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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9456-20XX《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保持和改进指南》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

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2020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将是未来 40 年中国绿色低碳发展

的重要主线。 

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对象的各类用能单位，需要建立标准

化、系统性的能源管理框架，完善能源管理制度和团队，建立覆盖全

部能源利用过程的策划、实施、评估和改进等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从整体上持续提升能源绩效，避免采用碎片化、运动式的方法，达到

提高能效、减少能耗、优化能源结构的目标。 

以 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为代表的能源管

理体系系列标准是用能单位能源管理的国际最佳实践，其重要性和有

效性在全球范围内已被大量的实践所证实。建立实施能源管理体系具

有以下优势：第一是能够有效地将用能单位现有的能源管理制度与能

源有关的法律法规、能源节约和鼓励政策、能源标准，如能效标准、

能耗限额标准、计量和监测标准等，以及其他的能源管理要求有机结

合，形成规范合理的一体化推进体系，使组织能够科学的强化能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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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降低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组织节能减排目标的实

现。第二是有利于用能单位将节能工作落到实处。这是由于传统的能

源管理方式，只解决了“谁来做、做什么”的问题，而“如何做”、“做

到什么程度”，主要由执行者凭个人的经验甚至意愿来决定，导致有

些节能工作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系统的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且具

有可操作的能源管理体系，便能大大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进而提高

节能工作整体效果和效率，同时，还可通过能源管理绩效评价，达到

持续改进的目的。第三是有利于及时发现能源管理工作中职责不明

确、程序不规范、结果不清楚等问题，为建立和完善相互联系、相互

制约和相互促进的能源管理体系结构提供保障。通过识别和改进节能

潜力以及节能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不断提高能源效率，从而实现组织

的能源方针和能源目标。 

2016 年，经 ISO/TMB 批准，ISO/TC 242 和 ISO/TC 257 合并，

成立新的 ISO/TC 301 能源管理和能源节约（Energy management and 

energy savings）技术委员会，由美国和中国联合承担秘书处，美国专

家担任 TC 主席，中国和巴西专家担任 TC 副主席。ISO/TC 301 主要

负责工业、建筑等领域能源管理建立、实施、保持，能源绩效持续改

进的测量和监测，能源绩效的确认、量化、验证、报告，能源安全，

节能量计算的通用技术要求和专门方法学，以及与计算有关的测量、

验证和数据质量评估的指南。ISO/TC301 能源管理与能源节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原 ISO/TC242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于

2011 年发布了 ISO 50001:2011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实施指南，并陆

续发布 ISO 50002、ISO 50003、ISO 50004、ISO 50006、ISO 50015

等能源管理体系系列标准。ISO 50001 的原归口委员会由 ISO/TC 242

转入 ISO/TC 301。根据 ISO 中央秘书处关于统一编制管理体系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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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思路，2016 年，ISO/TC 242 启动对 ISO 50001 的修订，基于多

年来对旧版标准使用的经验，并引入 ISO 的 HLS 结构，不但使其与

ISO 9001 和 ISO 14001 等其他 ISO 管理体系标准更好地兼容，而且更

加符合不同行业、组织对能源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ISO 50001:2018

已于 2018 年 8 月正式发布。作为对 ISO 50001 实施的实际指导和具

体说明，ISO 50004 修订工作随即启动，新版标准于 2020 年正式发布。 

我国于 2009 年自主研制 GB/T 23331-2009《能源管理体系 要

求》，并于 2012 年、2020 年等同转化最新版 ISO 50001 国际标准，发

布了《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3331）国家标准。在

GB/T 23331 的框架下，还制定了水泥、钢铁、公共机构、焦化、煤

炭、平板玻璃、数据中心、船舶、电解铝、火力发电、陶瓷、化工、

纺织、造纸等 14 个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系列国家标准，对促

进相关行业用能单位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加强组

织节能管理和能效提升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支撑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管理、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等政策制度的实施。为了持续促进用能

单位通过建立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持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

耗和能源成本，提高竞争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目标，同时加强与本领域 ISO 国际标准的协调，亟需对 GB/T 

29456-2012 进行修订，转化最新 ISO 50004 国际标准。 

本国家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

出，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归口，全

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能源管理与节能评估分技术委

员会（SAC/TC20/SC3）（以下简称能源管理与节能评估分委会）执行，

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负责组织起草。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1

年下发的《关于下达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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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修订工作拟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 

标准立项信息如下： 

项目编号：20210925-T-469 

项目名称：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保持和改进指南 

制、修订：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GB/T 29456-2012 

上报单位：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 

执行单位：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能源管理分技

术委员会（SAC/TC20/SC3） 

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并联合相关研究机构、检测认

证机构、企业、高等院校等相关方共同起草。 

2. 标准研制过程 

早在 2002 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就开始了有关能源管理体系标

准的研究工作，逐步探索建立我国的能源管理体系系列国家标准。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科技部等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历经数年

的能源管理标准化课题研究、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以

及相关经验的积累，我国首个能源管理国家标准 GB/T23331-2009《能

源管理体系 要求》国家标准于 2009 年 3 月正式发布，该标准是我国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2011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 ISO 50001：2011《能

源管理体系 要求与使用指南》国际标准，为了使我国能源管理总体

要求标准与国际接轨，我国随即采用等同翻译法开展对 GB/T23331

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新版 GB/T 23331-2012《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国家标准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正式发布，保证了我国国家标准与国

际标准的一致性和协调统一性。GB/T 23331-2012 对组织建立并实施



5 

 

的能源管理体系所应覆盖的全部过程进行了要求和规定，是能源管理

体系层面的最高指导性标准。后续发布的钢铁、水泥等典型行业能源

管理体系实施指南类标准，能源绩效参数等应用工具类标准，能源管

理绩效评价等分析评级类标准均在该标准的框架下完成，是 GB/T 

23331-2012 实施的具体体现。 

2018 年 8 月，ISO 发布了 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体系 要

求与使用指南》国际标准，随后于 2020 年发布了 ISO 50004:2020《能

源管理体系 实施、保持和改进指南》国际标准，对基于 ISO 50001

的能源管理体系要求的实施提供了实际指导和示例。作为 ISO/TC301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 ISO 50001:2018 和 ISO 

50004:2020 国际标准研制过程中积极组织国内能源管理领域专家参

与标准研讨，为及时转化国际标准打下良好的基础。2020 年 10 月，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即组织开展对 GB/T 29456 国家标准的修订准备工

作，积极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请 GB/T 29456-2012 修订建议，

着手准备标准文本翻译对比工作。2021 年，标准修订计划下达后，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成立了标准起草组，积极筹备标准起草工作。 

2022 年 1 月，在前期国内外相关资料收集、分析的基础上，能

源管理与节能评估分委会在北京组织召开 GB/T 29456《能源管理体

系 实施、保持和改进指南》国家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能源管理与

节能评估分委会全体委员，以及来自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国节能协

会、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盟等相关方代表出席会议。经过

深入的讨论和交流，起草组一致同意采用等同翻译 ISO 50004：2020

国际标准等编制原则，明确了标准起草工作时间进度要求。 

2022年2月-6月，标准起草组基于前期资料收集、翻译对比等基

础，结合启动会专家意见，起草完成了标准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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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起草组会

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

深圳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部分参编单位的代表约 10 人

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对标准草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对部

分重要术语定义、重要章节的翻译和编写达成一致。会后，起草组根

据与会代表的意见对标准草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8 月，起草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交能源管

理与节能评估分委会秘书处，通过网络、微信、电话、邮件等方式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

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

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 标准编制原则 

1) 按照 GB/T 1.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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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标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50004:2020《能源管

理体系  实施、保持和改进指南》。由于本标准的配套标准 GB/T 

23331-2020 采取等同采用 ISO 50001：2018 的原则，此次修订后等同

采用不存在较大的技术障碍。 

3) 本标准充分转化、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用国际通用的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便于与国际接轨，同时符合我国加入 WTO 的相

关承诺，对于促进国际贸易，避免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 

4) 本标准作为中国能源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标准，在着眼国际的

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国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在语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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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便于理解。 

5) 本标准与 GB/T 23331-2020《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等能源管理相关标准相协调，并与本标准 2012 版相衔接。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基于以上原则，与上一版标准相比，本标准主要技术修改内容如

下： 

1)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指

南》 

为贯彻《标准化法》第八条“国家积极推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开展标准化对外合作与交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结合国情采用国际

标准，推进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之间的转化运用。”和国家标准委近

期有关采用国际标准“应采尽采”的有关要求，经过评估，本标准适合

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因而采用 ISO 50004 的标准名称，该名称与国家

能源管理体系系列也保持了协调性。 

2) 按照 ISO 管理体系高阶结构更改了标准框架 

ISO 针对能源、环境、质量、信息安全、职业安全等健康管理等

多个领域发布了多项管理体系标准，都是运用管理手段、系统思想、

过程方法、PDCA 途径和持续改进对所控制的对象进行系统的控制和

管理。这些体系拥有许多共同要素，但其结构各不相同，导致了相关

标准制定后的实施阶段出现了一些混乱和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ISO 提出和规定了管理体系标准的通用架构--“高阶结构”（High level 

structure，HLS），适用于新的 ISO 管理体系类标准以及现行 ISO 标准

的修订。 

高阶结构符合 PDCA 循环，包含十个章节组成的结构：（1） 适

用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组织环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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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作用（6） 策划（7） 支持（8） 运行 （9）绩效评价（10） 改

进。 

GB/T 23331-2020（ISO 50001:2018，IDT）遵循广泛使用的 ISO

标准（如 ISO 9001、ISO 14001 等）相同的 HLS，以更容易与其他管

理体系整合。作为 GB/T 23331 的配套标准，本标准按照 ISO 高阶结

构框架起草。 

3) 更加强调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 

最高管理者是在最高层指挥并控制组织的一个人或一组人。能源

管理不仅对用能单位自身具有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的现实意义，

同时承担了节约能源的社会责任，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良好的持续

性，并且始于管理承诺。而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对于用能单位切实

贯彻实施能源方针、实现能源绩效持续改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GB/T 29456 与上一版标准相比，更加强调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

在 5.1 条款“领导作用和承诺”，强化了原标准中部分条款内容，并

新增了包括对能源管理体系有效性方面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作用等方

面的新要求。 

4) 新增了能源数据收集的策划的具体要求 

GB/T 29456 与上一版标准相比，新增了“能源数据收集的策划”，

提出具体要求： 

--策划数据收集和按计划的时间间隔实施可靠的数据采集，是在

实施能源管理体系初期就要执行的一项重要任务； 

--规定建立实施能源管理体系所使用的每种类型数据及其来源

均应被记录，以及要记录的具体项目； 

--明确了能源管理体系所需数据类型； 

--提出了能源数据收集策划可包括讨论未来的测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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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了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过程中的示例，

如：4.1 理解组织及其所处的环境，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4.3

定义组织范围和边界需要考虑的事项，5.1 选择能源管理团队成员时

最高管理者宜考虑的人员，5.3 证实组织角色、职责和权限的方法，

6.1 风险分析的内容，6.2 有效的措施计划可包括的内容，6.3.2 可能

的能源种类、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数据，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分析的

输出内容，确定主要能源使用的工具和技术，6.3.5 识别机会的工具

和技术，确定机会优先级的准则等。 

6) 删除了附录。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论证相关内容。 

本标准的实施对于推动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 号）等政策文件

的要求，促进用能单位提高能源管理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本标准等同采用 ISO 50004:2020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maintenance and improvement of an 

ISO 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国际标准，属于国际领先水平。

与 GB/T 23331、GB/T 17166、GB/T 36713 等相关国家标准，以及 ISO 

50001、ISO 50002、ISO 50006 等相关国际标准均保持协调一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0%E6%9C%AF%E7%BB%8F%E6%B5%8E%E8%AE%BA%E8%AF%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6%95%88%E6%9E%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7%E7%94%A8%E5%9B%BD%E9%99%85%E6%A0%87%E5%8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4%96%E5%85%88%E8%BF%9B%E6%A0%87%E5%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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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违反和抵

触矛盾。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全文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作为国家标准，建议在节能管理等工作过程中积极宣传本标准，

建议相关工作以本标准为主要技术参考。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修订标准自发布实施之日起自动代替 GB/T 

29456-2012 版标准。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