

审计周期内建筑用能分项能耗的拆分结果。 

7.2.4 第四章  建筑室内环境检测 

应说明室内环境检测的基本信息、检测结果以及对检测结果的分析评价，并

应分析通过检测发现的室内环境问题。 

7.2.5 第五章  建筑节能专项检测（适用于三级能源审计） 

开展三级能源审计时，应说明节能专项检测的检测内容、检测基本信息、检

测结果以及对检测结果的分析评价，并应分析通过检测发现的问题。 

7.2.6 第六章  节能潜力分析及建议（适用于二级、三级能源审计） 

1 二级能源审计节能潜力分析及建议应包括能源管理和用能系统存在问题

及节能改造建议。 

2 三级能源审计除应满足二级能源审计要求外，还应提出节能改造方案，并

分析其节能量、投资额及投资回收期。 

7.2.7 第七章  审计结论 

1 一级能源审计的审计结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1）建筑总能耗指标值 

2）建筑能耗分类指标值 

3）建筑能耗对标结果 

4）室内环境检测结果 

2 二级能源审计的审计结论除应满足一级能源审计的相关要求外，还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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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 

1）建筑各分项能耗的指标值 

2）主要的节能改造建议 

3 三级能源审计的审计结论除应满足一级、二级能源审计的相关要求外，还

应包括以下内容： 

1）节能专项检测结果 

2）节能改造初步方案及技术经济分析结论 

7.2.8 审计单位可参考图 7-1 撰写能源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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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能源审计概况 
1.1 审计目的 
1.2 审计依据 
1.3 审计周期 
1.4 审计范围 
1.5 审计等级 
1.6 建筑基本信息 
1.7 用能系统概况 

第二章 建筑能源管理（适用于二级、三级） 
2.1 建筑能源管理机构 
2.2 建筑能源管理方针和目标 
2.3 建筑用能设备使用、计量及管理 
2.4 建筑用能管理制度 
2.5 建筑节能改造 

第三章 建筑能耗分析 
3.1 建筑总能耗分析 
3.2 建筑能耗指标及对标分析 
3.3 能源种类构成及占比分析 
3.4 逐月能耗分析 
3.5 分项能耗拆分（适用于二级、三级） 

第四章 建筑室内环境检测 
4.1 室内温湿度检测分析 
4.2 室内二氧化碳浓度检测分析 
4.3 室内照度检测分析 

第五章 建筑节能专项检测（适用于三级） 
    5.1 建筑用能系统性能检测分析 

5.2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分析 
5.3 可再生能源系统性能检测分析 

第六章 节能潜力分析及建议（适用于二级、三级） 
6.1 节能潜力分析 
6.2 节能改造建议 
6.3 节能改造方案（适用于三级） 

第七章 审计结论 
附表 

附表 A 建筑基本信息表 
附表 B 建筑用能设备基本信息表 
附表 C 建筑能耗数据信息表 
附表 D 室内环境实测记录表 
附表 E 建筑能源审计现场巡查表 
附表 F 分项能耗拆分统计表 
 

 

图 7-1  能源审计报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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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  建筑基本信息表 

建筑名称： 详细地址： 
建筑单位： 物业管理单位： 

竣工年份：  
建筑面积：                         m2  
建筑使用面积：                     m2 
建筑辅助面积：                     m2 

建筑层数：地上       层，地下       层 建筑高度：       m，建筑朝向：         
建筑类型： 
□办公建筑           □体育建筑 
□商场建筑           □通信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交通建筑 
□文化教育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 

建筑人流量：                     人/日 
建筑运行时间表： 
一天运行      小时：从       到        
一周运行       天： 从       到        
一年运行       月： 从       到        
 

建筑功能区域面积： 
办公            m2；宾馆           
m2； 
商场            m2；餐饮           
m2； 
体育健身             m2； 
其他（请注明）                  m2 

地下            m2；车库           
m2； 
设备层           m2；仓库          
m2；       
特殊功能区域（请注明功能）           
m2 
其他（请注明功能）                  m2 

执行的建筑节能标准： 
建筑围护结构： 
窗墙比： 
结构形式：□砖混  □剪力墙  □钢结构  □木结构  □玻璃幕墙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 
外墙墙体：□实心粘土砖  □空心粘土多孔砖  □灰砂砖  □加气混凝土砌块  □混凝土小型

空心砌块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 
外墙是否保温：□是  □否 
保温材料和厚度             

屋顶是否保温：□是  □否 
保温材料和厚度           

是否采用外遮阳：□是  □
否 

门窗类型： 
□幕墙          
□局部幕墙           
□普通门窗        
□其他（请注明）：           

玻璃类型： 
□单层玻璃          
□中空玻璃           
□镀膜玻璃        
□其他（请注明）：           

窗框材料： 
□钢窗          
□铝合金           
□木窗       
□塑钢       
□其他（请注明）：           

是否采用可再生能源：□是    □否 
可再生能源类型：□太阳能热水   □太阳能光伏   □热泵   □其他（请注明）：           
是否采用再生水：□是    □否 
再生水类型：□雨水         □废水         □其他（请注明）：                     
是否采用分项计量：□是    □否 
分项计量类型：□电    □水    □燃气    □市政蒸汽    □其他（请注明）：           
开始使用年份：                 使用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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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开展过能源审计：□是    □否 
审计时间：                   
是否开展过节能改造：□是    □否 
改造时间：                   改造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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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  建筑用能设备基本信息表 

冷热源设备（可多选：） 

制冷设备： 
□水冷式机组          
□空气源热泵机组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地/水源热泵机组 
□水环热泵机组 
□房间空调器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供热设备： 
□燃气/燃油锅炉          
□电锅炉           
□集中热网        
□空气源热泵机组 
□溴化锂吸收式热水机组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地/水源热泵机组 
□房间空调器 
□热电联产机组 
□太阳能热水器 
□其他（请注明）：             

生活热水设备： 
□燃气/燃油锅炉          
□电锅炉           
□空气源热泵机组 
□太阳能热水器 
□地源热泵机组 
□水源热泵机组 
□热电联产机组 
□外供蒸汽或热水 
□其他（请注明）：

________  

制冷负荷       kW；制热负荷       kW；电功率      kW；平均运行时间：每天      
小时，每年      月 
照明灯具形式（可多选：）  
室内区域： 
灯具类型：□白炽灯   □普通荧光灯   □细管型荧光灯   □紧凑型荧光灯   □钠灯   □汞
灯   □LED灯   □金属卤化物灯   □其他（请注明）：                     
镇流器类型：□普通电感镇流器   □节能电感镇流器   □电子镇流器    
室外区域： 
灯具类型：□白炽灯   □荧光灯   □钠灯   □汞灯   □LED灯   □金属卤化物灯   
镇流器类型：□普通电感镇流器   □节能电感镇流器   □电子镇流器    
照明系统： 
照明区域 区域面积

(m2) 
灯具类型 照明灯

具数量 
总功率

(W) 
照度

(lx) 
照明日平

均开启时

间（h） 

调节方式 

        
        
        
        

 

电梯： 
电梯编号 电梯类型 功率（kW） 平均日运行时间

（h） 
控制方式 

     
     
     
     

 

其他能源： 
办公设备： 
办公设备种类 台数（台） 额定功率（W） 总功率（kW） 日平均运行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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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电脑     
打印机     
复印机     
传真机     
笔记本电脑     
其他     

 

水泵： 
水泵种类 台数（台） 额定功率（kW） 总功率（kW） 年平均运行时间（h） 
生活给水泵     
热水泵     
污水泵     
其他     

 

风机： 
风机种类 台数（台） 额定功率（kW） 总功率（kW） 年平均运行时间（h） 
加压送风机     
排烟风机     
卫生间排气扇     
其他     

 

厨房设备： 
厨房设备种类 台数（台） 额定功率（kW） 总功率（kW） 年平均运行时间（h） 
电磁灶     
洗碗机     
微波炉     
冷藏箱     
排气罩     
其他     

炉子：          台，燃料形式：         ，燃料消耗量：         kg/h(或m3/h)，年平

均运行时间：         h 
变压器：         台，功率：         kW，年运行时间：         h 
净化机组：         台，功率：         kW，年运行时间：         h 
可再生能源：类型         ，应用量：         kW，年运行时间：         h 
再生水水泵：         台，功率：         kW，年运行时间：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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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C  建筑能耗数据信息表 

        年～        年逐年能源账单 

能源种类 
    年份 

电(kWh) 
天然气

（m3） 
人工煤气

（m3） 
柴油（t） 

外供蒸汽/ 
热水（GJ） 

用水量（t） 
再生水量

（t） 
其他 

         年全年累计         
         年全年累计         
         年全年累计         

        年逐月能源账单 

   月份 
能源种类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总计 

电（kWh）              
天然气（m3）              
人工煤气（m3）              
柴油（t）              
外供蒸汽 / 热
水（GJ） 

             

用水量（t）              
再生水量（t）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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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D  室内环境实测记录表 

房间号          室 测点 温度（℃） 
相对湿度 
（%） 

风速 
（m/s） 

照度 
（lx） 

CO2 浓度 
ppm(mg/m3) 

VOC 浓度 
（mg/m3） 

PM2.5 浓度 
（μg/m3） 

      年    月    日 
 

上午     点 
(9:00~11:00 为宜) 

室外新风        

室内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上午平均值        

      年    月    日 
 

下午     点 
 (14:00~16:00 为宜) 

室外新风        

室内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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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        

下午平均值        
一天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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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  建筑能源审计现场巡查表 

编号 问题 存在 不存在 备注 
管理 

A-1 供暖空调系统的温控装置不容易调节或失灵    
A-2 温控装置的设定温度不在节能设计标准推荐范围内    
A-3 无人区域或很少使用的区域仍然供暖、供冷或照明    
A-4 下班后少数人加班，空调系统仍照常运行    
A-5 在无人时间段内室内温度不作调整    
A-6 在人员到达之前暖通空调设备便启动，一直运行到所

有人都离开 
   

A-7 未用已安装的百叶帘和窗帘作为建筑辅助的遮阳措施    
A-8 无电动机和其他电动设备的运行维修记录    
A-9 控制系统和装置未作定期检查    
A-10 楼宇设备自控系统未正常运行    
A-11 其他项    

建筑围护结构 
E-1 外墙屋顶的保温系统不符合节能设计标准    
E-2 围护结构的保温层已破裂或脱落    
E-3 门窗空气渗透较严重    
E-4 其他项    

供暖系统 
H-1 供暖期室温设定值高于24℃    
H-2 在空调季仍然开着供暖锅炉    
H-3 未根据厂家规定定期对锅炉进行检修和维护    
H-4 锅炉容量偏大，与建筑热负荷匹配性差    
H-5 燃油锅炉运行中有过量烟尘    
H-6 锅炉或热水器有故障或低效率的征兆    
H-7 进入锅炉的空气未经预热    
H-8 热水或蒸汽管道无保温或保温层破裂    
H-9 无热回收系统    
H-10 垂直通道或楼梯间热损失较严重    
H-11 供暖泵选型偏大    
H-12 未安装锅炉排烟温度表    
H-13 未安装锅炉烟气含氧量表    
H-14 其他项    

空调系统 
C-1 供冷期室温设定低于24℃    
C-2 建筑内各房间温度相差超过3℃    
C-3 无人时间段房间内空调系统末端（如风机盘管或带风机的

变风量空调系统末端）仍照常运行 
   

C-4 空调系统运行的同时开着门窗    
C-5 空调系统的制冷能力与建筑负荷不匹配，容量过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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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小 
C-6 暖通空调系统存在冷热抵消的现象    
C-7 未根据厂家规定定期对冷水机组进行检修和维护    
C-8 未安装冷却水处理装置    
C-9 供冷管道或风道未做必要的保温    
C-10 冷水管路、阀门或管件有渗漏    
C-11 制冷机台数及容量配置不合理    
C-12 过渡季或供暖季仍然开启制冷机供冷    
C-13 空调系统变频装置未正常运行    
C-14 其他项    

通风系统 
V-1 建筑内无人时新风阀依然开启    
V-2 室内人员感觉沉闷、空气不新鲜，有人反映“病态建筑

物综合症” 
   

V-3 过渡季节未充分利用室外新风    
V-4 建筑内无新风量按需控制系统    
V-5 未提前开启新风系统或利用夜间通风    
V-6 其他项    

生活热水系统 
W-1 生活热水的温度高于60℃    
W-2 储水箱、管道、阀门和热水器的保温不合理    
W-3 在供暖季，电热水器的使用无时间限制    
W-4 无热水储存装置    
W-5 热水系统中跑冒滴漏现象明显    
W-6 大楼有热水供应，但大楼热水需求较小，或几乎无需求    
W-7 其他项    

照明 
L-1 在无人区域开着灯或照度偏大    
L-2 工作区域的照度水平高于推荐值    
L-3 在工作区域使用白炽灯    
L-4 在工作区使用传统的荧光灯    
L-5 使用高压汞灯    
L-6 灯泡和灯具不干净    
L-7 未充分利用自然采光    
L-8 照明系统未分区控制    
L-9 其他项    

电机、风机和水泵 
F-1 采用普通电机    
F-2 电机总是在部分负荷下运行（如经常在低于50%的负荷

下运行） 
   

F-3 泵或风机的尺寸过大    
F-4 泵或风机均定速运行    
F-5 其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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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计量装置 
M-1 能耗采用分项计量    
M-2 分项计量数据实施上传    
M-3 其他项    

可再生能源系统 
E-1 建筑安装可再生能源系统    
E-2 可再生能源系统未正常使用    
E-3 其他项    

再生水系统 
W-1 建筑安装再生水系统    
W-2 再生水系统未正常使用    
W-3 其他项    

 
 
 
 
 
 
 
 
 
 
 
 
 
 
 
 
 
 



 

 31 

 
附表 F  分项能耗拆分统计表格 

注：并非所有的表格都需要填。应结合各建筑的实际情况，采用本导则第 6 章的方法进行能耗拆分，只统计需要的能耗数据。各表格可按实际需要进行扩

充，某些运行记录数据太多，建议以电子表格的形式进行整理。 
 

1.主要变配电支路运行记录表 
表 F1  配电系统结构 

主要支路编号 电表编号 变电比 负责系统 子支路编号 电表编号 负责系统 变电比 

 
 

  
    
    
    

 
 

  
    
    
    

…… 
表 F2  配电支路历史运行记录(逐时功率或逐时累计用电量) 

日期/时间 
支路编号 1
（kWh） 

支路编号 2
（kWh） 

支路编号 3
（kWh） 

支路编号 4
（kWh） 

支路编号 5
（kWh） 

支路编号 6
（kWh） 

       
       
       

…… 
合计（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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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3  配电支路电功率测量结果 

日期/时间 支路编号 1
（kWh） 

支路编号 2
（kWh） 

支路编号 3
（kWh） 

支路编号 4
（kWh） 

支路编号 5
（kWh） 

支路编号 6
（kWh） 

       
       
       

…… 
工作日电耗（kWh）       
非工作日电耗（kWh）       
统计工作日天数（d）  
统计非工作日天数

（d） 
 

支路年能耗（kWh）       
 

2.暖通空调系统运行记录表 
表 F4  冷机历史运行记录 

日期/时间 
1#冷机 2#冷机 3#冷机 

电功率

（kW） 
负载率

（%） 
电流（A） 

电功率

（kW） 
负载率

（%） 
电流（A） 

电功率

（kW） 
负载率

（%） 
电流（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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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5  水泵历史运行记录 

日期/时间 
1#冷冻泵 2#冷冻泵 3#冷冻泵 

电功率

（kW） 
频率

（Hz） 
电流（A） 

电功率

（kW） 
频率

（Hz） 
电流（A） 

电功率

（kW） 
频率

（Hz） 
电流（A） 

          
          
          
          

…… 

日期/时间 
1#冷却泵 2#冷却泵 3#冷却泵 

电功率

（kW） 
频率

（Hz） 
电流（A） 电功率/kW 

频率

（Hz） 
电流（A） 

电功率

（kW） 
频率

（Hz） 
电流（A） 

          
          
          
          

…… 
表 F6  水泵能耗测算表 

水泵开启情况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平均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冷冻泵 1#      
冷冻泵 2#   
冷冻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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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泵 1#+2#      
冷冻泵 1#+3#   
冷冻泵 2#+3#   

冷冻泵 1#+2#+3#   －   
冷冻泵小计 － － － －  

…… 
水泵开启情况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平均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冷却泵 1#      
冷却泵 2#   
冷却泵 3#   

冷却泵 1#+2#      
冷却泵 1#+3#   
冷却泵 2#+3#   

冷却泵 1#+2#+3#   －   
冷却泵小计 － － － －  

…… 

表 F7  冷却塔能耗测算表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冷却塔 1#     
冷却塔 2#     
冷却塔 3#     

…… 
冷却塔合计 － － －  

 
表 F8  空调机组/新风机组能耗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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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开启情况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空调箱机组 1# 

送风机 A     
送风机 B     
回风机     
排风机     
小计 － － －  

新风机组 1# 

送风机     
排风机     

热回收转轮     
小计 － － －  

…… 
空调机组合计 － － －  
新风机组合计 － － －  

 
表 F9  通风机能耗测算表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通风机 1#     
通风机 2#     
通风机 3#     

…… 
通风系统合计 － － －  

 

表 F10  风机盘管能耗测算表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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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3#    

…… 
风机盘管合计 － －  

 
表 F11  分体空调能耗测算表 

 负责面积（m2）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估测平均负载率（%） 
耗电量

（kWh） 
分体空调 1#      
分体空调 2#      
分体空调 3#      

…… 
分体空调合计 － － － －  

 
表 F12  供暖热源能耗历史运行记录 

日期/时间 系统总计（kWh） 子系统 1#（kWh） 子系统 2#（kWh） 子系统 3#（kWh） 
     
     
     

…… 
供暖热源能耗合计（kWh）     

 
表 F13  供暖热源能耗测算表 

日期/时间 二次水系统 1# 二次水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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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温度（℃） 回水温度（℃） 实测流量（m3/h） 供水温度（℃） 回水温度（℃） 实测流量（m3/h） 
       
       
       

…… 
表 F14  其他空调设备能耗测算表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其他空调设备 1#     
其他空调设备 2#     
其他空调设备 3#     

…… 
其他空调设备合计 － － －  

 
表 F15.1  空调系统能耗汇总 

 合计 冷机 冷却泵 冷却塔 冷冻泵 空调机组 新风机组 风机盘管 <其他> 备注 
年能耗 

（万 kWh） 
          

源能耗 
（m3 或

kg） 
－  － － － － － －   

备注：当冷机采用天然气时，源能耗单位为 m
3
；当冷机采用蒸汽时，源能耗单位为 kg。 

表 F15.2  供暖系统能耗汇总 

 合计 供暖热源 循环泵 空调机组 新风机组 风机盘管 <其他> 备注 
年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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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kWh） 
源能耗 

（m3 或 kg） 
－  － － － －   

备注：当供暖热源采用天然气时，源能耗单位为 m
3
；当供暖热源采用蒸汽时，源能耗单位为 kg。 

 
3.其他设备系统能耗测算表 

表 F16  照明能耗测算表 

 灯具类型 灯具数量 灯具额定功率（W） 灯具总功率（W） 估算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区域 1# 
      
      
      

小计 － － － － －  

区域 2# 
      
      
      

小计 － － － － －  
…… 

照明合计 － － － － －  
 

 
表 F17  室内设备能耗测算表 

 室内设备类型 数量 额定功率（W） 总功率（W） 估算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区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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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 － － － －  

区域 2# 
      
      
      

小计 － － － － －  
…… 

室内设备合计 － － － － －  
 

表 F18  其他设备能耗测算表 

 实测功率（kW） 额定功率（kW） 估测运行时间（h） 耗电量（kWh） 
设备 1#     
设备 2#     
设备 3#     

…… 
设备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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