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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该商业大楼为例 ,详细介绍了建筑物能源审计的研究结果 。该楼宇设备的复杂

多样性 ,为能源审计提供了完整的能耗数据 ,使得能源审计工作得以深入进行。在能源审计中

应用了问卷调查 、现场实测和能源收费账单统计等手段 ,收集了公共设备和租户空调设备 、照

明负荷 、办公设备负荷等的能源消耗情况。确定了建筑物整体能耗水平 ,并将此结果与香港地

区典型建筑的能耗水平相比较 。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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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udit of bui ldings:a case study of a
commercial bui lding in Causeway Ba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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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or ts a de tailed study of building energy audit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n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All the complica ted building service systems in the building provide an excellent ar r ay of energy use

data for analysis and facilita te a detailed energy audit study. By conducting a survey of the energy end-use of

var ious tenants , more da ta about the lighting and equipment loads in var ious pr emises in the building are also

gathe red for the analysis. Provides the details f or conducting an ene rgy audit. Besides the energy audit results

on the total consumption of energy systems in the building , presents a compar ison of the results with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ypical buildings in Hong Kong.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incr ease energy

eff 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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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增长 ,香港建筑能源消耗日益增

加 ,但公众对能源是否得到有效的利用并不清楚 ,

节能意识薄弱 ,能源浪费现象很严重。电力作为建

筑中使用最广泛的能源形式 ,既是有限的也是无法

再生利用的 ,在矿物燃料有限的情况下 ,节约能源

不仅使个人受益 ,更有利于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持

续发展。而建筑耗能的日益增长使得建筑节能显

得愈来愈重要 ,能源审计在香港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笔者根据多年的研究和多个建筑物的能源审

计结果 ,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建筑物能源审计的方

法和步骤 。

能源审计依据的是英国屋宇设备工程师学会

颁布的《能源审计与调查实施手册》(以下简称《手

册》)
[ 1]
。能源审计要对能源系统进行定期的调查 、

测量 、报告 、分析和检测。详细的能源审计要对公

用侧的设备和租户侧的设备总能耗进行归纳和详

 44 专业论坛　　　　暖通空调 HV&AC　2006年第 36卷第 5期 　　　　　　　　

①☆ 娄承芝 ,男 , 1957年 3月生 ,大学 ,高级工程师
300072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22) 89788070

E-mai l:czlou@tju . edu. cn
收稿日期:2005 08 16

修回日期:2006 03 09



细的分类 ,重点是高能耗的系统 ,例如空调 、电器 、

照明和垂直交通。此外 , 能源审计指南
[ 2]
和《手

册》[ 1] 中给出的步骤和表格[ 3 4] 对能源审计的计划

和能耗数据的收集有指导作用 。

1　能源审计的目标

能源审计的目标主要包括:1)确定建筑物中

的用能系统 ,并将总能耗分配到空调 、照明 、垂直交

通和其他公用设备等各个子系统;2)计算该建筑

的能耗指标 ,并将此指标与香港地区类似综合建筑

的参照能耗指标作对比;3)针对该建筑 ,提出相应

的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措施 。

能源审计中的测算和能耗数据的收集一般按

照以下步骤进行:1)收集历史数据 。收集的信息

包括:历年的电费记录 ,建筑规划布局和日常运行

管理记录 。2)初步调查 。进行实地调查 、现场测

量 ,并与建筑物的物业管理人员进行交流 。另外 ,

现场测量的数据可以作为建筑物管理单位提供数

据的补充 。现场的调查实测对于掌握系统的运行

特点 ,确定建筑的能耗构成及其相应的节能潜力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3)深入调查 。通过分析历史数

据和日常管理记录 ,对有节能潜力的设备和系统的

整体性能进行细致的调研。4)数据分析与确认 。

归纳分析调研和实测获得的数据 ,并将这些数据与

标准参照数值和实施标准对比。通过分析制定节

能措施 ,确定投资和节能改造效益 。

2　审计建筑及其楼宇设备

该建筑属于综合商业建筑 ,1994年投入使用 ,

采用玻璃幕墙作为围护结构 。整个建筑由裙房及

裙房上的两座双塔构成 ,总建筑面积 211 000 m2 ,

包括多功能影院 、4层饭店(17 800 m 2)、12层购物

商场(69 300 m
2
)和 4 层 700 个车位的地下停车

场 ,其余为 49层和 39 层的写字间(96 000 m2)。

除饭店餐饮的租户使用城市燃气外 ,电力是该建筑

中公用服务设备和租户使用的惟一能源 。

2. 1　冷却水循环

空调系统由 5台安装在裙房 12层上的制冷机

(3台 8 933 kW离心式 ,2台 2 814 kW 螺杆式)提

供冷量 ,总制冷量 32 427 kW ,另有 28台风冷换热

器安装在两座塔楼的顶层 。

2. 2　空气侧设备

双塔上的写字间采用变风量系统 ,每层安装两

台空气处理机 ,空气处理机入口配备可由直接数字

控制系统控制流量的百叶 ,此控制器是楼宇管理系

统的一部分。室内空气温度由空调变风量末端调

节。新风在预处理模块中与回风混合 ,降温 、除湿

后进入每个末端 。商场和饭店采用新风风机盘管

系统 ,地下停车场和设备层采用机械通风。

2. 3　电力供应系统

整栋建筑配备了 23台 1 500 kVA 变压器 ,其

中 , 6台用于向集中制冷装置供电 , 10台为空气处

理侧设备和其他公共设备供电 ,另外 7台用于满足

租户的用电需求。塔楼写字间 380 V /220 V 的供

电分为两个区 ,每个区通过 2条 1 600 A 的总线供

电。屋顶设置 3 间中继设备间 ,方便租户安装电

力 、电话和数据传输系统 。

2. 4　照明系统

塔楼写字间的设计照度为500 lx ,光源采用 36

W 的节能荧光灯管 ,并且有低损耗继电器 、铝制弧

形百叶和反射镜面。整栋建筑的照明系统采用多

种灯具 ,荧光灯占 47%,紧凑式荧光灯占 31%,卤

钨灯占 12%,卤素反射灯占 5%,高压水银灯占

3%,其他灯具占 2%。

2. 5　超大屏幕电视墙

此电视墙高 7 m ,宽 9 m ,是日本索尼公司生

产的亚洲最大的电视墙 ,其独特的技术使该电视墙

具有高清晰 、高分辨率的优点 ,更具有绝佳的音响

效果 。

2. 6　垂直交通

为了满足垂直交通的需求 ,将塔楼写字间分成

了 5个区 ,除 A 塔楼的低区外(采用可承载 3人的

电梯),全部采用可承载 6人的电梯。此外 ,在裙房

商场 、饭店和地下停车场之间另有 3个分区的电梯

提供穿梭服务 。在 7台货运电梯中有 2台同时作

为消防电梯 ,在商场和饭店区域采用了 55台自动

扶梯 。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负载和交通拥挤情况 ,写字

间电梯运行由电脑群控 ,此控制系统由微电脑和其

他硬件构成。中央控制器实时监控使用者的呼叫

和停止信号 ,并自动发出最适合的电梯响应信号 。

在楼宇控制间内安装了监视信号盘 ,用于监控电梯

和扶梯的运行状态。监视信号盘还集成了通过专

用软件实现的电梯开闭控制功能 。

3　室内环境评价

在 1999年 11月至 2000年 3 月之间 ,通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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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摇式干湿球温度计的测试发现 ,购物商场和写

字间的空气温度在 22 ～ 25 ℃内(温度略高 ,但没有

超出美国暖通空调工程师学会的规定范围[ 3] ),在

舒适度范围内。

4　公用部分设备能源消耗

3台高压离心式制冷机耗电量最大 ,这可以从

每月香港电力公司发出的电费账单中体现出来 。

每个变压器都独立计量 ,电力公司按月结算。至于

其他低压用电设备 ,由于没有独立的计量措施 ,其

耗电量无法精确计量 ,只能根据现场测试进行模拟

估算 。1999 年该建筑公用设备的能源消耗为

69 150 890 kWh ,公用设施能耗和租户能耗份额比

为 60∶40。在香港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的情况下 ,

为保持室内舒适度 ,空调系统的耗电量很大(占总

能耗 66%),其次为照明和电器用电量(见图 1)。

此结果与同类典型的商业综合建筑一致 。从图 1

中能看出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特别是空调系统和

照明系统的能源使用效率 ,是降低商业建筑总能耗

的关键。其他用电系统的耗电量全年变化不大 ,例

如通风系统耗电量 ,电梯和自动扶梯耗电量 ,给排

水系统耗电量等 。图 2 为1997—1999年间该建筑

物中的公用设备的能源消耗量与相应费用。

图 1　1999年各系统能源消耗比例

图 2　1997—1999年公用设备总能源消耗量和费用

4. 1　公用设备年耗电量和每月耗电量

该建筑物的每个变压器都可以独立计量 ,电力

公司每月将耗电量数据和账单交付租户 。通过物

业管理机构笔者获得了该建筑物 1997 年 1月 ～

2000年 3月间每月公用设备耗电量数据。通过分

析发现 ,公用设备年耗电量在不同年份间变化不

大。图 3给出了公用设备每月总耗电量。

图 3　1997年1月 ～ 2000年 3月间

公用设备每月总耗电量

4. 2　能源消耗构成

通过 1999—2000年间测量的该建筑主要能耗

设备获得能耗构成数据。对主要能耗系统的测量

根据以下步骤展开 。详细的能耗构成见表 1。
表 1　主要设备系统能耗构成(1999年 1～ 12月)

能耗 /

(kWh)

能耗百

分比 /%

全年能耗指

标 /(kWh/m2)

空调系统水 高压制冷设备 11 326 700 26. 6 53. 7

　侧设备 低压制冷设备 6 770 400 15. 9 32. 1

冷水泵 2 214 250 5. 2 10. 5

冷却水泵 1 532 900 3. 6 7. 3

换热器 1 192 300 2. 8 5. 7

换热器水泵 456 670 1. 1 2. 2

小计 23 493 220 55. 2 111. 5

空调系统空

　气侧设备
裙房和写字间的一 、
　二次空气处理机

4 009 380

　
9. 4

　
19. 0

　

塔楼写字间通风系统 168 000 0. 4 0. 8

停车场通风系统 333 480 0. 8 1. 6

小计 4 510 860 10. 6 21. 4

照明系统　 塔楼写字间 1 128 000 2. 6 5. 3

停车场 353 700 0. 8 1. 7

裙房 7 390 150 17. 4 35. 0

小计 8 871 850 20. 8 42. 0

电梯和自动 载人载货电梯 4 398 700 10. 3 20. 9

　扶梯 自动扶梯 797 100 1. 9 3. 8

小计 5 195 800 12. 2 24. 7

给排水系统 220 000 0. 5 1. 0

电视墙 151 060 0. 4 0. 7

其他 138 800 0. 3 0. 7

总计 42 581 590 100 202. 0

1)空调系统水侧设备

水侧的能耗可以通过直接计量给系统供电的

6个变压器的供电量来获得 ,其中包括水泵和换热

器的耗电量。

2)空调系统空气侧设备

公共侧和租户侧的空调系统设备都要在工作

时间前开启。物业管理人员控制非高峰时段开启

地下停车场的通风机。空气侧设备的耗电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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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操作维护记录(获得风机曲线和风机转速)、运

行日志(获得运行时电流和电压)和运行时间记录

获得 。

3)照明系统的能耗

通过计量每种灯具的功率 ,并与每个典型照明

电路上的灯具个数相乘求得照明系统的总功率;再

将每个照明系统的总功率与其相应的运行时间累

积 ,求得整个照明系统的总能耗。

4)垂直交通系统的能耗

为了计量电梯的全年总能耗 ,首先测量一台载

客电梯在正常工作时间 、周末和公共假期内的全天

逐时能耗 ,然后将每个区电梯的每天运行时间累

积 ,最后与相应的运行天数相乘。采用相同方法获

得载货电梯的全年和逐月的总能耗。对于自动扶

梯 ,用自动扶梯的功率乘以运行时间求得全年和逐

月的总能耗。

4. 3　公用设备总电力消耗

通常 ,将能耗密度(总能耗和总建筑面积之比)

作为比较面积不同的建筑物能耗效率的指标[ 5 7] 。

将公用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总电力消耗除以总建筑

面积分别得到 1997 , 1998 和 1999 年的能耗指标 ,

分别为 217 ,221和 202 kWh /m
2
,如表 2 所示。为

确定能源是否有效利用 ,将这些能耗指标与其他建

筑的能耗密度比较 ,比较结果见表 3 。
表 2　公用设备耗电量汇总(1997—1999年)

能源审计时段

1997年 1～ 12月 1998年 1～ 12月 1999年 1～ 12月

能耗 /(kWh) 能耗百分比 /% 能耗 /(kWh) 能耗百分比 /% 能耗 /(kWh) 能耗百分比 /%

空调系统水侧设备 26 381 910 57. 5 26 723 500 57. 5 23 493 220 55. 2

空调系统空气侧设备 4 631 900 10. 1 4 744 200 10. 2 4 510 860 10. 6

照明 8 754 800 19. 1 8 697 600 18. 7 8 871 850 20. 8

电梯和自动扶梯 5 668 000 12. 4 5 833 200 12. 5 5 195 800 12. 2

其他 413 890 0. 9 512 600 1. 1 509 860 1. 2

总计 45 850 500 100 46 511 100 100 42 581 590 100

能耗密度 /(kWh /m2) 217 221 202

表 3　不同建筑物能耗状况对比

建筑物

1 2 3 4 5 6

总能耗 /(kWh) 42 581 590 12 899 983 12 998 906 14 006 400 7 717 197 18 235 670

建筑面积 /m2 210 930 74 093 75 412 87 540 33 739 103 500

公用设备能耗指标 /(kWh /m 2) 202 174 172 160 229 176

空调系统能耗指标 /(kWh /m 2) 132 114 121 90 91 121

4. 4　能耗特征

图 4为公用设备月耗电量与室外月平均温度

的关系
[ 8 10]

,从图 4中可拟合出建筑物的能耗特征

线[ 11] 。采用能耗特征线不用计算机模拟就能了解

建筑物整体和空调系统的能源使用效率 。由于能

耗特征线的精确度与能耗统计数据的量相关 ,因

此 ,逐日的数据组比逐月的数据组精确度高。在图

4中 ,由于缺少可用的数据 ,只采用了 12组逐月的

数据 。通常 ,能耗特征线由一条斜线和一条水平线

构成 ,两条线相交处的室外空气温度称为基准温

度
[ 12]
。当平均室外空气温度低于基准温度时 ,建

筑能耗不会受到影响 。

对于 1999年的公用设备总能耗 ,拟合的直线

方程为

EL =0. 705t (1)

式中 　EL 为单位面积公用设备能耗 , kWh /m
2
;

0. 705为系数 , kWh /(m2  ℃);t 为月平均室外温

度 , ℃。

同年空调系统能耗的最佳拟合直线方程为

EAC =0. 577 9t - 4. 444 3 (2)

式中 　EAC为单位面积空调系统能耗 , kWh /m
2
;

0. 577 9为系数 ,kWh /(m2  ℃)。

从图 4中可看出 ,两条直线几乎平行 ,式(1),

(2)也显示两条直线的斜率相近 ,这说明空调系统

能耗是公用设备能耗变化的主导因素。能耗特征

可以作为与建筑物将来能耗比较的基准 ,用于检测

空调系统运行是否节能 ,或节能改造措施是否有

效。

5　租户部分能源消耗

除了公用部分外 ,建筑物内剩下的就是租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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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7—1999年公用设备能耗特征

分。评价建筑总能耗水平还需要租户的能源消耗

数据 。由于租户的能源消耗量(主要能源为电力 ,

包括饭店区使用的城市燃气)由专门公司单独计量

收费 ,除非租户自愿提供 ,否则物业管理公司无法

得到这些私人公司的能源消耗量数据。

为了掌握租户全年的能源消耗数据 ,采取了实

地调查的方式。调查的范围包括 30个塔楼写字间

的租户 ,40个裙房购物商场的零售租户 ,7 个饭店

的租户和电影院的租户。调查内容主要如下:1)

仪表房内电表显示的能源消耗速率;2)照明和其

他设备耗能的能源形式 ,能源消耗量以及额定功

率;3)照明和其他设备的使用时段;4) 正常的设

备运行时间。此次调查范围内租户使用的建筑面

积占总建筑面积约 68%,其中写字间 、零售商店 、

饭店和电影院分别占 46%, 16%,5%和 1%。表 4

汇总了本次调查掌握的租户消耗电量数据对面积

的加权平均值。写字间的租户平均每 m
2
建筑面

积每年消耗 128 kWh电量 ,零售商店 、饭店和电影

院租户每 m2 建筑面积每年消耗的电量分别为

377 ,100和 21 kWh 。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 ,还获得了照明系统和

其他设备电器的功率密度和能源消耗值。写字间

租户平均照明电力需求量为 23 VA /m2 。如果照

明负荷在使用期不变 ,则写字间照明系统的能耗为

60 kWh /(m2 a)。写字间电器设备的峰值负荷约

为 38 VA /m 2 ,其电力消耗量约为 68 kWh /(m2  

a)。采用相同方法计算得到零售商店 、饭店和电影

院的电力消耗量(参见表 4)。调查结果显示 ,在写

字间中大量使用个人电脑 ,个人电脑的电力负荷占

办公室内电器设备总电力负荷的 15%～ 27%,写

字间租户占用面积的加权平均数约为 35%,这相

当于 8 VA /m2 的电力需求量和每年 21 kWh /

(m2  a)的电力消耗量 。写字间内还有打印机 、冰

箱 、微波炉 、电热壶和冷水饮用水源等其他电器设

备。
表 4　1999年租户能源消耗

租户类型　　　建筑面积 /　　　平均运行　　 耗电量测量值 照明负荷 电器负荷

m2 　　　

　

　时间 /h　　

　

耗电量 /

(kWh)
　

单位面积

耗电量 /

(kWh /m 2)

单位面积电

力需求量 /

(VA /m2)

单位面积

耗电量 /

(kWh /m2)

单位面积电

力需求量 /

(VA /m2)

单位面积

耗电量 /

(kWh /m2)

写字间 95 970　　　 3 750　　 12 322 500 128 22. 8 60 37. 8 68

零售商店 34 660　　　 4 350　　 13 058 000 377 51. 3 234 69. 3 143

饭店 11 520　　　 6 200　　 1 149 000 100 43. 7 36 161. 7 64

电影院 1 860　　　 5 480　　 39 800 21 10. 5 6 24. 5 15

总计 144 010　　　 26 569 300 184 31. 2 99. 3 55. 1 85

　　将写字间 、零售商店 、饭店和电影院的平均电

力消耗值按其建筑面积所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累

加求得建筑中所有租户的电力消耗量。建筑中租

户总耗电量与其中照明系统和电器设备每年的耗

电量分别为 184 , 99. 3和 85 kWh /m2 。

6　审计建筑的总电力消耗量

通过一年时间的测量和调查 ,获取掌握了公用

设备(测量数据)和租户(实地调查数据)的能耗数

据。表 5列出了整栋建筑全年耗电量及其主要负

荷构成。基于写字间的总耗电量和香港商业建筑

中写字间的总面积 ,写字间平均每年耗电量在 350

kWh /m2 左右[ 13] 。所审计建筑的年耗电量为 386

kWh /m
2
(见表 5),较平均值高出 10%。但是 ,所

审计的建筑为商业综合建筑 ,与典型的商业建筑或

有不同。

审计建筑的全年空调耗电量为 132 kWh /

(m
2
 a)。考虑到该建筑中不仅有写字间 ,还有许

多零售商店和电影院 ,其空调系统每周运行 70 h ,

此数值说明其系统运行效率令人满意 ,然而 ,该建

筑仍有改进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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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9年电力能源消耗

公用设备 /(kWh /

(m2  a))
　

租户设备 /(kWh /

(m2 a))
　

总计 /(kWh /

(m 2 a))
　

百分比 /%

　

节能建筑总能耗指标[ 8] /
占能源审计建筑的比例 /

((kWh /m 2) /%)

空调系统水侧设备 111. 4 111. 4 28. 9 43(55)

空调系统空气侧设备 21. 4 21. 4 5. 5 17(35)
照明 42. 1 83 125. 1 32. 4 48(55)

电梯和自动扶梯 24. 6 24. 6 6. 4

其他设备和系统 2. 4 101 103. 4 26. 8 60(73)

总计 201. 9 184 385. 9 100

7　改进建议和节能契机

根据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 ,确定了几种可行的

节能措施。由于空调系统能耗量和节能建筑的能耗

量相近 ,如果要在空调和制冷系统上提出节能建议

需要作更详细的研究 ,如实测制冷机的运行参数等 ,

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所以这里所提的节能措施

重点放在耗能量第二的照明系统上 ,建议如下。

7. 1　采用电子镇流器

荧光灯是此建筑中最主要的照明光源 ,每间办

公室中安装两个 36 W 荧光灯管和带有反射镜面

的铝制弧型格栅。虽然荧光灯已经采用了节能型

灯管 ,但镇流器采用传统型 ,比电子镇流器耗电多 ,

若采用电子镇流器能节约更多的能源。

7. 2　照明系统的控制(仅指租户方面)

建议重新规划租户使用区域的照明控制电路 ,

缩小每个照明开关电路的控制范围 ,方便用户控

制。用户可在不需要人工照明的时候关闭电灯 ,节

约能源;同时 ,适当降低背景照明的亮度 ,可采用台

灯照明。

7. 3　利用自然光

自然光是极好的免费光源。由于窗户采用了

镀膜玻璃 ,安装了内遮阳 ,该建筑的太阳辐射得热

量较小。此外 ,塔楼写字间的窗户约占外立面面积

的 70%,周围没有其他高层建筑的遮挡 ,因此 ,在

建筑物外围区域利用自然光是十分可行的措施 。

为确定全天不同时刻建筑周边区域的自然采光照

度 ,使用照度计在全阴天的情况下测试建筑周边区

域的水平面上的照度值。自然采光的时段为

9:00 ～ 18:00。此系统可以采用光电传感器探测室

外自然光强度的变化 ,控制人工光源的开闭或渐变

和内遮阳的收放。人工照明光源采用高频率的电

子镇流器 ,平行于窗户布置 ,当室内照度低于 500

lx 时 ,首先控制内遮阳收起 ,当自然采光照度依然

不能满足设定的照度要求时 ,从距离窗户最远的灯

逐次开启;当自然采光强度增加时 ,人工光源可以

关闭或逐渐变暗 ,当室内照度仍然大于照度设定值

时 ,内遮阳逐渐放下 。这种控制方式将自然采光与

人工照明结合起来以达到设计照度值 。

从现场的实地调查发现 ,该建筑的建筑管理系

统只能记录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能耗状况。因此 ,

需要采取辅助计量措施 ,使其能监视不同的系统 ,例

如电梯 /自动扶梯 、照明和其他耗能较少的设备 。这

不仅有利于非正常情况的定位 ,也方便能源审计 。

以下是几种低投资的改进措施:1)为避免不

必要的人为失误 ,应增加制冷机输入电流 、流体进

出口温度 、压力等运行数据的自动记录功能。2)

压力表和温度表应根据不同水泵的扬程更换成量

程更小的 ,并提高其精确度和准确度 ,以便减小技

术人员记录数据的误差 。3)应用准确的流量计测

量一 、二次冷水和冷却水的流量。

8　结论

对于能源审计研究 ,如果有辅助计量装置的数

据 ,就能将能源消耗量分解到所有系统中 ,其节能

措施也会更加准确有效。如果无法单独计量每种

设备的能耗 ,则可通过辅助计量装置的数据 ,采用

一定的数据处理方法获得该设备的能耗。对于租

户方面的能耗 ,如果物业管理单位无法获得耗电量

数据 ,则可采用向租户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调查的

方式获取必须的信息和数据 。

此次能耗审计获得了该建筑物的能耗特征线 ,

此结果可作为评价节能措施的标准或用于判断现

有系统运行状况是否恶化。

该建筑物的公用设备系统在 1999年 1 ～ 12月

间 ,每m 2 建筑面积消耗约 202 kWh电量。租户方

面的能耗每年为 184 kWh /m
2
,因此 ,该建筑每年

的总能耗为 386 kWh /m2 ,与同类商业综合建筑平

均的年耗电量相当。但总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平均

值 ,这说明该建筑的设计负荷大于实际负荷 ,或者

系统没有有效地运行。此种情况不仅加大了设备

的初投资 ,也降低了运行效率。因此 ,管理团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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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更细致地监测和控制系统运行 ,采取文中建议的

节能改造措施 ,减少能源浪费 。该审计建筑的制冷

机运行状况和电梯 /自动扶梯节能潜力在今后将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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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2006 Emer son Cup第 4届数码涡旋

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开始征稿
征稿时间:2006年 5月 15日 ～ 2006年 9月 15日

　　2005 年 ,数码涡旋技术以其出色的节能性 、可提供最

优秀的空间舒适性 、极高的可靠性和无电磁干扰等技术特

性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原有采用 R22 制冷剂的基础上 ,

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与三星 、格力 、美的 、麦克维尔 、三菱重

工 、海尔等各空调生产厂家合作 , 推出更多型号的采用

R410A 制冷剂的环保高性能数码涡旋中央空调以满足市

场的需求。同时 ,天加等一批知名厂家也正在进入数码涡

旋阵营。

去年 ,面向设计工程师的首届 Emerson &Engineer 数

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大赛和面向应用经销商的第 3 届“艾

默生杯”中央空调应用大赛相继圆满结束。两项比赛不论

在质量 、数量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设计工程师和应用经销

商都非常满意。新的一年 , 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有限公司

将两大比赛合二为一 ,正式更名为 Emerson Cup 数码涡旋

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 ,并新加入“院校学生组” , 扩大比赛

规模。

现在 ,由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建筑

学会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 、中国制冷学会空调热泵专业委

员会支持 , 《暖 通空调》杂志作为 首席支持 杂志的

2006Emerson Cup 第 4 届数码涡旋中央空调设计应用大赛

正式开始征稿。征稿时间为 2006年 5月 15 日～ 2006 年 9

月 15 日。

主办单位将邀请暖通空调界专家组成评委 , 就空调系

统设计的节能性 、创新性及实际使用状况分析等进行评审。

获奖者除了大赛奖项外 , 参赛文章还将择优在《暖通空调》

上发表。具体参赛细则请参阅艾默生通讯和本刊 7 月 、8

月插页。

如欲了解更多大赛详情或索取表格和资料也可直接拨

打免 费咨 询电 话:800 820 6585 , 或 登录 w ww .

digitalscro ll. com. cn

Emerson和《暖通空调》期待着您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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