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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能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规范公共建筑能源规范管理，提高公

共建筑能源利用效率，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现阶段，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资源有限，能源消费急

剧增长，能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三倍左右，这正是能源总体利用率较低所造成的。建筑能耗作

为我国三大能源消耗类型之一，是影响我国总体能耗水平的关键部分。建筑用能效率的

提升作为节能工作的重点，不应仅着眼于设备的更新替换，还应利用先进的能源管理手

段，综合提高建筑用能的运行管理水平。 

尽管目前国内外有很多研究机构对现有各类公共建筑设备的能耗及运行情况进行

了摸底调研，为提高设备系统运行的效率、降低设备系统的运行费用、研究设备的节能

技术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但是在标准层面上，如何开展建筑能源管理工作缺乏

相关依据。 

与此同时，加强建筑能源管理是缓解我国能源紧缺矛盾、改善人民生活、减少环境污染

的一项最直接、经济性最好的措施。通过制定完善的建筑设备能源管理标准体系，有利

于全面了解我国能耗水平、能耗结构、系统调控策略、设备性能和设备用能模式；积累

建筑能耗基础数据为国家制定能源结构调整战略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为国家掌握建筑

能耗工作的进展、以及制定合理的相关建筑节能管理政策、标准提供数据支撑。 

因此，建筑能源管理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是急迫且必要的，规程的出台将填补建筑

节能领域的一片空白，为建筑节能运行管理工作提供指导依据，解决存在的重改造，轻

运行的工作盲区。此外，建筑能源管理技术规程还可以有效的促进建筑节能运行管理市

场的建设，刺激建筑节能运行管理需求，引导建筑能源管理发展方向，建立建筑节能市

场发展的良性循环。 

1.0.2 本规程旨在对公共建筑的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照明与插座系统、动力系统、生活热水

供应系统、供配电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以及其他特殊用电系统等的实际运行管理进行指导。 

1.0.3 本规程适用于包括办公、商业、酒店、科教文卫、通信以及交通运输类公共建筑的能

源管理。 

1.0.4 公共建筑的能源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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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国家现行相关标准主要是指一些全文强制标准或一些带有强条的标准，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中的强制性要求是必须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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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能源管理 energy management 

能源管理是对能源的生产、分配、转换和消耗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的计划、组织、检查、

控制和监督工作的总称。 

2.0.2 建筑能源管理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建筑能源管理是将建筑物或者建筑群内的变配电、照明、电梯、空调供暖、通风、热水、

给排水等能源使用状况实行集中监测、管理和控制，从而实现建筑能效提升的技术管理活动。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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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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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评估 energy assessment 

用能评估是指通过实测的能源消耗数据，对建筑物运行过程的用能水平高低与合理与否

进行评估。通常有两种基本评估方法，一是从社会公平性出发的评估方法，另一是指从自身

用能合理性出发的评估方法。 

2.0.6 系统调适 system commissioning 

系统调适是通过在建筑设备系统运行过程中进行监控和管理，保证系统按照设计和用

户的需求实现安全高效的运行和控制的活动。 

2.0.7 合同节水管理 water management contracting 

节水服务企业与用水单位以契约形式，通过集成先进节水技术，为用水单位提供节水改

造和管理等服务，获取收益的节水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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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能源管理应针对建筑中使用的各种能源和水资源，包括外购或输入到建筑的能源

和水资源、经由能量系统转换并产生的二次能源，以及终端使用者消耗的能源和水资源。 

【条文说明】外购的能源包括电、燃气、煤、油等燃料，和从建筑物外部集中供能

系统购入的冷、热量；经由能量系统转换并产生的二次能源，包括冷量、热量以及可再

生能源系统产生的电和热量。 

3.0. 2 建筑能源管理应包括：建筑用能评估与审计、建筑用能系统节能运行与能效提升以及

日常运维和运行管理。 

3.0.3 建筑能源管理针对建筑物或者建筑群内的变配电、照明、电梯、空调制冷供暖、通风、

热水、给排水等系统和设备开展的用能合理性评估、系统运行调适、节能节水改造等活动。 

3.0.4 建筑能源管理技术工作中涉及到的相关系统或设备的测试应根据国家相关检测标准要

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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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用能评估与审计 

4.1 一般规定 

4.1.1 公共建筑能源管理的基础是持续开展用能合理性评估，具体可分为管理者日常评估与

聘请第三方进行能耗审计，并从社会公平性和自身合理性两方面进行评估。 

【条文说明】从用能社会公平性出发的评估方法，是指公共建筑能源管理者根据被

评估建筑的为实现各种特定功能而消耗的能量，及其对应的同类型建筑和功能、相似气

候或同地区的社会平均能耗水平，确定该建筑物为实现特定功能而消耗的能量是否合理，

以此评估。 

从自身用能合理性出发的评估方法，是指承认被测评建筑物的实际使用状况、实际

围护结构性能、设备系统形式等先天因素的前提下，给出没有重大系统设备设计缺陷、

没有严重浪费问题时对应的建筑能耗水平，作为该建筑物的合理能耗，以此评估。 

4.1.2 能源管理者对建筑用能合理性评估时，宜对建筑为实现某种特定功能而消耗的能量，

进行评估，主要包括：暖通空调系统能耗、照明和室内电器电耗、电梯电耗、空调耗冷量和

耗热量等，以及总电耗和总外购能源消耗量，并宜将能耗量进行归一化处理为用能强度等能

耗指标的形式。 

【条文说明】用能强度可为单位建筑面积的能耗，或公共建筑对应服务量（如入住

率、客流量、营业额等）的单位服务量能耗； 

4.1.3 能源管理者应定期对建筑用能合理性进行评估，评估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1 年，宜根据

能量系统运行的周期进行日常评估。 

【条文说明】日常评估周期，可采用采暖季、供冷季、季度、月度、周或日的评估。 

4.1.4 建筑面积 20000m2 及以上的公共建筑或设有大（中）型集中中央空调系统的公共建筑

应定期开展能源审计，审计等级应达到二级及以上，宜由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承担，能源

审计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3 年。 

4.1.5 能源管理者对建筑物进行能耗评估和能耗审计时，应先进行对标，对超过限额指标的

用能系统进行能耗审计和现场实测。 

【条文说明】首先按社会公平性出发的评估方法，以能耗历史数据和建筑物面积、

功能信息为依据，计算被测评建筑的各能耗指标，并与同样功能、类似气候建筑对应的

能耗指标进行比较，判断被测评建筑各能耗是否超出限值，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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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测评建筑超过某项能耗指标合理值的用能系统，则进一步调研相关信息，根

据模拟分析方法计算被测评建筑该用能系统合理用能指标值，再进行评估； 

对于被测评建筑该用能系统仍超过相应能耗指标限值，应进行能耗审计和详细现场

实测。 

 

4.2 日常化评估 

4.2.1 建筑用能系统的日常化评估应根据用能系统运行记录台账、能耗数据报表，结合用能

系统基本运行参数的测试数据，评价分析用能系统的功能性运转情况、能效情况。 

【条文说明】用能系统运行记录反映了系统一段时期内的运行状况，能耗数据报表

则反映了这段时期内能源消费情况。用能系统日常化评估时，以用能系统运行记录、能

耗数据台账分析为主，用能系统基本运行参数测试为辅的方式评价分析用能系统的功能

性运转情况、能效情况，找出用能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指导用能系统运营维护

工作的开展，从而保障建筑用能系统的日常高效运转。 

4.2.2 建筑用能系统日常化评估数据宜采用建筑能源管理系统记录的数据；对于没有建筑能

源管理系统的建筑，可采用人工记录和现场测试的数据。 

【条文说明】随着建筑信息化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建筑建立了建筑能源管理系

统，建筑能源管理系统对建筑用能进行了分类、分项在线监测和计量，具有连续的监测

数据，能够根据要求进行逐年、逐月等不同时间段的分析。因此，建筑用能系统日常化

评估数据宜优先采用建筑能源管理系统记录的数据，提高数据分析能力。 

对于没有建筑能源管理系统的建筑，建筑用能系统日常化评估数据宜通过人工记录

和现场测试两种方法获取。人工记录数据包括电力、自来水、天然气等能源消耗的定期

记录数据、缴费记录数据、设备系统的运行记录等，现场测试数据报告设备系统的运行

参数、效率等可通过仪表测试、计算得到数据。评估建筑总体用能情况，如单位建筑面

积能耗时，可使用人工记录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评估某个设备系统时，可结合该系统的

人工记录数据和现场测试数据进行评估，现场测试应符合《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分析方法可参考《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建办科

[2016]65 号）等相关标准。 

4.2.3 用能系统运行记录台账宜至少有近 1 年的运行记录文件，主要包括：设备运行记录文

件、巡回检查记录文件、运行状态调整记录文件、故障与排除记录文件、事故分析及处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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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文件、运行值班记录文件、维护保养记录文件等。 

【条文说明】建筑用能系统中的空调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等，其运行状况随季节变

化大，只有 1 年以上的运行记录，才能反映系统全年的运行状况，因此至少需要收集 1

年以上的运行记录。建筑用能系统运行情况可通过定时、定点巡回检查的方式进行记录，

主要用能系统或设备记录的间隔时间应不大于 4 小时，次要用能系统或设备的记录间隔

时间不大于 1 天。 

4.2.4 用能系统能耗数据台账宜至少有近 3 年的能源消耗数据账单，主要包括：能耗统计报

表、能源消耗总量账单、分类能源消耗账单等。具体 

【条文说明】建筑能耗受建筑使用强度、气候因素等影响，每年的建筑能耗可能存

在较大的变化，为分析其能耗变化趋势，反映建筑的正常能耗水平，宜至少有近 3 年的

能耗数据。另外，按照《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建办科[2016]65 号）的要求，开展一

级能源审计至少需要 1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开展二级能源审计和三级能源审计均需要 3

年完整的能耗数据。因此，本标准要求在条件允许时，宜收集 3 年的能耗数据；受条件

限制时，至少应收集 1 年的能耗数据。 

能源消耗数据账单应包括建筑消耗的所有能源种类，并收集逐月数据，提高数据分

析能力，主要包括：逐月能源消耗统计报表，逐月能源消耗量报表，逐月能源消耗费用

报表，电力、水、天然气等各类能源的逐月消耗报表。 

4.2.5 用能系统的日常化评估宜对用能系统的基本运行参数进行测试，测试方法应满足《公

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 等国

家相关测试方法的要求。 

【条文说明】为客观反映建筑用能设备、系统的运行状况，建筑物业管理人员可利

用常规的便携式仪表、用能系统已配备的仪表进行基本运行参数的测试，从而辅助评估

建筑用能系统日常运转情况。测试及评估方法可参照《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 等相关标准。 

4.2.6 用能系统功能性运转情况日常化评估应检查用能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其运行参数是否

正常，判断用能系统运行状态是否满足设计和使用功能要求以及是否存在能源资源浪费的环

节。 

4.2.7 用能系统能效情况日常化评估宜对近 3 年的总能耗、用能强度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等

进行分析，并与国家及地方能耗限额进行对标分析，判断用能系统能源利用效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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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用能强度主要包括单位面积能耗、单位服务量能耗等，可参考《民用

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及各地能耗限额对公共建筑用能强度进行对标分析，

了解建筑的能效水平。 

4.2.8 公共建筑用能系统数据分析应根据建筑用能系统的特征，按下列规定对用能系统的能

效、关键运行数据进行分析： 

1 暖通空调系统应定期对系统能效、运行参数进行同比和环比分析，并对供冷季、供暖

季总能耗进行同比分析； 

2 照明系统应定期对系统总能耗进行环比分析； 

3 动力系统应定期对系统总能耗进行环比分析； 

4 生活热水系统应定期对系统总能耗、单位服务量能耗进行同比和环比分析； 

【条文说明】公共建筑不同的用能系统有其自身的用能特征，进行数据分析时，应

根据其使用特点，选择合适的参数、周期进行分析评估。 

1 暖通空调系统随季节变化大、且受气候因素影响，应分别按月、年、供冷季、供

暖季进行同比和环比分析； 

2 照明系统和动力系统能耗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建筑使用强度，在同等使用强度下，

照明系统能耗较为平稳，应分别按月进行环比分析，从而检查是否有不正常用电情况。 

3 生活热水系统的用能和用水量主要受使用人数和气候的影响，应分别按月、年对

总能耗、单位服务量能耗（包括人均能耗、人均水耗等）进行同比和环比分析，通过分

析这些指标是否符合使用人数、气候变化规律，评估是否存在浪费现象。 

4.2.9 公共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机构应编制日常化评估报告，根据日常化评估结论调整用能

系统的运行策略，并对数据异常的用能系统进行核查、维护。 

【条文说明】公共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机构应编制日常化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运行记录核查及分析、用能系统基本运行参数测试结果及分析、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及用

能强度分析、能耗对标分析、分项用能系统运行状况分析、节能潜力分析、日常化评估

结论等。公共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机构应充分利用日常化评估结果，真正找到建筑用能

系统的节能潜力和空间，从而有针对性的调整建筑用能系统运行策略和做好维保工作，

切实有效的提高建筑用能系统运行管理分析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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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能源审计 

4.3.1 能源审计前业主或物业管理机构应与能源审计机构明确审计目的、审计依据、审计范

围、审计等级、建筑基本信息、用能系统概况等相关内容。 

4.3.2 能源审计机构应对建筑能源管理现状进行审查，如建筑能源管理机构、建筑能源管理

方针和目标、建筑用能管理制度、建筑用能设备使用计量及管理情况、建筑节能改造情况等。 

4.3.3 能源审计机构应对建筑总能耗、建筑能耗指标及达标情况、能源种类构成及占比、逐

月能耗、分项能耗等建筑能耗情况进行审查，并符合审计等级要求。 

【条文说明】建筑分项能耗宜根据分项计量系统获取或拆分；对于无分项计量系统

的公共建筑，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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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能耗数据。 

4.3.4 能源审计机构应掌握建筑室内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照度等室内环境状况，必要时

应进行检测监测，并分析评价建筑室内环境保障的情况。 

4.3.5 能源审计机构应掌握建筑用能系统性能及运行状况、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使用状况、

可再生能源系统性能及使用状况，必要时应进行相关检测，并分析评价建筑节能情况。 

【条文说明】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能效性能检测应包括暖通空调系统性能检测、电气

设备性能检测、水系统性能检测和其他用能系统检测。 

1 公共建筑暖通空调系统能效检测应包括冷热源检测分析、输配系统检测分析、空

调末端系统检测分析、锅炉性能检测分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冷热源检测参数应包括制冷（热）机组能效比、制冷（热）系统能效比、热水

/冷冻水/冷却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室外温度和湿度。 

（2）输配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空调冷（热）水系统耗电输冷（热）比、冷冻水/冷

却水输送系数。 

（3）空调末端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风量、风机输入功率、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送

回风温度、进出水温度和流量、室内温湿度。 

（4）锅炉性能检测参数应包括锅炉效率、热水供回水温度和流量。 

（5）水泵性能检测参数应包括水泵电功率、水泵流量、水泵进出口压力。 

（6）检测方法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规定。 

（7）检测结果可参照《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GB/T 17981、《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GB 50189、《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1 判断节能潜力并提出相



10 

 

应节能改造建议。 

   2 公共建筑电气系统性能检测应包括供配电电能质量检测分析、照明系统检测分析，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供配电电能质量检测参数应包括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功率因素、谐波电压、谐

波电流、电压偏差。 

（2）照明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照度值检测、功率密度检测、灯具效率检测。 

（3）检测方法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照明测

量方法》GB/T 5700 等标准的规定。 

（4）检测结果应参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进行评价分析节能潜力。 

   3 水系统性能检测分析应包括给排水系统、生活热水系统检测、再生水检测，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给排水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建筑水平衡测试、建筑管网漏损检测、入户前供水

压力测试。 

（2）生活热水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热水供回水温度、用水点压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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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系统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性能检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太阳能热水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集热系统得热量、集热系统效率、系统总能

耗、供热水温度，检测结果可参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50801 判

断节能潜力。 

（2）太阳能光伏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光电转化效率，检测结果可参照《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判断节能潜力。 

（3）地源热泵系统检测参数应包括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

检测结果可参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判断节能潜力。 

（4）厨房、机房、供配电室等其他一些特殊用电系统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关检

测。 

4.3.6 能源审计机构应结合建筑实际情况，分析建筑节能潜力，提出节能改造建议和节能改

造方案。如对系统效率进行评估，则可用对应时间周期内的平均值进行评估。 

4.3.7 建筑能源审计机构的审计程序、过程、成果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及法律法规要求。 

【条文说明】建筑能源设计机构的审计程序、过程、成果要求可参照住房和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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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部《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建办科[2016]65 号)。 

4.3.8 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机构应根据建筑能源审计结果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或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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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用能系统节能运行与能效提升 

5.1 一般规定 

5.1.1 公共建筑建筑用能系统节能运行与能效提升工作，包括：用能系统调适、系统调节、

系统能效提升及日常运维和运行管理。 

【条文说明】建筑用能系统的日常运维和运行管理，是节能运行的重要内容，也是

建筑用能系统调适工作的前提。除本章规定的内容外，在本规程第 6 章中作专门规定。 

5.1.2 公共建筑能源系统投入使用前，应完成系统的试运行，满足各类系统的使用功能要求。 

【条文说明】公共建筑能源系统投入使用前，应完成系统的试运行，满足各类系统

的使用功能要求。 

1 各类能源系统及管网应无跑冒滴漏问题，调控装置和设备能够工作正常，确保建

筑各类能源使用系统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电力输配线路及流体输配管网应确保安全

及保温性能达到要求。 

2 能源系统涉及流体输配的泵与风机，应保持高效率区间运行。流体输配管网系统

应实现水力平衡。 

3 各用能末端，包括空调、照明器具、热水饮水设备等应根据使用要求，具备分时

分区控制功能。 

4 公共建筑内部无明显的造成能耗不合理增加的节点或部位，如明显的漏风、明显

的围护结构缺陷等。 

5.1.3 新建的公共建筑应满足能耗的分类分项计量，既有公共建筑在确保能耗基础参数测量

的同时，根据用户条件，尽可能实现能耗的分类分项计量。条件许可时，实现分户（按部门）

能耗计量。 

【条文说明】我国国家层面和多数省（市）级层面均规定新建公共建筑必须安装建

筑能耗监管平台。建筑能耗的实际测量数据是建筑能源系统节能运行和系统调适工作的

重要基础。实现分户（按部门）能耗计量是实现行为节能、管理节能的依据，因此鼓励

有条件的建筑业主或使用单位建设并使用分户（按部门）能耗计量的建筑能耗监管平台。 

5.1.4 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调适工作，由调适工作机构制定调适工作方案，明确调适工作所涉

及的系统、部位、调适期间对系统运行的影响、需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部门配合的要点等，

并与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部门充分沟通交流，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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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调适工作应由有经验的专业机构完成。调适工作团

队应将调适工作的目标、步骤、时间，所涉及的部位、调适过程中对用能系统的影响等

关键要素汇总并制定工作方案，与建筑业主充分沟通，获得建筑业主的理解和配合。 

可以一次性完成全部用能系统的调适工作，也可以根据建筑业主的需求和系统实际情况

分阶段完成。在分阶段完成调适工作时，应抓住用能系统的关键，对调适工作相对简单、

调适成本低、对系统日常使用影响较小的部位率先开展调适工作，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

最终完成全系统的调适工作。 

5.1.5 公共建筑用能系统的节能运行应在保证室内环境健康、舒适的基础上，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降低能源消耗。 

【条文说明】建筑节能工作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作为代价，相反，应该通过建筑用

能系统的节能运行，提升建筑室内环境质量，实现能效和环境的同时提升。其中，对建

筑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等空气热工参数，室内新风量等涉及能耗的关键参数应该首先

给予保障。 

5.1.6 用能系统能效提升工作力求低成本或无成本。通过用能系统调适，发掘节能潜力和能

效提升空间。调适机构或具体的能效提升工作承担单位应明确进一步工作的内容、效果和投

入的资金预算，并向建筑业主或物业管理部门提出倾向性建议。 

【条文说明】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可能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建筑用能系统

能效提升。从该项工作本身的内容特点出发，也不应该投入过多的经费。因此，追求低

成本甚至无成本的开展工作。但是，对于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系统改造的投入，则

应该予以充分的保障。 

完成系统调试或能效提升的专业机构有义务将工作成本、工作效果预测等关键内容

向建筑业主明确提出，并根据技术经济比对原则向建筑业主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建议，供

建筑业主决策。 

 

5.2 系统调适 

5.2.1 建筑用能系统应通过调适确保主要用能设备的性能在实际运行工况下达到合理范围。 

【条文说明】用能设备调适应包括（不限于）以下项目： 

1 冷水机组和热源设备； 

2 各种循环水泵（冷冻水泵、冷却水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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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却塔； 

4 空气处理设备，包括空调箱、新风机组和风机盘管等； 

5 主要送排风机； 

6 空调水系统和风系统的主要水阀和风阀； 

7 变压器； 

8 其他大型（超过 3kW）的耗电设备、耗热设备和耗冷设备。 

5.2.2 建筑用能系中应通过调适确保主要用能系统的性能在实际运行工况下达到合理范围。 

【条文说明】用能系统调适应包括（不限于）以下项目： 

1 空调冷源系统； 

2 空调热源系统； 

3 空调冷热水输配系统； 

4 空调送回风及新风系统； 

5 空调末端与室内环境控制系统； 

6 生活热水系统； 

7 强电变配电系统； 

8 照明和电器设备系统（特别是公共区域照明和电器设备系统）； 

9 其他大型耗电、耗热或耗冷的系统； 

10 建筑能耗计量与能源管理系统。 

5.2.3 建筑用能系统中的冷水机组及其相应的系统，是建筑用能的主要部位之一，也是调适

工作的重点，应给与充分的重视，应保障冷水机组及系统在合理的能效区间运行。 

【条文说明】冷水机组调试应考虑： 

1 在接近额定工况下，冷水机组的实测运行功率、电流、电压，是否过载，系统运

行是否安全平稳； 

2 在接近额定负荷工况下，冷水机组的实际制冷量、性能系数 COP 是否达到样本

的标称值； 

3 在接近额定工况下，冷水机组的蒸发器和冷凝器趋近温差是否合理； 

4 校验冷水机组的温度、冷量、功率等传感器准确性； 

5 检查冷水机组是否存在不正常噪音，是否存在三相不平衡，电机温度是否异常。 

5.2.4 水泵调适应满足系统运行要求，并保证工作在高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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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水泵调试要点： 

1 通过测试水泵进出口压力，计算水泵扬程，测试水泵运行流量和功率，确定水泵

实际工作点； 

2 通过实际工作点与水泵性能曲线、设计工作点对比，判断其是否工作在设备样本

性能曲线上，是否工作在高效区； 

3 结合管网的阻力特性曲线和水泵的工作特性曲线，考核二者是否匹配；（4）如果

上述三个方面出现不合理情况导致流体输送能耗明显过高，应对水泵和管网系统进行总

体调整。调整工作包括阀门的开度、电机电力输入频率，甚至更换水泵等。 

5.2.5 冷却塔不仅产生一定的能耗，而且还产生一定水耗。冷却塔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冷水机

组的运行效果，因此应给与高度的重视。 

【条文说明】冷却塔调试要点： 

1 通过测试冷却塔风量及风机功率，冷却塔水流量，进、出水温度，以及冷却塔进、

出风的温湿度和和冷却塔周边环境温湿度； 

2 判断冷却塔换热效率是否合理，风水比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循环风短路现象及比

例。 

5.2.6 空调机组和新风机组应满足室内舒适度和房间空气品质的要求，并处于高效合理状态。 

【条文说明】空调和新风机组调试要点： 

1 通过测量空调机组送风量、回风量、新风量，以及空调机组内的分段压降，风机

功率和电机转速，判断空调机组的风量是否达到机组合理风量，风机效率是否合理，空

调箱内各段压降是否合理，特别是过滤器压降是否合理； 

2 通过测量空调机组表冷器或加热器的进、出水温度和流量，以及送风、回风、新

风的温湿度，分别计算水侧和风侧的冷量或热量；在校核风侧与水侧冷量或热量平衡的

前提下，判断其供冷量或供热量是否达到机组合理供冷量或供热量，表冷器或加热器的

传热系数是否达到机组合理性能； 

5.2.7 空调水系统应确保在各种冷热量需求情况下空调末端和支路满足水量需求，特别是最

不力支路，实现水力平衡。 

【条文说明】空调水系统调适要点： 

1 通过空调测试水系统各点压力，绘制水压图，判断空调水系统是否存在不合理压

降；如果存在不合理压降，则应深入该环节查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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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测试空调水系统干管和各支路流量及供回水温度，以及最不利支路流量及供

回水温度，判断流量在干管、支管、水平支管等各处分配是否合理； 

3 反算管路阻力系数 S 值，并与设计计算书对比，判断是否有不合理阻力。 

5.2.8 空调风系统和末端的调适，应确保每个末端风量合理并满足平衡要求。 

【条文说明】空调风系统和末端调适要点： 

1 通过测试空调机组总风量和各支管、各风口风量，判断空调风系统风量分配是否

合理，各支路、风口风量是否与总送风量平衡； 

2 通过测试出风口风量、送风温度和对应的室内环境温度，判断空调末端供冷量和

供热量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满足室内环境控制要求。 

3 通过测试室内环境的二氧化碳浓度，判断是否有新风过量供应的情况。 

5.2.9 供暖和生活热水系统热源调适应保证热源的安全和高效运行。 

【条文说明】供暖和生活热水系统热源调适要点： 

1 检查锅炉管道及阀部件安装情况，检查软水装置运行是否正常及锅炉补水箱内水

位是否正常，燃气供应压力是否正常，排烟是否顺畅，确保热源设备可安全运行； 

2 通过测量热源的实际供热量，以及输入能源的消耗量，计算热源实际效率，并与

设备样本进行对比； 

3 测量排烟温度和烟气组分，分析排烟损失和热回收的可能性，分析烟气组分是否

达到环保要求。 

5.2.10 在上述问题中发现明显不合理的状况应进行调节。 

 

5.3 节能运行与能效提升 

5.3.1 公共建筑用能系统耗能设备运行过程中，宜优先考虑使用无成本或低成本运行措施，

应建立建筑全寿命期档案，制定保养工作计划，保证运行维护管理记录齐全。 

5.3.2 应建立巡检更新管理制度，根据系统实际运行情况定期对设备系统进行性能检测，制

定建筑再调适计划，对建筑各系统进行详细的诊断、调整和完善。 

5.3.3 当需要进行系统能效提升改造时，应以能源审计结果为参照，从技术可靠性、可操作

性和经济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选取合理可行的能效提升改造方案和技术措施。 

5.3.4 在日常节能运行过程中，宜考虑围护结构与用能系统间的联动调节及遮阳装置使用，

同时需定期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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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在进行用能系统节能运行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提升围护结构性能，

宜优先考虑以下内容： 

1 充分利用建筑外窗的可开启部分进行自然通风降温，宜设置空调系统运行状态下

窗体关闭提示或空调系统停运联动装置。 

2 宜在南向、东西向外窗和透明幕墙处设置可调节的遮阳装置，并能够方便地调节

和维护。 

3 定期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检测，对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及地方标准有关规定

的进行修缮，维护修缮所选用的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5.3.5 宜采用系统群控、参数优化、系统平衡调试、设备变频调节等方式满足暖通空调系统

节能运行及能效提升。 

【条文说明】在进行用能系统节能运行过程中，暖通空调系统宜优先考虑以下内容： 

1 制冷（制热）设备机组运行宜采用群控方式，并应根据系统负荷的变化以及室内

温湿度历史数据，定期调整系统的群控策略和运行参数； 

2 宜根据系统负荷的变化调配台数，优先运行综合效能调适中效率较高的机组；同

时关闭处于停止运行状态的锅炉、供热换热器、冷水机组和对应的供回水管路阀门； 

3 制冷系统宜监控冷水机组冷凝器侧污垢热阻，并定期清洗冷凝器；供暖系统宜定

期清洗换热器，保持换热面清洁； 

4 空气处理设备初次运行和停运较长时间再次运行时，应对空气过滤器、表面冷却

器、加热器、加湿器和冷凝水盘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和清理； 

5 暖通空调系统节能运行宜对水系统和风系统定期进行系统平衡测试调节，保证水

量平衡和风量平衡； 

6 供暖系统宜根据建筑物类型、围护结构保温状况、热负荷特性、室外气象条件和

负荷的变化，对供暖系统的一次水、二次水供、回水温度和循环水流量进行运行调节； 

7 制冷系统在满足室内空气控制参数的条件下，宜加大供回水温差。水泵频率不宜

低于 30Hz，冷却水的总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5℃，冷冻水的总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 4℃； 

5.3.6 宜采用自然采光、感应调节、智能控制等方式满足电气系统节能运行与能效提升，保

证供配电系统运行满足国家及地方标准规定。 

【条文说明】在进行用能系统节能运行过程中，电气与控制系统宜优先考虑以下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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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变压器运行、三相负载平衡和设备谐波应符合《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程》

JGJ/T 391 的有关规定； 

2 应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室内照度和照明时间应根据建筑功能使用需求和自然采光

状况进行调节； 

3 应定期对照明器具进行质量巡检，对已损坏照明灯具及时更换，所更换的照明器

具应符合《照明设施经济运行》GB/T 29455 的有关规定； 

4 公共区域照明宜采用定时、感应控制措施，多功能会议室等大空间宜采用智能照

明控制措施； 

5 室外景观照明的节能指标和光污染控制指标应符合《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 163 的有关规定，应按工作性质、建筑功能特点等需求设置不同的场景模式； 

6 数据机房系统应符合《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中对于数据机房节能运行的

相关规定； 

7 电梯系统应实行智能化控制，宜根据使用情况合理设置开启数量和时间，优化运

行模式； 

8 宜将各类设备的智能化监控系统进行系统集成，自动输出统计汇总报表，以数字

化储存的方式记录并保存。 

5.3.7 可使用可在生能源节约能耗提升能效，宜配置监测与能源管理平台对用能系统进行节

能运行监测及控制。 

【条文说明】1 使用可再生能源系统宜优先考虑以下内容： 

（1）应优化用能系统运行策略，当可再生能源系统同常规系统并联运行时，宜优先

使用和启动可再生能源系统； 

（2）可再生能源系统应独立计量，定期对系统进行能效测评，检测和评价方法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 

（3） 太阳能集热系统和地源热泵系统运行应符合《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JGJ/T 391 的有关规定，同时宜根据当地的落尘量定期清洁太阳能集热系统和光伏组件

表面落尘。 

2 监测与能源管理平台的运行与管理需优先考虑以下内容： 

（1）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功能应符合《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

JGJ/T 285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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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对重点用能区域和重点用能设备的能耗进行监测和管理，系统和设备检测

应符合《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3）应定期对监测与能源管理数据质量进行数据平衡校验及纠错，检查范围包括

电表、温感、水表、冷热量等表具，检查内容包括计量点位故障率、计量数据超限率和

计量数据不平衡率等。 

5.3.8 当现有设施设备无法满足用能系统节能运行时，应参照能源审计报告及相关标准文件

对问题部位进行节能与能效提升改造。 

【条文说明】1 节能与能效提升的具体技术措施可参考《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

范》JGJ-176 中相关规定，改造方案同时需要参考上年度能源审计报告最终确定。 

2 改造方案在论证过程中需对初投资、节能量和能效提升幅度计算、节能收益、回

收期、社会效益等参数指标进行计算分析。 

3 改造项目实施完成后需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中相关规

定进行项目验收。 

4 改造效果可根据《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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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措施 

6.1 一般规定 

6.1.1 能源管理项目应周期性对其系统、设备的运维、改造及能源利用效率进行综合性评价、

分析，使之满足安全、高效运行之要求。 

【条文说明】能效管理： 

1 能效管理是指建筑功能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消耗一定能源（水、电、煤、气、油等）

并输出规定功能的过程管理，并对其过程的效能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对标、考核，

使之满足设计要求或达到同类设备工况的高效区间。 

2 能效管理内容：能源消耗计量、流向、统计及各设备系统能效比值核与对标，如

建筑综合能效、空调能效、水泵输送能效、锅炉能效等。 

6.1.2 能源管理项目应采用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

落实能源、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提高用能源及水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节

水减污，推动绿色发展。 

6.1.3 对具备条件的能源管理项目，应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或合同节水管理模式进行能源、水

资源管理。 

6.1.4 能源管理部门应具备能源管理的制度建设、人事规划、员工培训、能耗统计分析、设备

设施运维、应急保障及提升用户满意度等工作职能。 

6.1.5 能源管理部门应建立能源消耗台账及设备的安装、验收、使用、维护、维修、改造、更

新直至报废的过程形成的图纸、文件、资料等档案，并整理、鉴定统一编号，归档保存。 

6.1.6 能源理管人员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及智能技术，对设备设施及能源消耗进行量化管理，

同时，应定期对能耗消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复核（包括对能耗监测平台所采集的能源

数据进行复核），确保能源管理项目能耗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6.1.7 能源管理人员应具备持证上岗或专业资格（职称），熟悉和了解节约能源及环境保护的

法律、法规。 

6.1.8 实施改造、优化后的节能项目，建筑室内环境及室外排放指标需满足或优于国家现行

环保标准。 

【条文说明】环境管理： 

1 室内环境管理主要内容包括：温度、湿度、照度、空气流动速度及洁净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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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外环境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废渣，废液，废气排放指标。 

 

6.2 制度与管理 

6.2.1 建立日常抄表、巡检、维护、保养、测试、节能、工作交流、技术分析、工作记录等日

常工作制度。 

6.2.2 制定设备操作规程、设备使用管理制度、设备运行岗位责任制度、交接班制度、巡视记

录制度、工具使用及管理制度。 

【条文说明】运维管理是指具备持证上岗的设备操作人员，操作设备运行过程中，

提供设备正常工作的环境条件、控制其技术状态变化、提高运行效率、延长设备使用寿

命的管理过程。 

1 运维管理包括：持证上岗，凭证操作；制定设备操作规程；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设备运行岗位责任制度；交接班制度；巡视记录制度。 

2 运维管理的类别、内容和要求： 

（1）运维管理的类别分为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维护保养； 

日常维护保养的主要工作内容：对设备进行清扫、吹尘、擦试，对各运动部件和

润滑点进行润滑，检查各种压力、温度、液体指标信号或传感信号是否正常，安全装置

是否正常，设备运行参数是否正常，电气电子控制柜是否正常，附属设备是否正常等，

消除不正常的跑、冒、滴、漏现象，清洁整理机房。 

定期维护保养的主要工作内容：定期维保是根据设备说明书规定的定期维保要求

和运行台时、班制，设备的重要性和可靠度等情况确定维保周期。定期维保主要内容是

按照规定拆卸零部件，检查、清洗、更换易损件和故障件；按周期或油质状况换油、清

洗或更换滤芯，检查润滑点和润滑装置；检查调整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试验或整定安

全保护动作参数；清洗检查冷却装置；吹扫电气电子控的制柜，检查电器元件、各分立

电板、传感器和控制线路，更换不可靠件；检查核定参数的运行状态。 

（2）运维管理的要求：设备全部可目视部位清洁、整齐、完好；设备运转功能完好，

操作灵活；所有监控仪表信号、参数均正常；冷却系统良好；润滑系统良好；设备运转

声响正常，无故障隐患；设备机房整洁，无乱堆放杂物，温湿度适当；工具、仪表、器

具、备件材料摆放整齐。 

6.2.3 强化能源、水资源消耗的定额管理，并定期对能源、水资源消耗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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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加强能源消耗的过程管理，对能源、资源进行分类、分项、分户计量，并对其过程的效

能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对标、考核，使之满足设计要求或达到同类设备工况的高效区间。 

6.2.5 立足设备本身的功能性，建立与之对应的资产、使用、维保、故障、能耗、改造及制

度，使设备寿命周期费用最经济。 

【条文说明】资产管理： 

1 设备资产管理的概念：是指建筑内功能设备从安装调试验收后，实施使用维护、

维修直至报废处理全过程的资产管理工作。 

2 设备资产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建立设备资产台账、建立设备资产档案、建立设备

资产统计报表、设备报废处理。  

6.2.6 采用技术、经济、组织、管理等手段使设备在满足功能量输出的条件下，能源消耗成本

最低。 

6.2.7 对水资源应实行分级、分质管理；加强用水器具采购管理，所购用水器具应满足《节水

型卫生洁具》（GB/T 31436-2015）技术要求；定期进行水量平衡测试，寻找水资源浪费环节，

挖掘节水空间，探索节水改造方案，实现高效节水。 

【条文说明】节水管理： 

1 计量管理 

参照《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用水量≧1m3/h 的用水设

备应该单独计量，水计量项目包含：冷却水系统的补充水量，软化水除盐水系统的输入

水量、输出水量和排水量，锅炉系统的补充水量、排水量和冷凝水回用量，污水处理系

统的输入水量、外排水量和回用水量，工艺用水系统的输入水量，其他用水系统的输入

水量等。 

2 分级管理 

根据不同的用水环境和要求，建立压力调控体系、流量监测体系、压力监测体系、

网管漏损控制和末端用水量化，有利于发现水量浪费环节、网管维修养护及减少爆管等

恶性事件发生和影响范围。 

3 分质管理 

是指按质供水和按质回用的理念，有针对性地采用系统处理技术和措施，对生活废水、

生产废水、雨水、中水等不同水质的水资源进行管理和处理。参照水质用途标准，以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条件制宜为原则，从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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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净化，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梯级利用，最大限度利用水资源。 

4 用水器具管理 

建筑所用的洁具，如：坐便器、蹲便器，小便器、陶瓷片密封水嘴、机械式压力冲

洗阀、非接触式给水器具、延时自闭水嘴、淋浴用花洒等产品，应满足《节水型卫生洁

具》GB/T 31436-2015 技术要求。并定期对所用洁具、器具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符合《节

水型卫生洁具》GB/T 31436-2015 规定。 

5 水平衡测试管理 

依照《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定期进行水量平衡测试，与当地对

应用水定额及节水先进单位（部门）对比分析，寻找水量浪费环节，探索节水改造方案，

集成先进适用节水技术，深入挖掘节水空间，达到更高节水效果。 

6 漏损管理 

（1）管网漏损控制是节水管理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规模较大的供水管网系统，宜采

用供水分区总分表对比方法量化漏损水量的区域分布，有针对性地开展漏损控制。 

（2）供水管网的漏水探测和修复工作，遵照《城镇供水网管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

规程》CJJ 207、《城镇供水管网抢修技术规程》CJJ/T 226 和《城镇供水管网漏水探测技

术规程》CJJ 159、《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2008 和《生活饮用水输

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1998 有关规定。 

（3）所有漏水点修复过程中应该设置警示标志，大漏点开挖修复过程中必须设置

护栏或围板确保施工安全，修复结束应该及时清理现场，按工艺规格恢复地面，保持公

共建筑容貌。 

 

6.3 考核与奖惩 

6.3.1 实施能源管理项目要实行目标考核及制度量化，建立考核指标，量化考核目标，确定

考核对象。 

6.3.2 建立日常检查考核机制，督促能源管理部门、操作人员工作成效和管理质量，使人、

机、能三者成为有机的结合体。 

6.3.3 管理质量考核主要内容包括：用户体验、设备使用状态、能源资源消耗指标、环境指

标及制度执行与创新考核等。 

【条文说明】能源管理质量考核，是一种检查、督促能源管理部门、操作人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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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和质量的手段，目的在于管好、用好、维护好设备与能源，使人、机、能三者成为

有机的结合体。同时，能源管理考核也是提高用户体验，创造经济价值的双赢举措。 

1 管理质量考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用户体验考核；二是使用状态考核；三是能耗指

标考核；四是环境指标的考核；五是制度执行与创新考核。 

（1）用户体验考核指标主要侧重于：舒适度，满意度。 

（2）使用状态考核指标主要侧重于：设备完好状况、故障发生频率、设备效能及寿

命。 

（3）能耗指标考核侧重于：单位面积能耗、人均能耗、人均水耗及各功能系统的能

效比值。 

（4）制度执行与创新考核主本侧重于：设备台账是否完整、管理制度是否完备、人

员配备是否达标、维保及维修完成是否良好、各类记录报表是否完整（交接班记录、运

行记录、维护保养记录、故障修理记录、设备台时记录、能耗记录等）。 

6.3.4 经考核，能源管理项目各项能耗指标低于同一地区，同一类型建筑的管理部门或人员

应依据给予奖励。 

6.3.5 经考核，能源管理项目存在严重的能源、水资源浪费现象，且未按本规程要求进行整

改的部门或人员应依据对其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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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节水管理参考值 

A.0.1 节水管理可参考以下值： 

1 供水系统漏损量不应大于总用水量的 5%。 

2 清洁绿化用水量不宜大于终端用水器具出水量与供水系统合理漏水量两者总和的 4%。 

3 不可预见用水量不宜大于终端用水器具出水量、供水系统合理漏水量和清洁绿化用水

量三者总和的 8%。 

4 实际用水量超出当地用水定额的用水项目占总用水项目的比率不应大于 10%。 

5 单位耗水量超出当地用水定额的比率不应大于 10%。 

6 年度内爆管等水务突发事件不应超出 2 件。 

7 末端用水器具设备漏水件数占总用水器具设备件数的比率不应大于 2%。 

8 水计量器具定期检定（校正），凡经检定（校准）不符合要求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的水

计量器具一律不使用，参照《水表及其试验装置检定规程》JJG 162－85。 

9 压力检测仪表和流量检测仪器准确检测率不宜小于 98%，压力调节设备正常调节比

例率不宜小于 98%，阀门正常启闭率不宜小于 95%。 

10 终端用水器具正常运行率不宜小于 98%。 

11 计算机网络系统采集数据点位占应该采集数据总点位的比率不宜小于 95%，所有采

集点位都应该能正常传输和显示数据。 

12 给排水综合管线图与给排水管道实际走向吻合度不宜小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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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3)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

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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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建办科[2016]65 号）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工程检测技术规程》JGJ/T 260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GB/T 1798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1 

《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程》JGJ/T 391 

《照明设施经济运行》GB/T 29455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公共建筑能耗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GJ/T 285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JGJ-176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节水型卫生洁具》（GB/T 31436-2015）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 

《城镇供水网管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207 

《城镇供水管网抢修技术规程》CJJ/T 226 

《城镇供水管网漏水探测技术规程》CJJ 159 

《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2008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 17219-1998 

《水表及其试验装置检定规程》JJG 16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