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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此技术规范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以此来确认制造商提供的某一冷却塔系列中所有

型号产品能效、噪声指标与制造商声明额定值的一致性，并给出其冷却能力、飘水率指

标与现行有效的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的符合性。 

2  范围 

此技术规范适用于 GB/T 7190.1-2018《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1 部分：中小型开式冷却

塔》规定的中小型开式冷却塔、GB/T 7190.3-2019《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3 部分：闭式冷

却塔》规定的闭式冷却塔。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最新版本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GB/T 7190.1-2018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1 部分：中小型开式冷却塔 

GB/T 7190.3-2019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3 部分：闭式冷却塔 

4  定义 

4.1  制造商 

是指提供产品制造并且对产品的性能承担责任的单位。 

4.2  声明额定值 

是指制造商提供给用户使用的产品样本、说明书、选型表及技术手册中载明的技术

参数。 

4.3  模块或单元 

技术手册或选型表中，组成产品系列，能够被独立选择及运行的某一个体。 

4.4  系列或产品系列 

制造商发布的固定型号同一分组产品、模块或单元。它们具有相同的设计配置（包

括传动装置、淋水填料、布水装置等）和产品标识（如：一个系列采用指定型号名称

ABC-111，其中“ABC”是对该系列的独特描述）。 

5  符合性 

5.1  构成产品系列的所有模块和单元都必须符合 GB/T 7190.1-2018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1 部分：中小型开式冷却塔》或 GB/T 7190.3-2019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3 部分：闭

式冷却塔》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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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为验证其产品系列的符合性，需要对该系列产品中的某一模块或单元进行性能测试。

通过性能评价后，需每两年进行定期性能测试。 

5.3  若变更配件影响冷却塔的冷却能力时，需重新进行评价。在所有公开文件和递交的

相关性能评价系列的文件中都要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应清晰标识变更配件。 

5.4  当为满足客户的要求，必须变更影响冷却塔性能的配件时，性能评价结果对此项目

产品无效。 

6  评价组织 

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冷却设备分会性能评价与认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执行。 

7  评价流程 

7.1  制造商自愿申请、参与中小型冷却塔性能评价（认证）。 

7.2  制造商需要向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提交一份性能评价申请书（见附录 A）。申请书

中至少应包括： 

a） 可用于确定声明额定值的性能参数或选型表等资料； 

b） 组成系列的每个模块或单元的详细物理数据表或配置表（见附录 B）。 

7.3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受理后，应与制造商签订保密协议，承诺对制造商提交的非

公开文档严格保密，未经制造商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分发给任何第三方，包

括理事会。 

7.4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应对制造商提交数据的合理性和一致性进行审查和评估，在

此基础上，从该系列中选出一个模块或单元，进行性能测试，测试项目包含冷却能力、

噪声、能效、飘水率。 

7.5  制造商向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支付性能评价与测试费用后，双方协商确定进行性

能测试的时间、地点。 

8  测试程序 

8.1  除有特殊说明及规定外，均按照 GB/T 7190.1-2018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1 部分：

中小型开式冷却塔》或 GB/T 7190.3-2019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3 部分：闭式冷却塔》

执行。 

8.2  测试工作由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委托的专业机构独立完成，制造商可以参与全程

观察，其原始测试数据需经制造商现场负责人、测试人员、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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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签字确认后有效。 

8.3  原始测试数据原件由测试机构保存，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制造商保存副本。 

8.4  当冷却能力实际测试值≥95%时，认为制造商公布的冷却能力与实际能力一致。 

8.5  当冷却能力实际测试值＜95%时，则认为性能不达标，应使用第 10 条的规定。 

9  确认程序 

9.1  当以下内容成功完成后,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对测试机构的测试结果进行审查，对

符合条件的测试结果，由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向制造商发放确认书（附录 C），表明其

申请的一个或多个产品系列通过了本技术规范规定的性能评价，确认书副本由 CCTI 认

证工作委员会保存。 

a） 制造商提交的资料及数据完整，各型号额定值、参数及配置（附录 B）、尺寸图

等满足要求； 

b） 冷却能力、飘水率符合 GB/T 7190.1-2018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1 部分：中小

型开式冷却塔》或 GB/T 7190.3-2019 《机械通风冷却塔 第 3 部分：闭式冷却塔》要求，

能效、噪音符合制造商声明额定值； 

c） 测试和管理费用已支付。 

9.2  CCTI 将在协会网站、会刊及其他公开媒体上公布上述性能评价相关信息，包括： 

a） 制造商或分销商的名称，产品系列的名称； 

b）  制造商网站链接，这个网站包含如声明的额定值、物理尺寸等适合发布的信息。 

9.3 制造商随时可以对通过性能评价的单元或模块做设计上的修改，但当所做的修改影

响到声明额定值或添加新单元或模块时，必须向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提交以下材料： 

a） 具体修改内容的描述； 

b） 收到这些数据之后的 15 个工作日之内，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必须做出是否接

受修改的判断。如果没有影响，作出同意接受修改的确认，否则，要对其修改后的一个

或多个模块或单元进行性能测试，以证实其符合性。 

9.4  为确保冷却能力的持续一致性，在完成全系列每一个模块或单元测试前，每年检测

的模块或单元与之前均不相同，且首次检测的模块或单元大小一般宜在该系列型号的中

间位置；在完成全系列每一个模块或单元测试后，每年检测依型号大小循环进行。  

10  测试不达标处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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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能测试结果不达标时，制造商可在三个月内选择以下措施，否则默认为进入退

出或撤销性能评价程序： 

a） 撤回性能评价申请，对该系列产品技术参数重新评价和调整后重新申请； 

b） 加倍复测。由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从同一系列加选一个不同规格的模块或单

元进行测试，费用由制造商支付，如果两个模块或单元都通过了，即判定冷却能力达标，

如果某一个不能达标，则性能测试结果不达标，终止本次申请任务。 

11  退出或撤销评价程序 

11.1  无论是制造商主动退出或被 CCTI 认证工作委员会书面要求退出，性能评价结果已

经被撤销或撤回，制造商应马上： 

a） 对组成该系列所有的模块或单元，性能评价结论无效，停止使用 CCTI 性能评

价标识； 

b） 发送撤回性能评价结论的书面通告给所有已经购买目前被撤回认证的产品型号

的用户； 

c） 从产品样本、网站等公布的公开文件中撤销涉及性能评价的相关信息。 

11.2  被撤销的系列模块或单元应从 CCTI 公布的目录中删除，并在网站、刊物等媒体上

予以公开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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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性能评价申请书 

 

性能评价申请书 

申请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申请单位地址 

中文 

英文 

邮政编码 
  

传 真 
  

电子邮箱 
  

申请单位联系人 

姓 名 职 务 电话号码 

      

拟申请性能评价

的产品系列 

 

 

申请单位声明： 

    我单位是 CCTI会员，自愿申请按照 CCTI 106.001-2020规范对本公司的冷却塔产品

进行性能评价，履行性能评价程序。 

申请单位法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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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书所附资料： 

1 产品系列的性能参数表或选型表 1份 

2 组成系列的每个模块或单元的详细物理数据表或配置表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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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参数及配置表 

 

参数及配置表（申请将单独发 EXECL 表） 

 

附录 C：性能评价结果确认书 

 

性能评价结果确认书 

 

××公司： 

贵公司申请的（****）系列冷却塔，经过性能测试及技术审查，满足中国通用机械

工业协会冷却设备分会（CCTI）发布的 CCTI 106.001-2020规范要求。 

特此确认。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冷却设备分会 

                                            日期：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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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测试数据记录表 

 

测试数据记录表 

 

塔制造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系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风机电机：电机铭牌功率：__________ kW    出厂编号：______________  

 

风机： 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        出厂编号：______________ 

           直径：_______m     转速：___________rmp     材质：_________ __ 

叶片弦宽度根部/端部：______________  mm     轮毂直径：_______ mm 

叶片角度：_____°   额定风量：__________m3   额定风压：______Pa 

 

风筒： 高度：______________m    入口直径：__________m  

喉部直径：__________m    出口直径：__________m 

 

收水器：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     总收水面积：_______________m2 

          

空气入口：空气入口面数量：_________   总的迎风面积：_____________m2 

百叶窗类型：_____________   百叶窗垂直间距：___________mm 

 

淋水填料：类型或名称：    ___            

逆流： 

高度：___________mm    波距：_______________mm 

长度（内部）：__     mm   宽度（内部）：____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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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淋水面面积：_______m2 

横流： 

高度（迎风面）：_______mm    宽度（迎风面）：_____mm 

深度（空气流动方向）：___    mm 

总的淋水面面积：________m2 

 

水分配器：类型：_______(水槽/喷头)  喷头名称：__      喷头数量：_    个   

喷头底部或孔口与填料顶部的距离：_____________________mm 

 

喷淋泵（选填）：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       出厂编号：____________ 

：       额定流量：______________m3/h    额定扬程：____________Pa 

：     额定功率：______________kW     配管口径：__________mm 

 

其它可能影响性能的附加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场测试数据附件： 

（包含冷却能力、噪声、能效、飘水率数据的自动记录或者人工记录数据的复印件，

扫描件） 

                                       现场确认签名 

                                              测试单位人员： 

                                              工厂配合人员： 

                                              第三方人员： 

                                              测试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