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中央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维护管理暂行规定

广东省深圳市贸易工业局、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深圳市建设局

深圳市贸易工业局、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深圳市建设局关于印发《深圳市中央空

调系统节能运行维护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2005 年 7 月 28 日）

深贸工源字〔2005〕36 号

为解决我市季节性、区域性电力供应紧张问题，保证中央空调安全、节能运行，深圳市

贸易工业局、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深圳市建设局制定了《深圳市中央空调系统节

能运行维护管理暂行规定》，现予印发施行。

深圳市中央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维护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解决我市季节性、区域性电力供应紧张问题，保证中央空调安全、节能

运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深圳辖区内设有集中式空调系统的各类民用和工业建筑（工艺性

建筑除外）。

第三条 运行管理者对中央空调系统采用的相关管理文件、技术文件和合同等文件，应

当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常规条件下中央空调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如当地发生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灾害或生化恐怖袭击，有可能通过中央空调系统扩散污染和产生伤害时，应按

实际情况采取应急运行措施。

第五条 本规定由深圳市贸易工业局（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委托相应的机构执行，市

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建设局按各自职责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 运行管理

第一节 人员管理

第六条 有关单位应当根据中央空调系统的规模、复杂程度和维护管理工作量的大小，

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管理技术人员，建立相应的运行管理和维修班组，购置相应的维修设

备和检测仪表等。

第七条 管理和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及节能教育，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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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有关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和操作人员的培训、考核档案。

第九条 操作人员应当熟悉其所管理的中央空调系统，树立节能与环保意识，做好空调

运行的日常记录和责任记录。

第十条 对忠于职守、安全操作，在节能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有关单位应当

给予奖励。

第二节 规章制度

第十一条 运行管理者应建立健全设备操作规程、常规运行调节总体方案、机房管理、

水质管理等相关规章制度。

第十二条 运行管理者应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专职人员负责制、安全卫生制度（包含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运行值班制度、巡回检查制度、维修保养制度、事故报告制度等

规章制度。

第十三条 管理部门应定期检查有关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十四条 管理人员应对工作人员和系统状态进行定时或不定时抽查，并进行数据统计

和运行技术分析，发现异常应及时纠正。

第十五条 有关单位应对空调系统的运行状况、设备的完好程度、能耗状况、节能改进

措施等进行季度、年度运行总结和分析。

第十六条 在设备工作期内，设备供应者应为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及配件，并做

好维修记录。

第十七条 对于清洗、节能、调试、改造等工程项目，实施前宜对实施结果予以量化约

束，签订的合同文本中必须明确保证实施结果和有效期限。

第三节 技术资料管理

第十八条 中央空调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检测、维修和评定等技术文件应当完整

并保存完好。下列文件应当存档，并作为技术管理、责任分析、管理评定的重要依据：

（一）主要材料、设备、成品和半成品的技术资料、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

报告；

（二）仪表出厂的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和校正纪录；

（三）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和竣工图（含更新改造和维修改造）；

（四）检查验收记录；

（五）工程设备、风管系统、水管系统安装及检验记录；

（六）管道试验记录；

（七）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八）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记录；

（九）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的检查记录；

（十）系统综合效能测定报告；

（十一）维护保养记录和检修记录；

（十二）水质化验报告。

第十九条 各种运行管理记录应齐全，主要包括主要设备运行记录、巡回检查记录、运

行值班记录、维护保养记录等。不停机运行的系统，应当有交接班记录等。原始记录应准确、



清楚，符合相关管理制度的要求，且保存完好。

第二十条 有关单位应妥善保管设备和系统运行记录、事故分析及其处理记录、设备和

系统部件的大修和更换情况记录、年度运行总结和分析等资料。

第二十一条 巡回检查应定时、定点、定人，并做好原始记录。采用计算机集中控制的

系统，可用定期打印汇总报表和数据数字化储存的方式记录、保存运行原始资料。

第三章 技术要求

第一节 运行保养规定

第二十二条 设备、阀门和管道的表面应保持整洁，无严重锈蚀，无跑、冒、滴、漏、

堵现象。电动阀门应能够正常工作。

第二十三条 空调系统主要设备和计量仪表应定期检验、标定和维护。缺少仪表装置的

应当及时增设。

第二十四条 空调自控设备和系统应定期检修、维护，定期校验传感器和仪表，以保证

系统正常工作。

第二十五条 更新、增设空调系统温湿度敏感元件和检测元件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在室内，应设置在不受局部热源影响的、有代表性的、空气流通的地点，局部

区域有要求严格时，应设在要求严格的地点；

（二）在风管内，设在气流稳定的管段的截面中心；

（三）露点温度的敏感元件和检测元件，应装设在挡水板后有代表性的位置，并应避

免辐射热、振动、水滴和二次回风的影响。

第二十六条 空调系统的主要设备和风管的检查孔、检修孔和测量孔，不得取消或遮挡。

必要时应当增设检查孔、检修孔和测量孔，以便随时对运行情况进行检测。

第二十七条 空调系统末端设备，如风机盘管、空气处理机组、新风机组等，由运行管

理部门统一维护保养，并应定期检查，及时维修，及时更换坏损设备及部件。过滤网应当定

期检查和清洗。

第二节 安全事项

第二十八条 有关单位应对制冷机房主机制冷剂泄漏定期检查，有报警装置的应定期检

测和维护，与通风系统联锁的应保证联动正常，保证系统安全、正常的工作。

第二十九条 有关单位应检查安全防护装置的工作状态、各种压力容器、化学危险物品

与油料的存放等情况。

第三十条 空调系统设备的电气控制及操作系统应安全可靠，电源符合设备要求，接线

牢固，接地措施符合《电气安装验收标准》，无过载运转现象。

第三十一条 制冷设备的冷水和冷却水的水流开关应定期检查，确保工作正常。

第三十二条 制冷设备、水泵和风机等设备的基础应稳固，传动装置运转应正常，轴承

冷却润滑良好，无过热现象，轴封密封良好，无异常声音或震动现象。

第三十三条 有关单位应按照设备要求定期检查冷水机组冷凝器的进出口压差，消除设



备内的水垢。

第三十四条 有关单位应定期检查空调通风系统送、回风管的防火阀及其感温、感烟控

制元件，保证其正常工作。

第三十五条 机房内严禁放易燃、易爆和有毒危险品。

第三十六条 对电制冷压缩机组，应定期检查，确保下列装置正常工作：

（一）压缩机的安全保护；

（二）排气压力的高压保护和吸气压力的低压保护；

（三）润滑系统的油压差保护；

（四）电动机过载及缺相运行保护；

（五）冷却水套断水保护；

（六）离心式压缩机轴承的高温保护；

（七）蒸发器冷水的防冻保护；

（八）冷凝器冷却水断水保护及蒸发式冷凝器通风机的事故保护。

第三十七条 电制冷设备的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计、液压计等装置以及高低压保护装

置、低温防冻保护、电机过流保护、排气温度保护、油压差保护等安全装置必须齐全，定期

校验，确保正常工作。

第三十八条 电制冷设备的冷冻油应油标醒目，油位正常，油质符合要求。制冷设备的

运行情况应符合技术要求，不得有超温、超压现象。定期检查、记录水冷式冷水机组冷凝器

和蒸发器的水流阻力，确保其数值不超过机组额定阻力值。

第三十九条 有关单位应按安全和经济运行的要求，确保各种安全和自控装置的正常运

行，如有异常应及时做好记录并报告。特殊情况下需要停用安全或自控装置的，应当履行有

关审批或备案手续，并告知所有相关空调用户。

第四章 节能要求

第四十条 运行管理部门应当每年进行一次空调系统能耗和供冷量统计。电制冷压缩机

组满负荷及部分负荷制冷（热）性能系数（COP）应符合《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2005 第 5.4.4 条的要求（见附件 2）。

第四十一条 空调系统的使用功能和负荷分布发生变化时，或空调系统存在明显的温度

不平衡时，运行管理部门应对空调水系统和风系统进行平衡调试，水量失调率（实测流量与

需求流量的偏差/需求流量）和风量失调率（实测风量与需求风量的偏差/需求风量）均不应

超过 20%。

第四十二条 全空气系统运行中的新风量控制，应按以下原则运行：

（一）在系统预热和预冷运行时，可以无新风运行；

（二）在系统正常运行时，新风量可按 CO2 浓度小于 0.1%控制，或者按附件 3范围取

用；

（三）增大新风量会降低系统能耗时，宜增大新风量或采用全新风直供方式运行；

（四）增大新风量会增加系统能耗时，宜适当减少新风量。

第四十三条 对于人流密度峰值较大且变化波动量较大的场所，宜采用 CO2 浓度控制系

统来调节新风比例。

第四十四条 表冷器的冷水进水温度，应比空气出口干球温度至少低 3.5℃。冷水温升

宜采用 2.5～6.5℃。表冷器用于空气冷却去湿过程时，冷水出口温度应比空气的出口露点

温度至少低 0.7℃。



第四十五条 制冷情况宜采用大温差送风，但不宜超过下列数值：

（一）送风高度小于或等于 5m 时，不超过 10℃；

（二）送风高度在 5m 以上时，不超过 15℃；

（三）送风高度在 10m 以上时，按射流理论计算确定；

（四）当采用顶部送风（非散流器）时，按射流理论计算确定。

第四十六条 空调系统中的热回收装置，应定期检查维护，确保其正常工作。如没有热

回收装置的空调系统，满足下列条件时，可增设全热或显热回收装置：

（一）设有集中排风系统，风量大于或等于 3000m3/h 直流式空调系统，且新风空气与

排风空气设计计算温差大于或等于 8℃时；

（二）设有集中排风系统、风量大于或等于 10000m3/h，新风比大于或等于 40%的系统，

且新风空气与排风空气设计计算温差大于或等于 8℃；

（三）设有独立新风、排风的系统。

第四十七条 当空调系统供冷工况下，系统的供回水温差经常小于 3℃时（设计温差

5℃）；供热工况下，系统的供回水温差经常小于 6℃时（设计温差 10℃）；宜采用减少流

量的节能措施，且不应影响系统的水力平衡。尽量避免小温差大流量的运行工况。

第四十八条 风系统运行时宜采取有效节能措施以增大送回风温差，且不应影响系统的

风量平衡和室内气流组织。

第四十九条 有关单位应定期检查空气过滤器的前后压差，如压差不能直接显示或远程

显示，应增设可视检测仪表。

第五十条 有再热盘管的空气处理设备，运行中宜尽量减少冷热抵消。

第五十一条 多台并联运行的同类设备，应能根据实际负荷情况，自动或手动调整运行

台数，使输出的容量（如冷量、热量、水量、风量、压力等）与要求其提供的参数相匹配。

第五十二条 具备调速功能的设备，应使其输出能力可自动随控制参数（如供冷量、供

热量、供水量、送风量、回风量、压力等）的变化而变化。

第五十三条 对于大空间，人员流动量较大而采用定风量集中处理、输送和分配的全空

气系统，宜对空气处理机组风机作变频调速改造运行。

第五十四条 由两台或两台以上制冷冷水机组组成，且同时使用率低的制冷系统，其冷

水泵、冷却水泵宜采用变频等改造措施，以减少单机运行时水泵无谓消耗的功率。

第五十五条 对于一塔多风机配置的冷却塔，宜根据冷却水回水温度，及时调整投入运

转的风机数。在保证冷却水温度满足冷水机组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应使运转的风机数量至最

少。

第五十六条 在多台制冷主机并联供冷的系统中，与其相匹配的冷却塔也宜采用并联形

式，以便在过渡季节或者外界气温较低、室内冷负荷减少，部分制冷主机运行时，利用并联

冷却塔，不开风机而采用自然冷却的方式降低能耗。

第五十七条 当空调系统为间歇运行方式时，应根据每天的天气情况和室内空调负荷情

况，在充分考虑建筑的围护结构蓄热性能的条件下，确定合适的开停机时间。

第五十八条 在满足室内空气控制参数的条件下，冰蓄冷空调系统宜加大供回水温差。

第五十九条 制冷系统通过技术经济分析，宜回收冷凝热。

第六十条 空调工况下的制冷主机操作人员应避免将冷水出水温度调在 7℃以下运行。

当主机负载不大，在满足空调系统冷量需要的条件下，可适当提高机组的出水温度，以提高

制冷机效率。

第六十一条 完善和提高中央空调制冷系统的自动控制水平。条件允许的，应尽可能改

手动操作为自动控制。

第六十二条 应推广中央空调系统能量分户计量收费的技术，改中央空调按用户使用建



筑面积平摊收费的传统方法为分户计量，使用户的经济利益与节能要求一致。

第六十三条 加强管路保温措施的检查和维护，以减少冷、热量的流失。

第六十四条 对技术落后、老化、低效率高能耗的设备，逐步实施淘汰。

第六十五条 为了降低中央空调系统的能耗，应适当提高空调环境的温度。

第六十六条 中央空调系统宜设置独立的供配电计量装置。

第五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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