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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6 年 1 月，美国能源部（DOE）提高了家用中央空调的最低能效标准，由原

来的 SEER10 提高到 SEERl3，并于 2015 年再次提高此标准。随着制冷技术不断提高，空调

最低能效标准的不断提高，对于空调制造商，特别是希望进入美国市场的空调厂商提出了巨

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中国与美国住宅制冷空调能效标准的现状，也提出中国住宅制冷空调

能耗标准应该在现有的住宅制冷空调结构限制的前提下，要增加对使用新型环保制冷剂的空

调在能效提升幅度区域空间的探讨，增加对空调能效标准与安全测试标准的结合，这些都有

助于提高空调的 SEER 值，有助于提升空调产品出口美国的竞争力。因此了解中国与美国住

宅制冷空调能耗标准制定原则，已经非常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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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America
*
 

 

Abstract: In January, 2006,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increased the 

minimum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for household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increased from 

SEER10 to SEERl3, and update again in 2015. With the air conditioning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minimum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continue to 

improve, especially for air conditioning manufacturers, presented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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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residential air conditioning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lso put forward Chinese residential air conditioning standard 

updated study, to increase to use new environment refrigerant air conditioning in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magnitude area space explore, and together research air-conditioning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safety testing standards. All these help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ing of the 

SEER, help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ir conditioning products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so analyze the set out principles of residential air-conditioner energy 

consumption standards for China and America, it’s very necessary. 

Keywords: The Minimum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Inverter Air Conditioner; 

SEER; Cooling Capacity; Heating Capacity 

 

引言 

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与美国经济的复苏，空调制冷系统应用场合也不断

扩展，大量运用在工业、民用项目中。由于世界性的能源危机，节能降能耗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使空调系统这一能源消耗大户面临严峻考验。制空调系统使

其更节能是制冷空调领域的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现在空调制冷系统的设计

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应用技术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对广大暖通工程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仅仅局限于对系统或设备的简单了解，并不一定能保证整个制冷系统

稳定、高效和安全运转。而空调系统的设计，绝大多数是采用全负荷的设计方法

进行设计的，而在实际运行时，大部分时间里系统都是处于部分负荷下，因此如

何使空调系统在部分负荷下正常并节能运行十分重要。 

住宅空调通常为间歇运行，其能耗的影响因素很多，不仅与建筑热工状况和

当地气候条件有关，而且与空调器设置台数和运行规律、建筑的通风状况、人员

等内扰变化情况、空调器性能和能耗特性等众多因素有关。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住

宅采用了分体空调方式。因此一项好的分体空调能效标准应该是在技术要求和质

量指标上做出科学而巧妙的结合，并在实施中保持方案选择上的最大自由度。在

选择采用性能特性还是描述特性时经常需要权衡利弊。某些情况下用性能特性确

立指标时，不如用描述特性直观简洁，个别情况性能特性的检测费时费力，不如

描述特性的检测方便。所以某些标准在确立技术指标时，选择了用描述特性，但

标准中优先选用性能特性是肯定的的值，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 

1 美国与中国房间空调器的能效标准制定原则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的能源危机开始促使美国政府和民间关注能源的利用效率，

并开始进行能效标准和节能标识的研究；80 年代逐步制定各种用能设备的能效

标准，并加大研究投入；90 年代对 80 年代制定的能效标准进行修订更新，应用

范围大幅度扩大，并继续扩大研究投入；2000～2010 年，能效标准再次修订更

新，并将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1]。美国能效标准的主管部门是美国能源部，是

美国耗能器具和设备能效标准的主管部门和标准制定者，但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与制造商和其他相关方进行良性互动，吸引制造商和其他相关方的积极参与。美

国能源政策关注的三个目标：第一是能源的安全性，包括能源的安全供应和安全

地使用能源；第二是节能即利用能源的效率；第三是能源的环保特性及其对环境

的影响[2]。比如 AHRI 就在空调和制冷产品的节能标准的起草过程中代表制造

商与 DOE 谈判，最终使 DOE 制定出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3]。美国国会对节

能标准的制定进行监督，要求 DOE 在确定最低能源标准时应采用“工程与经济

分析法”，必须选择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指标，并且要求消费者因购买节

能产品而多支付的费用应在正常使用三年内通过减少支付能源费用而收回。美国

标准制定费用的投入，DOE 制定每个产品能效标准的周期为 3 年，平均每个标

准的总投入是 300 万美元，即每个标准每年投入 100 万美元[4]。美国政府对能

效标准的重视和谨慎态度，是因为一旦能效标准进入实施，将给各方造成重大影

响，这些影响不仅仅针对制造商，甚至会影响国家的能源结构[5]。 

美国能效标准的制定过程：DOE 在制定每个耗能产品及设备的能效标准时，

都要收集大量的数据，对以下 7 个因素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以便确定达到国会

要求的能效标准水平。这七个因素是：(1)工程分析, 其目的在于对比计算制造商

因制造高能效产品带来的成本增加量和能效标准，以及能带来的能源节约量；(2)

制造成本分析,其目的在于计算制造商为了生产更高效产品时的制造成本。通常

使用“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法(LCC) ”和“制造商行为分析”；(3)市场价格分

析, 可以通过销售的税收或承销售商的价格获得； (4)产品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法

(LCC)，其目的是计算出能效增加后制造成本和使用过程中的节能量，国会立法

要求消费者因购买节能产品的多支出应在 3 年内收回，美国产品(包括汽车)没有

报废年限的规定，产品的生命周期由相关的协会或学会提供；(5)节能量(能量单

位)及其当前净现值(以币值为单位)，其目的是计算全国范围内实施能效标准后的



节能潜力及其净现值；(6)制造商行为分析，其目的在于分析生产更高能效水平

的产品对制造商造成的冲击和其行为的改变，包括对不同规模制造商竞争关系的

影响、现金流的变化、对雇员的影响及综合影响等；(7)社会效益和环境影响分

析,包括氮化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量计算，供电峰、谷值平衡改善分析，减少新

建发电机组等[6]。 

与中国不同的是，分体式空调器在美国与柜式空调机一起统称为单元式空调

机，分体式空调器与柜式空调机在原理上并没有区别(即压缩机、冷凝器在室外

侧，蒸发器在室内侧)，因此在美国采用的是同一个标准 AHRI. AHRI Standard 

210/240[7]。而我国采用的房间空调器和单元式空调机两个国家标准。窗式空调

器在美国称为穿墙式空调器。 

中国住宅制冷空调标准化的主要目标是明确空调产品和服务必须满足的要

求, 以使其在所有市场被接受。现行分体空调器通常在额定条件下被选择和比

较，但是这种状况并不代表设备在一个季节的通常运行状况。通过在典型降低容

量时比较设备和确定季节能效比和季节性能系数，设备的工作状况可以被更好地

评估。这就是中国住宅制冷分体空调标准制定原则。通常空调标准的制定是个复

杂而漫长的过程。先要预备研究，形成初稿，提交意见书，有关主管单位慎重审

核空调能效标准，最后报批。中国地域广阔，空调区域划分情况繁多，如何建立

适合中国国情的分体空调器性能评价体系很值得探讨。空调器的能效评价原则是

评价方法尽可能接近用户的使用习惯，而用户的使用习惯各种各样。目前中国国

内房间式空调器能效标准（GB12021.3-2010）是以空调的能效比 EER 来评价的，

而变频空调标准（GB21455-2013）则是以 SEER（式 1）或 APF（式 2）来评价。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纬度相差甚大，北京、南京、广州三地分属寒冷、夏热冬冷、

夏热冬暖地区，因此进入夏季或脱离夏季的时日是不同的。SEER 只是空调在制

冷状态下的运行效率，APF 则是空调全年在制冷和制热状态下的运转效率。该变

频空调标准，虽然按三个温区分时方案计算变频空调能效标准[8]，但是没有在

这个产品的基础标准（即《GB/T7725-2004 房间空气调节器》标准）上制订，而

产品标准 GB/T7725-2008 和能效标准 GB21455-2013 没有在理论上是相互支撑。

所以在计算 SEER 或 APF 时有必要对我国进行地域划分，从而确保 SEER 或

APF 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同时要考虑其运行模式、温控器关闭、待机、关机和曲



轴加热器时年度制冷/热需求和时间的确定等因素，找到 SEER、APF 和功率之

间可以互相换算换算关系或换算可靠性，是制定空调能效标准精细的准备。 

 

（1） 

 

（2） 

SEER（Seasonal Energy Efficiency Ratio）是季节能源消耗效率的英文缩写，

最先用来衡量家用变频空调器制冷季节能效，其后扩展到用以衡量家用和商用变

频、定速、变容等空调器产品的能效状况。如式（1）所示，SEER 定义为：制

冷季节期间，空调器进行制冷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电量的总和之

比，式中 i 是温度区代号，制冷时自低温区向高温区编号，i＝1，2，3…n；ti

温度区的代表温度，℃；Q(ti)是 i 温度区空调器的总制冷量，W；P(ti)是 i 温度区

空调器的总消耗电量，W，近几年，有专家提出采用 APF 对空调器进行能效评

价，APF 与 SEER 比起来，既考虑了空调产品的制热能力，又是全年能源效率比，

这才是最合理的空调评价指标。所谓的全年性能系数 APF（也称全年性能效率，

annual performance factor 简称 APF）是指：在制冷季节和制热季节中，空调器

进行制冷（热）运行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及向室内送入的热量总和与同一期间内

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如式（2）所示。从 SEER、APF 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

采用季节能效指标来评价单元式空调的性能时，必须明确三个问题：（1）定义建

筑负荷线；（2）定义使用空调的小时数分布；（3）研究制冷与制热时空调的性能

曲线及其测试方法。其中，问题（3）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共同问题，研究成果可

以相互借鉴；而问题（1）与问题（2）则与空调的应用地域、建筑围护结构、空

调使用习惯、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具有直接关系，因此，对于不同国家而

言，在制定标准时，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9]。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变频空调器的使用习惯不同，与美国相比，

空调器的运行时间曲线也会有很大不同，GB/T 7725-2004 中规定的空调器制冷季

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发生时间合计为 2399 小时，而在 GB 21455-2013 中，发生

时间合计为 1136 小时，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空调器的运行时间曲线是

在不断变化的。由于变频空调器是在某一个工况下设计的，在这一工况下运行的



空调器的能耗最低，而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并不是只在标准工况下使用，而是

各种工况都可能使用，这样变频空调器的能耗就成了一个变数，空调器的设计和

使用就存在很大的偏差，变频空调的节能效果就不容易表现出来，甚至还有可能

不如定速空调器节能。目前，我国对变频空调器采用统一的能效评价标准，而我

国地域宽广，气候复杂，同一台变频空调器在不同的地域使用，其 SEER 或 APF

值必定会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相应的计算方法也会比较复杂，有待于进一步简

化。 

中国定频房间空调器的能效标准只考虑额定工况下的能效比，而变频空调考

虑空调器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能效比及其综合因素，采用小时数的方法计算季节

能效，即采用中国气象数据，将相应气象温度所保持的小时数进行统计，统计数

据用在制冷/制热量的需求计算里。对变频空调的季节能效测试与计算，用插值

法计算其他气温下的 EER 或 COP，从而得到季节能效的相关数据。在计算制热

需求的时候，还可以把中国划分为“温暖”、“平均”和“寒冷”3 个气候类型区

域。“温暖”是以广州的气候为中心，“平均”是以南京的气候为中心，“寒冷”

以大连的气候为中心，因为温度带的划分对制热量的影响较大。 

2 住宅制冷空调器的能耗影响因素 

以压缩机为核心将影响变频空调器性能和制冷剂状态的因素分为两大类，扰

动因素和调节因素，实际上制冷系统的运行过程即为扰动和调节因素的对立统一

过程。扰动因素是指被动影响制冷系统性能和制冷剂状态的因素。系统中的扰动

因素有室外环境工况，室内环境工况和室内机风速。室外环境工况指室外环境的

温、湿度条件。室内环境工况指各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条件。室内机风速当将室

内机风速的控制权交与用户时，室内机风速的改变对于制冷系统而言，将成为被

动影响制冷循环的因素。调节因素是指通过控制系统的调节部件主动影响制冷系

统性能和制冷剂状态的因素。系统中的调节因素包括压缩机运行频率，电子膨胀

阀开度和室外换热器风速。压缩机运行频率是调节制冷循环、改善系统性能的主

要因素。在变频空调系统中，通常利用压缩机频率直接控制室温。在变频空调系

统中，室温和蒸发器出口过热度可以通过压缩机频率和电子膨胀阀开度实现控

制，故一般采用电子膨胀阀单独控制蒸发器出口过热度。室外机换热器的风速是

调节制冷循环状态、改善系统性能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室外换热器作为蒸发器



还是冷凝器使用时，对换热器的各种风速进行调节，可以分级控制换热器的容量，

进而控制制冷循环的冷凝温度和蒸发温度等制冷剂状态参数。变频空调系统的性

能不仅与压缩机的频率有关，而且与室内、外热交换器的大小和室内外环境工况

有密切的关系。 

运行频率对变频空调器的影响：对于已匹配完毕的空调系统，其室内外热交

换器的大小已经确定。在保持室内外工况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变频空调的频率，

对其运行特性进行了研究。在低频时的高效运行是变频空调节能的主要原因。 

冷凝器大小对空调器的影响：当压缩机频率、室内热交换器大小、室内外环

境工况一定时，逐渐增大冷凝器大小，其冷凝温度下降明显，但蒸发温度仅有微

小程度的降低；由于压缩比逐渐降低，容积效率增大，制冷剂循环量增大，其制

冷量、消耗功率、能效比都得到改善;但当冷凝器大小增加到一定值后，制冷量

和功率均趋于极限值，这说明无限制地增加冷凝器的大小（换热面积和风量），

并不能很好地改善空调系统的性能指标，反而使其噪声迅速增大、成本提高，降

低了空调器的综合性能。所以，对于变频空调系统应以多大的压缩机频率来设计

热交换器问题，必须通过理论或实验研究来进行优化设计[10]。 

当压缩机频率、室外热交换器大小和室内外环境工况一定时，随着蒸发器大

小的逐渐增大，冷凝温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趋势并不明显，然而，蒸发温度

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蒸发温度上升导致吸气比容减小和压缩比降低，增大了制冷

剂循环量，制冷量、功率和能效比都呈上升趋势;因压缩比降低，单位质量流量

制冷剂的耗功降低，空调系统有明显的节能效果。和冷凝器类似，在压缩机频率

一定时，蒸发器大小也存在一个最佳值，此最佳值将随压缩机频率的提高而增大。 

室外环境温度对空调器的影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室外环境温度逐

渐升高时，制冷循环的蒸发温度上升缓慢，冷凝温度上升迅速，故压缩比上升幅

度较大，压缩机容积效率降低；蒸发温度的微小上升造成吸气比容有所降低;其

综合效果使得制冷剂质量流量无较大程度的改变。由于冷凝温度上升，单位质量

流量制冷剂耗功有较大程度提高，故空调系统耗功增加；制冷剂在冷凝出口的焓

值增大，单位制冷量减小，使得空调系统的制冷量降低，能效比大幅度下降。随

着室外干球温度的升高，制冷系统的制冷量下降，功耗上升，COP 值下降，且

制冷量和功率跟室外干球温度几乎成线性关系[11]。又因为我国地域宽广，气候



复杂，同一台变频空调器在不同的地域使用，其SEER值必定会有很大的差别，

在计算SEER时有必要对我国进行地域划分，从而确保 SEER 的合理性和公正

性。 

室内环境温度对空调器的影响：由于室内侧温度的升高，室内负荷增大，即

蒸发器的负荷增大，此时所需的制冷量迅速增加，室内温度的变化与制冷量的关

系几乎也成线性关系。由于系统充注量恒定，制冷剂通过毛细管节流后阻力损失

略有增加，所以制冷剂流量也略有增加，压缩机的耗功增大。与制冷量增大趋势

相比，功率增大趋势相对缓慢，因此 COP 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室内环境温度的升

高造成换热温差变大，蒸发器的换热面积得到了充分利用。随着地域由北向南的

变化，设定温度对空调器耗电量的影响在逐渐增大，这也是由于我国南方空调房

间的冷负荷要远大于我国北方地区空调房间冷负荷的原因。 

房间维护结构对变频空调器的影响：维护结构主要包括空调房间的内外墙，

内外窗，屋面和楼板，这些维护结构的温差传热以及太阳辐射传热构成了空调房

间的负荷，负荷的变化对变频空调器的能效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南北方地区气候

差异很大，房间的维护结构也大有不同，因此，对变频空调器的能效评价也应该

考虑地区差异和房间维护结构的差异。针对单双层窗对建筑夏季空调能耗的影响

进行了比较，在全天关窗情况下，采用双层窗后，空调能耗却增加了8%。这是

因为从传热过程来看，双层窗的传热系数比单层窗要小，因此在夏季室外温度较

高时，有利于隔绝室外的热量向室内传递，起到保温的作用；但在夏季夜间或过

渡季，室外温度相对室内温度较低时，双层窗反而不利于室内向外散热，因此全

年空调能耗随着外窗传热系数的减小反而增加。而在间歇开窗情况下，采用双层

窗会使空调能耗降低约10%。空调负荷较大时，室外气温较高且太阳辐射很强，

良好的围护结构保温性能反而使室内得热难以传出室外，导致空调负荷增加，空

调节能率降低。而负荷较小时，情况则刚好相反, 随着遮阳系数的减小，由于中、

高空调负荷对应的时刻空调节能率显著上升，使得全年空调节能率得以大幅提

高。 

用户使用习惯对变频空调器的影响，用户的使用习惯决定了空调器的运行时

间，而空调器的运行时间又决定了空调器的能耗状况。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变频

空调器节能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低频高效运行，在高频率运行时，变频空调器无任



何优势可言。因此家用空调器能效标准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多种地区，更要考虑到

用户的实际使用习惯对变频空调器能效的影响。 

3 制冷空调能效标准基本准则 

对于未带风管机组，其可调节装置如百叶窗和风扇速度应设置为最大值。如

果没有提供其他指引，当在制热模式下进行测量时，则可将装置/系统的控制装

置设置在最高房间温度下运行；当在制冷模式下进行测量时，则可将装置/系统

的控制装置设置在最低房间温度下运行。 

 

图1 可变空气流速测试仪器示例图 

1：测试对象2：空气流速 3：外部静压力4：导管 5：气闸 6：空气流速测

量仪器7：风扇 

测量的偏差，在液体侧测得的制热量和制冷量应在最大偏差为（2+3/部分负

荷率）%的情况下进行确定，不根据测量的包括流体性能偏差在内的个别偏差决

定。 

当测得的容量大于2.0 kW时，使用房间型热量法确定的定态制热量和制冷量

应在最大偏差为5%的情况下确定，当测得的容量小于等于2.0 kW时，定态制热

量和制冷量应在最大偏差为10%的情况下确定。此偏差应不根据测量的包括流体

性能偏差在内的个别偏差决定。 

在使用房间型热量法在短暂运行（除霜循环）期间所确定的制热量应在最大

偏差为10%的情况下进行确定，不根据测量的包括流体性能偏差在内的个别偏差

决定。 

使用空气焓值法在空气侧测得的制热量和制冷量应在最大偏差为（4+6/部分



负荷率）%的情况下进行确定，不根据测量的包括流体性能偏差在内的个别偏差

决定。 

中国住宅制冷空调标准测试方法制定要包括了确定容量的测试方法，在部分

负荷条件运行模式下EER、COP值的测定，还包括了在自动温控器关闭模式、待

机模式和压缩机曲轴加热带模式下的功率消耗测量方法。对于如何规定测试方

法，产品不仅需要测试稳定运行的工况，还需要测试如不同部分负荷比率下的低

温或者低温高湿的非稳定运行工况（如产品在制热模式下需要除霜）模式下的耗

能情况都进行了考虑。[12] 

在美国,依据测试标准AHRI. AHRI Standard 210/240，可以发现，对SEER值

影响最大是在5个必测工况中的EER值。如果将5个必测工况下的EER值匹配至最

佳，能够最大幅度地提升整机的SEER值。根据作者多年北美能效试验,一般按照

Ev-A2-B1-F1-B2的顺序进行匹配测试，将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整机的SEER。其次

根据测试工况适当调整室外风机的转速，因为在不同测试工况所需的最佳室外风

机转速是不同的, 将会使得各个工况下的EER值达到最大，进而也会提高整机的

SEER值。变速空调器工作频率点选择的不同将会影响整机的SEER值。一般变速

空调器运行频率在50～60 Hz时，机组的EER值达到最大。因此，在选择压缩机

工作频率点时，最大频率点和中间频率点尽量向50～60 Hz靠近，将会提高整机

的SEER值。这些都是美国制定住宅制冷空调能效标准的核心。 

结语 

住宅空调均为间歇运行，其能耗的影响因素很多，不仅与建筑热工状况和当

地气候条件有关，而且与空调器设置和使用情况、通风状况、人员等内扰变化情

况、空调器能耗特性等众多因素有关。但这些简化估算法都没有考虑建筑物热惰

性、空调器的设置情况、空调间歇运行模式、内扰的变化情况、通风状况等众多

因素的影响，还有空调器的设置情况和运行模式对住宅空调能耗有较大影响。因

此采用小时数的方法计算季节能效，即采用气象数据，将相应气象温度所保持的

小时数进行统计，统计数据用在制冷/制热量的需求计算里。在计算制热需求的

时候，还可以把中国划分为“温暖”、“平均”和“寒冷”3个气候类型区域。“温

暖”是以广州的气候为中心，“平均”是以南京的气候为中心，“寒冷”以大连的

气候为中心，因为温度带的划分对制热量的影响较大。季节能效不但包含了产品



在工作状态下的耗能表现，还将产品在待机、关机等气候区域，产品设计温度是

不相同的，其相应的设计制热量也不一样。同时产品设计制冷量及制热量是指产

品在设计温度下所能满足的客户需求。对空调及热泵的季节能效测试与计算，我

认为要分别对空调在制冷和制热季节中的气温进行部分负荷测试，并根据测试结

果，用插值法计算其他气温下的EER或COP，从而得到季节能效的相关数据。对

于测试方法的规定，产品不仅需要测试稳定运行的工况，还需要测试如不同部分

负荷比率下的低温或者低温高湿的非稳定运行工况（如产品在制热模式下需要除

霜）模式下的耗能情况都进行了考虑。制定空调能效标准，还应考虑制冷剂的温

室效应指数，使用更加环保节能的新型制冷剂。这些都是我们制定中国住宅制冷

空调能效标准的原则。 

在美国制订制定住宅制冷空调能效标准, 特别考虑在5个必测工况中，Ev工

况下的EER值对整机的SEER值影响最大，因为将Ev工况下的EER值匹配至最佳，

根据测试工况适当调整室外风机的转速，将会使得各个工况下的EER值达到最

大，能够最大幅度地提升整机的SEER值。针对变速空调器工作频率点选择的不

同将会影响整机的SEER值。一般变速空调器运行频率在50～60 Hz时，机组的

EER值达到最大。所以在选择压缩机工作频率点时，最大频率点和中间频率点尽

量向50～60 Hz靠近，将会提将会提高A2，B2和Ev工况下的EER值，进而提高整

机的SEER值。这些都是制定美国住宅制冷空调能效标准的原则。 

通过中国与美国住宅制冷空调能耗标准制定原则对比分析，建议中国住宅制

冷空调能耗标准应该在现有的住宅制冷空调结构限制的前提下，增加对使用新型

环保制冷剂的空调在能效提升幅度区域空间的探讨，增加对空调能效标准与安全

测试标准的结合，这些都有助于提高空调的SEER值，有助于提升空调产品出口

美国的竞争力。因此了解中国与美国住宅制冷空调能耗标准制定原则，已经非常

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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