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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自动化及其节能设计的应用
黄琬祎

（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本上所有工业生产中的机器都实现了自动化技术。电气工程自动化技术可以减少人

工并加快产品生产。但是，随着电气工程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工厂的能耗迅速增加，资源的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同时，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在逐步推广。因此，研究电气自动化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相关实践，分析了当前电气

自动化信息技术存在的问题。本文讨论了电气工程自动化节能设计的主要方面，包括电阻的选择，变压器的选择和滤波器

的选择等，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措施，以期提高工厂的经济利益。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设备耗电

得到减少，同时设备满意度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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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电气自动化 [1-3] 是指机械设备的自动检查和自动生产，

然后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在生产和管理过程

中不直接进行数据处理和控制，以达到实验前的预期目标 [4-5]。

电气自动化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军事、科学研究、

交通、贸易、医疗、服务和家庭等。自动化技术的使用不仅

使人们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危险的工作环境，

而且还扩展了人体功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增强

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改造。因此，电气工程自动化是工业、

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信号 [6]。

为了提高节能效率，有必要合理、经济地使用节能设

备 [7-8]。换句话说，机械设备应尽可能减少能耗，生产与原

始产品尺寸和质量相同的产品，或在相同能耗下生产比原

始产品更多的产品。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

们越来越关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环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充分意识到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9]。因此，各国都在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改善环境，减少污染。最重要的是能

源问题。除了寻找新能源来解决基本能源问题外，节能是

减少能耗的最关键、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

根据“十二五”规划，国内能源消耗将减少至 0.869 吨

普通煤，比 2010 年的普通煤量减少 16％ [10]。基于上述背景，

实现电气自动化的节能不仅可以帮助工厂减少原材料，提

高工厂的经济效益，还可以满足国家节能降耗，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的政策。

2 电气工程自动化中的问题

2.1 项目的自动化功能相对缺乏

电气自动化信息技术在中国工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

电气自动化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业生产的效率，并

增加了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但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电气工

程自动化信息技术工程的发展，该技术的发展相对较慢，功

能也相对欠缺。例如，我们设计的电子工程自动化设备只能

完成两个或三个任务，而不能完成更多任务，这会浪费资源。

另外，电子设备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信很少。信息技术无法

理解电气工程自动化机械设备的数据传输，这个问题的存在

会影响电气工程自动化信息技术系统的运行。

2.2 电气自动化的大量能源消耗

由于电气工程自动化技术领域没有统一的研发水平，

因此企业研究人员的目标仅仅是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获

得额外的经济利益，而无需关注该技术的节能设计。由于

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电气工程自动化机械设备节能技术

的发展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此外，研究人员在设计电气

工程自动化设备时只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往往忽略了电

气工程自动化节能技术的发展，许多公司不愿在自动化节

能技术的研发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带来更多的收益。

2.3 电气自动化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

在电气工程自动化的发展过程中，电气工程自动化的

发展一直朝着更加智能化的战略方向发展。当前，不同企

业在电气自动化开发中没有统一的设计过程，不同企业采

用的设计框架和设计标准也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当今

的电气自动化不能适应更多的技术任务，从而导致电气自

动化在企业机械设备中的差异不断扩大，无法形成完整的

设备系统。此阶段电气自动化机械设备的差异主要是一些

用户的需求。该公司无法提供完整的电气自动化设备。用

户需要不同的制造商来购买不同的电气工程自动化机械设

备。由于设备制造商的不同，电气工程自动化设备的概念

也不同，设备生产标准和网络框架存在差异，导致设备与

设备之间的通信无法有效地联系起来。设备之间的通信将

影响电气工程自动化中信息的开发，也将导致现阶段电气

工程自动化设备的落后发展。

3 实验构想与设计

3.1 实验构想

电气工程自动化作为一种新技术，新技术的出现和发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1 年 3 期 ( 中 )总第 453 期 智能科技

13

展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并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该技术的出现可以有效减少人工消耗，提

高质量并保证效率。随着绿色市场概念的不断发展，节能

减排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真正了解现实生活中的能

源效率，自动化生产技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进节能产

业来接管市场，并且需要改变当前的市场状况。

3.2 实验设计

在设计中，本文使用了一组控制实验。该生产设备目

前使用的是机械设备控制小组。在实验组中，我们为实验

交换了不同的变压器、电阻器和滤波器，并计算了实验的

有效转换率。其中，我们用铜变压器代替了铁变压器，选

择了损耗小的变压器，增加了电阻的截面积和长度，采用

了线性设计，用有源滤波器代替了原来的滤波器，并选择

了稳定高效的导体。最终的实验结果列于表 1。

表 1 机械设备有效转换率

实验指标 实验组 (%) 控制组 (%)

变压器 71 65

电阻器 70 65

滤波器 72 65

4 讨论

4.1 电气工程自动化的节能分析效果

在电气工程自动化节能技术的发展中，设备需要选择合

适的变压器。自从变压器问世以来，变压器本身就存在着

隐患。在现实生活中，断电现象也很严重。因此，在电气

工程自动节能机械设备的设计中，我们需要选择最佳的变

压器，以减少能量损失，因此需要认真考虑一些细节，选

择合适的变压器，将其功率消耗变压器本身略微减小。根

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应及时选择效率更高的变压器，以最

大程度地降低能耗，减少电力传输过程中过度能耗的滥用。

对于导线，由于电阻本身是稳定的，但在传输过程中会发

生断电，从而会造成一定量的能量损失。如果要正确地回

收废功率，则需要降低控制线本身的电阻。目前，有两种

降低导线电阻的方法。首先，第一步是科学地确定导线的

位置，设计该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并显著减少导线的长

度并增加导线的横截面积。第二种方法是选择低电阻材料，

并在制作需要降低电阻的电线时尝试使用直线连接。

本文根据实验组，用变压器，电阻器和滤波器代替了

机械设备。控制组使用原始工厂的机械设备。本文旨在研

究电气工程自动化的节能分析。

从图 1 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变化，两组器件

的转换效率均在下降，而实验组器件的下降较慢。随着设

备使用时间的增加，电气设备将受到磨损并产生一些损失。

在实验组中，当我们选择变压器时，若选择信息变压器，

因为铜的材料损耗很小，可以改善系统的节能效果。另外，

在选择电阻时，我们尝试选择横截面积较大的电阻，因为

材料的横截面积越大，电阻值越小，功率损耗也越小。

此外，我们根据改进后的设备进行了关于满意度的调

查研究。从图 2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改进后的设备的满意

度为 86％，不满意的人数占 14％。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

尽管我们提高了设备的自动化效率和工厂的经济效率，但

是在选择原材料时，尽管所选材料的效果要比普通材料好，

但是材料的价格却高也增加了。为了提高电气工程自动化

的效率，同时降低原材料的使用成本，是我们继续研究的

主要方向。

4.2 节能技术在电气自动化控制中的合理应用

电气自动化在自动化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电能，因此提高

系统效率和降低能耗非常重要。另外，减少能耗不是为了补

偿能量，而是为了改善动力传输并减少设备损耗。电气自动

化还可以在节能设计过程中考虑负载成本，整合实际值并调

整合理值，将其与电气自动化系统集成，科学地选择负载价

格以提高自动化效率并满足节能要求。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

解释了节能技术在电气工程自动化中的科学合理应用。

4.2.1 提高电气自动化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

在为电气工程选择自动化系统时，节能设备是最佳选

择。这是因为它不仅可以为下一代电气工程的节能和排放

目标提供不间断的支持，而且还可以通过反馈功率补偿（例

如负载平衡，减少电路损耗，节能控制功能）来改善电力

系统。和现实世界中的其他方式。例如，在采用标准负荷

调整和设计因子选择方法的配电设计连接中，电力系统负

荷和运行中使用的总能量不断增加，最终达到了减少能量

损失的目的。

4.2.2 配电系统设计方案的优化改造

电力系统的主要动机是为电气系统中的电气设备提供

不间断的电源。因此，设计和实施这种分配方案的最小控

制要求是为运行提供不竭的支持动力。此外，系统本身的

操作是完全集成和控制的。电气工程自动化系统中节能设

备的重点是确保电气设备控制的有效性，并满足电气设备

的可靠性、负载能力等因素的标准。这种配电控制器不仅

必须满足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基本操作要求，而且还必须确

保电源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简单性。特别是在配电设

计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有必要保持线束中的隔热距离，并

充分干扰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使线束重新工作。它可确保

维护期间电源，配电和电气设备的动态稳定性。然后，还

要与电气系统联系以进行基本保护和防雷保护。

4.2.3 高效运作

为了保持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在设计过程中应

选择节能设备，以减少节能减排。同时，为了提高能源效率，

重要的是找到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减少运行中机械设

备的损失，并获得统一的电气工程自动化系统，这不仅可

以确保更安全的运行，而且可以显著地提高运行效率和电

气设备效率，实现更好的节能减排。

5 结论

综上所述，电气自动化的节能设计与实现仍处于中国

研究的前沿，处于电气自动化的初级探索阶段，仍远远落

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此，电气工程自动化相关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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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的就是不断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科研能力，并且始终需

要考虑能源问题，因为节能减排是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

改进电阻，变压器和滤波器的选择来改进传统设备。实验

结果表明，改进后的设备的自动化利用率较高，并且随着

时间的增加其功耗减小。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电气工程

自动化的能耗更低，因此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正在减少。因此，

该实验的研究可以应用于一些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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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组的功率转换率均随时间变化

图 2 改进后的设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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