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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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 GB 29449-2012《轮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与 GB 29449-2012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对“术语及定义”进行了修改（见3.1-3.7，2012年版的3.1-3.7）；

——删除了“先进值”（见2012年版4.3）；

——对“能耗限额等级”进行了补充及修改（见第4章）；

——对“技术要求”进行了补充（见第5章）；

——对“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进行了合并、精炼、修改（见第6章，2012年版第5章）；

——删除了“节能节能管理与措施”见2012年版第6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2944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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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轮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简称能耗）限额的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全钢子午线轮胎、半钢子午线轮胎、工程机械轮胎及斜交轮胎的完整生产过程单位能

耗计算、考核，以及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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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 6326—2014 轮胎术语及其定义

GB 9743 轿车轮胎

GB 9744 载重汽车轮胎

GB/T 12206 城市燃气热值测定方法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1367 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0727 固体生物质燃料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5574 热电联产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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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589和GB/T 127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子午线轮胎 radial tyre

胎体帘布层帘线与胎面中心线呈90。角或接近90。角排列并以带束层箍紧胎体的充气轮胎。

[来源：GB/T 6326—2014，定义 3.2.4]

3.2

全钢子午线轮胎 all-steel radial tyre

胎体帘布和带束层都为钢丝的子午线轮胎，或称子午线载重汽车轮胎。

3.3

半钢子午线轮胎 semi-steel radial tyre

带束层为钢丝、胎体帘布为纤维材料的子午线轮胎，或称子午线轿车轮胎。

3.4

工程机械轮胎 earth-mover tyre

设计用于轮式工程车辆与工程机械的轮胎，这种机械通常供应短距离、低速、非铺装路面上的工程

作业用。

[来源：GB/T 6326—2014,定义 3.3.4]

3.5

斜交轮胎 diagonal tyre

帘布层和缓冲层各相邻层帘线交叉，且与胎冠中心线呈小于 90°角排列的充气轮胎。

[来源：GB/T 6326—2014,定义 3.2.2]

3.6

轮胎综合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of tyre

在报告期内，轮胎生产所消耗的能源量总和。其值等于报告期内生产轮胎过程中输入的各种能源量

总和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源量总和。

3.7

轮胎单位产品能耗 energy consumption for per unit product of tyre

在报告期内，轮胎综合能耗与合格成品轮胎总重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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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耗限额等级

轮胎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见表 1，其中 1级能耗最低。

表 1 轮胎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级

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

产品
能耗限额等级

1 级 2 级 3 级

全钢子午线轮胎 ≤170 ≤215 ≤345

半钢子午线轮胎 ≤255 ≤300 ≤370

工程机械轮胎 ≤305 ≤350 ≤535

斜交轮胎 / / ≤520

5 技术要求

5.1 生产轮胎产品的现有企业，其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满足表 1 中能耗限额等级的 3 级要求。

5.2 生产轮胎产品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其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满足表 1 中能耗限额等级的 2

级要求。

6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6.1 统计范围

6.1.1 轮胎生产综合能耗包括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

6.1.2 轮胎生产综合能耗统计范围包括轮胎生产企业从原材料进入生产厂界、到轮胎产品出厂的主要

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量。但不包括基建和技改等项目建设及生

活所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注 ：生活能源量包括食堂、浴室和厂界内宿舍区所消耗的各种能源量；从轮胎生产综合能耗中扣除该能源量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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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得超过轮胎综合能耗的 3%。

6.1.3 主要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量包括从原材料、半制品、成品、检验到包装出厂范围内的整个生产

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6.1.4 辅助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量包括为主要生产系统配置的供热、供电、供水、供气、制冷、仓库、

消防、安全、环保、物流等辅助设施所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6.1.5 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量包括为生产系统专门配置的生产指挥系统和厂界内为生产服务的办

公楼、试验室、操作室、休息室等设施所消耗的各种能源量。

6.1.6 轮胎产量统计报告期内最终合格轮胎产品，不合格产品不计算产量。各种规格的轮胎按实测重

量以吨为单位计算轮胎产量。

6.1.7 轮胎生产企业外部输入的混炼胶、半制品，计入相应的轮胎综合能耗；轮胎生产企业向外输出

的混炼胶、半制品，扣除相应的轮胎综合能耗。

6.1.8 回收利用的余热、余能供内部使用的，不计入轮胎综合能耗中。

6.1.9 固体燃料发热量应按照 GB/T 213 和 GB/T 30727 的要求测定，液体燃料发热量应按照 GB/T384

的要求测定，气体燃料发热量应按照 GB/T 12206 的要求测定。

6.1.10 煤、天然气、生物质、燃料油、垃圾做为输入能源的，按实测热量计算；没有实测条件的，采

用附录中给出的系数折算成标准煤量。

6.1.11 辅助生产系统内消耗的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乙炔、电石按附录中给出的系数折算成标准

煤量。

6.1.12 轮胎生产企业中有炭黑生产线时，以轮胎生产单元为划分边界；输入的蒸汽、电力全部计入轮

胎综合能耗。

6.1.13 电、蒸汽、空气、氮气（液氮、气氮）、水按附录中给出的系数折算成标准煤量，电按当量值折

标准煤量。

6.1.14 光伏发电或光热装置，产生的电、供热量不计入轮胎综合能耗。

6.1.15 轮胎产品生产企业应按照 GB 17167 和 GB/T 21367 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6.2 计算方法

6.2.1 轮胎综合能耗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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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 轮胎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n -- 消耗的能源品种数；

m-- 向外输出的能源品种数；

Ei-- 轮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第 i种能源，如果没有实测值，按附表中的最高值计，单位为千克(kg)、

吨(t)、立方米(m³)或千瓦小时 (kW·h )；

Pi-- 第 i 种能源的折算系数，如果没有实测值，按附表中的最高值计， 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克能

源实物(tce/kg)、吨标准煤每吨能源实物 (tce/t)、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 m³)或吨标准煤每千瓦小

时［tce/(kW·h)］；

Ej --轮胎生产企业向外输出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kg)、吨(t),立方米(m³)或千瓦小

时(kW·h )；

Pj--第 j 种能源的折算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克能源实物(tce/kg)、吨标准煤每吨能源实物

(tce/t)、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m³)或吨标准煤每千瓦小时［tce/( kW·h)］。

6.2.2 轮胎单位产品能耗按式(2)计算：

�=E/Q ................................... ( 2 )

式中：

e ------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吨轮胎(tce/t)；

E ------轮胎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Q ——报告期内符合 GB9743、GB9744 的合格轮胎产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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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见表 A。吧

表 A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20934 kJ/kg(5000 kcal/kg) 0.7143 kgce/kg

煤矸石（用作能源） 8374～12560 kJ/kg(2000kcal/kg) 0.2857 kgce/kg

燃料油 41868 kJ/kg(10000 kcal/kg) 1.4286 kgce/kg

汽油 43124 kJ/kg(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煤油 43124 kJ/kg(10300 kcal/kg) 1.4714 kgce/kg

柴油 42705 kJ/kg(10200 kcal/kg) 1.4571 kgce/kg

煤焦油 33494 kJ/kg(8000 kcal/kg) 1.1429 kgce/kg

液化石油气 50242 kJ/kg(12000 kcal/kg) 1.7143 kgce/kg

天然气
32238～38979kJ/ m

3

(7700～9310 kcal/ m
3
)

1.1000kgce/m3～1.3300kgce/ m
3

液化天然气 51498 kJ/m3(12300kcal/ m
3
) 1.7572 kgce/ m

3

气田天然气 35544 kJ/m3(8500 kcal/ m
3
) 1.2143 kgce/ m

3

甲醇（用作燃料） 19913 kJ/kg(4756 kcal/kg) 0.6794 kgce/kg

乙醇（用作燃料） 26800 kJ/kg(6401 kcal/kg) 0.9144 kgce/kg

氢气（用作燃料，密度为 0.082

kg/ m3）
9756 kJ/kg(2330 kcal/ m

3
) 0.3329 kgce/ m

3

沼气
20934～24283 kJ/ m

3

(5000～5800 kcal/ m
3
3)

0.7143～0.8286

kgce/ m
3

热力(当量值) 1 0.03412 kgce/MJ

热力

(等价值)

燃煤机组

/

按 GB 35574 的供热标煤耗计算或按

GB 35574 中 1 级能耗

燃气机组

按供热标煤耗计算或按燃气机组按

B级 35.6kgce/GJ、

E 级 36.32kgce/GJ、

F 级 38.4kgce/GJ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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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当量值) 3600 kJ/(kW·h)[860 kcal/(kW·h)] 0.1229 kgce/(kW·h)

蒽油* 36844 kJ/kg(8800 kcal/kg) 1.2571 kgce/kg

乙烯焦油* 37681 kJ/kg(9000 kcal/kg) 1.2857 kgce/kg

配制油*＃ 36006 kJ/kg(8600 kcal/kg) 1.2286 kgce/kg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 - 0.2714 kgce/kg

生物废料用于燃料 - 0.5000 kgce/kg

其它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 0.4285 kgce/kg

注*：为补充的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注*＃：配制油是指蒽油与软沥青等碳氢化合物按一定比例调配而成的、可用于生产炭黑的一种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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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

主要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见表 B。

表 B 耗能工质能源等价值

品种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7.54 MJ/t(800 kcal/t) 0.0257 kgce/t

软水 14.24 MJ/t(3400 kcal/t) 0.4857 kgce/t

除氧水 28.47 MJ/t(6800 kcal/t) 0.9714 kgce/t

压缩空气 1.17 MJ/m3(280 kcal/m3) 0.0400 kgce/ m
3

氧气 11.72 MJ/m3(2800 kcal/m3) 0.4000 kgce/ m
3

氮气(做副产品时) 11.72 MJ/m3(2800 kcal/m3) 0.4000 kgce/m
3

二氧化碳气 6.28 MJ/m3(1500 kcal/m3) 0.2143 kgce/m
3

乙炔 243.67 MJ/m3 8.3143 kgce/m
3

电石 60.92MJ/kg(14 550 kcal/kg) 2.0786 kgce/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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