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EnErgy EfficiEncy 
indicator SurvEy: cHina rESultS 
江森自控建筑设施效益研究院 (Johnson Controls Institute for Building 

Efficiency) 每年均开展“能效指标”调查，以跟踪高管决策层在全球市场开展的

能源优先事宜、实践和投资。  2012 年，共3500 名来自工业、商业和机构的高管

发表了他们对能源管理实践、障碍和行动推动力的看法。  今年是在中国开展此调

查的第三年，369名来自中国的受访者参与了调查。若要了解完整调查结果，请访问 

www.InstituteBE.com.

2012中国能效指标 (EEI) 调查结果显示：

• 中国建筑业的高管对能源效益兴趣浓厚：他们中的 92%（2011 年为 84%）认为

能源管理对其公司/组织非常或极其重要，且认为他们在2012年对能源的关注度

高于2011年。  

• 72%参加此调查的中国高管在去年对能源效益进行了投资。其中，45% 投资于可

再生能源，这一比例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或国家。81% 的业务高管计划于未来

的十二个月内（图表 1），增加对能源效益或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 节约能源成本、提高能源安全和政府现行政策是中国能源效益行动的主要推动

力。  而全球的主要推动力为：节约能源成本、政府/公共事业激励或补贴，及

提升的品牌或公众形象。 

• 将近 20% 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绿色建筑设施应用于新建筑或既

有建筑中；  48% 计划对新建筑和既有建筑实施进行认证（包括当地标准，如中

国 3 星；和全球标准，如 LEED）。  

• 过去的 12 个月内，在中国被采取的前三项能源效益措施为： 照明改善 (73%)

、节水率提高 (71%)、供暖通风及空调 (HVAC) 和/或控制改进 (61%)。  

• 当被问及在未来 10 年哪些现场技术将拥有最大的市场占有率时，高管们首选的

前三项技术分别是太阳热能（42%）、太阳能光伏发电（32%）和智能建筑技术

(32%)。 

• 能源项目的平均允许投资回报期为 3.2 年，2011 年为 3.5 年。该数字仅稍稍

低于 2012 年的全球平均值 3.4 年。  

• 中国高管表示，其组织追求能源效益能力时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评估或开展项

目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由 2011 年的 16% 上升至 23%），其次是项目节约量

和绩效的不确定性 (16%) 及回报/投资回报不足 (14%) （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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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管认为能源效益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最大风险在项目

实施阶段。 

• 当被问及哪种能源政策会对改进建筑物的能源效益产生最

大影响时，26%的高管认为是更严格的建筑规范和设备标

准，24%选择税收抵免/激励或补贴，18%认为是财产估值变

更 - 绿色评价标准会有所不同（图表3）。  

• 和全球同行相比，中国高管在测量和分析能源信息方面做

得更好。他们中的81% 至少每周进行一次数据测量和记

录，33%至少每周进行一次数据审核和分析。这两个数字均

高于全球平均值（分别为56% 和20%）。 

• 中国受访者所在组织采用的首选能源管理措施包括：创建实

施能源改善项目的行动计划（57%）、定义并就能源政策/目

标进行沟通（54%），以及测量和验证能源项目节约量（51%

）和为能源改善项目制作资本预算 (51%)。  

受访人员统计 

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必须负责为至少一家非住宅建筑做预算，

具体职责必须包括能源使用，无论是监控能源使用，还是建议

或批准能源相关项目。 EEI 调查采取匿名方式。  

在中国受访者中，53%将其组织归为商业类，40%归为工业

类，7%归为政府机构。其中，政府机构包括包括医院和学校。 

63% 的受访者管理的建筑空间超过500,000 平方英尺。  

the institute for Building Efficiency is an initiative of Johnson controls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of technologi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efficient, high performance buildings and smart energy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the institute leverages the company’s 125 years of 

global experi ence providing energy efficient solutions for buildings to 

support and complement the effort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he institute focuses on practical solutions that are 

innovative, cost-effective and scalabl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ontacting the authors, or engaging with the 

institute for Building Efficiency, please email us at: instituteforBE@jci.com.

© 2012 Johnson controls, inc. 444 north capitol St., nW Suite 729, Washington dc 20001 Printed in uSa
www.johnsoncontrols.com

图表 1：下一年对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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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能源效益投资的障碍： 2012 与 2011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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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能源政策及其影响： 中国与全球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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