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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曾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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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低碳节能、绿色环保等理念也不断深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绿色节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将现代建筑中绿色节能理念贯穿到了各施工环节中，如在进行建筑工程设计时会对自然光、自然风等进行充分利用，并充分
利用了节能环保材料及新能源，在进行建筑电气设计时也充分利用了节能设计并对能耗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对建筑电气
系统进行了优化，提升了建筑电气节能效果并提升了建筑物的整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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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oncepts of low-carbon energy-saving and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ve been deepened and widely used, and the concept of green energy-saving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he
concept of green energy-saving in modern buildings has been penetrated into all construction links. For example, natural light and
natural wind will be fully utilized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design,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s and new
energy will be fully utilized, and energy-saving desig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n building electrical
design, so as to optimize the building electrical system, which improves the building electrical energy-saving effect and improve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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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认识到节能环保
工作的重要性，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到建筑行业中可以实现
资源能源的节约。建筑物中建筑电气在使用时会消耗较多
的资源，因此在进行建筑电气设计时应积极的应用绿色节
能技术。虽然这些年我国建筑电气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给建筑电气行业发展带来阻碍。
因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应充分利用绿色节能技术，充分发
挥出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价值，更好的促进
建筑行业发展。

1 建筑电气绿色节能设计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节能环保、
绿色低碳理念也不断被应用。因此在进行建筑工程建设过
程中也应充分利用绿色节能技术，更好的满足现代人们对
建筑舒适度、使用性能的要求，合理应用节能性强的材料
及设备并采用节能技术。在建筑中电气设计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因此应将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到建筑电气设计中。在
进行建筑电气绿色节能设计时设计人员应做好设计交底
工作，使施工人员可以全面了解绿色节能理念的应用意义，
提升建筑电气绿色节能效果。绿色节能技术可以更好的满
足现代建筑电气要求并可以确保电气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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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性，得到良好的节能效果。电能是确保电气系统稳
定运行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节能目标应从电能使用量、
资源利用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到良好的环境保护效
果。可以说近些年来电气绿色节能设计逐渐成熟，也将成
为我国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技术。
从现阶段我国建筑电气绿色节能设计来看，还处于初
期摸索设计阶段，虽然近些年来进行创新与优化但是提升
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此，建筑电气设计人员应认识到技
能环保理念的重要性，并将绿色节能环保理念应用到电气
设计中，发挥出绿色节能技术的优势。在应用绿色节能技
术进行建筑电气设计时注意以下方面。第一，充分利用绿
色环保设计理念。绿色环保理念也是建筑行业发展的主要
方向，可以使绿色环保理念更加突出并可以将更多的绿色
节能技术得到全面使用。在选择施工材料时应以绿色环保、
污染小的材料为主并确保一些材料可以循环使用。第二，
确保电气系统可以满足建筑功能要求。在进行建筑电气设
计时应与建筑使用功能进行联系，明确两者关系，设计人
员不能只要求美观性同时还应保证建筑电气可以为人们
带来更好的体验感并可以避免安全隐患。目前，随着建筑
电气设计理念不断更新绿色节能理念的应用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既可以对电气设计进行规范同时可以实现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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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中其他系统间的平衡，从而提升建筑使用性能及效果 。

2 建筑电气绿色节能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2.1 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是应将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进行充分发挥，
其中包括建筑物用电情况，良好的建筑电气系统可以为建
筑物使用者带来良好的体验感。现阶段在进行建筑电气绿
色节能设计时应确保其可以满足建筑使用者要求，如满足
电力设备用电要求、社区内路灯照明要求等，同时还应满
足人们对建筑的美观性要求。利用绿色节能技术后可以实
现建筑电气对节能环保的要求并可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2.2 经济性原则
经济性原则指的是利用绿色节能技术进行建筑电气
设计时应对经济性进行全面考虑，同时还应对现有建筑使
用者设计情况进行考虑。建筑电气设计不能只一味的应用
高端技术与设备，这样既无法达到节能要求也无法贴近人
们生活需求，所在进行建筑电气设计时还应从经济角度进
行考虑。
2.3 绿色节能原则
城市建设发展给建筑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此建
筑工程数量不断增多且整体建筑规模也随之扩大。因此在
进行建筑工程电气设计时应对周边已有建筑及环境情况
进行全面勘察并形成详细的数据做好记录，从而为建筑电
气设计提供依据，充分体现出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电气设
计中的价值。同时还应对建筑建设地点的地理条件、采光
情况、风向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提升资源能源的使用效
[2]
率，实现节能环保目标 。
2.4 智能性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促生了智能化技术，将智
能化技术应用到建筑电气设计中不仅可以提升电气功能
同时可以进行个性化设计，为建筑物使用者提供便利且健
康的服务。因此，在进行建筑电气绿色节能设计时还应充
分利用智能化技术，从而可以对各建筑区域功能进行联系，
确保各区域中的电气设备可以安全稳定的运行，从而减少
人员及物力的使用量，进一步体现出绿色节能理念的价值。

3 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电气设计中的主要方法
3.1 绿色节能技术在供配电系统节能设计中的应用
方法
在建筑工程中技术人员供配电设备安装位置、电路涉
及方案等均与供配电能耗使用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
要想确保供配电系统具有良好的节能效果技术人员应合
理选择供配电方式、合理设置变压器位置并合理布置电线
线路。在确定供电方式后设计人员应对配电室位置进行确
定，避免因线路过长导致电能浪费或损伤现象；做好配电
室与强电竖井的结合工作防止电能倒送所带来的安全隐
患。在设置变压器设备时设计人员应做好方案设计并对建
筑内能源使用范围进行考虑且对供配电系统进行合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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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确保变压器装置适合建筑使用要求；实时观察变压器
使用情况，从而确保变压器使用性能及运行安全，实现对
能耗的控制。在布置电线线路的过程中，电气设计人员应
以直线布置为主并对各电线线路间距进行控制，从而避免
因电磁场给电线线路使用情况带来影响。同时在进行电线
线路布置时要想有效控制能耗应采用以下方式。第一，在
进行电阻率控制时可以采用导体与线路结合方式，当线路
缩短时应采用铜线进行控制，避免因电阻给电线线路带来
的不利影响，得到良好的节能效果。第二，对电线截面面
积进行调整，利用截面面积扩大方式对电线能效进行优化
并可以延长电线使用年限，实现节能目标。
3.2 绿色节能技术在照明系统节能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在建筑工程电气系统中照明系统可以为建筑内部提
供照明服务，因此在进行建筑电气节能设计时应认识到利
用自然光线的重要性。设计人员应做好建筑结构设计并可
以利用自然光线弥补室内照明系统的不足，从而实现能耗
的节约。同时在选择建筑照明工具时应以节能工具为主，现
阶段灯具市场品种繁多且多数灯具也具有节能功能，不仅可
以满足室内照明要求同时可以节约能耗并可以避免光污染
[3]
情况，延长灯具使用寿命，因此应大力推广节能灯具 。
3.3 绿色节能技术在电机系统节能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要想保证电机系统节能效果应科学选择电机设备，在
选择电机设备时应先考虑其容量参数，确保电机容量参数
可以满足建筑电气系统要求，通常会选用容量在 75%的电
机，得到良好的节能效果。其次应明确变频调速方法并根
据工程情况对变频调速机进行不断调节，从而提升电机电
力输出效率，提升电能使用率。最后落实无功率补偿方案。
为了进一步避免电机因负荷过高受到电感值的影响应调
节功率，在节能设计时充分利用无功率补偿方案将各参数
进行关联，从而保证运行的稳定性。
3.4 绿色节能技术在暖通空调节能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目前，在进行电气系统中暖通空调能耗相对较大，因
此技术人员应充分做好节能降耗管理，确保暖通空调系统
设置的合理性。第一，对暖通空调设备末端进行综合调控，
在了解建筑室内温度要求后设置暖通空调运行时间并可
以降低能源的使用量。比如可以利用相关软件与参数等与
暖通空调系统中的阀门、送风设备等进行联通，从而保证
控制的准确性，然后对温度进行调节并降低能耗使用量。
第二，可以将 DOAS 系统应用到暖通空调系统中，从而保
证空调送风系统的准确性并可以减少能量外散现象。充分
利用高新技术对建筑温度进行调控也可以得到良好的节
能效果，对暖通空调系统进行重新构建，在与全热交换器
联合使用后确保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满足标准。
3.5 绿色节能技术在智能控制系统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建筑电气系统中应用智能化技术后可以对电气系统
进行动态调节，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调节。采用智能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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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以将电气数据进行显示与记录并可以及时发现能源
变化情况，并将问题进行处理。因此，在进行建筑电气节
能设计施工时应积极利用智能化技术，从而实现远程控制
并可以实时感应电气系统中电气材料等情况。

4 提升绿色节能技术在建筑电气设计中应用效
果的措施
4.1 全面落实绿色节能照明技术
近些年来绿色照明技术已经得到普及，绿色照明技术
被应用到不同的建筑中，提升了电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可
以实现电能的节约。现阶段多采用 LED 灯具，与白炽灯、
荧光灯相比性能更强、照明度更高且使用寿命也更长。如
我国某地，在对该地区地铁建筑中 LED 灯具使用情况进行
统计后可知，LED 灯具使用量为七千余支，在 2021 年就
为该地区地铁建筑节能电能 100 万 kW·h，与往年相比整
[4]
体节能达到 40% 。
4.2 提升供电系统节能效率
在进行建筑工程电气设计时采用绿色节能技术，可以
提升供电系统的节能效果。采用绿色节能技术进行电气设
计时设计人员应先对电气设备实际特点及使用性能等进
行了解，然后合理设计并选择用电负荷、电气设备容量并
确保电气设备可以稳定运行，从而降低电气设备能耗。要
想更好的保证建筑电气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对供配
电系统进行严格控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同的
用户应将高压配电技术分为两层控制，在此范围内低压配
电系统不得超过三级，从而降低能耗。供配电系统进线形
式为两条，确保两条线路电源相同并将电路能耗控制到最
低。此外，选择电源电压时应对能耗使用情况进行考虑，
当电源电压升高时能耗也会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
利用电源电压对功耗进行设置与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应保
护好线路并确保供电线路供电质量。在控制能耗时也应合
理选择电缆，通常情况下能耗与电缆间电阻为正比，当电
缆电阻较小时能耗也会降低。若投资指数会增加应做好长
期收益与短期收益评估工作，确保电缆材料选择的合理性。
4.3 充分利用太阳能技术
太阳能技术中所使用的能源属于大自然的光源、热源，
将光源与热源转化为电能，所以太阳能技术本身就是绿色
技术。将太阳能技术应用到建筑电气绿色节能设计中可以
实现建筑电气节能目的并可以更好的推动建筑电气绿色
节能发展。通常情况下，建筑电气设计人员会将太阳能技
术应用到太阳能热水器中或是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等将
太阳能资源进行转化，提升太阳能资源的利用率。其中，
将太阳能技术升级后为光伏建筑一体化技术，此种技术中
充分利用了光伏照射将能源进行了转化，同时可以提升光
能转化效率并提高利用率。现代建筑节能系统主要包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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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灯具等，在比较后可以了解，太阳能
发电技术的应用也不断扩大且技术利用水平也不断提升，
使太阳能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由于太阳能资源转化
率、利用率较高也可以提升建筑电气系统使用效能，从而
得到良好的节能效果。
4.4 做好能耗监测
建筑电气能耗检测时利用智能化监测技术对建筑电
气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测，进行能耗检测时应将建筑电气
节能设计方案与建筑室内系统进行联系，从而对智能数据
进行收集与分析，对电气系统进行自动调控并实现节能目
标。例如，现代建筑中变频中央空调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变频技术可以对能耗进行检测，充分体现出变频技术
的节能效果。变频中央空调可以对电能进行调节，也就是
利用一块主板进行控制并将电源、温控板、继电器、驱动
通信线路等进行联系并对温度变化情况进行控制。变频中
央空调中的温度感应器感受到温度变化时可以利用控制
主板连接并启动驱动装置，利用启动通信线路将信息传递
给变频驱动装置，然后启动下方设备完成操作，完成温度
调节。现阶段该项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得到居民的认
可。目前多数建筑中会采用中央空调系统，其中包括冷却
水系统与冰冻水系统，从能耗节约来看其可以将不同的变
频调速技术进行集成，采用变频技术后可以对水泵使用能
[5]
力进行调节，从而提升建筑电气系统节能效果 。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中建筑电气系统相对较大，要
想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应将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到建筑电气
设计中，并对原有的设计理念进行创新。从目前建筑电气
设计情况来看应积极融入绿色节能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并提高建筑物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实现建筑行业绿色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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