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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XXXXXXXXX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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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冷设备监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蓄冷设备监理工作相关方的基本要求、监理服务的策划、监理质量控制过程与活动、

监理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蓄冷设备的设计、制造、储运、安装、调试验收等与质量有关的主要过程的设备监理

活动。磁控式动态无功补偿装置（MSVC）、有级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AVDC）的设计、制造、储运、

安装、调试验收等与质量有关过程的设备监理活动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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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3 冷轧低碳钢板及钢带

GB/T 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11253 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

GB/T 13663（所有部分） 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8742（所有部分） 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GB/T 26429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GB 50274 制冷设备、空气分离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787 民用建筑太阳能空调工程技术规范

JGJ 158-2018 蓄冷空调工程技术标准

JG/T 299-2010 供冷供热用蓄能设备技术条件

GF-2010-1003 设备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429、JGJ 158-2018、JG/T 299-201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蓄能设备 thermal storage equipment
能够以显热和（或）潜热蓄存能量的设备（不含化学能量）。

[来源：JG/T 299-2010，3.1]

3.2

蓄能装置 thermal storage device
由蓄能设备及相关附件组成的蓄存能量的装置。

[来源：JG/T 299-2010，3.2]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49701/4391564.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31512/38437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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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蓄能介质 thermal storage medium
利用物质的蓄能特性，以显热、潜热形式蓄存热能的介质。

[来源：JG/T 299-2010，3.3]

3.4

相变材料（PCM） phase change material
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在液态、固态之间进行转变的物理过程中，具有较强吸收或释放热量的能

力的物质。

[来源：JG/T 299-2010，3.5]

3.5

委托人 client
委托设备监理服务的组织，一般指业主。

[来源：GB/T 26429-2010，3.2]

3.6

被监理单位 contractor；supplier；sub-supplier
按合同约定，设备监理单位受委托人委托所监理的承包人。

注：承包人是指除设备监理单位以外，委托人就设备工程项目有关事宜与之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可能是设备工程项

目的设计承包人、工程承包人、设备供应人、承揽人等。

[来源：GB/T 26429-2010，3.4]

3.7

设备监理工程师 plant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gineer
取得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的设备监理人员，即注册设备监理师；或经设备监理行业自

律组织认可的设备监理人员。

[来源：GB/T 26429-2010，3.5]

3.8

监理细则 consulting guide
监理服务过程中规定某项具体监理活动详细作业方法等的作业指导文件。

[来源：GB/T 26429-2010，3.12]

3.9

见证 witness

设备监理人员对文件、记录、实体、过程等实物、活动进行观察、审查、记录、确认等的作证活动。

[来源：GB/T 26429-2010，3.13]

3.10

文件见证点 record point
R 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有关文件、记录或报告等进行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来源：GB/T 26429-2010，3.14]

3.11

现场见证点 witness point
W 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过程、工序、节点或结果进行现场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来源：GB/T 26429-2010，3.15]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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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见证点 hold point
H 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见证并签认后才可转入下一个过程、工序或节点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来源：GB/T 26429-2010，3.16]

3.13

日常巡视检查 ordinary inspection
设备监理人员对设备工程进行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监督活动。

[来源：GB/T 26429-2010，3.17]

4 相关方的基本要求

4.1 委托人

委托人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能力的设备监理单位实施设备监理工作，包括：

a) 签订设备采购合同时，应列入设备监理相关条款和内容；

b) 与设备监理单位签订的设备监理合同文本应符合 GF-2010-1003 要求；

c) 实施监理工作前，将监理人员名单及所授予的权限书面通知被监理单位；

d) 指派一名熟悉项目情况、能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决定的委托人代表；

e) 及时向设备监理单位提供设备釆购合同、技术资料和相关附件；

f) 对设备监理单位、被监理单位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协调双方关系。

4.2 设备监理单位

设备监理单位应满足 GB/T 26429 规定的设备监理单位管理的基本要求。

4.3 被监理单位

被监理单位应全面配合监理工作，包括：

a) 指派监理工作对接人；

b) 为监理工作提供必需的办公、通信条件；

c) 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并提交委托人和设备监理单位；

d) 及时向设备监理单位提交设计、制造工艺、原材料出厂证书及进厂检验记录等文件；

e) 允许设备监理工程师进入车间，对监理的设备进行拍照、现场见证等；

f) 提前至少 3个工作日将停止见证点的时间安排书面通知委托人和设备监理单位。

5 监理服务的策划

蓄冷设备监理服务实现的策划过程与活动应符合GB/T 26429的要求。

6 监理质量控制

6.1 总则

设备监理单位应依据包括但不限于附录 A的监理控制要点，对蓄冷设备设计、制造、储运、安装、

调试验收等与质量有关的主要过程予以控制。

注：蓄冷设备与质量有关过程的监理服务参考文件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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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计过程

设备监理单位应参加蓄冷设备工程设计审查工作，审查工程设计图纸、设备选型、技术需求文档等内

容是否满足工程设计有关技术标准和预防事故措施、差异化设计等是否符合要求,对蓄冷设备的审查内容

应包括：

a) 设计是否满足反事故措施要求和是否符合JG/T 299-2010中第 4部分的要求；

b) 性能参数的设计是否符合JG/T 299-2010中第 5部分的要求；

c)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JG/T 299-2010中第 6部分的要求。

注：本监理服务提供的支持过程宜由设备监理合同具体约定。

6.3 采购过程

审查内容应包括：

a) 参与投标的设备是否符合安全可靠、技术先进、运行稳定的要求和是否符合反事故措施要求；

b) 蓄冷设备试验是否满足 JG/T 299-2010 要求，现场试验是否满足 JG/T 299-2010 要求，相关试

验要求并由委托人认可专业试验室进行型式试验，验证其性能指标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确认的

结果作为招、评标环节的重要参考依据；

c) 产品是否具有合格、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d) 物资采购技术规范书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委托人的设备技术条件及相关反事故措施等规定要求

是否一致。

设备监理单位对委托人明令停止供货（或停止使用）、质量缺陷、不满足预防事故措施的产品，代表

委托人下达禁用通知。

注：本监理服务提供的支持过程宜由设备监理合同具体约定。

6.4 设计联络过程

应确保下列项目受审查或得到满足。

a) 产品设计任务书：

产品设计任务书提出的各项接口尺寸、配置、功能及性能指标应符合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

拟订的设计总体方案及设计计划（包括部件配置、设计计算书、图纸设计和工艺文件、试验大

纲、质量保证计划等）均应符合技术条件的要求。产品技术条件审査的依据包括：

· 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 合同技术规格书；

· 设计联络会各方确认的会议纪要。

b) 设计计划（含主要设计图纸）：

产品设计应符合技术条件的要求，产品设计的原则、思路、特点和要点应合理。

c) 设备关键材料、主要部件及外协件：

· 设备关键材料、主要部件应满足合同要求，外协件的产地和品牌与合同要求须一致；

· 对合同中没有规定品牌的外协件,设备监理单位应审査外协件供应商的资质,并给予意见。

d) 设备工艺文件：

设备工艺文件的符合性和完整性，以及工艺的安全性。

e) 样机：

对需订制样机的非标和研发类设备，设备监理单位应审査确定包括但不限于样机的配置和技术

参数。

f) 接口设计文件：

被监理单位的产品接口设计应符合合同及在设计联络会中明确的接口要求。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94121/311324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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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设备供货清单：

设备型号、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h) 产品试验大纲：

督促被监理单位提供出厂试验大纲，供设计联络会讨论和审查。必要时，还应要求被监理单位

提供设备样机试验大纲。

注1：上述“合同”均指设备采购合同。

注2：本监理服务提供的支持过程宜由设备监理合同具体约定。

6.5 制造过程

6.5.1 总则

应对蓄冷设备制造所需的原材料、外购件选用进行检查；审查重要岗位人员作业资格；对关键制造

工序和特殊过程进行监督，识别制造技术要求并检查其符合程度；对重要的检验、试验活动进行见证，

对不合格输出进行控制；向被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交底。审查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外部供方：

原材料、外购件的选定或拟定的供货方的资质、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文件。

b) 人员资格：

有关人员的相关作业资格，特别是特种作业、抽查检验、试验人员作业资格。

c) 生产、检测设备：

· 原始凭证和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

· 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的能力及状态；

· 仪器、量具是否具有效性和适用性。

d) 其他有关文件：

·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采购计划和生产计划、检验计划；

· 制造标准和规范、设备设计文件（含重要工艺方案）等文件。

e) 装配环境：

· 涉及生产车间的清洁度级别、温湿度控制要求、尘埃控制措施等环境条件；

· 安全目标、安全保证体系及技术组织措施。

6.5.2 原材料

主要审查原材料的选用，应包括：

a) 用于制作金属盘管的钢带原材料应符合 GB/T 5213 中 DC01 级的要求，碳素结构钢冷轧钢带应

符合 GB/T 11253 的要求；

b) 用于制作金属盘管的钢管原材料应符合 GB/T 8163 的要求；

c) 用于制作高分子材料盘管、复合材料盘管的管材原材料应符合 GB/T 13663 或 GB/T 18742 的要

求；

d) 相变材料化学性质应稳定，无公害，安全可靠；

e) 相变材料相变时不应发生明显过冷现象且反复相变循环后不发生明显离析现象；

f) 蓄冷槽体所用防水材料应能承受水温、水压的变化，其膨胀系数应与绝热材料相近，且粘结性

能好，对水质无污染；

g) 蓄冷槽体保温宜采用闭孔型绝热材料，应为难燃材料，具有防潮、吸水率低且与糟体材料结合

性能强等特性，槽体保温厚度应满足槽体外表面温度不低于周围空气的露点温度；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49701/4391564.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31512/38437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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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蓄热槽体绝热材料应为难燃材料或不燃材料，槽体保温厚度应满足槽体外表面温度高于周围空

气温度不大于 5℃及保温要求；

i) 高热容固体自蓄热设备的绝热材料允许使用温度应满足蓄热温度的要求，常温导热系数应小于

0.035W/m·℃，绝热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得产生异味；

j) 固体蓄热材料及取热材料必须耐高温，在其相应的蓄热温度下性能不应发生变化，无任何污染，

性能衰减率每年不应超过 1％。

6.5.4 制造

审查内容应包括：

a) 蓄能用槽体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承压能力，可采用钢制、玻璃钢制或由其他有机聚合物制作，

也可采用混凝土槽，或利用建筑筏基；槽体整体应无渗漏，不变形。

b) 蓄能设备与建筑基础之间应采取隔热措施。

c) 金属盘管应整体作热浸镀锌处理，热浸镀锌层的技术要求及实验方法应符合 GB/T 13912 的要

求。

d) 完全冻结式蓄冰设备及外融冰设备中，宜配置加强换热的搅动装置。

e) 蓄冰封装容器内应预留一定的膨胀空间。

f) 自然分层蓄冷槽的高径比宜小于 1.6；加大高径比时，应由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校核。

g) 开式水蓄冷、水蓄热设备应设置液位显示装置。

h) 自然分层水蓄冷（热）设备应于垂直方向每间隔 10％设计水深且不大于 1m 等距设置测温装置。

i) 蓄热温度不高于 60℃的水蓄热装置可选用混凝土槽体或钢制罐体；蓄热温度高于 60℃的水蓄

热装置应选用钢制罐体。

j) 常温蓄热的最高蓄热温度不应高于 95℃，蓄热槽体可为开式水槽或承压闭式罐体。

k) 高温蓄热的最高蓄热温度不应高于 150℃，蓄热罐体应为承压闭式罐体。

l) 高温蓄热设备应设置安全保护、液位显示、压力显示及温度显示装置。

m) 承压水蓄热罐体应采用钢制圆柱形罐体，罐体制作应符合压力容器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n) 高热容固体自蓄热设备应安装真空压力表、超高温自动保护、漏电、短路及过载保护等；承压

一体化水蓄热设备应安装超压自动保护、压力安全阀保护、低水位或缺水保护等。

6.5.5 试验

6.5.5.1 试验方法：

a) 试验目的：

· 测试分为实验室和现场两种测试形式；

· 试验程序应包括至少一个初始循环周期、两个测试循环周期；每个测试循环周期由一个蓄

冷—释冷过程组成；

· 试验室测试确定名义蓄冷量和蓄冷性能系数；

· 现场测试日期宜在当地全年最热月份接近于设计条件，并需在系统已稳定运行条件下行，

实测得到名义蓄冷量、蓄冷和释冷循环试验期间输入蓄冷空调系统的总电量及制冷蓄冷系

统的总电量、设计日逐时冷负荷。

b) 盘管耐压试验：

· 金属蓄冰盘管应分别在盘管组装前、组装后和整体热浸镀锌后进行三次水下气密性试验，

试验压力应不低于设计压力的 1.5 倍，稳压 10min，压力不下降，再将压力降至设计压力，

检验不泄漏为合格；

· 非金属盘管应分别在盘管组装前、组装后进行耐压测试，当采用水压试验时，应在试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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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稳压 1h，压力降不得超过 0.05MPa，然后在工作压力的 1.15 倍状态下稳压 2h，压力

降不得超过 0.03MPa，同时检查各连接处不渗漏为合格。

6.5.5.2 试验数据：

a) 蓄冰设备的名义融冰率不应低于 90％。

b) 蓄冰设备的蓄冰率不应小于 40％。

c) 蓄冷设备 24h 热损失率应小于 5％；蓄热设备 24h 热损失率应小于 6％。

d) 自然分层蓄冷槽的净可用蓄热量比率不应低于 80％，其他形式蓄冷水槽不应低于 60％。

e) 自然分层蓄冷槽容积利用率不应低于 90％。

6.6 储运过程

审查内容应包括：

a) 审查设备包装方案、存储方案、运输计划；

b) 检查设备包装应满足防止破坏、变形、丢失或受潮的要求；

c) 设备运输抵达后，厂家、运输单位、用户、监理单位等各方应共同验收，记录纸和押运记录应

提供用户留存。

6.7 安装过程

6.7.1 通则

一般规定：

a) 制冷(热)设备、附属设备、管道、管件及阀门等产品的性能及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设备

机组的外表不应有损伤，密封应良好，随机文件和配件应齐全；

b) 与制冷(热)机组配套的蒸汽、燃油、燃气供应系统，应符合设计文件和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c) 制冷机组本体的安装、试验、试运转及验收应符合 GB 50274 的有关规定；

d) 太阳能空调机组的安装应符合 GB 50787 的有关规定。

6.7.2 主控项目

6.7.2.1 制冷机组及附属设备

a)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制冷(热)设备、制冷附属设备产品性能和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具有产品合格证

书、产品性能检验报告；

· 设备的混凝土基础应进行质量交接验收，且应验收合格；

· 设备安装的位置、标高和管口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采用地脚螺栓固定的制冷设备或附属

设备，垫铁的放置位置应正确，接触应紧密，每组垫铁不应超过 3 块；螺栓应紧固，并应

采取防松动措施。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核对设备型号、规格；查阅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和施工记录。

6.7.2.2 制冷剂管道系统

a) 应按设计要求或产品要求进行强度、气密性及真空试验，且应试验合格；

b) 检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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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旁站、查阅试验记录。

6.7.2.3 直接膨胀蒸发式冷却器

a) 表面应保持清洁、完整，空气与制冷剂应呈逆向流动；冷却器四周的缝隙应堵严，冷凝水排放

应畅通。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检查。

6.7.2.4 燃油管道系统

a) 应设置可靠的防静电接地装置；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查阅试验记录。

6.7.2.5 燃气管道

a)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燃气系统管道与机组的连接不得使用非金属软管；

· 当燃气供气管道压力大于 5kPa 时，焊缝无损检测应按设计要求执行；当设计无规定时，

应对全部焊缝进行无损检测并合格；

· 燃气管道吹扫和压力试验的介质应采用空气或氮气，严禁采用水。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查阅压力试验与无损检测报告。

6.7.2.6 组装式的制冷机组和现场充注制冷剂的机组

a) 安装应进行系统管路吹污、气密性试验、真空试验和充注制冷剂检漏试验，技术数据应符合产

品技术文件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旁站观察，查阅试验及试运行记录。

6.7.2.7 蒸汽压缩式制冷系统管道、管件和阀门

a)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制冷系统的管道、管件和阀门的类别、材质、管径、壁厚及工作压力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应具有产品合格证书、产品性能检验报告。

· 法兰、螺纹等处的密封材料应与管内的介质性能相适应。

· 制冷循环系统的液管不得向上装成“Ω”形；除特殊回油管外，气管不得向下装成“υ”

形；液体支管引出时，必须从干管底部或侧面接出；气体支管引出时，应从干管顶部或侧

面接出；有两根以上的支管从干管引出时，连接部位应错开，间距不应小于 2 倍支管直径，

且不应小于 200mm。

· 管道与机组连接应在管道吹扫、清洁合格后进行。与机组连接的管路上应按设计要求及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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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技术文件的要求安装过滤器、阀门、部件、仪表等，位置应正确、排列应规整；管道应

设独立的支吊架；压力表距阀门位置不宜小于 200mm。

· 制冷设备与附属设备之间制冷剂管道的连接，制冷剂管道坡度、坡向应符合设计及设备技

术文件的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管道名称 坡向 坡度

压缩机吸气水平管（氟） 压缩机 ≥10‰

压缩机吸气水平管（氮） 蒸发器 ≥3‰

压缩机排气水平管 油分离器 ≥10‰

冷凝器水平供液管 贮液器 1‰～3‰

油分离器至冷凝器水平管 油分离器 3‰～5‰

· 制冷系统投入运行前，应对安全阀进行调试校核，开启和回座压力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要

求。

· 系统多余的制冷剂不得向大气直接排放，应采用回收装置进行回收。

b) 检查数量：

产品合格率大于或等于 95％的抽样方案。

c) 检查方法：

核查合格证明文件，观察、尺量，查阅测量、调试校核记录。

6.7.2.8 氨制冷机

a) 安装应采用密封性能良好、安全性好的整体式冷水机组。除磷青铜材料外，氨制冷剂的管道、

附件、阀门及填料不得采用铜或铜合金材料，管内不得镀锌。氨系统管道的焊缝应进行射线照

相检验，抽检率应为 10％，以质量不低于 80%为合格。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检查、查阅探伤报告和试验记录。

6.7.2.9 多联机空调(热泵)系统

a)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多联机空调(热泵)系统室内机、室外机产品的性能、技术参数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具

有出厂合格证、产品性能检验报告；

· 室内机、室外机的安装位置、高度应符合设计及产品技术的要求，固定应可靠。室外机的

通风条件应良好；

· 制冷剂应根据工程管路系统的实际情况，通过计算后进行充注；

· 安装在户外的室外机组应可靠接地，并应采取防雷保护措施。

b) 检查数量：

产品合格率大于或等于 95％的抽样方案。

c) 检查方法：

旁站、观察检查和查阅试验记录。

6.7.2.10 空气源热泵机组

a)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T/GAPEC XXX-XXXX

10

· 空气源热泵机组产品的性能、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具有出厂合格证、产品性能

检验报告；

· 机组应有可靠的接地和防雷措施，与基础间的减振应符合设计要求；

· 机组的进水侧应安装水力开关，并应与制冷机的启动开关连锁。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旁站，观察和查阅产品性能检验报告。

6.7.2.11 吸收式制冷机组

a) 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吸收式制冷机组的产品的性能、技术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 吸收式机组安装后，设备内部应冲洗干净；

· 机组的真空试验应合格；

· 直燃型吸收式制冷机组排烟管的出口应设置防雨帽、防风罩和避雷针，燃油油箱上不得采

用玻璃管式油位计。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旁站、观察、查阅产品性能检验报告和施工记录。

6.8 调试验收过程

蓄冷设备系统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监理项目。

a) 应符合下列规定：

· 系统中载冷剂的种类及浓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在各种运行模式下系统运行应正常平稳；运行模式转换时，动作应灵敏正确；

· 系统各项保护措施反应应灵敏，动作应可靠；

· 蓄冷（热）能系统在设计最大负荷工况下运行应正常；

· 系统正常运转不应少于一个完整的蓄冷（热）释冷（热）周期。

b) 检查数量：

全数检查。

c) 检查方法：

观察、旁站、查阅调试记录。

7 监理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7.1 设备监理服务的质量评价应按 GB/T 26429 的规定执行。

7.2 设备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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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监理控制点设置

表 A.1 蓄冷设备监理质量控制点设置

项目名称： 编号：

序号 见证项目 见证要点/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R点 W点 H点

一 总体信息

1.委托人 √

2.项目名称 √

3.设备采购合同 √

4.承包方 √

5.产品型号 √

二
产品技术

参数

1.额定速度 √

2.最高电压 √

3.额定频率 √

4.无功补偿形式 √

5.额定容量 √

6.功率因数补偿 √

7.输出调节范围 √

8.系统响应时间 √

9.系统损耗（包含变压器） √

10.输入电压波动范围 √

11.调节形式 √

12.控制范围 √

13.噪音水平 √

14.尺寸 √

15.过载能力 √

16.冷却方式 √

17.盘管材料 √

18.蓄冷槽 √

19.蓄能水槽 √

20.水流分布器 √

21.相变材料 √

22.防水材料 √

23.绝热材料 √

三 供货范围

1.送风系统 √

2.排风系统 √

3.防、排烟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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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蓄冷设备监理质量控制点设置（续）

序号 见证项目 见证要点/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R点 W点 H点

4.除尘系统 √

5.舒适性调风系统 √

6.恒温恒湿空调风系统 √

7.净化空调风系统 √

8.地下人防通风系统 √

9.真空吸尘系统 √

10.空调水系统 √

11.冷却水系统 √

12.土壤源热泵换热系统 √

13.水源热泵换热系统 √

14.蓄能（水、冰）系统 √

15.压缩式制冷（热）系统 √

16.吸收式制冷设备系统 √

17.多联机（热泵）空调系统 √

18.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 √

19.设备自控系统 √

四 技术文件

1.一次设备图纸 √

2.二次设备图纸 √

3.铭牌和设备标签 √

4.型式试验报告 √

5.出厂验收试验计划 √

6.主要部件的试验报告 √

7.包装清单 √

五 质量文件

1.质量计划 √

2.原材料检查与控制质量程序文

件
√

3.安装质量控制程序文件 √

4.试验程序文件 √

5.出厂验收程序 √

6.包装和发运质量程序文件以及

包装清单
√

7.生产计划 √

六 职业健康安全

1.认证OHSAS 18001 √

2.劳动防护用品（安全鞋、安全帽

等）
√

3.警告标识 √

4.安装车间的通告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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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蓄冷设备监理质量控制点设置（续）

序号 见证项目 见证要点/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R点 W点 H点

5.安装车间照明应充分 √

6.车间环境（噪声、温度、温度

等）
√

七 环境

1.认证 ISO 14001 √

2.危险品和化学品管理 √

3.油品管理 √

八 储存
1.储存区域整体情况检查 √

2.储存条件 √

九 装配前准备

1.车间洁净度记录 √

2.车间湿度控制 √

3.车间温度控制 √

4.工艺文件 √

5.零部件检查 √

十 一次设备安装

1.制冷机组安装 √

2.附属设备安装 √

3.管道安装 √

4.管道配件安装 √

5.氨制冷机安装 √

6.多联机空调安装 √

7.空气源热泵机组安装 √

8.吸收式制冷机组安装 √

十一 测试

1.名义融冰率 √

2.蓄冰率 √

3.热损失率 √

4.盘管耐压

十二 二次设备安装

1.控制系统 √

2.线路系统 √

3.辅助设备 √

十三 总装部分

1.外观检查 √

2.尺寸检查 √

3.元器件检查 √

4.接线检查 √

5.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

6.接地检查 √

7.安全标志 √

十四 试验条件
1.文件 √

2.健康和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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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蓄冷设备监理质量控制点设置（续）

序号 见证项目 见证要点/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R点 W点 H点

3.总体组织情况 √

十五

出

厂

试

验

（一）绝缘

性能试验

1.绝缘电阻 √

2.工频耐压试验 √

（二）控制

及保护功

能试验

3.输出过电流保护试验 √

4.输出超限保护试验 √

5.过温保护试验 √

6.直流过电压保护试验 √

7.直流欠电压保护试验 √

8.直流不平衡保护 √

9.系统过压保护 √

10.系统欠压保护 √

11.系统不平衡保护 √

12.同步信号异常保护 √

（三）运行

试验

13.轻载运行试验 √

14.满载运行试验 √

十六 出厂资料

1.试验报告 √

2.用户手册 √

3.运维手册 √

4.包装清单 √

5.合格证 √

6.会议纪要 √

十七 包装

1.包装方式 √

2.包装前准备 √

3.主要部件包装 √

4.木箱上标记和标识 √

5.发运准备 √

注 1：若 W点见证由于某种原因未开展，则事后见证方必须采用 R点见证的方式对生产记录进行检查核实。

注2：H点原则上必须到场见证，但由于某种原因未开展，则事后见证方必须采用R点见证的方式对试验记录进

行检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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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设备监理服务参考文件

表 B.1 蓄冷设备与质量有关过程的监理服务主要参考文件

标准号/文件号 标准名称/文件名称

工程设计阶段

GB 50736-201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19-2015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JGJ 158-2018 蓄冷空调工程技术标准

JG/T 299-2010 供冷供热用蓄能设备技术条件

设备采购阶段

JGJ 158-2018 蓄冷空调工程技术标准

JG/T 299-2010 供冷供热用蓄能设备技术条件

SB/T 10343-2012 蓄冷设备的性能标定

设备制造阶段

GB/T 26429-2010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GB 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J 158-2018 蓄冷空调工程技术标准

JG/T 299-2010 供冷供热用蓄能设备技术条件

SB/T 10343-2012 蓄冷设备的性能标定

设备验收阶段

GB/T 19412-2003 蓄冷空调系统的测试和评价方法

GB 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储运阶段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G/T 299-2010 供冷供热用蓄能设备技术条件

安装调试阶段

GB 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GJ 158-2018 蓄冷空调工程技术标准

JG/T 299-2010 供冷供热用蓄能设备技术条件

竣工验收阶段

GB/T 19412-2003 蓄冷空调系统的测试和评价方法

GB 50243-2016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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