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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节能在工业电气设计中的体现方式探讨
何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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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领域的不断发展，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耗量也逐渐上升。但是我国的能源量是一定的，如果还是

采用传统工业电气设计模式，不仅会造成能源浪费，同时还会影响我国工业领域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在现阶

段国家倡导节约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因此在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相关单位也要积极响应国家的能源政策要求，

从电气节能的角度出发，开展电气工业设计工作。本文主要基于现有的工作经验，从电气节能在工业电气设计中

的相关概述出发，简述电气节能在工业电气设计中的体现方式，希望给其他学者研究提供新的参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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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领域是推动我国发展的关键领域。我国是人

口大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工业领域的

支持，这也导致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耗量较大，已经引

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尤其是现阶段电气自动化等

相关技术应用到工业领域，所以在工业生产的各个模

块，都需要借助大量的电能。虽然我国供电系统相对

完善，能够基本满足全国的供电需求。但是如果在工

业生产领域缺乏节约电能的意识，那么很可能会让我

国的电能供应陷入相对严峻的态势中。因此相关工业

企业也意识到了电气节能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

在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运用电气节能思想和电气节

能设备，大力支持电气节能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实际

应用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工业生产思想以及电气节

能技术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电气节能没有完全应

用到工业电气设计之中。因此这就需要相关单位了解

我国电气节能的现状，并优化电器设计方式，贯彻电

气节能理念，降低工业领域的电气消耗。

1 电气节能在工业电气设计中的相关概述

1.1 我国电气节能现状

部分发达国家在 20世纪 70年代就开始关注电气

节能问题，但是我国在 20世纪 80年代之后才意识到

电气节能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开始采取相关的措施推

进工业领域电气节能工作的开展。虽然我国电气节能

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首先，从政策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缺乏规范的

电气节能的相关政策，并且各个地区对于电气节能的

要求不同，所以现阶段没有统一的工业领域电气节能

规范，难以推动电气节能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工业电

气设计过程中，部分工业电气企业还是采用传统的设

计模式，并没有将电气节能工作排上日程。

其次，各个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不同，工业发展需

求也有所差异。部分地区工业相对薄弱，那么整体耗

电量相对较少，对于是否开展电气节能工作对于当地

的工业发展影响较小，所以这些地区对于电气节能工

作的关注度也相对较小。但是部分地区主要是依靠工

业领域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所以电能消耗较大，

对于电气节能工作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1]。

最后，部分工业企业在开展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

往往先考虑电气设计工艺，而后考虑电气节能问题，

这也导致部分工业电气设计无法满足现阶段的电气节

能需求。再加上电气节能设计，前期投入相对较大，

并且成本回收时间较长，所以这也成为阻碍工业电气

设计工作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从长远上看，在

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应用电气节能设备，不仅顺应

现阶段节约能源的时代需求，而且能够帮助工业企业

实现绿色生产，提升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

1.2 电气节能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能原则。节能原则不仅符合当下我国的

政策要求，同时也能够满足工业领域的后续发展需求。

所以设计人员在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要遵循节能原则。

首先，设计人员要具备一定的节能思想，在设计

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设计观念，从节能减排的角度出

发，去设计新的电气节能产品。

其次，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应用先进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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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通过节能手段来达到工业领域的节能需求。但

是在开展工业电气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也要从成

本的角度出发，兼顾成本和节能问题，提高工业电气

产品的设计成效。

第二，符合政策要求。虽然现阶段关于工业电气

节能设计方面没有出台完整的政策，但是对于工业领

域的后续发展以及工业领域的节能问题，国家已经出

台了相应的规则，并提出了相应的思想指导。因此工

业企业在开展电气节能设计的过程中，要遵循国家的

政策要求，遵循工业领域的行业标准，积极开展电气

节能工作 [2]。在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具有

全局观念，要从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从

工业领域升级改造的模式入手，将电气节能技术应用

到工业电气设计工作之中。

第三，生活环境改善原则。支撑人们的日常生活，

满足人们的日常工作所需是工业领域发展的重要目标。

所以在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结合人们的

日常生活需求，在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的同时，也要为

人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进而让电气节能工作

能够更好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服务。

2 电气节能在工业电气设计中的体现方式

2.1 在供配电系统设计中的体现

供配电系统是支撑工业系统正常运转的关键，同

时供配电系统也是能源消耗的重要场所，因此工业企

业在开展电气节能工作时，设计人员要重点关注供配

电系统的设计工作，降低供配电系统的电能消耗。

首先，从目前工业领域供配电系统的设计来看，

供配电系统的整体规模相对较大，供配电的流程较长，

所以导致供配电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消耗的电能相对

较高。因此在供配电系统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压

缩现有的供配电系统，缩短供配电系统的工作环节，进

而能够减少供配电系统的电能消耗，达到节能的目的。

其次，设计人员在设计供配电系统时，也要结合

工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合理设计供配电系统。部分工

业企业本身的规模相对较小，对供配电系统的需求也

较小 [3]。但是由于部分工业企业对供配电系统以及自身

的发展规模衡量不准确，所以导致在设计过程中供配

电系统的运作功能远远超出工业企业的发展需求，最

终造成了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因此设计人员要紧密贴

合工业企业的用电需求合理设计供配电系统。

最后，供备电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会用到大量的供

电设备。供电设备的规模和供电设备的电压都会影响

工业企业的电能消耗，所以设计人员也需要重点关注

供电设备问题。

2.2 在变压器选择中的体现

变压器的电荷、变压器的损耗、变压器的质量都

会直接影响到电能消耗，因此电力企业设计人员在选

择变压器的过程中，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提高变压

器的节能效果。

首先，设计人员要关注变压器的损耗问题。变压

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损耗，如果设计人员不

对变压器进行及时的更换，不仅会影响到变压器正常

发挥功效，同时也会增加变压器的耗电量。因此在设

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合理安排变压器的安装位置和

安装数量，延长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尽可能地减少变

压器在工作过程中的损耗 [4]。

其次，设计人员要做好变压器的电负荷计算工作。

在选择变压器之前，设计人员要明确工业企业的生产

规模、工业企业的产品设计情况，然后利用单位指标

法或者需求系数法，对变压器的电负荷数进行计算。

通过计算变压器的电负荷数，能够将变压器与工业企

业的实际发展需求精准匹配，进而可以有效地减少额

外的电能浪费问题。

最后，设计人员也要关注变压器的质量。在电气

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结合国家的相关要求以及行

业标准去选择质量合格的变压器。变压器是工业企业

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电气设备，所以市场上变压器

的种类也多，但是质量却良莠不齐，质量较差的变压

器不仅无法起到变压的效果，同时还会额外增加电能

消耗问题，所以设计人员要将高质量的变压器应用到

工业电器设计工作之中，控制电能消耗。此外，现阶

段市场上还出现了许多节能型的变压器，这类变压器

也可以被设计人员应用到工业生产之中。

2.3 在照明系统设计中的体现

照明系统是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系统，并且也

是工业企业电能消耗的重要系统之一。照明系统的整

体能源消耗较大，但是从现阶段工业领域的生产过程

中来看，导致照明系统出现电能消耗过高的原因主要

有两方面。

首先，设计人员对于整个工业生产系统了解不充

分，可以在照明系统的设计上存在不合理问题。部分

工业企业在设计过程中所安装的照明设备相对较多，

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诸多照明设备遭到闲置，因此

造成了电能浪费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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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照明设备安装过程中，部分工业生产企

业采取一刀切的安装方式，将工业生产区工业厂房等

各个区域都安装同样的照明设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不同的工业生产区域，对于照明设备的要求也有所差

异。部分工业生产区对照明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所

安装的照明设备负荷较高，因此导致电能浪费。同时

还有部分工业生产区对照明要求较高，但是由于照明

设备负荷较低，所以照明无法满足生产需求，因此影

响工业企业的正常生产。

所以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可以从照明系统的

整体设计和照明设备选择这两个角度出发，开展电气

节能设计工作。

首先，在照明系统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明确

工业生产的各个工业区以及各个工业区对照明的需求。

同时在设计照明系统时可以安装智能监测设备，对照

明系统的用电量和厂区的照明情况进行智能监控，然

后为工业企业的生产安排个性化的照明系统，既保障

照明系统能够满足生产需求，同时还能够避免电能浪

费。此外，在设计照明系统时，设计人员也要关注工

业企业对自然光的应用问题，能够利用自然光的区域

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同时如果有电能储存系统，可以

将自然光储存起来，将其转化为电能，这样可以帮助

工业企业降低电能消耗。

其次，企业要选择不同类型的照明设备。荧光灯

的照明效果较好，所以对于空间较大的厂房或者对光

照要求较高的生产领域可以使用荧光灯，对于光照需

求一般的生产领域可以选择常规照明设备即可。

2.4 在其他电气设备选择过程中的体现

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电气设备相对较

多。比如，电机、排风系统等都是工业领域中必不可

少的电气设备。所以为了贯彻节能减排的政策，工业

领域在开展电气设计工作时，要做好电气设备的选择

和设计工作。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的工业企业所承担

的生产产品有所差异，对电能的需求也有所不同。所

以在工业电气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要结合企业的实

际生产需求，去开展电气设备的设计工作。

其次，电气设备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 [6]。在电气设

备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不仅要关注电气设备的类型，

还要关注电气设备的安装位置以及电气设备之间是如

何相互配合而发挥功效的。所以在正式设计之前，设

计人员要到工业生产领域去测量相关的数据，同时在

测量过程中要考虑到当地的光照因素、水文因素、地

势因素等。如果能够将自然因素应用到节能设计之中，

要尽可能地提高自然因素的应用比重，减少电能的浪费。

此外，在电气设备选择过程中，设计人员要明确

哪些电气设备耗能量较大，并且要对其进行重点关注 [7]。

比如，电机的总负荷量较大，耗电量大，所以在设计

过程中要通过多种手段优化电机的耗能问题。同时排

风装置，机床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借助动力装置去驱动，

在启动过程中也会耗费大量的电能，所以设计人员在

设计驱动装置时，要先判断是否能够利用自然资源，

然后再开展相应的设计工作。

3 结语

节能降耗是工业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现阶

段工业领域在电气设计过程中要迎合政策的需求，积

极开展电气节能工作。但是电气节能工作不仅对设计

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并且在前期投入相对较大，

尤其是部分电气节能设备本身的成本较高，所以部分

工业企业对于电器节能工作产生一定的抵触心理。因

此要想更好地将电气节能充分地体现到工业设计过程

中，就需要工业设计企业积极转变思想，明确政策需

求和时代发展的趋势，从电气设计、变压器选择、供

配电系统设计等几个角度出发，探究节能措施，优化

工业电气设计模式，进而提升工业领域的生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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