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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3/T 862-2012（2015）《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导则》，与DB33/T 862-2012（2015）

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规范了术语和定义； 

——删除“5 节能评估文件内容”，增加“4 节能评估工作程序和评估依据”； 

——增加“5.1 项目评估边界”和“5.3.1 项目达产性分析”。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浙江省能源局提出。 

本标准由浙江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大学能源评估中心、浙江省节能协会、浙江经茂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云、黄克玲、陶霞、柳哲武、黄思思、陈倩、王丽青、钱林海、黄柯佳、张

敏、高迪娜、丁盛忠、王玲、李玲洁、李克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33/T 862-20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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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定义和术语、工作程序和评估依据、节能评估要点、报

告内容与格式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新建、扩建和技改项目）节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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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8 工业余热术语、分类、等级及余热资源量计算方法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71 节电措施经济效益计算与评价方法 

GB/T 15587 工业企业能源管理导则 

GB/T 15910 热力输送系统节能监测 

GB/T 16664 企业供配电系统节能监测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719 工业锅炉及火焰加热炉烟气余热资源量计算方法与利用导则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 

GB 24790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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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T 3486 评价企业合理用热技术导则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T 5623 产品电耗定额制定和管理导则 

GB/T 8174 设备及管道绝热效果的测试与评价 

GB/T 8175 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GB/T 8222 用电设备电能平衡通则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T/CEEIA258 6kV-35kV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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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节能评估  

根据节能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能源利用的科学性合理性

进行测算、分析和评估，以及提出能源优化利用对策和措施的过程。 

3.2  

用能工艺单元 

主要生产系统中需要消耗能源的工艺单元（装置、系统、工序、工段等）。 

3.3  

工序能耗 

某一用能工艺单元的年综合能耗，其值根据该用能工艺单元消耗的各种能源品种实物量按照当量值

折标系数计算。 

4 节能评估工作程序和评估依据 

4.1 工作程序 

节能评估工作程序包括： 

a) 收集基础资料； 

b) 确定评估依据； 

c) 明确项目评估边界； 

d) 开展现场调研； 

e) 开展节能评估； 

f) 编制节能评估报告。 

4.2 评估依据 

节能评估依据包括： 

a)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b) 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 

c) 标准、规范： 

1) 节能设计相关标准和规范； 

2) 产品（或工序）能耗限额标准； 

3) 终端用能产品、设备、设施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 

4) 节能监测及测试标准； 

5) 设备或系统经济运行标准； 

6) 能源管理与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标准； 

7) 能耗计算、能量平衡、合理用能评价等通用标准和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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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项目所属行业国内及国际先进水平； 

e)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设计文件、主要设备技术协议等建设单位提供的相

关资料。 

5 节能评估要点 

5.1 项目评估边界 

评估项目整体供用能系统（包括扩建、技改项目既有供用能分析）。 

5.2 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5.2.1 总平面布置 

分析项目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附属生产系统平面布置对能源输送、储存、分配、消费等环节

的影响。 

5.2.2 产品方案 

分析产品方案，应评估其产业政策符合性及性能指标先进性。项目产品属于用能产品类型，应根据

用能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或节能评价值）标准分析其能效指标。 

5.2.3 技术工艺方案 

对照国家、行业及地方公布的产业导向目录及淘汰落后目录，应评估项目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

的工艺、技术、装备及设备。对照节能工艺、技术、装备、设备（产品）推荐目录，应评估项目采用的

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对照同行业先进工艺、技术、装备及设备水平，应评估项目的先进性。 

5.2.4 主要用能工艺单元 

对照国家、行业和地方的工序能耗限额标准，应评估其能效水平。无能耗限额标准的工序，应采用

类比分析法、专家判断法等进行同行业相应工序能耗的对比分析。 

5.2.5 主要用能设备 

应根据用能设备（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或节能评价值）标准对设备选型进行评估。设备

用能情况按照GB/T 2587和GB/T 8222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设备的经济运行按照节能监测测试标准及用

能设备经济运行标准的规定进行对标分析。 

5.2.6 供/用电系统 

根据GB/T 3485和GB/T 16664的要求应对电力系统的用能合理性进行评估。电力变压器根据GB 

24790、GB 20052、T/CEEIA 258的要求进行选型评估，并按照GB/T 13462评估其经济运行情况。各类用

电设备，根据相应的能效标准进行设备的选型评估，并对照相应设备的节能监测标准及经济运行标准进

行节能评估分析。 

5.2.7 供/用热（冷）系统 

根据GB/T 3486的要求应对热力系统的用能合理性进行评估。各类供/用热（冷）设备根据相应的能

效标准进行设备的选型评估，并对照相应设备的节能监测标准及经济运行标准进行节能评估分析。设备

及管道的保温、保冷按照GB/T 4272、GB/T 8174、GB/T 8175的规定进行绝热技术要求、绝热设计及绝

热效果的评价。热力输送系统的节能指标按照GB/T 15910进行评估。 

5.2.8 余能利用 

根据GB/T 1028、GB/T 17719的要求应对余能进行计算与利用效果评估。 

5.2.9 工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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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业规定的工厂节能设计规范进行评估。办公楼、食堂等附属生产系统建筑的节能设计按照GB 

50189的要求进行评估。建筑采光系统的节能评估按照GB 50033的要求进行。建筑照明系统的节能评估

按照GB 50034的要求进行。 

5.3 项目能效指标评估 

5.3.1 项目达产性分析 

应明确项目主要设备种类、数量和额定产量等技术参数，结合行业特点及设定生产时间测算项目生

产能力；主要设备配置应与项目生产能力相匹配。 

5.3.2 能源消耗实物量 

项目所消耗的各种能源品种及耗能工质的实物量应有详细的分析、计算依据和测算过程。项目单位

产品实物量的统计、核算应遵循相应的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标准或有关的核算规程。 

5.3.3 项目综合能耗 

能源消费品种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编制的P201表确定。电力按照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等价

值折标系数选取，其他能源类型的折标系数参照GB/T 2589选取。等价值综合能耗应扣除可再生能源量。 

5.3.4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项目产品（可比）单位综合能耗、产品（可比）单位电耗等能效指标的计算，按照GB/T 2589、GB/T 

12723、GB/T 5623及浙江省相关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测算。 

5.3.5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指标 

应对项目达产后的产值、增加值及产值能耗、增加值能耗进行测算。增加值计算依据统计部门规定，

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及数据来源说明。可比工业增加值能耗参照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

数进行修正计算。核算项目产值能耗及增加值能耗等经济能效指标时，耗能工质不计入项目综合能耗。 

5.3.6 能效指标对标 

应对照国家、行业和地方的单位产品（工序）能耗限额标准，评价项目用能先进程度。办公楼、食

堂等附属建筑物（可比）单位面积综合能耗、建筑物（可比）单位面积电耗的计算，按照国家及地方的

相关建筑物综合能耗及电耗定额（限额）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测算。 

5.4 项目节能措施评估 

5.4.1 技术节能措施 

应归纳项目所采取的各种节能技术措施，分析评价项目节能措施的合理性、适用性、可行性及节能

效果，重大节能技术措施应按照GB/T 13234、GB/T 13471/和GB/T 1028、GB/T 17719的规定对节能量进

行计算。 

5.4.2 管理节能措施 

应明确项目能源管理方案，涵盖成立能源管理小组，建设能源管理中心以及能源统计、监测、考核

等节能管理方面的措施和要求；依据 GB/T 15587、GB/T 23331 等相关标准要求，分析评价项目能源管

理方案的可行性、合理性和先进性。 

应明确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按照能源品种编制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明确计量器具的名称、

准确度等级、用途、安装部位、数量等；依据GB 17167等相关标准要求，分析评价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

备方案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6 节能评估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6.1 节能评估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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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评估报告编制章节构成参照附录A.1，报告各章节内容参照附录A.2。 

6.2 节能评估报告格式 

节能评估报告格式要求参照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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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内容 

A.1 节能评估报告编制章节构成 

节能评估报告编制章节构成见图A.1。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项目由来 

第二节 项目产业概况 

第三节 评估范围 

第四节 评估依据 

第五节 评估内容 

第六节 评估重点 

第七节 评估原则 

第八节 评估目的  

第二章 项目概况 

第一节 区域能源消费及供应状况 

第二节 建设单位概况 

第三节 项目基本情况 

第四节 项目产品方案 

第五节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与供应方案 

第六节 项目工艺技术方案 

第七节 辅助生产系统及附属设施配置方案 

第八节 项目用能方案 

第九节 总图布置 

第十节 工作制度与劳动定员 

第十一节 项目实施计划 

第十二节 项目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第三章 建设单位现有项目能源利用分析评估（适用于改、扩建项目） 

第一节 现有项目概况  

第二节 现有项目生产情况 

第三节 现有项目生产工艺技术评估 

第四节 现有项目主要用能设备评估 

第五节 现有项目用能系统评估 

图A.1 节能评估报告编制章节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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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现有项目能耗指标核算及能源利用效率评估 

第七节 现有项目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四章 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第一节 项目总图布置评估 

第二节 项目产品方案评估 

第三节 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方案节能评估  

第四节 主要用能工艺单元节能评估  

第五节 生产系统主要用能设备节能评估  

第六节 辅助生产系统节能评估 

第七节 附属生产系统节能评估 

第五章 项目能源利用及能效水平评估  

第一节 项目能源消耗量核算 

第二节 项目能源消费结构与成本分析 

第三节 项目能源流向及能量平衡分析 

第四节 项目能效指标核算 

第五节 项目能效水平对标分析 

第六节 项目改、扩建前后主要能效指标对比分析（适用于改、扩建项目） 

第六章 节能措施评估  

第一节 技术节能措施 

第二节 管理节能措施 

第七章 评估结论及建议 

第一节 项目评估结论 

第二节 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合理用能建议 

第三节 综合评估结论 

 

附件 

附件不限以下内容： 

1、地理位置图 

2、厂（场）区总平面图 

3、车间工艺平面布置图 

4、主要用能设备一览表 

5、主要能源和耗能工质品种及年需求量表 

6、能量平衡表及能流图 

7、评估报告中涉及到的相关计算依据及计算过程等附件 

8、使用专家判断法时，专家组成员的意见作为评估结论的附件 

9、建设单位和评估机构真实性承诺书 

10、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图A.1 节能评估报告编制章节构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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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节能评估报告各章节内容 

A.2.1 总 论 

叙述项目由来、产业发展概况，明确项目评估范围，结合项目产业性质和建设内容，列出评估工作

遵循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规划，相关标准及规范，节能

技术、产品目录，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艺目录，以及相关工程技术资料等依据；明

确评估工作内容、评估重点、评估遵循的原则及评估目的。 

结合行业特征，确定项目节能分析评价的范围，明确节能分析评价对象、内容等。 

A.2.2 项目概况 

A.2.2.1 区域能源消费及供应状况 

对项目所在地理位置进行介绍，尤其是项目用地所属区块、用地四至范围、交通运输条件及水、电、

气（蒸汽）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要进行说明，并附地理位置图。 

描述项目所在地域、行业能源消费状况、能源供应条件和供应、运输能力、现状负荷（容量）富余

程度及近期规划新增负荷（容量）；关注项目周边余热余压资源信息。 

A.2.2.2 建设单位概况 

介绍建设单位名称、所属行业类型、单位性质（内资、外资）、地址、法人代表、历史沿革、现有

规模、生产经营情况等。  

A.2.2.3 项目基本情况 

介绍项目名称、建设地点、项目性质、投资规模及建设内容等。 

A.2.2.4 项目产品方案 

对于项目的产品方案应有产品名称、种类构成、规格、性能、特点、质量指标、用途及生产规模等

说明。当项目产品属于用能产品类型时，则要重点交代产品的能效等级指标信息。 

A.2.2.5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与供应方案 

列表说明项目所用到的原辅材料名称、种类构成、规格、质量指标、年消耗量、单耗、原辅材料利

用率、供应途径等。介绍主要原辅料的性状，并对原辅料的来源及运输情况和可获得性做分析说明。 

A.2.2.6 项目工艺技术方案 

对项目生产系统的工艺、技术路线、装备及设备配置和选型、自动化控制、产能规模、生产车间设

置等要有详细的叙述，有工艺流程图及单元操作说明，并在单元操作框图标示输入输出的能源类型。明

确项目用能工艺单元。列表汇总项目配置的生产设备清单，并有设备名称、型号、功率、数量、装机容

量、用能类型、设计能效指标、产能规模、采取的节能措施等信息。明确生产系统的主要用能设备。对

项目生产系统采取的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工艺节能措施的应用有详细说明。 

A.2.2.7 辅助生产系统及附属设施配置方案 

对项目配套的供配电设施、热力设施、动力设备、控制系统、暖通、照明、管网布局、建筑物围护

结构、保温隔热措施、节能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应用，余热、余压、放散可燃气体等的回收利用、

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单项节能工程及其他节能技术措施等要有详细介绍。列表

汇总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配置的设备清单，注明设备名称、型号、功率、数量、装机容量、用

能类型、设计能效指标、采取的节能措施等信息，明确辅助及附属生产系统中的主要用能设备。 

A.2.2.8 项目用能方案 

对项目使用的所有能源和耗能工质类型、品质参数要求及其用途和各能源类型的供应来源、流向及

分布情况进行介绍，并有能源流向图。对项目的电力系统、热力系统、给排水系统及其他耗能工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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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及用能要求进行介绍。对所叙述的每一类用能系统中的用能工艺单元、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消耗

量需列表表达其理论设计的总耗量及单耗。 

A.2.2.9 总图布置 

对项目的总平面布置、车间、公用工程、管网、道路、附属构筑物等的空间布局进行说明，并附有

总平面布置图。重点需关注变配电房、主要生产车间、空压站、水泵房、锅炉房、余热余压回收站、单

项节能工程等主要供、用能设施的空间布局。 

A.2.2.10 工作制度、劳动定员及项目实施计划 

对项目的日工作制按照国家的规定及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说明。明确项目的年工作日。在项目实施进

度计划中需明确各进展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及项目竣工期限。 

A.2.2.11 项目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在项目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中，需有资金投入、产出、财务效益及评价指标等量化信息，并列

表说明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根据行业特点及市场行情信息，用生产法测算项目达产后的工业增加值，并

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可比工业增加值的测算考虑扣除年均价格变动因素，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参照浙江

省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选取。 

A.2.3 建设单位现有项目能源利用分析评估 

对于性质属于改、扩建的项目，需要对现有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说明。内容包括：现有项目概况、

现有项目生产情况、现有项目生产工艺技术评估、现有项目主要用能设备评估、现有项目的用能系统评

估、现有项目能耗指标核算及能源利用效率评估、现有项目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评估内容，重点要对现有项目主要生产工艺、用能工艺单元、主要用能设备用能方面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为改、扩建项目的合理用能提供借鉴意义。 

A.2.4 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  

A.2.4.1 项目总图布置评估  

按照节能设计标准中对总图运输的要求进行评估，分析项目总平面布置对厂区内能源输送、储存、

分配、使用等环节的影响。重点判断变压器、锅炉房、空压系统、制冷系统等的布局是否靠近负荷中心、

管线管网布局是否合理，结合节能设计标准，判断总平面布置功能分区是否科学、是否有利于物流输运

过程节能、方便作业、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消耗，提出优化总图建议，并附总平面布置图。 

A.2.4.2 项目产品方案评估 

在分析产品名称、种类、规格、性能、特点、质量指标、用途及生产规模等信息的基础上，评估项

目产品的技术符合性。当项目产品属于用能产品类型，则要求根据用能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

分析项目产品的能效或能耗指标，评估是否属于节能型产品。 

A.2.4.3 项目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方案节能评估 

a) 明确项目工艺流程和技术、装备方案；  

b) 分析评估工艺技术方案是否有利于提高能效，是否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相关规定； 

c) 对照国家、行业及地方公布的导向目录评估项目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

装备； 

d) 对照节能工艺、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评估项目采用的节能新技术、新工艺； 

e) 对照同行业先进工艺、技术、装备水平评估项目的先进性； 

f) 评估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方案的先进性，提出完善生产工艺、技术及装备节能方案的建议。  

A.2.4.4 主要用能工艺单元节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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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项目各主要工艺（工序）的用能流程是否科学合理，分析项目使用热、电等能源是否做到

整体统筹、充分利用，提出节能提高能效的措施建议。建议按照用能工艺（生产工序）分节进行分析和

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分析各用能工艺单元（环节）的工艺方案、用能设备，以及能源品种等的选择是否科学合理，

提出节能措施建议。 

b) 分析项目使用热 、电等能源是否做到整体统筹充利。如分析项目使用热 、电等能源是否做到

整体统筹充利。 

c) 计算工序能耗等指标，判断项目工序能耗指标是否满足相关能效限额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是否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等。 

A.2.4.5 生产系统主要用能设备节能评估  

a) 明确项目生产系统主要用能设备名称、型号、参数、功率、数量、装机容量、用能品种、设计

能效指标、生产规模及拟采取的节能措施； 

b) 判断项目是否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用能产品和设备； 

c) 对照用能设备（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进行设备选型评估，高耗能项目宜选择一级

能效水平用能设备； 

d) 按照 GB/T 2587和 GB/T 8222的有关规定对设备用能情况及能效水平进行分析； 

e) 按照节能监测测试标准及用能设备经济运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对设备的运行进行对标分析； 

f) 对于改、扩建项目，宜对继续使用的现有生产设备应根据相关设备的节能监测标准进行监测分

析，确定其能耗指标，评估主要用能设备的经济运行及能效情况；。 

g) 对生产系统主要用能设备拟采取的节能措施的科学性、适用性及节能效果做出评估分析。 

A.2.4.6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节能评估 

a) 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中主要用能工艺单元和主要用能设备节能评估的内容深度及评

估方法总体与“A.2.4.4 用能工艺单元节能评估”和“A.2.4.5 生产系统主要用能设备节能评

估”中的相关要求相同； 

b) 对项目供配电及用电系统配置的科学性、用电的合理性及节能指标的分析，对照 GB/T 3485

和 GB/T 16664的要求进行评估，对照 GB 24790、GB 20052和 T/CEEIA 258 的要求进行电力变

压器选型评估，对照 GB/T 13462评估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c) 风机、泵类、空压机、制冷机等用电设备的节能评估应对照相应设备的节能监测标准及经济运

行标准进行评估，并分析是否有采用先进的节能新技术、新设备的可能性； 

d) 对项目热力系统配置的科学性、用能的合理性应对照 GB/T 3486的要求进行评估； 

e) 各种加热设备、锅炉、窑炉等的节能评估应对照相应设备的节能监测标准及经济运行标准进行

评估； 

f) 设备及管道的保温、保冷应按照 GB/T 4272、GB/T 8174、GB/T 8175的规定进行绝热技术要求、

绝热设计及绝热效果的评价； 

g) 对有余热、余压利用的项目，应按照 GB/T 1028、GB/T 17719的规定进行余热资源量的计算与

利用效果评估； 

h) 办公楼、食堂等附属生产系统建筑的节能设计应按照 GB 50189 的要求进行评估，建筑采光系

统按照 GB 50033 的要求进行节能评估，建筑照明系统按照 GB 50034的要求进行节能评估。 

A.2.5 项目能源利用及能效水平评估  

A.2.5.1 项目达产性分析 

利用项目主要设备种类、数量和额定产量等技术参数，结合行业特点及设定生产时间测算项目生产

能力，对照项目产品方案，评估主要设备配置与项目生产能力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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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2 能源品种实物量测算 

根据项目工程资料数据及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信息，按照国家统计部门编制的P201表及GB/T 

2589等国家、行业、地方和企业标准或有关的核算规程，结合耗能工序、用能设备的运行时间和生产班

次特点，详细核算项目各能源品种和耗能工质的实物量，核算的数据来源要明确，计算方法、计算过程

要科学，并符合本标准正文中第“5.3 项目能效指标评估”条款规定的要求。 

A.2.5.3 项目综合能耗计算 

在明确项目能源品种和耗能工质实物量的基础上，计算项目综合能耗。综合能耗的能源品种类型按

照国家统计部门编制的P201表确定。电力按照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等价值折标系数选取。其

他能源类型的折标系数参照GB/T 2589选取。 

新建项目的年能源消费增量为年综合能源消费量，改扩建项目为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 

A.2.5.4 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计算 

项目产品（可比）单位综合能耗、产品（可比）单位电耗等能效指标的计算，按照GB/T 2589、GB/T 

12723、GB/T 5623及浙江省相关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测算。核算项目单位产品能耗指标时，

应将外供的耗能工质计入综合能耗。 

A.2.5.5 经济能效指标计算 

应对项目达产后的产值、增加值及产值能耗、增加值能耗进行测算。增加值按照统计部门规定的方

法计算，有详细的计算过程及数据来源说明。可比工业增加值能耗参照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工业品出

厂价格指数进行修正计算。核算项目产值能耗及增加值能耗等经济能效指标时，耗能工质不计入项目综

合能耗。 

A.2.5.6 能效指标对标 

应对照国家、行业和地方的单位产品（工序）能耗限额标准、区域能耗标准，评价项目用能先进程

度。办公楼、食堂等附属建筑物（可比）单位面积综合能耗、建筑物（可比）单位面积电耗的计算，按

照国家及地方的相关建筑物综合能耗及电耗定额（限额）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测算，并进行对标分析评

估。 

A.2.5.7 改、扩建项目能效对比分析 

对于改、扩建项目，需要对改、扩建前后的产品（可比）单位产量综合能耗、产品（可比）单位产

量电耗、主要工序能耗、单位产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估改、扩建项

目的先进性。 

A.2.6 节能措施评估 

A.2.6.1 技术措施评估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根据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内容，梳理并归纳生产工艺、设备、供配电、热力、给排水、暖通、

控制、建筑、照明等方面采取的具体节能技术措施，包括：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应

用；余热、余压、可燃气体回收利用；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  

b) 对重大节能技术措施，需分析其科学、合理性和技术可行性。 

c) 核算节能技术措施的节能量，对于投资较大的节能技术措施需测算该措施的成本及经济效益，

评估节能技术措施的经济可行性。 

A.2.6.2 管理节能措施 

评估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能源管理方案，能源管理中心建设以及能源统计、检测等节能管

理方面措施、要求等。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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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说明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按照能源品种编制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明确计量器具的名

称、准确度等级、用途、安装部位、数量等； 

b)  依据 GB 17167 等相关标准要求，分析评价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方案设置是否科学 合理； 

c)  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能源管理方案评估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说明项目能源管理方案，重点说明项目针对能源管理制度建设、体系构建、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以及能源统计、监测、控制措施等制定的具体计划； 

b) 依据 GB/T 15587, GB/T 23331等相关标准要求，分析评价项目能源管理方案的可行性、合理

性和先进性；； 

c) 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A.2.7 评估结论及建议  

A.2.7.1 项目评估结论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项目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节能设计标准和规范； 

b) 项目主要用能工程（动力、空调通风、电气照明等）节能设计是否合理； 

c) 项目有无采用明令禁止或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 

d) 项目是否采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节能新技术、新设备。 

e) 设备、工序、产品能耗等是否达到国家、行业及地方规定的标准； 

f) 项目能耗指标是否达到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 

g) 项目用能总量以及能源品种和结构是否合理； 

h) 项目采取的节能措施是否合理及达到的节能效果。 

i) 项目余热、余压、可燃性气体的回收利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利用及效果。 

A.2.7.2 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合理用能建议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对项目更科学合理用能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b) 对采纳建议后的节能效果给出定性或定量结论； 

c) 对项目可能出现的用能风险给出减少或减免风险的建议。 

A.2.7.3 综合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结果，从节能的角度对项目是否可行做出评估综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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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格式 

 

B.1 页面设置  

基本页面为A4纸，纵向，页边距为默认值，即上下均为2.54cm，左右为3.17cm；如遇特殊图表可

设页面为A4横向。  

B.2 正文  

正文内容采用四号宋体1.5倍行距；文中单位应采用国家法定单位及符号表示；文中数字能使用阿

拉伯数字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均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B.3 图表  

文中图表及插图置于文中段落处，图表随文走，标明表序、表题，图序、图题。  

表格标题使用四号宋体，居中，表格部分为小四或五号楷体，表头使用1.5倍行距，表格内容使用

单倍行距；表格标题与表格内容、表格与段落之间均采用0.5倍行距；表格注释采用五号或小五宋体；

表格引用数据需注明引用年份；表中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的符号。  

B.4 体例样式  

封面式样、著录项首页样、次页样张分别见图B.1、图B.2、图B.3，项目摘要表见表B.1。 

B.5 打印装订 

节能评估报告应采用双面打印方式打印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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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名称(二号宋体加粗) 

 

节能评估报告(一号黑体加粗) 

 

 

 

 

 

 

 

 

 

 

 

 

 

 

 

 

 

 

 

建设单位名称：(二号宋体加粗) 

评估机构名称：(二号宋体加粗) 
（建设单位和评估机构盖章） 

评估报告完成日期(三号宋体加粗) 

 

图B.1 封面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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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评估项目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节能评估报告(二号宋体加粗) 

 

 

 

 

 

 

 

 

 

 

 

 

 

 

 

 

 

 

法定代表人：(四号宋体加粗) 

技术负责人：(四号宋体加粗) 

项目负责人：(四号宋体加粗) 

 

 

年  月  日(四号宋体加粗) 

图B.2 著录项首页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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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责任表(二号宋体加粗) 

 

 

评估项目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评估机构名称(三号宋体加粗) 

（节能评估机构公章） 

机构法定代表人(三号宋体加粗) 

 

评 估 人 员(三号宋体加粗) 

 

 姓    名 专    业 职    称 签    字 

项目负责人     

报告编制人 

    

    

    

    

    

    

报告审核人 
    

    

 

(此表应根据具体项目实际参与人数编制，表内文字用小四号宋体) 

图B.3 次页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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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报告项目摘要表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电话 
 

建设单位通讯地址  

节能评估单位  
联系人 

电话 
 

项目建设地点  所属行业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报批总投资  

投资管理类别 □审批      □核准      □备案 

项目拟投产时间  

建设规模和 

主要内容 
 

项目

年综

合能

源消

费量 

主要能源

品种（或

耗能工

质） 

计量 

单位 

年需要 

实物量 

能耗（当量值，计入耗

能工质） 

能耗（等价值，不计入耗

能工质） 

折标系数 
折标煤量

（tce） 
折标系数 

折标煤量

（tce） 

电力       

……       

综合能耗       

项目

能效

指标

比较 

项目指标名称 
项目 

指标值 

新建 

准入值 

国内先

进水平 

国际先进 

水平 

对比结果 

（国内一般，国

内先进，国际先

进） 

      

项目主要节能措施及节能效果： 

 

项目合理用能建议： 

 

项目节能评估总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