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9 中文版

中央空调合同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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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前 EMC后

年份1 4 72 5 83 6 9 10

远大收益

用户节支

能源费用能源费用

1.EMC 简介 2. 客户价值

合同能源管理

欧美很早就实施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译作

合同能源管理（简称 EMC），是运用市场手段促进节能

的市场机制。远大 EMC 是与客户签订 EMC 合同，为客

户提供节能诊断、节能改造、运营管理、投融资服务，

通过节能收益回收投资和获得合理利润，是当今国际公

认切实可行的节能举措

远大优势

·专业制造：全球最节能、最可靠的产品

·专业团队：近 30 年中央空调运营服务经验

·大数据库：全球 80 多国数万家远大用户能耗调查

·全信息化：全球联网监控系统 365 天 24 小时服务

改造前后对比

远大 EMC

以 节能省钱 为目的

以 节能产品 为基础

以 投资改造 为特征

以 合同保障 客户权益

远大经验

截至 2015 年，远大 EMC 运营管理的建筑

面积超过 6000 万 m2

现状与趋势

中央空调是建筑的核心装备，也是建筑中使用费用弹

性最大的装备，空调使用费用高的用户往往比低的用户

高 2 倍以上

当下成本效益最大化的需求，引发客户从“自行管理用

能设备”，向“专业化、社会化管理”转变。客户需要

一个专家，为他解决空调系统的所有难题；需要一个管

家，为他承担空调系统的操作、维保、能源采购和结算等

繁琐工作

这种需求引发了企业从“产品制造商”，向“系统服务商”

转变。远大可以成为客户的“专家 + 管家”，规避因客

户人员流动、责任缺位、管理失误、技术低下、市场欺

诈等一系列因素带来的损失

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引发政府从“注重能源

开发”，向“注重能源效率”转变，带来利好激励政策

投资与风险

资金远大投，技术远大出，风险远大担，效益共分享 

节省能源 20~70%

确保满足当地环境和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前提下，依托远

大的节能技术与产品，由经验丰富的远大服务团队进行

节能服务得以实现

节省费用 10~40%

用户能源浪费、人员开支、管理风险、维保成本等多方

面费用下降 

节省精力

客户只需对空调环境的体验，可将精力集中到主业，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延长寿命

空调设备寿命大幅延长，服务与建筑同寿命，提高投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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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理念

责任意识

远大一直坚持只开发对人类真正有益的技术，

做好别人做不好的产品，

做完别人做不完的服务，

将客户所有难题扛在自己肩上

智慧果实

远大人追求“永远第一”。

从 1988 年创业以来，我们践行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当代

人及子孙后代生命的使命，不断激发出创意火花，像一

颗颗奇妙的种子，在远大肥沃的土壤里慢慢生长，结出

一颗颗智慧果实，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独有的贡献 

生态体系

从单一的非电空调主机到成套的一体化中央空调系统；

从单纯的节能产品到系统的节能解决方案；

从与客户简单的供求关系到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

……

远大一直努力把我们的技术、产品、服务形成体系，为

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节能生态体系

A. 托管 EMC

远大负责空调系统运行管理，主机及末端操作维护费

用总包干，能源费用客户负责。每 3 年一次与客户约定

基准能源用量，用户每年末将低于基准能源用量部分的

50%，按能源市价奖励给远大

B. 运营 EMC

对于空调系统设计安装基本合理的项目，远大负责空调

能源费用、主机及末端操作维护费用总包干，约比用户

自己运营节省费用 5~20%

C. 部分投资 EMC

远大和客户共同出资实施改造（新建建筑项目实施建

设）。完工后，远大负责空调能源费用、主机及末端操

作维护费用总包干。远大投资占总投资 20~50%，在后

期运营 4~6 年内收回

D. 全额投资 EMC

远大全额投资改造或建设，在后期运营 5~10 年内收回，

其他同 C

E. 设备租赁 EMC

客户租赁远大设备及施工，年租金约合设备及施工费的

10%。租期内，设备产权归属远大，远大提供 A 或 B 模

式 EMC 服务

4. 商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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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务及目标

主机

输配系统

流量计

燃烧机

冷热
转换阀

0 阻力止回阀

冷却水泵

空调水泵

软水器

卫生
热水泵

控制柜

杀菌灭藻剂

装有变频器

消除冷却水中的军团菌

0 阻力过滤器

0 阻力过滤器

防腐阻垢剂

流量计

流量计
流量计

冷
却

水
空

调
水

卫
生

热
水

烟 气

工程安装 / 改造

1. 空调机房

2. 空调管网

3. 空调末端

4. 洁净新风

5. 建筑节能

运营服务

1. 购买能源

2. 提供空调、卫生热水

3. 维护保养

·机房系统的设备维护保养

·机房系统设备安全保障

·中央空调系统水质管理

·机房系统的日常运行操作

·中央空调日常使用巡查管理

·中央空调管路和冷却塔维护保养

·空调末端设备管理及维护

服务品质

1. 空调供给季节，不发生断空调事故

2. 供水温度和流量稳定，不发生温度、流量不足事故

3. 不发生室内温度达到约定值而不供空调事件

4. 能源价格透明，按合同收费，不超标收费

节能测评

1. 节能分析诊断、后续升级改进

2. 建筑节能改进、设备能效管理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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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标准

建筑类型 供冷 供暖 卫生热水 新风量
室内温度℃ 室内温度℃ ℃ m3/ 人·h

五星酒店 23±2 22±2 夏季 50±2

冬季 60±2

50

其他酒店 25±2 20±2 夏季 50±5

冬季 60±5

30

办公楼 26±2 18±2 / 30

商场 27±2 18±2 / 10~20

医院 26±2 20±2 夏季 50±5

冬季 60±5

20~30

学校 27±2 18±2 夏季 50±5

冬季 60±5

11~17

住宅 26±2 20±2 夏季 50±5

冬季 60±5

30

注：①表中为标准指标，也可按合同约定调整表中标准

②住宅类型采取包干集中统一收费或计量远程抄表，不接受单户收费

③室内风速和相对湿度要求达到《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规定

夏季——风速 0.15~0.3m/s，相对湿度 40~65%

冬季——风速 0.1~0.2m/s，相对湿度 30~60%

注：按 EMC 合同约定，逐年回收节能改造费用

7. 延伸服务

空气品质改造 ·远大洁净新风机（含热回收功能）

·优化风路径、风管改造

·定期清洗、保养

·建筑室内空气较室外洁净 100 倍以上

·空调能耗降低 10~30%

·投资回报期 4~6 年

建筑保温改造 ·15~30 公分外墙保温

·3 玻、4 玻窗

·窗外遮阳

注：以上视气候条件而定

·空调能耗降低 50~80%

·投资回报期 4~6 年

电气节能改造 ·LED 照明

·电梯反馈发电，派梯系统

·楼宇控制

·变 / 配电系统升级

·照明能耗降低 50~70%

·电梯能耗降低 30~60%

·其他机电能耗大幅降低

·投资回报期 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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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需求调研

对用能单位实地调研，发掘节能需求，找出问题。针对

新建建筑，参与系统优化设计及能源方案制定，并承诺

能耗指标，避免设计先天缺陷

步骤 2：能耗调查

综合用户基本概况、系统配置、运行情况、能耗数据、

服务评价等信息，通过多维度对比分析，研究节能空间。

对特别注重节能的用户，研究、发掘其节能亮点，并借

鉴其经验，应用于其他用户

步骤 3：节能诊断

通过现场节能诊断，测定用户当前用能量及效率，找出

节能潜力，并预测各种节能措施的节能量，为后续合同

能源管理进行可行性评估

步骤 4：方案设计

根据节能诊断结果，针对用户能源系统现状及系统问题，

设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成本、改善系统效果、

提升保障能力的系统优化方案 

步骤 5：项目融资

渠道广泛，方式灵活。如远大出资、买方信贷等银行商贷、

设备投资、金融租赁等，以及政府的政策性担保资金

步骤 6：合同签订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最适合的 EMC 模式。协商约定

节能目标、服务内容、标准及金额，签订 EMC 合同

8. 项目流程

步骤 7：安装改造

严格管控施工质量、工程进度、资源配置、预算、设备

和材料等，确保改造工程顺利实施并按期交付

步骤 8：系统调试

严格按标准流程开展调试工作，确保设备安全、稳定、

高效运行。制订机房管理制度

步骤 9：运营管理

严格按设备运行手册及机房管理制度实施运营管理，每

周一次用户满意度调查、能耗分析，每月一次能耗诊断，

找出问题，及时改进运营管理

步骤 10：监督考核

远大用户中心总部通过现场调查及远大联网监控平台，

及时了解每家用户满意度，并以此作为考核运营工作绩

效的重要依据

步骤 11：大数据库

远大用户中心总部收集远大全球用户空调能耗、运行数

据，建立基础数据库，通过对其智能分析处理，形成一

手管理数据，每年为每家用户提交节能降耗改进建议书

步骤 12：服务拓展

为用户创造增值服务——

·协助申报国内、国际绿色建筑奖、节能减排奖等

·协助申办政府节能改造基金、补贴性财政支持等

·协助申办碳交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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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远大的专业资格

远大八字文化

·环保：产品研发、生产经营与日常生活以环保为优先

·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均为远大独创

·勤奋：争做多动脑、多动手、多动嘴的“三动人”

·守信：产品价格、服务标准公开，信守合同

远大服务

·诚：忠诚于用户，忠诚于公司

·勤：勤学习、勤工作、勤沟通

·严：严格标准、严格自律、严格管理

服务理念

·只有为客户创造独特的价值，远大才有存在的价值

·只有视客户为衣食父母，自己才能诚心诚意

·只有诚心诚意，才能产生智慧之光，创造技术奇迹

·只有诚心诚意，才能不觉辛苦，满怀欢喜地为客户服务

·只有为客户服务得更多，自己将来才能得到更多

·只有为客户服务得更好，自己的前途才会更好

服务制度 

·《远大服务管理程序》

·《远大服务管理责任制》

·《远大运营管理制度》

·《远大运营手册》

·《远大运营管理流程》

·《远大用户回访制度》

服务能力

·空调专家：远大服务工程师为空调设备精准保养，确

保设备长期运行在最佳状态

·空调管家：远大运营技师为客户精细操作管理，确保

空调效果满足客户需求

·承担费用：按合同承担设备节能改造、空调能源购买、

设备维护保养、水质管理等费用

·分担风险：与客户共同分担因空调需求变化及能源价

格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

国际交流 

·分享远大全球 80 多国用户先进节能管理经验

·交流全球节能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成果

全球联网监控

专业技能培训

节能经验共享

标准机房建设

专业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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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远大 EMC 案例

南京河西新城

中国最大的废热型区域供冷 / 热系统，所用能源以电厂

废蒸汽为主，天然气为辅，安全可靠、能源梯级利用。

面积 15 平方公里，规划 13 个能源站，面积 1500 万

m2。其中青奥能源站——供能面积 103 万 m2，包括青

奥村、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等

配置发电机 G3520*1-1360kW+ 远大非电空调 8 台。能

源站建于公交站上方，靠近负荷中心，减少输送损耗。

是 PPP 模式 + 混合所有制的典范

社会价值
·综合能源效率从不足 40% 提高到 70% 以上

·削减河西区域尖峰用电负荷，减少电力装机容量 30 万 kVA

·年节省能源折合 4 万吨油当量

·减排 CO2 12 万吨，相当于种树 660 万棵

注：1 吨油当量 =1.43 吨标煤，相当于排放 3 吨 CO2  

1 棵树平均一年吸收 18.3kg CO2  （国家科技部数据）

上海世博会

世博园占地 5.28 平方公里，建筑面积 220 万 m2。22 个

能源站全部采用远大一体化非电空调，并由远大安装及

运营，为所有 250 个场馆提供空调服务。远大被上海世

博局评为世博运行保障“特别贡献金奖”

社会价值
·减少园区电力装机容量 3.5 万 kVA，消减夏季电力高

峰 3 万 kW

·免去低效电力基础设施投入约 2.2 亿元，节电 1.8 亿度

·年减排 SO2  560 吨，减排氮氧化物 270 吨

·减排 CO2  7.3 万吨，相当于种 400 万棵树，完美诠释

“低碳世博”，相当于为 8 个世博园区的土地面积覆

盖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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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月亮湾

江苏省首例非电 DES 项目。采用“设计 + 建设 + 融资

+ 经营（DBFO）”的商务模式，使用东吴热电厂热电

联产的余热蒸汽集中供热，以蒸汽为能源通过远大非电

空调集中供冷。管网覆盖月亮湾及周边约 11 平方公里

区域。获“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011 年国家预算内资金”

奖励 1000 多万元

社会价值
·年节省费用 400 万元

·年节省能源折合 1800 吨油当量

·年减排 SO2  70 吨，减排氮氧化物 70 吨

·年减排 CO2  5400 吨，相当于种 30 万棵树

湘雅医院新医疗中心

空调面积 26 万 m2，设有当今国际上领先的门诊、住院、

检验、保健等完整的医疗服务设施，被称为“亚洲最大

现代化医院城”。采用远大非电空调 4 台。项目采用“整

体方案 + 部分工程 + 运行管理 + 包干”的商务模式。

远大参与项目方案优化，大大降低空调系统初投资和机

房占地

社会价值
·年节省能源折合 3850 吨油当量

·减排 CO2  11600 吨，相当于种 64 万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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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曙光国际大酒店

南京曙光国际大酒店设有客房、写字楼、餐饮、夜总会、

KTV 娱乐。建筑面积 35423m2，采用远大非电空调 2 台。

远大全额投资对其项目进行节能改造，替换原某品牌非

电空调主机、增设远大一体化输配系统、冷却塔风机变

频等

社会价值
·年节能率 30% 以上

·年节省能源折合 746 吨油当量

·减排 CO2
  2186 吨，相当于种树 12 万棵

海宁中国皮革城

海宁中国皮革城是中国最大的皮革品制造、销售及物流

基地，也是皮革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最具竞争优势

的专业市场。建筑面积 50 万 m2，由远大进行合同能源

管理后，替换了原某品牌非电空调主机，并通过节能改

造与优化，解决了原空调系统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现

采用远大蒸汽型非电空调 5 台

社会价值
·年节省能源成本 205 万元，节能率 20% 以上（该数据

针对 1 期工程，2~5 期均为新项目，无节能对比数据）

·年节省能源折合 3573 吨油当量

·减排 CO2  11000 吨，相当于种树 60 万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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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

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建筑面积 80000m2，是集购物、

休闲、娱乐、餐饮、文化及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地标性街道。由远大合同能源管理后，先后进行了管路

优化、水泵变频、集中式能源站替换分散式机房等改造

项目，解决了开放性高冷热量流失快、气流复杂空调效

果差、损耗大等问题

社会价值
·年节省能源成本 216 万元，节能率 20% 以上

·年节省能源折合 600 吨油当量

·减排 CO2 1800 吨，相当于种树 10 万棵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是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预防

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建筑面积 17 万 m2，

由远大合同能源管理后，进行了空调主机升级改造、能

源优化、冷却塔改造（替换原无风机冷却塔）、水泵变

频等改造项目，并将原 2 套独立的空调系统管路联管，

实现了低负荷时单主机联供多栋楼，减少开机数量，达

到节能目的。现采用远大非电空调 7 台

社会价值
·年节能率 20% 以上

·年节省能源折合 986 吨油当量

·减排 CO2  3000 吨，相当于种树 16 万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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