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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简称能耗）的术语和定义、能耗限额、能耗统计

和计算方法及节能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行政区域内现有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板）生产企业进行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

考核，以及对新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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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1968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5317  燃煤工业锅炉节能监测 

GB 15762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4851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电耗 The comprehensiv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s of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blocks 

以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产量表示的直接消耗的电量。 

3.2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汽耗 The comprehensive steam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s of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bLocks 

对于外供蒸汽的企业，以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产量表示的直接消耗的蒸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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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煤耗 The comprehensive coal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s of 

autoclaved aerated concrete blocks 

对于自备锅炉的企业，以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产量表示锅炉直接消耗的燃料的热量（折标煤

量）。 

4 能耗限额 

4.1 现有蒸压加气混凝土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现有蒸压加气混凝土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表1中能耗限额的规定。 

表1 现有蒸压加气混凝土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分类 
综合电耗 

KWh/m3 

综合煤耗或综合汽耗 

kgce/m3 

蒸汽外供方式 ≤12 ≤17 

自备锅炉、蒸汽自供方式 ≤12 ≤18 

4.2 新建、扩建和改建蒸压加气混凝土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限额 

新建、扩建和改建蒸压加气混凝土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表2中能耗限额的规定。 

表2 新建、扩建和改建蒸压加气混凝土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分类 
综合电耗 

KWh/m3 

综合煤耗或综合汽耗 

kgce/m3 

蒸汽外供方式 ≤10 ≤14 

自备锅炉、蒸汽自供方式 ≤10 ≤15 

4.3 能耗限额修正 

4.3.1 年生产规模超过 20 万立方米，其综合电耗限额可乘以修正系数 1.1。 

4.3.2 生产加气混凝土板，其综合电耗限额可乘以修正系数 1.2。 

4.3.3 凡具备上述几种修正系数的产品，其综合电耗可累积修正。 

5 能耗统计和计算方法 

5.1 统计范围 

加气混凝土能耗统计范围包括：从原料制备到成品出厂的全部生产过程中各种能源消耗量。不包括

生活能源消耗。采用需要粉磨的硅质原材料天然砂、尾矿砂、粉煤灰，其粉磨电耗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5.2 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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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符合GB/T24851要求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对统计期内的能源消耗数量和生产合格产品产量进行

统计与计算。 

5.3 计算方法 

产品能耗的计算应符合GB/T2589的规定。在统计期内，对实际消耗的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

以及其他生物质能源）和电能的消耗量进行统计。各种能源的热值以企业的实测热值为准。没有条件实

测的，可采用本标准附录A，通过系数折算为标准煤，进行综合计算所得的能源消耗量。 

5.3.1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电耗的计算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电耗应按式（1）计算： 

ea=Ea/ P..............................................(1) 

式中： 

ea——统计期内单位产品电耗，单位为千瓦时每立方米（KW·h/m3）； 

Ea——统计期内总电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P——统计期内符合GB11968、GB15762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2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汽耗的计算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汽耗应按式（2）计算： 

eb=Eb/P......................................... (2)　 

式中： 
eb——统计期内单位产品综合汽耗，单位为千克标煤每立方米（kgce/m3）； 

Eb——统计期内总汽耗折算成标煤，单位为千克标煤（kgce）；  

P——统计期内符合GB11968、GB15762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3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煤耗的计算 

蒸压加气混凝土单位产品综合煤耗应按式（3）计算：  

ec=Ec/ P......................................... (3)　 

式中： 

ec——统计期内单位产品综合煤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Ec——统计期内用于生产加气混凝土所消耗的各种燃料的总量折算成标煤，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kgce）； 

P——统计期内符合GB11968、GB15762的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立方米（m3）； 

6 节能措施 

6.1 节能管理措施 

6.1.1 企业应建立用能管理责任制度，定期对生产中单位产品消耗的用电量、用煤或蒸汽折标煤后进

行考核，并把考核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基层部门。 

6.1.2 企业应按要求建立能耗统计体系，建立能耗测试数据、能耗计算和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

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6.1.3 企业应建立计量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应符合 GB/T2485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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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企业使用的电动机系统、电力变压器等耗能设施应符合 GB/T12497、GB/T13462 等相关标准要求。 

6.1.5 企业所用的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容积式空气压缩机、三相配电变压器等通用耗能设备应达

到 GB18613、GB19153、GB20052 等相应耗能设备能效标准中能效等级的要求。 

6.1.6 对于配备球磨机来粉磨粒度不符合生产要求的硅质原料时，需要单独配备计量器具，并对该设

备的能效单独进行计量和评价。 

6.2 节能技术措施 

6.2.1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蒸压釜中废汽应综合利用和合理导汽、对于自备锅炉的企业，还应该利用

导汽完之后的余汽对锅炉进水进行预加热，阶梯利用蒸汽热能。 

6.2.2 企业在原料选择中，应综合利用选矿废渣（粉末）、粉煤灰、江河湖淤砂、脱硫（磷）石膏等

废弃资源。 

6.2.3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防止出现设备意外停机，保证生产系统正常、

连续和稳定运行。提高系统运转率，实现优质、低耗和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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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能源和耗能工质的折标准煤系数 

A.1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A.1。 

表A.1 常用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系数单位 折标煤系数 

原煤 kgce/kg 0.7143 
洁净煤 kgce/kg 0.9000 

气田天然气 kgce/m3 1.2143 
液化石油气 kgce/kg 1.7143 

焦碳（含石油焦） kgce/kg 0.9714 
汽油 kgce/kg 1.4714 
柴油 kgce/kg 1.4571 
煤油 kgce/kg 1.4714 
原油 kgce/kg 1.4286 
燃料油 kgce/kg 1.4286 

电力（当量） kgce/kWh 0.1229 
热力 kgce/MJ 0.03412 

A.2 常用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 

常用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见表A.2。 

表A.2 常用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 

耗能工质名称 系数单位 折标煤系数 

新水 kgce/t 0.0857 
软水 kgce/t 0.4867 

压缩空气 kgce/m3 0.0400 
蒸气(低压) kgce/t 128.60 

蒸气（10MPa） kgce/t 131.429 
鼓风 kgce/m3 0.0300 

二氧化碳气 kgce/m3 0.2143 
氧气 kgce/m3 0.4000 

氮气(做副产品) kgce/m3 0.4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