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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电动机节能监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相异步电动机（以下简称电动机）进行现场节能监察的技术要求、节能监察流程、
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电动机范围为1 000 V以下的电压、50 Hz三相交流电源供电，额定功率在0.75 kW～
375 kW，极数为2极、4极和6极，单速封闭自扇冷式、N设计、连续工作制的一般用途电动机或一般用途
防爆电动机。
本标准适用于对现场运行中的电动机和电机制造企业现场批量生产的电动机产品所进行的现场节
能监察活动。凡属对各类型电动机所进行的其它监察活动也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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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未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32-2012 三相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T 12497-20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 18613-2012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4867.1-2017 电动机系统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方法 第1部分：电动机现场能效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 minimum allowable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motors
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允许电动机效率最低的标准值。符合GB 18613-2012表1中的3级能效等级。
3.2
电动机节能评价值 evaluating valu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motors
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满足节能认证要求的电动机效率应达到的最低标准值。符合GB 18613-2012
表1中的2级能效等级。
3.3
节能监察 energy conservation supervision
是指依法开展节能监察的机构（以下简称节能监察机构）对电机制造企业和用能设备企业（以下简
称被监察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行为予以
处理，并提出依法用能、合理用能建议的行为。
4

节能监察技术要求

4.1
4.2
4.3

被监察单位应严格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等相关标准。
在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其铭牌参数的标记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在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其铭牌明示的效率值应符合 GB 18613-2012 能效等级的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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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现场所抽查电动机实际运行时的负载率和功率因数，应符合 GB/T 12497-2006 经济运行的要求。
4.5 如必要时，对所抽查的电动机进行试验，在标准规定测试条件下所测得电动机效率应符合 GB
18613-2012 能效等级的规定；所测得的电动机功率因数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5

节能监察的实施

5.1 基本要求
5.1.1 节能监察机构应具备必要的资质，应当配备必要的取证仪器和装备，具有从事节能监察所需的
现场检测取证和合理用能评估等能力，依法开展节能监察活动。
5.1.2 节能监察人员应当熟悉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
能力，并按照相关规定取得行政执法资格。
5.1.3 节能监察人员应当取得行政执法证件、依照授权或者委托，并应遵循公平公正、程序规范的原
则，实施现场节能监察工作。
5.1.4 节能监察人员实施节能监察时，不得妨碍被监察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工作秩序，不得泄露
被监察单位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
5.1.5 节能监察人员与被监察单位有利害关系的，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监察的，应当回避。
5.1.6 作为被监察单位的电机制造企业和用能设备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a） 电机制造企业：
——应具备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使产品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及生产过程得到有效控
制，以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企业应具备与节能产品相关有效的技术标准、法规和必要的技术图纸资料；
——企业应提供所生产节能产品定期的检验报告，若该报告为本企业提供，企业应对检测设备的使
用、管理、检定和校准实施有效管理；该检测报告也可由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
——已明令禁止生产和限期淘汰的能耗高、效率低的电动机应停止生产。
b） 用能设备企业：
——应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已明令禁止生产和限期淘汰的能耗高、效率低的
电动机应停止使用（可参见附录 A、B）；
——电动机现场实际运行时的负载率和功率因数应符合 GB/T 12497-2006 经济运行的要求；
——现场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1.7 实施现场监察，应当于实施监察的五个工作日前将监察的依据、内容、时间和要求书面通知被
监察单位。办理涉嫌违法违规案件、举报投诉和应当以抽查方式实施的节能监察除外。
5.1.8 参与实施现场监察应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节能监察人员，并出示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告知被
监察单位实施节能监察的依据、内容、时间、范围和要求，并制作现场监察笔录，必要时还应当制作询
问笔录。监察笔录和询问笔录应当如实记录实施节能监察的时间、地点、内容、参加人员、现场监察和
询问的实际情况，并由节能监察人员和被监察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人、被询问人确认并签名；
拒绝签名的应当由两名节能监察人员在监察笔录或者询问笔录中如实注明，不影响监察结果的认定。
5.2 节能监察流程
5.2.1 监察前准备
5.2.1.1 监察组确认所需的监察资料，内容包括：
——监察通知；
——编制《现场监察计划》；
——现场监察记录表（可参见附录 C、D）；
——其他资料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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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监察组应于实施监察的五个工作日前将监察的依据、内容、时间、范围和要求及《现场监察
计划》书面通知被监察单位，确定工厂监察日期。办理涉嫌违法违规案件、举报投诉和应当以抽查方式
实施的节能监察除外。
5.2.1.3 根据监察日程安排，以保证监察的可实施、全面、不缺项、不漏项、可追溯，监察组至少应
与工厂进行以下确认和联系工作：
——确认工厂的确切地址；
——确认工厂监察范围（必要时）；
——确认现场监察时是否有监察产品在产（或运行）；
——确认工厂已知晓有关监察的内容。
5.2.1.4 监察前的异常情况处理。如监察工作因故不能按计划的日期实施，则监察组应与任务下达部
门请示，并与工厂沟通、协调、解决。
5.2.2 首次会议
5.2.2.1 监察组在正式监察开始前应召开首次会议，与工厂进行沟通。时间可视企业规模确定，一般
以 15min 为宜。参加会议人员为监察组全体人员、企业领导授权的代表及有关工厂人员。
5.2.2.2 会议由监察组组长主持，会议内容：
——介绍监察组成员和企业有关人员；
——确认监察的目的、范围和依据文件；
——介绍监察的方式和程序（可参见附录 E）；
——落实监察组所需资源和设施；
——建立双方正式联络渠道；
——确认监察计划的各项安排；
——澄清可能存在的问题；
——有关保密和自律的承诺与声明。
5.2.3 现场监察
实施现场监察活动的主要内容如下：
a) 电机制造企业:
——企业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
——了解企业是否具备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使产品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及生产过程得
到有效控制，以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企业是否具备与节能产品相关有效的技术标准、法规和必要的技术图纸资料；
——企业应提供所生产节能产品定期的检验报告；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应检查其能效标识和铭牌参数的标记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可对所抽查的电动机进行试验，测定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必要时）。
b) 用能设备企业:
——企业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
——企业目前在正常使用的电动机目录清单；
——企业是否具备与节能产品相关有效的技术标准、法规和必要的技术资料等；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应检查其能效标识和銘牌参数的标记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了
解其历史运行记录、电动机系统改造记录、系统工艺需求等资料等；
——对所抽查的现场运行中的电动机，应测量实际运行时的负载率和功率因数，为下阶段可能的节
能改造提供必要的依据（需要时）。
5.2.4 末次会议/ 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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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1 监察工作结束后，应召开末次会议，向企业通报监察工作情况。会议可视企业规模和管理模
式而定，也可与工厂协商而定。参加会议人员应为监察检查组全体人员、企业领导授权的代表及有关工
厂人员。
5.2.4.2 会议由监察组长主持，会议内容有：
——重申监察目的、范围和依据；
——介绍监察情况；
——提出不合格项；
——宣布监察结论。
5.2.4.3 工厂代表应在监察记录表单上签字。对于提出的不符合项，允许工厂提出不同意见，如某些
问题双方确实无法协调时，做好记录，并将情况向任务下达部门请示，进行沟通协调。
5.2.5 节能监察评估报告
5.2.5.1 节能监察工作完成后，监察机构应在 30 个工作日做出节能监察结果评估报告，该报告应包括
节能监察依据、监察对象、监察内容、监察人员、监察结论、监察结果及处理建议以及需要说明的事项
等内容。
5.2.5.2 节能监察检查项目均合格，可认为节能监察合格；节能监察检查项目其中一项或多项不合格，
则视为节能监察不合格，被监察企业应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或者改进。
5.2.5.3 对监察不合格，节能检测机构可对不合格情况进行评估分析，提出改进建议。
5.2.5.4 被监察单位对监察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监察结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级节能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节能监察机构申请复核。本级节能主管部门或者上一级节能监察机构应当
自收到书面复核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告知被监察单位。
5.2.5.5 对于节能监察过程发现的不合格项，被监察企业应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或者改进，并在 15 个工
作日内向监察组递交整改报告，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整改。监察组应当进行跟踪检查并督促落实，必要
时，需进行现场验证。
6

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

6.1 监测项目
6.1.1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应检查其铭牌参数的标记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6.1.2 对所抽查的现场运行中的电动机，应测量实际运行时的负载率和功率因数，为下阶段可能的节
能改造提供必要的依据。
6.1.3 可对所抽查的电动机进行试验，测定电动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必要时）。
6.2 监测方法
6.2.1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铭牌参数的检查，确定其标注的参数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效率
指标是否符合 GB 18613-2012 能效等级的规定。
6.2.2 电动机现场实际运行时负载率和功率因数的测量应在正常运行工况条件下进行。测量时应根据
实际运行工况，至少选择一个完整的工况运行周期，测量 n 次电动机的输入有功功率 P1、P2、P3、……Pn
和视在功率 S1、S2、S3、……Sn，取 n 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按公式（1）和公式（3）分别计算电动机
的负载率和功率因数。
电动机实际运行时的负载率 F：
F = P1n/(PN/ηN)............................................................................. (1)
式中：
P1n——电动机 n 次测量输入有功功率的平均值（kW），按公式（2）求取；
P1n = (P1+P2+P3+……+Pn)/n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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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电动机的额定输出功率（kW）。
ηN——电动机的额定效率（%）。
电动机实际运行时的功率因数 cos ：

cos 

= P1n / S1n......................................................................... (3)

式中：
S1n——电动机 n 次测量输入视在功率的平均值（kVA），按公式（4）求取。
S1n = (S1+S2+S3+……+Sn) / n = Σ Si / n = Σ (1.732*Ii*Ui) / n
…………………………………(4)
Ii——电动机第 i 次测量的输入线电流（A）。
Ui——电动机第 i 次测量的输入线电压（V）。
6.2.3 电动机的试验按 GB/T 1032-2012 的规定进行。
6.2.4 电动机系统的能效检测可按 GB/T 34867.1-2017 的规定进行。
6.3 监测仪表要求
6.3.1 实际运行时电动机输入有功功率的测量应采用精度不低于 0.5 级的功率测试仪。
6.3.2 试验所采用仪器仪表的精度应符合 GB/T 1032-2012 的规定。
6.3.3 使用的监测仪器仪表应在合格的有效期内。
6.4 其它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若需要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时，该第三方必须为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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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已淘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目录
已淘汰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部分产品如下：
a)《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于 2009 年 12 月发布，其中淘汰的电动机
产品主要有：
——JO2 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JO3 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J2 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JB3、BJO2 系列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b)《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二批）》于 2012 年 4 月发布，其中淘汰的电动机
产品主要为：Y 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355）。
c)《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三批）》于 2014 年 3 月发布，其中淘汰的电动机
产品主要有：
——Y2 系列（IP5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355）；
——Y3 系列（IP55）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355）；
——YB 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355）；
——YB2 系列（IP54）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80～355）。
d)《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四批）》于 2016 年 3 月发布，其中淘汰的电动机
产品主要有：
——JK 系列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JK 系列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JS 系列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JS 系列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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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推荐采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产品目录
推荐采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部分产品如下：
——YE2 系列(IP55)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63～355）；
——YE3 系列(IP55)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63～355）；
——YE3 系列(IP23)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160～355）；
——YZTE3 系列(IP55)铸铜转子超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
——YE4 系列(IP55)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450） ；
——YE4 系列(IP23)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160～355） ；
——YZTE4 系列(IP55)铸铜转子超超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180）；
——YB3 系列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355）；
——YBX3 系列高效率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355）；
——YBX4 系列高效率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355）；
——YFB 系列粉尘防爆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355）；
——YFBX4 系列粉尘防爆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80～355）。

7

JB/T XXXXX—XXXX
B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电动机制造企业现场生产情况核查表
电动机制造企业现场生产情况核查表可见示例表C.1。
表 C.1

电动机制造企业现场生产情况核查表

企业名称：
（公章）

序号

核查日期：

电机

规格

生产线

名称

型号

规模

生产数

额定功

量（台） 率（kW）

能效等
级

执行强
制性能
效标准

能效限
定值

符合强制

不符合处理措

性能效标

施（淘汰计划、

准情况

淘汰措施）

合计
填表人：

填表负

单位负

填 报 日

责人：

责人：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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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重点用能企业电动机现场运行情况核查表
重点用能企业电动机现场运行情况核查表可见示例表D.1。
表 D.1 重点用能企业电动机现场运行情况核查表
核查日期
企业名称

类型

□生产企业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监察机构名称
监察人员
职务
联系方式
现场核查情况
序号
电机使用情
况

电机名称

规格型号

低效电机名称

规格型号

使用数量

额定功

能效等

执行强制性能效标准情

（台）

率（kW） 级

况

低效电机

电机功

备注不符合强制性能效

1
2
…
序号

未执行强制
性能效标准

1

情况

2

总功率

数量（台） 率（kW） （kW）

标准情况

…
现场监察结
论及处理建
议（意见）
企业负责人
（授权委托
人）签字
监察（核查）
人员：

1.填写执行强制性能效标准符合情况；
2.现场监察结论及处理建议（意见）。
监察组长签
字
监 察 机 构
（盖章）
监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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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电动机现场节能监察基本流程图
电动机现场节能监察基本流程见图E.1。
做好监察前的准备
——监察通知；
——编制《工厂现场监察计划》；
——现场监察记录表；
——其他资料等。

召开首次会议
——确认监察的目的、范围和依据文件；
——确认监察计划的各项安排。

开展现场监察

用能设备企业

电机制造企业

——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

——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

——目前在正常使用的电动机目录清单；

准的情况；

——是否具备与节能产品相关有效的技术标准、法规和必

——是否具备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

要的技术资料等；

使产品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及生产过程得到有效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应检查其能效标识和铭牌参数

控制，以确保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一致性、稳定性；

的标记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了解其历史运行记

——是否具备与节能产品相关有效的技术标准、

录、电动机系统改造记录、系统工艺需求等资料等；

法规和必要的技术图纸资料；

——对所抽查的现场运行中的电动机，应测量实际运行时

——提供所生产节能产品定期的检验报告；

的负载率和功率因数，为下阶段可能的节能改造提供必要

——现场所抽查的电动机，应检查其能效标识和

的依据。

铭牌参数的标记是否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指定试验（需要时）

召开末次会议/ 监察情况通报

完成节能监察评估报告

图 E.1 电动机现场节能监察基本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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