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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国进入 21世纪以来袁节能环保事业越来越得到
重视袁一系列的节能政策和节能措施不断颁布实施遥 尤
其 2005年底我国首次明确确定节能目标院到野十一五冶
期末袁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98t标准煤袁比
野十五冶 期末降低 20%左右袁 平均年节能率为 4.4%[1]遥
2006年 8月袁国务院发布叶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
决定曳渊国发 2006-28号冤袁强调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袁 将节能工作提高到
国家发展战略高度遥 2007年 3月袁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
2006年度节能率仅为 1.23%袁未能完成预定目标遥 2007
年 4月袁国务院成立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袁温家宝总
理亲任组长遥 2007年 6月袁国务院印发叶关于印发节能
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曳袁加大今后 4年节能减排
工作力度袁建立地方行政首脑问责制等遥 进入 2007年
下半年袁取消高能耗企业优惠电费袁企业信贷审批中开
始引入能耗指标等一系列措施连续出台袁 国家开始以
经济杠杆方式来推动节能减排遥 2007年 10月袁全面修
改的新节约能源法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袁 将节约资源
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袁并于 2008年 4月开始施行遥 中
国正在进入一个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局面遥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袁可以预见今后几年袁越来越多

的产业领域尧 企业都将改变现在不计能耗只顾发展的
态势袁开始着手采取措施袁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减能耗遥

以此为背景袁 在工业生产中占据工厂总耗电量
10%耀20%袁有些工厂甚至高达 35%的气动系统[2]在我国
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节能工作的对象遥 在原油日益高
涨尧能源问题突出的今天袁气动系统使用中浪费严重等
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袁 气动系统的节能在我国正
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遥
目前袁 我国大部分企业对气动系统能耗问题认识

不足袁节能意识淡薄遥 因此袁明确气动系统的能耗袁分析
当前企业中压缩空气使用状况的合理性袁 参照发达国
家实施节能改造所取得的经验及数据袁 探讨我国企业
实施节能的空间及社会经济效益袁 把握气动节能的策
略袁制定行之有效的气动节能措施袁对今后深入地开展
气动节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讲先介绍我国工业压缩机耗电情况袁 计算压缩
空气的成本袁 随后介绍日本企业气动系统节能实施的
成功经验及节能效果袁 然后分析当前我国企业对压缩
空气的各种不合理使用袁 最后探讨气动节能的技术路
线尧实用技术以及实施流程遥
1 气动系统的能耗

图 1是一个气动系统的构成示意图遥 空气从压缩
机压缩后送入空气净化设备进行除水尧 除油等净化袁
之后洁净空气通过管道送往用气设备袁如喷枪尧气缸
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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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袁 气动系统中压缩机的耗电量约占总

耗电量的 96%袁 冷干机等空气净化设备约占总耗电量
的 3%袁电磁阀等控制元器件占总耗电量不足 1%遥

图 1 典型气动系统的能耗构成图

作为气动系统的主要能耗袁 工业压缩机的耗电在
我国 2006年为 1 800亿 kW窑h袁2007年高达 2 000亿
kW窑h袁约占全国总耗电量的 6%遥 而 2007年度 GDP为
我国 1.4倍的日本的相应数字为 400亿 kW窑h和 5%遥
这说明我们在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同时袁 还需大力提
高气动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遥
2 压缩空气的成本

众所周知袁煤气尧天然气有成本袁需要购入后才能
使用遥 而空气来自大气袁取之不尽袁用之不竭袁工业现场
很多人都认为使用压缩空气是不需要成本的袁 对压缩
空气成本认识极其淡薄袁 这也是导致现场浪费的一个
主要原因遥

工业压缩机的能耗指标通常用野比能量冶来表示遥
比能量指标表示的是输出单位体积压缩空气所需的平

均耗电量袁单位为 kW窑h/m3遥 该指标在压缩机输出压力
为 0.7MPa时在 0.08耀0.12kW窑h/m3范围内袁 数值越小袁
表示效率越高遥 压缩机的比能量因压缩机和输出压力
而异遥如按我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工业按 0.6元/kW窑h计
算的话袁制造 1m3压缩空气所需电费为 4.8耀7.2分钱遥

除电费外袁 压缩空气制造成本中还有压缩机润滑
油尧 定期保养及设备折旧费等遥 以年工作时间 4 000h
的中型螺杆式压缩机为例袁 该部分成本与电费各占
19%颐81%遥 如将这部分成本也计入的话袁1m3压缩空气
的实际制造成本为 6耀9分钱遥
因此袁压缩空气并不便宜遥 建立压缩空气成本意识

是气动节能的第一步遥
3 日本企业实施的气动节能
当前袁 中国在气动节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几乎

还是一片空白遥 我国气动用户在气动技术使用中存在
效率偏低尧浪费严重尧欲实施节能也无从下手和缺乏经

验等问题遥 在气动系统节能的研究和实施上袁日本走在
世界的前列遥 自 1997年防止地球温室效应的京都协议
签订以来袁日本全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节能运动袁这其
中也包括对气动系统实施的节能活动遥 根据 2002年日
本流体动力工业会的调查袁各企业实施节能后袁气动能
耗削减了 10%耀30%[3]遥 日本在气动节能技术研究应用
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袁 实施气动节能中的一些数据
对我国将有很大参考价值遥

日本企业实施气动节能的主要对象如图 2所示遥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袁 气源和喷嘴的节能是气动系统节
能首要考虑的关键点遥 泄漏和配管的恰当处理也可以
很有效地实现压缩空气的节省遥

图 2 气动节能的主要实施对象

图 3是各企业实施节能的动机遥 其中袁企业在节能
法和 ISO14001的外部环境要求下实施节能的动机占
50%袁而降低成本占到了 31%袁这说明气动系统节能改
造对企业而言在经济上还将获益匪浅遥

图 3 企业实施气动节能的主要动机

图 4是日本各企业实施气动节能后所取得的节能
效果遥 其中袁实现节能 15%的企业最多袁占 23%曰而 5%
的企业甚至节省了 30%的能耗遥 由此可见袁气动节能空
间很大遥

图 4 日本企业实施气动节能的节能效果

表 1是实施气动节能的投资回收期袁 即节能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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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费用从节约能源成本中回收所需要的时间遥 从表
中可以看出袁40%的企业半年时间就收回了改造成本袁
94%的企业一年半内收回成本遥 由此可见袁企业进行气
动节能改造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4-5]遥

表 1 气动节能的投资回收期

4 压缩空气的不合理使用
在当前我国气动用户使用的气动系统中袁 能源浪

费主要表现为泄漏偏大尧 压缩机配置及运行仅以保压
为目的尧供给压力不合理尧气枪喷嘴低效尧设备用气存
在浪费尧现场工人用气成本意识淡薄等等问题遥
在泄漏问题上袁 工厂中的泄漏量通常占供气量的

10%耀30%袁而管理不善的工厂甚至可能高达 50%遥有时
一个汽车组装车间的泄漏点就有 2万个袁其中袁泄露量
的 90%以上来自设备使用中的零部件老化或破损[6]遥而
尤为严重的是袁 现场管理人员远远地低估了泄漏造成
的损失遥 比如袁如表 2所示袁汽车点焊工位的一个焊渣
在气管上导致的一个直径 1mm的小孔每年导致的电
损失高达约 1600kW窑h袁几乎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的全
年家庭用电遥 加强泄漏损失意识尧普及泄漏检测及预防
手段是当前工作重点遥

表 2 小孔的泄漏损失

压缩机的合理配置及合理运行对节省用电非常重

要遥 通常袁为使输出压力波动小袁很多压缩机采用吸气
阀调节方式遥 这种方式在没有供气的情况下也仍需消
耗约 70%额定功率的电力袁浪费较严重遥 为此袁导入变
频控制尧采用压缩机群的台数控制等措施对削减电力
十分奏效遥 而这些在工厂的实际操作中基本都被忽
略袁保证压力成为大多数工厂对压缩机管理的唯一要
求遥

另外袁由于管道压力损失不确定袁设备启动存在流
量高峰等原因袁压缩机的供气压力有时比现场要求压

力高出 0.2耀0.3MPa袁浪费非常严重遥 有时也会为了少数
几台压力要求高的设备袁而整个调高供气的压力袁这在
能源使用配置上极其不合理袁非明智之举遥

气枪在制造加工的精修尧 机加工等工艺现场被广
泛使用袁 其耗气量在某些产业领域达到总供气量的
50%遥通常袁气枪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供气管道过长尧供给
压力过高尧用直铜管做喷嘴等问题遥 另外袁现场人员很
容易为了追求大冲击力而擅自扩大喷嘴喷口尧 提高供
给压力袁从而造成很大的用气浪费遥

另外袁 在气动设备中存在用气不合理的现象也比
较突出袁例如确定工件是否卡到位的气体背压检测尧真
空发生器给气等存在不工作也不间断供气现象遥 尤其
是化学药液槽等用于搅拌目的的用气尧 轮胎制造中的
定型充气等袁从 0.7MPa的高压减压到 0.1耀0.2MPa使用
的现象非常普遍袁浪费令人痛心遥 从工艺上把握设备的
实际需要压力和最低耗气量是使设备耗气合理化的前

提遥 由于设备用气不合理导致的浪费平均估计为供气
量的 20%遥
以上之外袁生产现场还存在其他种种问题遥 这些问

题导致当前气动系统的使用中用气浪费比较严重遥 所
以袁对其开展详细调查袁分析问题所在袁探讨合理有效
的节能措施十分必要遥
5 气动节能的技术路线与实施流程

根据第 4讲中介绍的气动功率概念袁 使用压缩空
气的能耗为[7]院

E= 乙 E觶 dt= 乙 paQaln p
pa

dt

式中 p要要要压缩空气的绝对压力曰
pa要要要大气压绝对压力曰
Qa要要要换算到大气状态下的体积流量曰
t要要要使用压缩空气的时间遥
由此可见袁只要降低流量 Qa尧压力 p尧时间 t中的任

何一个值袁都可降低压缩空气的能耗袁如图 5所示遥

图 5 气动节能的要点

因此袁气动节能的主要技术路线为院

投资回收期 企业比例 

0.0～0.5年 40% 

0.5～1.0年 27% 

1.0～1.5年 27% 

1.5～2.0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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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削减流量院减少泄漏袁改善喷嘴袁停止搅拌用气

等曰
(2)降低压力院降低设备供气压袁摘出高压设备袁减

少配管压损等曰
(3)缩短时间院停机断气袁吹气连续改间歇袁缩短吹

气距离等遥
气动节能措施实施的优先顺序需遵循如下方针院

(1)按实施难度院易寅难曰
(2)按实施效果院大寅小遥
需确保的原则为院
(1)不降低生产设备的稼动率和生产效率曰
(2)不增加产品的不良率遥
气动节能项目的开展通常采用图 6所示的实施流

程遥
(1)工作日及休息日 24小时内压缩机的工作状况及其耗电量变化曰
(2)压缩机进口风阻及出口压缩空气的温度尧空气净化设备工作状况曰
(3)主供给管路的压力走势尧管网分布尧流量分配曰
(4)各生产设备实际供给压力和实际所需压力曰
(5)气动管网整体泄漏量尧各设备内部泄漏量尧各个泄漏点所在地曰
(6)气缸尺寸及数量尧供给压力尧耗气量尧工作时间等曰
(7)气动工具的使用情况尧设备内元件非工作时的供气情况曰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1)压缩机的工作方式是否合理钥 是否需要增加变频范围钥
(2)压缩机及空气净化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钥
(3)主供给管路的布管是否合理钥 有无压损过大的节点钥
(4)可否降低各生产设备供给压力钥 可否降低压缩机供给压力钥
(5)气动管网固定泄漏量是多少钥 车间中管路及设备内泄漏点所在钥
(6)气缸的使用工况是否合理钥 可否加入节能回路钥
(7)气动工具的使用工况是否合理钥 设备内非工作供气能否停止钥
(8)噎噎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1)对策制定符合 3大节能方向院1)优化压缩机运行曰

2)降低供给压力曰
3)削减耗气量遥

(2)对象实施顺序院 按实施难度院易寅难
按实施难度院大寅小嗓

(3)实施侧重 3个环节中的 3大对象院压缩机尧泄漏尧气动喷枪
(4)实施中需确保的原则院1)不降低生产设备的运行率曰

2)不增加产品的不良率遥
(5)噎噎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1)压缩机及空气净化设备的日常点检曰
(2)泄漏检查项目的规范化及实施的定期化曰
(3)生产设备工作及不工作时的管理曰
(4)气力输送设备中耗气量的监测与管理曰
(5)噎噎

扇

墒

设设设缮设设设

1.把握现状

2.抽出问题

3.实施对策

4.标准管理

图 6 气动节能的实施流程

6 气动节能的社会经济效益
笔者曾对国内一家企业实施了气动系统节能改

造袁 最终使工厂每单位产量压缩机耗电量削减了
34.5%袁压缩机从原来的 10.5台满负荷运行变为 7.5台
满负荷运行袁3台压缩机完全停机遥
如能在我国广泛开展气动节能活动尧 普及气动节

能技术袁每年可为国家节约用电约 600亿 kW窑h袁折合
金额 360亿元袁具有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2007年底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 SMC渊中国冤有限

公司进行产学合作袁针对气动系统袁成立了全国首个节
能环保中心袁深入研究气动系统合理化技术袁面向全国
气动用户快速推进和普及气动节能环保技术袁 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遥 该中心正在针对我国汽车尧纺织尧电子半
导体尧加工机械等制造行业的大中型企业袁以降低空气
压缩机能耗为目的袁 结合各个行业特点研究切实可行
的节能技术袁制定一整套行之有效尧易于实施尧投资回
收期小于一年的节能实施流程袁将节能措施行业化尧系
统化尧可操作化尧可视化并进而规范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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