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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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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郑州春泉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郑州轻

工业大学、亿联鑫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科宇智能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河南三联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天燃气

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陕西环发新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安康

高新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康市盛力机电制冷工程有限公司、中石化新星（北京）新能源研究院有

限公司、北京北晨环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电子规划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立得尔节能技术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杨东、吴学红、黄守峰、王付立、朱正华、朱海红、袁明、陈传伟、陈  宇、

杜永恒、吕宗旺、刚轶金、于庆友、郭朝令、赵建一、王佐祥、崔家锋、唐海兵、许振华、车福亮、常

建国、聂晗、李宏武、王伟山、贾小爱、王燕令、郝凌峰、陈玉军、金云林、樊晓翠、郭琳琳、李涛、

张俊利、张欣铃、于瑞兴、姚明胜、申瑞雪、白芸、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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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的术语、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空调系统（包括：集中空调、分散式空调）节能管理的智能化监测控制系统，其它空

调系统的节能智能化管理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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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A: 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B: 高温 

GB/T 2423.3—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方法 

GB/T 4205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操作规则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6587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GB/T 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试验 

GB/T 17981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GB/T 19232  风机盘管机组 

GB 19577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9871  能源计量仪表通用数据接口技术协议 

GB/T 38626  信息安全技术  智能联网设备口令保护指南 

CJ/T 18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DL/T 645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JGJ/T 177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SJ/T 11436  风机盘管空调能耗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  Intelligent energy-saving management system for air conditioning 
对空调系统运行数据进行监测、控制、优化以提升空调系统能源利用效率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注： 由智能监控器、区域管理单元、中央控制器、监控平台和通讯网络等组成。 

 

智能监控器  Intelligent monitor 
对空调设备及系统运行状态和数据进行监测与控制，具有物联网功能的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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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控制器  The central controller 
对集中空调能源站设备及系统运行进行监测与控制，具有物联网功能的智能管理设备。 

 

协议转换器  Protocol converter 
将空调设备的通讯接口及协议，转换为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的标准接口及协议的转换网关。 

 

能耗仪表  Energy consumption meter 
对空调能耗进行过程动态监测和用量计量的仪表。 
注： 包括水表、电表、燃气表、热量表、空调表和当量空调表等。 

 

电气智能控制柜  Electrical intelligent control cabinet 
对空调及附属设备进行智能控制的电气柜。 

 

区域管理单元  Regional management unit 
按空调分区或功能分区分别进行管理，且可独立运行的智能设备单元。 

 

监控平台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platform 

在监测控制软件支持下，实现集中管理的操作平台。 

 

智能管理设备  Intelligent management device 
在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到的硬件设备。 
注： 包括智能监控器、中央控制器和区域管理单元等。 

 

空调系统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空调系统输出的总冷量和空调系统总能耗之比。 

 

系统节能率  System energy-saving ratio   
在交替运行模式下，空调系统启用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所节约的总能量与未启用空调智能节能

管理系统输入的总能量之比的百分数。 

4 要求 

使用环境 

4.1.1 A类环境 

室内安装，环境温度：5℃～55℃；相对湿度：≤80% ；普通磁场。 

4.1.2 B类环境 

室外安装，环境温度：-20℃～55℃；相对湿度：≤93% ；普通磁场。 

通讯接口及协议 

通讯接口和协议应符合以下要求： 

4.2.1 智能管理设备应具有通讯接口，通讯接口及协议应符合 GB/T 29871，或 DL/T 645，或 CJ/T 
188 的有关规定。 

4.2.2 空调主机等设备可通过协议转换器，转换为智能节能管理系统的标准接口及协议。 

外观 

外观和产品标志应符合以下要求：  

4.3.1 外观不应有划伤、污损、开裂、变形、变色、凹陷、毛刺、霉斑、镀涂层剥落及结构松动现象。 

4.3.2 显示应清晰，不能有破损、开裂、重影、显示不全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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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表面硬度，包括:字符、图形符号部位的硬度应不小于 2H 以上铅笔芯的硬度。 

4.3.4 外壳或铭牌上的文字、数字、标志和符号应清晰，不应有玷污、残缺和脱落。 

4.3.5 管理系统应有节能率等级标志。 

功能 

4.4.1 网络接入 

采用无线或有线通讯，接入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实现数据传输或指令执行的功能。 

4.4.2 地址修改 

智能管理设备应具有唯一的出厂编码和可修改的应用地址，实现网络通讯识别。 

4.4.3 数据存储 

4.4.3.1 智能管理设备 

智能管理设备应存储下列信息： 

a) 地址编码； 

b) 温度 、模式、电量、压力、流量、时间等； 

c) 能耗仪表计量值； 

d) 空调未端设备的档位状态； 

e) 其它需要存储的传感数据和执行指令。 

4.4.3.2 监控平台应 

监控平台应存储下列信息： 

a) 空调系统的基本注册信息； 

b) 智能管理设备基本注册信息； 

c) 能耗仪表计量值； 

d) 其它需要存储的信息。 

4.4.4 定时功能 

根据用户所设置的时间点执行相应的指令动作。 

4.4.5 信息查询 

管理系统应具有下列信息查询： 

a) 查询 4.4.3存储的信息； 

b) 实时运行状态，包括智能监控器、中央控制器、空调能源站各个设备的状态； 

c) 日报表； 

d) 月报表； 

e) 用量清单、能耗清单； 

f) 空调系统能效比； 

g) 其它数据或图表。 

4.4.6 温湿度监测 

管理系统中温湿度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智能监控器可获取室内、外环境温度。温度测量准确度为 ±1℃； 

b) 中央控制器可获取监测空调系统的温度。温度测量准确度为 ±0.5℃； 

c) 系统设备可获取室内、外环境相对湿度。相对湿度测量准确度为±5%。 

4.4.7 自检功能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具备自动检测或诊断设备运行状态的功能。 

4.4.8 禁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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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具有远程指令禁用或恢复空调的部分或全部功能。 

4.4.9 温度重置 

管理系统中智能监控器应具有实时重置空调温度的功能。 

4.4.10 温限管理 

管理系统中智能监控器应具有设置温度调节范围，管理空调制冷温度下限和采暖温度上限的功能。 

4.4.11 校时功能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具有重启校时、定时校时和指令校时功能。 

4.4.12 远程控制 

管理系统应具有通过移动客户端或管理平台对风机盘管、空调主机及附属设备的启停、档位等状态

进行远程管理和参数调节的功能。 

4.4.13 能耗统计与分析 

管理系统中能耗统计与分析应具有下列功能： 

a) 应具有计算并输出空调及附属设备运行能耗的功能； 

b) 应具有按时间、面积、人均、设备等进行分析空调运行能耗分析和报表输出的功能； 

c) 应显示出空调系统节能率，系统节能率计算和等级划分按附录 A。 

4.4.14 能效评估与分析 

管理系统系统应具有对空调系统能效比进行统计、分析、输出和实时能效进行评估的功能。空调系

统能效比按附录B计算。 

4.4.15 智能控制 

管理系统应具有以提高空调系统能效和节能率为目标，自动控制空调及附属设备的启停和修正运

行状态参数的功能。 

安全性能 

4.5.1 断电保护 

断电保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智能监控器应保存断电前记录的本规范 4.4.3.1中的数据信息； 

b) 智能监控平台应保存断电前记录的本规范 4.4.3.2中的数据信息。 

4.5.2 数据安全 

管理系统的数据存储或传输应具有安全保护措施。 

4.5.3 设备绝缘性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及电气智能控制柜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4706.1—2005 的规定。 

4.5.4 封印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有可靠封印，在不破坏封印的情况下不可拆卸。 

环境适应性 

4.6.1 低温储存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 -25℃±3℃，存储时间 2 h 以上，恢复后设备各项功能应正常。 

4.6.2 低温工作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运行，并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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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温度 -20℃±3℃； 

b) 温度变化率小于 1℃/min； 

c) 运行时间大于 2 h。 

4.6.3 高温工作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运行，并功能正常： 

a) 温度 55℃±2℃； 

b) 湿度≤20%； 

c) 温度变化率小于 1℃/min； 

d) 运行时间大于 2 h。 

4.6.4 恒定湿热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运行，并功能正常： 

a) 温度 40℃±2℃； 

b) 相对湿度 93%±3%； 

c) 运行时间大于 2 h。 

电磁兼容性 

4.7.1 电源影响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运行，并功能正常： 

a) 电源电压 187 V～242 V 之间变化； 

b) 频率在 49 Hz～51 Hz 之间变化。 

4.7.2 电磁场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运行，并功能正常： 

a) 频率 26 MHz～1000 MHz； 

b) 电场强度 3 V/m。 

4.7.3 静电放电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下列条件下运行，并功能正常： 

a) 在空气放电 8 kV 或接触放电 4 kV； 

b) 单次放电 10 次，2次间放电时间间隔＞10 s 时。 

4.7.4 工频磁场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在 60 A/m 磁场强度下，并功能应正常。 

振动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的振动试验应符合 GB/T 6587 的要求。 

冲击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的冲击试验应符合 GB/T 6587 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时，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温度：15℃～35℃； 

b) 相对湿度：25%～75%； 

c)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d) 周围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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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 

5.2.1 通则 

试验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试验设备及辅助设备应满足测试对象的各项条件； 

b) 测量装置应符合测试对象的计量学特性，试验装置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应大于被测量对象误差

限的 1/5。 

5.2.2 时间间隔测量仪 

时间间隔测量仪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量范围：0 s～3600 s； 

b) 分辨率：1 s； 

c) 测量误差：1×10
-4
 。 

5.2.3 交流调频调压源 

交流调频调压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压调整范围：198 V～242 V； 

b) 频率调整范围：45 Hz～55 Hz； 

c) 输出功率：≥500 W。 

5.2.4 绝缘电阻测试仪 

绝缘电阻测试仪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压：DC 500 V； 

b) 量程：500 kΩ～10 GΩ； 

c) 准确度：±5%。 

5.2.5 耐压试验仪 

耐压测试仪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容量：0.5 kVA； 

b) 电压：0 V～5 kV； 

c) 频率：50 Hz； 

d) 准确度：±5%。 

5.2.6 标准温度计 

标准温度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范围：0℃～95℃； 

b) 误差：±0.1℃。 

5.2.7 恒温水槽 

恒温水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温度波动：±0.1℃； 

b) 温度范围：5℃～95℃。 

5.2.8 空调设备 

风机盘管机组应符合 GB/T 19232 的要求；分散式空调应符合 GB/T 7725 的要求；集中空调、多联

机空调及辅助设备应符合厂家设备执行标准。 

外观检验 

采用目测及手感的方法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4.3的要求。 

功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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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网络接入 

接入网络进行数据传输读取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4.1 的要求。 

5.4.2 地址修改 

在监测平台上，采用修改智能管理设备应用地址的方法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4.2 的要求。 

5.4.3 数据存储 

通过对空调及附属设备进行断送电、启停和调节操作检验。智能管理设备和监控平台验证是否符合

的要求。 

5.4.4 定时功能 

通过监控平台下达定时指令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4.4 的要求。 

5.4.5 信息查询 

通过监控平台进行查询，验证是否符合 GB/T 4205 和 4.4.5 的要求。 

5.4.6 温湿度监测 

通过监控平台查询的温湿度与实测温湿度对比，验证是否符合 4.4.6 的要求。 

5.4.7 自检功能 

通过监控平台，读取智能管理设备断送电后的状态，验证是否符合4.4.7的要求。 

5.4.8 禁用管理 

通过监控平台，对智能管理设备进行禁用操作，验证是否符合 4.4.8 的要求。 

5.4.9 温度重置 

通过监控平台，调节空调温度设置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4.9 的要求。 

5.4.10 温限管理 

通过监控平台，设置空调温度的制冷下限或采暖上限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4.10 的要求。 

5.4.11 校时功能 

在智能管理设备重启、到达定时点或收到校时指令后，通过监控平台读取时间信息进行检验，验证

是否符合 4.4.11 的要求。 

5.4.12 远程控制 

通过移动客户端、监控平台，对风机盘管、空调主机及附属设备进行启停、档位和状态进行调节检

验。验证是否符合 SJ/T 11436 和 4.4.12 的要求。 

5.4.13 能耗统计与分析 

通过监控平台读取能耗数据进行查验，验证是否符合 JGJ/T 177 和 4.4.13 的要求。 

5.4.14 能效评估与分析 

通过监控平台查看能效分析页面和数据，核对图表输出结果是否实时响应，验证是否符合 GB 19577、
GB/T 17981 和 4.4.14 的要求。 

5.4.15 智能控制 

通过监控平台查看空调系统控制措施和评估结果的响应情况进行验证，验证是否符合 4.4.15 的要

求。 

安全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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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断电保护 

分别采用断开智能管理设备或监控平台电源，时间间隔大于 1 min，连续2次的中断间隔时间不小于

2 min，重复 5 次后恢复智能管理设备和监控平台供电，读取存储信息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5.1 

的要求。 

5.5.2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试验，验证是否符合下列要求： 

a) 依据 GB/T 29871，或 DL/T 645，或 CJ/T 188的通讯接口和协议，采用工具软件读取智能管

理设备数据，解码前不可识别； 

b) 监控平台数据库，需通过口令、密码进入，存储的数据解码前不可识别； 

c) 系统数据传输应符合 GB/T 38626 的要求。 

5.5.3 设备绝缘性 

智能管理设备及电气智能控制柜的绝缘性等级等安全性能试验应按 GB 4706.1—2005 的规定执行，

验证是否符合 4.5.3 的要求。 

5.5.4 封印 

目测智能管理设备的可拆卸部件封印情况进行检验，验证是否符合 4.5.4 的要求。 

环境试验 

5.6.1 低温储存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2423.1—2008 第 6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6.1 

的要求。 

5.6.2 低温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2423.1—2008 第 6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6.2

的要求。 

5.6.3 高温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2423.2—2008 第 6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6.3 

的要求。 

5.6.4 恒定湿热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2423.3—2008 第 6、7、8、9、10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

否符合 4.6.4 的要求。 

电磁兼容 

5.7.1 电源影响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17626.11—2008 第 8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7.1 

的要求。 

5.7.2 电磁场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17626.3—2016 第 8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7.2

的要求。 

5.7.3 静电放电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17626.2—2018 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7.3 的要

求。 

5.7.4 工频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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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17626.8—2006 第 8 章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7.4

的要求。 

振动试验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6587 中 5.9.3 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8 的要求。 

冲击试验 

管理系统中智能管理设备应按 GB/T 6587 中 5.9.4 的规定进行试验，验证是否符合 4.9 的要求。 

6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可分为出厂检验和定型检验。 

出厂检验 

管理系统出厂前，应由生产厂家按附录 C 的规定进行检验。 

定型检验 

智能管理设备在下列情况时需进行定型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定型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根据产品的管理要求或其它有需要时。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定型检验的检验项目应按附录C的规定执行。 

合格判定 

检验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一套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所有检验项目都合格时，判定为合格；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的，

判定为不合格。 

b) 定型检验的送检设备从出厂检验合格的设备中选取，送检设备应不少于 3套；送检设备所有检

验项目均合格的，为检验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检签与使用说明书 

7.1.1 产品标志 

产品上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家名称、商标； 

b) 产品型号及名称； 

c) 主要技术参数（工作环境、工作电压、输入功率、计量精度等）； 

d) 出厂年、月和出厂编号； 

e) 节能率等级。 

7.1.2 产品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上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型号及名称； 

b) 检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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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检验员代号； 

d) 执行标准； 

e) 制造厂家名称或商标。 

7.1.3 包装标志 

产品的包装上应有下列标志： 

a) 制造厂家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 毛重或净重，单位：kg； 

d) 箱体外形尺寸：长×宽×高，单位：cm； 

e) 符合 GB/T 191 要求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7.1.4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并标出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制造厂家名称、地址及商标； 

c)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d) 节能率等级； 

e) 结构特征与工作原理； 

f) 使用、操作和注意事项； 

g) 故障分析与排除； 

h) 产品执行标准。 

包装 

产品可按照供需双方合同（协议）规定进行包装，包装时应保证系统设备的完好性。包装箱外按

GB/T 191 的规定印刷向上、防潮、小心轻放标志；标注制造厂名称、地址、净重和制造日期。箱内随

机文件应有：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技术说明书； 

c) 装箱单； 

d) 其它文件。 

运输 

运输时应轻放轻卸，按箱子箭头标识堆放，避免剧烈振动、撞击和日晒雨淋。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 -5℃～55℃，相对湿度小于80%，周围无火灾危险、爆炸危险、腐蚀性气体，通风

干燥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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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系统节能率计算和等级划分 

 

采用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的空调系统节能率采用交替运行法进行测量。 

具体测试方法措施，在空调运行状况相同情况下，按日采用和停用智能节能管理系统，交替运行相

同的天数并分别统计空调系统的能耗，按公式 A.1 进行计算： 

 𝑅𝑅 = 𝑤𝑤1−𝑤𝑤2
𝑤𝑤1

× 100% ····························································· (A.1) 

式中： 
R —系统节能率； 

W1—交替运行中，未采用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时间的空调系统总能耗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W2—交替运行中，采用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时间的空调系统总能耗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交替运行测试应满足以下条件： 

1、空调运行状况相同，空调运行时间一致。 

2、气候条件和空调使用情况应基本相同。 

3、能耗测试过程应覆盖空调系统典型运行时间。 

4、交替运行能耗数据测量仪表保持应一致。 

空调系统的输入能源包括电能及其它形式能源，其他形式的能源根据附录E折算为等效电能进行计

算。 

根据系统节能率R值的范围，按表 A.1 进行系统节能率等级划分。 

表A.1  节能率等级 

系统节能率等级 节能率 R 要求 空调智能节能管理系统要求 

A R≥25% 采用完整的智能节能管理系统，包括能源站、输配系统和空调末端。 

B 12%≤R＜25% 采用完整的智能节能管理系统，包括能源站、输配系统和空调末端。 

C 6%≤R＜12% 采用完整的智能节能管理系统或部分节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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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系统能效比的计算 

 

空调系统能效比用于累计工况的综合评价，也可用于典型工况的实时工况的测试评价。 

输入空调系统的能源包括电能及其它形式能源，根据附录 D，折算为等效电能计算，能效比依据公

式 B.1 计算。 

 𝐸𝐸 = 𝑄𝑄
∑𝑤𝑤1

 ········································································· (B.1) 

式中： 
E—空调系统能效比； 

Q—空调系统输出的总冷热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W1—空调系统设备的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𝑤𝑤1—空调系统输入的总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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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表 C.1 是出厂检验和定型检验项目表。 

表C.1  检验项目表 

检验项目属性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的章条号 

检验 

方法 

定型 

检验 

出厂 

检验 代号 类别 

1 标识 1 标识 7.1.1 
目测 

手感 
√ √ 

2 包装 2 包装 

7.1.2 

7.1.3 

7.1.4 

目测 

手感 
√ √ 

3 

外观 

质量 

 

3 外观 
4.3.1 

4.3.2 
5.3 √ √ 

4 表面硬度 4.3.3 5.3 √ √ 

5 
字符、标志及涂饰部分

的附着力 
4.3.4 5.3 √ √ 

4 功能 

6 网络接入 4.4.1 5.4.1 √ √ 

7 地址修改 4.4.2 5.4.2 √ √ 

8 数据存储 
4.4.3.1 

4.4.3.2 
5.4.3 √ √ 

9 定时功能 4.4.4 5.4.4 √ √ 

10 信息查询 4.4.5 5.4.5 √ √ 

11 温湿度监测 4.4.6 5.4.6 √ √ 

12 自检功能 4.4.7 5.4.7 √ √ 

13 禁用管理 4.4.8 5.4.8 √ √ 

14 温度重置 4.4.9 5.4.9 √ √ 

15 温限管理 4.4.10 5.4.10 √ √ 

16 校时功能 4.4.11 5.4.11 √ √ 

17 远程控制 4.4.12 5.4.12 √ √ 

18 能耗统计与分析 4.4.13 5.4.13 √ √ 

 能效评估与分析 4.4.14 5.4.14 √ √ 

 智能控制 4.4.15 5.4.15 √ √ 

5 
安全 

性能 

19 断电保护 4.5.1 
5.5.1 

5.5.2 
√ √ 

20 数据安全 4.5.2 5.5.3 √ × 

21 设备绝缘性 4.5.3 5.5.4 √ √ 

22 封印 4.5.4 5.5.5 √ √ 

6 
环境 

测试 

23 低温储存 4.6.1 5.6.1 √ × 

24 低温 4.6.2 5.6.2 √ × 

25 高温 4.6.3 5.6.3 √ × 

26 恒定湿热 4.6.4 5.6.4 √ × 

7 
电磁 

兼容 

27 电源影响 4.7.1 5.7.1 √ × 

28 电磁场 4.7.2 5.7.2 √ × 

29 静电放电 4.7.3 5.7.3 √ × 

30 工频磁场 4.7.4 5.7.4 √ × 

8 
机械 

性能 

31 振动  4.8 5.8 √ × 

32 冲击 4.9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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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表 D.1 引用 GB/T 17981 中的能源折算系数。 

表D.1  各种能源折算成等效电的系数 

终端能源 折标准电系数 α 
电 1.000 kW·h/（kW·h） 

天然气（1500℃/-1.6℃） 7.156 kW·h/m³ 

原油（1500℃/-1.6℃） 7.686 kW·h/kg 
汽油、煤油（1500℃/-1.6℃） 7.917 kW·h/kg 

柴油（1500℃/-1.6℃） 7.840 kW·h/kg 
原煤（500℃/-1.6℃） 2.640 kW·h/kg 

标准煤（500℃/-1.6℃） 3.695 kW·h/kg 
市政热水（95℃/70℃/-1.6℃）） 65.6 kW·h/GJ 
市政蒸汽（0.4 MPa/-1.6℃） 96.7 kW·h/GJ 

β的值应按社会平均发电效率选取，计算标煤取 0.3619 kgc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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