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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给排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泵给排水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总体布局及部件的要求、与能源相关的数据、能效分
析计算方法、系统能效限定值及系统能效等级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恒定工况下三相交流电动机驱动的泵给排水系统的能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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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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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T 3216—2016 回转动力泵 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1级、2级和3级
GB/T 7021 离心泵名词术语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3925.1 液体泵及其装置 通用术语、定义、量、字符和单位 第1部分：液体泵
GB/T 33925.2 液体泵及其装置 通用术语、定义、量、字符和单位 第2部分：泵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1、GB/T 33925.1和GB/T 3392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泵给排水系统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of pumps
由泵组与其相互作用的组件（如热交换器、管路、阀门、止回阀等）、监控测量组件、数据采集及
传输组件、控制组件及软件等组成的装置。
3.2
系统寿命周期成本 life cycle cost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系统从设计、制造、安装、运行（包括能耗）、维护，直至失效报废或回收再利用的整个期间所产
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的总和。
3.3
系统偏离率 deviation rate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system
系统实际运行工况参数与泵产品最佳效率范围运行参数的偏离程度。
3.4
部件

compon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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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独立设备。
示例：泵、电机、传动装置、阀、热交换器等。

4

总体布局及部件的要求

4.1

总体布局基本原则

4.1.1

用水量最佳原则

给定温差、产能等运行工艺条件下给水量应最少（适用于给水系统），排水量应最大（适用于排水
系统）。
4.1.2

水循环阻力最小原则

在给定循环水系统总体布局下系统阻力应最小。
4.1.3

系统偏离率最小原则

在给定循环水系统总体布局下循环水系统运行工况点参数与泵高效率工况点参数的偏离率应最小。
4.2

系统总体布置要求

4.2.1 应保证系统中组件及其相互作用的效率最高，如热交换率，供水满负荷等。
4.2.2 在保证系统寿命周期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泵的选用应考虑如下：
——避免泵在最佳效率范围外工况下运行；
——选择适宜的泵转速，以保证泵具有最高的运行效率。
4.2.3 应采用泵转速调节流量替代阀门节流控制。
4.2.4 应选择合适尺寸的管道，以保证系统经济流速,运行阻力科学合理。
4.2.5 并联后的系统实际总流量应保证在单泵运行高效区的流量范围内。
4.2.6 不同流量的泵串联时应使串联的泵最佳效率流量范围与对应用水单元的需求流量相一致。
4.2.7 系统的管路布置、压力、流量等参数测量点的布置应符合 GB/T 3216—2016 最低限度要求，电
压、电流、功率等电参数的测量点布置应符合 GB/T 1032 最低限度要求。
4.3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4

部件基本要求
应使用高效系统部件，并保持系统的高效运行。
泵的选择应满足基本技术要求，并按 GB/T 3216—2016 中 4.5 规定的试验验收等级进行验收。
与能源相关的热交换器等组件应满足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能效最低限度值。
三相异步电动机应满足 GB 18613 的最低能效限值的要求，优先考虑能效等级高的电机。
系统现场检测设备被测参数应满足相对应的精度等级。
部件材料选择应与输送介质相匹配，以保证寿命周期内系统在高效范围内运行。
匹配要求

4.4.1 泵的运行特性宜与载荷特性及管路阻力相匹配，保证泵在高效率区域内运行，且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在泵允许的运行范围外运行。
4.4.2 在所有工况下，用于驱动泵的三相异步电机宜在最高效率点或最高效率点附近运行。
5

与能耗相关的数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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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耗相关的数据包含，但不限于：
——定义系统需求以及确定年度内系统运行变化（包括图纸、系统运行数据）；
——泵扬程，流量和系统预估曲线；
——泵的运行流量区间；
——泵的测试性能曲线（如有）；
——电机电压、电流；
——电机效率及功率因素曲线（如有）；
——系统损失；
——输送介质密度；
——输送介质温度。
6

能耗分析计算方法

6.1

总则

应将系统分解为可以进行计算能耗的独立子系统。以恒定工况下泵实际运行效率与泵允许工况点效
率的偏离率来评价系统。
6.2

系统功率的计算

6.2.1

系统功率包含泵消耗的水力功率 Pu 和轴功率 Pe 。

6.2.2

系统各独立子系统泵消耗的水力功率的计算，见公式（1）：

Pu    Q  H / 367242 ................................................................... (1)
式中：

Pu ——系统水力功率，单位为千瓦（kW）；
ρ ——介质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3
Q ——流量, 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h)；
H ——扬程，单位为米（m）。
6.2.3

三相交流供电的系统各独立子系统泵消耗的轴功率可按三相交流电压、电流方法，见公式（2）：

Pe  3  U  I  cosψ m  ηD /1000.......................................................... (2)
式中：
Pe ——泵消耗的轴功率，单位为千瓦（kW）；
U
——电压，单位为伏特（V）；
I
——电流，单位为安培（A）；
cosψ ——功率因素；
ηm
——电机效率，（%）；
ηD
——传动效率，（%）。
注：电机功率因素、效率根据电机的实际试验的特性曲线相对应的性能点进行查取，如系统中没有传动装置，该传
动效率为100%。

3

JB/T XXXXX—XXXX
6.3

系统效率的计算

6.3.1

系统的总效率按公式（3）计算：

总 
6.3.2

系统各独立子系统的效率按照公式（4）计算：

i 
6.4

Pu总
 100% ........................................................................... (3)
Pe总

Pu
 100% ............................................................................. (4)
Pe

系统效率偏离率计算
系统效率偏离率按公式（5）计算：

τη 

 d   op
×100%....................................................................... (5)
d

式中：

τη ——效率偏离率，（%）；
ηd ——泵规定工况点效率，（%）；
ηop ——系统实际运行工况点的泵效率，（%）。
7

系统能效限定值
系统能效限定值为系统能效3级。

8

系统能效等级规定
以泵实际运行点的效率与泵允许工况点效率的偏离率评价能效等级，其中：
a)

单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应符合 GB/T 3216—2016 中 1 级精度要求，对应的效率偏离率 τη ≤15%

b)

的为能效 1 级；
单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应符合 GB/T 3216—2016 中 2 级精度要求，对应的效率偏离率 15%＜

τη ≤20%之间的为能效 2 级；
c)

单泵水力性能验收试验应符合 GB/T 3216—2016 中 3 级精度要求，对应的效率偏离率在 20%＜

τη ≤30%之间的为能效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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