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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生产压缩空气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但是，企业可以立即并持续
采取措施，让压缩空气的生产更加经济环保。

这10步指南能帮助企业降低能耗和碳足迹，从而直接降低生产成本。有时这样节约下来的金额相
当可观。所有这10步都能长期降低生产成本，部分措施的实施成本非常低。事实上，读完这篇指
南后，你就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让生产更加绿色高效。

这份指南旨在让你了解到在生产环境中可以采取怎样的方式更加有效地生产和使用压缩空气。除
了更好地了解压缩空气系统的设计和运行，本指南还能帮助你获取更多必要的信息，以做出更加
明智的决策，并在未来进行选购时有的放矢。

本文面向压缩空气用户，文中计算数据为估算，仅供参考。我们仍然建议请压缩空气专家进行详
细的审查，他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压缩空气系统的优化节约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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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怎样让生产流程在向碳中和推进的
同时保持竞争优势。

为什么要减碳 ？

例如，通过提高压缩空气系统的能效减少碳足迹对于企业
有以下好处：

•  降低生产成本

•  减少碳排放税

•  提升品牌形象，有助于吸引客户、投资者和优秀人才

•  提高员工士气

•  遵守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

尽管使用了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但CO2 水平仍在增加

众所周知，可持续能源产量的上升能够让我们在满足未
来需求的同时实现环保目标。

但实际上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全球人口不断增长的
情况下控制全球能源需求。

如今，超过80%的能源来自化石燃料。为切实降低对碳
基能源的依赖，我们不仅要投资可再生能源，还要减少
能耗需求，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能源。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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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专注于生产更多绿色能源，只能减缓大气中碳含量的
增加，并不能解决问题。为切实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
们必须对节能予以同等的关注。这是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碳中和经济的重要方式。

压缩空气是用于生产设备或生产过程中非常高效且安全
的能源。然而，常规生成压缩空气就要消耗大量能源。
但大多数生产企业没有意识到其中蕴藏着惊人的节能潜
力，可以大幅减少碳足迹。

除了可以回收空压气压缩过程中产生的废热，还能大大
提升压缩空气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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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常会看到有报告披露气候变化对地球毁灭性影响
⸺大气中碳含量的增加就是原因之一。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为此很多国家都制定
了新的法律，比如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碳排放税。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都意识到除政府规定范围内的要
求，让生产更加节能环保不仅有益于环境，还有益于企
业，能够促进他们的长远利益。

一台功率500千瓦、每年运行8,000小时的压缩机装置每
年的是400万千瓦时，相当于2,828公吨CO2 。通过热空
气或热水回收大量废热是可能的。

供应给压缩机的能源可回收率高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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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因为压缩空气使用不当或系统的低效设计等原
因，很多生产企业在压缩空气生产和使用中的能源浪费
高达50%，甚至更多。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设计更高效的压缩空气系统，切实为
更加清洁的环境做出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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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0步指南能帮助企业大幅减少能源需求和碳足迹，同时节约资金，保护环境。

•  其中一部分措施可以立即实施，几乎无需资金投入；
 另一部分措施虽然需要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在
 之后将获得巨大回报。

• 这份指南不是一次性实践，它是生产
 效率持续保持在峰值的长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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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展、更换或改善现有压缩空气系统之前，应当先想
办法消除当前系统中的浪费。

一个常见错误做法就是根据仅有硬件的尺寸选择新设
备， 并且仅根据预期增长对系统进行扩展升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只要解决现有系统的低效问题，
甚至可以购买较小的设备就达到预期，从而节省大量
资金。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你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压缩空气系统
的效率。

注意： 你不用遵循特定的顺序或者一次性完成，当然能做到的 
 话节约效果更好。但是，在采取措施之前，一定要优化 
 当前系统。这样不仅更方便 (且更便宜) ，而且对于了解 
 实际的压缩空气需求非常关键，这个数字可能比你想象 
 的低得多。

了解现有应用

5个考虑因素

容量                 压力                 水                  灰尘                油

保持冷却

压缩机的位置影响着它的效率。因为在高温下空气密度较
低，所以需要更多能源来压缩空气。为确保压缩空气设备
达到更高效率，尽可能节约能源，应当把它们安装在设施
内温度更低的地方，以适当的方式带走压缩机房产生的热
量。

热火朝天⸺但不适用于压缩机

保持干净

很多压缩机都能在肮脏的环境中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
们应当如此。空气中的大量尘埃会堵住过滤器。进气过滤
器的压力每下降3毫巴，能耗就会增加约1%，所以肮脏的
压缩机房会让你的电费账单迅速增加。

压缩机吸入空气温度每升高5°C就会导致2%的效率损失，
所以请保持空压机站房的散热冷却！

尽可能保持较低的工作压力

系统工作压力直接影响压缩空气的能源需求。工作压
力越高，能源需求就越高，从而造成更高的能源成本
和碳足迹。

平均说来，压力每升高1巴，能源需求就多出8%。

此外，更高的空气压力还会让气动元件处于高负荷状
态，减少它们的使用寿命，增加维护成本。

如果大多数生产流程需要的压力都低于最高压力要求，
可以考虑在压缩空气系统中，将较高的用气压力和低压
用气隔离开来，分开供气。

将未使用的设备隔开

使用简单的手动隔离阀或电子阀将所有未使用的生产设
备隔开以降低设备泄漏的可能性。

在提高工作压力以补偿压降之前， 先找出导致压降的
原因，尽可能消除问题的根源。

这就好像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把灯关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正
确的做法，但是容易忘记 ，从而浪费金钱、能源，增加
家里的碳足迹。

7巴

5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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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存储的重要性

储气罐和管道的尺寸会直接影响能耗。

储气罐能减少空气压缩机的加卸载频率，从而提高它们
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更大的储气罐 — 或管道存储容量能够降低压缩机的工作
压差，从而减少能耗和碳足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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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Pressure Large Receiver Small Receiver

检查压缩空气管道的设计

随着业务的增长，企业常常只是简单地扩大管道以满足新
设备的需求。系统的发展就像树木一样，整个生产设施都
会延伸出支线。

但是空气容量的增加会导致系统压力下降。一般来说，企
业会通过提高现有压缩机的工作压力或购买新压缩机来补
偿压降。但其实有两个简单得多（也便宜得多）的方法来
应对压降，并保持低碳足迹。

1. 提高主输送管道直径能提高缓冲容积，同时降低空气 
 流速以减少压降。

2. 将末端封闭管道系统改为环形管道系统能提高总体系 
 统容量，帮助缓解用气量突然激增导致的压力损失。 
 此外还能让空气向多个方向流动，降低内部流速，从而 
 减少压降。

末端封闭输送系统

提高压缩空气网络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碳足迹更简单
有效的方法就是堵住系统的空气泄漏。

据估计，生产设施因为泄漏平均损失高达20%的压缩空
气。换言之，你的压缩空气系统很可能正在往外漏钱。
实际上，一些企业运行的压缩机仅仅能弥补泄漏损失。

这也是为什么提高气压是个馊主意的另一个原因。

修补漏洞 ！

你知道吗？
仅仅将系统压力降低 0.3 巴，就能将管道泄漏减少 4%。

存储和输送2

压缩机加载周期

压差降低 0.5 巴就能将压缩机的能耗降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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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大漏点。也可以对管道输送系统进行泄漏检测调
查，以消除管道接头处的泄漏。然后进行流量需求调查
以避免测量的耗气量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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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无法确定合适的空气质量和空气处理解决方案，请咨询我们400 616 9018！

压缩空气中有什么污染物 ？ 我们可以对此采取什么
措施 ？

空气过滤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增加过滤器会提高压降和
成本！

空气质量3 空气处理的重要性

适当的空气处理非常重要，不仅能提高空气质量，还能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这是因为大气空气中含有水蒸气和灰尘。当空气被压缩
时，这些污染物的浓度会提升，必须将其过滤掉以保
护设备，保证空气纯度符合要求。

了解空气净化要求

清洁的空气是需要成本的，包括能源和资金。因此你一
定要了解自己的应用需要怎样的空气纯度。如果清洁过
度，就会浪费能源，给环境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如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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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式过滤器 活性炭过滤器
活性碳吸附塔



 

湿灰尘  干灰尘 

水

液体  蒸气 液体  蒸气 

油

  

凝聚式过滤器 灰尘过滤器

产品解决方案

 

如果你无法确定合适的空气质量和空气处理解决方案，请咨询我们400 616 9018！

压缩空气中有什么污染物 ？ 我们可以对此采取什么
措施 ？

空气过滤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增加过滤器会提高压降和
成本！

空气质量3 空气处理的重要性

适当的空气处理非常重要，不仅能提高空气质量，还能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这是因为大气空气中含有水蒸气和灰尘。当空气被压缩
时，这些污染物的浓度会提升，必须将其过滤掉以保
护设备，保证空气纯度符合要求。

了解空气净化要求

清洁的空气是需要成本的，包括能源和资金。因此你一
定要了解自己的应用需要怎样的空气纯度。如果清洁过
度，就会浪费能源，给环境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如果清
洁不足，就会影响生产质量和可靠性。

选择尺寸合适的空气处理产品能够尽可能减小压降，从
而降低压缩机的能耗。

此外还要选择合适的干燥技术以避免浪费能源、增加生
产成本。例如：用无热再生吸附式干燥机，比采用转鼓
式压缩热再生干燥机的系统能耗高20%。

干 & 湿
灰尘

水分离器
后冷却器

潮解干燥机
膜式干燥机
冷冻干燥机

滚筒
除湿干燥机

凝聚式过滤器 活性炭过滤器
活性碳吸附塔



把单个生产设备空气要求的表格放在一起。检查流量要求，看是需要冷冻式
干燥系统 (足以满足大多数要求)还是吸附式干燥机 (需要满足更高要求）。

压缩空气网络远不止压缩机，为尽可能提高效率和节约
量，选择合适的设备是关键。

比如干燥机就在优质空气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
能够去除空气中的湿气，保护下游设备。不过，它们也
会大幅增加系统能耗。

选择干燥机时必须考虑两个主要因素：类型和规格。如
果选择了错误的型号或者干燥机过大，就会导致不必要
的能耗和生产成本上升；如果干燥机过小，就无法为设
备提供充分的保护。

需要的干燥机类型主要取决于目标露点。如果露点非常
低，可能就需要吸附式干燥机。不过因为能效较低，它
们并不是常规露点应用的理想选择。这种情况下可能需
要冷冻式干燥机。

确定了干燥机类型之后，节能方法有很多。例如，冷干
机可以使用高效变速驱动技术，吸干机可以选择根据露
点进行启停，以实现大幅节约。

了解空气纯度等级，或者向相关人士咨询

ISO 8573.1:2001 表格规定了空气纯度等级，并做了以下划分：
A = 固体颗粒等级                                        B = 湿气和液体水等级                                C = 油等级

为压缩机选择合适的干燥机

等级

°C ° F

按照说明

固体/污垢  颗粒尺寸 (微米)

最大颗粒数量  每立方米

0.10-0.5 0.5-1.0 1.0-5.0

A B C

水@7巴 / 100 psi 压力露点 油（包括蒸气）

Mg /m3

≤ 20,000 ≤ 400 ≤ 10 ≤ 0.01- 70 - 94

≤ 400,000 ≤ 6,000 ≤ 100 ≤ 0.1- 40 - 40

- ≤ 9,000 ≤ 1,000 ≤ 1- 20 - 4

- - ≤ 10,000 ≤ 5+ 3 + 38

- - ≤ 10,000 > 5+ 7 + 45

- - - -+ 10 +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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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容量和流型4



把单个生产设备空气要求的表格放在一起。检查流量要求，看是需要冷冻式
干燥系统 (足以满足大多数要求)还是吸附式干燥机 (需要满足更高要求）。

压缩空气网络远不止压缩机，为尽可能提高效率和节约
量，选择合适的设备是关键。

比如干燥机就在优质空气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
能够去除空气中的湿气，保护下游设备。不过，它们也
会大幅增加系统能耗。

选择干燥机时必须考虑两个主要因素：类型和规格。如
果选择了错误的型号或者干燥机过大，就会导致不必要
的能耗和生产成本上升；如果干燥机过小，就无法为设
备提供充分的保护。

需要的干燥机类型主要取决于目标露点。如果露点非常
低，可能就需要吸附式干燥机。不过因为能效较低，它
们并不是常规露点应用的理想选择。这种情况下可能需
要冷冻式干燥机。

确定了干燥机类型之后，节能方法有很多。例如，冷干
机可以使用高效变速驱动技术，吸干机可以选择根据露
点进行启停，以实现大幅节约。

了解空气纯度等级，或者向相关人士咨询

ISO 8573.1:2001 表格规定了空气纯度等级，并做了以下划分：
A = 固体颗粒等级                                        B = 湿气和液体水等级                                C = 油等级

为压缩机选择合适的干燥机

等级

°C ° F

按照说明

固体/污垢  颗粒尺寸 (微米)

最大颗粒数量  每立方米

0.10-0.5 0.5-1.0 1.0-5.0

A B C

水@7巴 / 100 psi 压力露点 油（包括蒸气）

Mg /m3

≤ 20,000 ≤ 400 ≤ 10 ≤ 0.01- 70 - 94

≤ 400,000 ≤ 6,000 ≤ 100 ≤ 0.1- 40 - 40

- ≤ 9,000 ≤ 1,000 ≤ 1- 20 - 4

- - ≤ 10,000 ≤ 5+ 3 + 38

- - ≤ 10,000 > 5+ 7 + 45

- - - -+ 10 + 50

0

1

2

3

4

5

6

容量和流型4



控制选择考虑因素

•  空气容量
•  压缩空气需求模式
•  存储系统容量
•  所需压力

了解用气量⸺绿色生产的关键

更好地了解用气量能帮助你在下一次投资购买压缩机时节
约大量资金。如果解决了压缩空气网络中的低效问题，下
一台压缩机需要的尺寸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甚至
你可能都不需要再买一台新压缩机。

投资购买新压缩机时，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流量，其中还必
须考虑到生产周期，比如高峰生产时间在工作日、夜间和
周末的需求会低得多。

即便是更高效的压缩机也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效率很
高。例如，变速驱动压缩机基本上都非常适合变化用气
量，而更便宜的定频压缩机可能是稳定用气量环境的理
想选择。此外，还有一些情况需要使用定频和变频机搭配
使用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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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步骤仅仅涉及到消除低效或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的压缩空气系统，还有一些节约能源和资金的措施需
要在初期投资。

在进行这些投资之前，一定要对当前系统有非常清晰
的了解，比如用气需求、流量等。否则你很可能会浪
费大量资金，比如买来的压缩机产量远高于应用需求，
或者买了用不上的干燥机。

尽管如此，适当的投资将获得长远的回报。

虽然大多数高效的空气设备都价格不菲，包括我们的

绿色投资可节约能源和资金

优质产品，但从长期来看（以及专门为长期使用打造的
机器），它们将为你节约资金。

要记住，对于压缩机或其他压缩空气设备来说，能源成
本占到绝大部分的总体持有成本，远远超出初始投资和
所有维护成本。

所以不要被高价格吓到。如果购买廉价的压缩空气设备，
最后的代价会更大，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危害环境。

空气压缩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根据工作压力和空气容
量要求，每种都有不同的优势。 以下是在选择合适的机
器时可以参考的主要技术概述。

活塞式压缩机：加载和空载都非常高效，但维护成本高
昂。买下时效率很高，但随着滑动接触造成的磨损，效
率会越来越低。

涡轮式压缩机：主要用于需要无油清洁小气流的应用。
更适合间歇性用气应用。维护简单方便。

旋齿式压缩机：无油旋齿式压缩机用于中小型应用，功
率通常在15到55千瓦。间歇性和持续性应用都适合。

不同的压缩机类型以及它们的优势

螺杆式压缩机：此类压缩机较受欢迎，被用于多种不同
的应用，包括从间歇性需求的小车间应用一直到每天24
小时持续性需求的大型工业应用。螺杆式压缩机在油润
和无油技术中均可使用，面对各种各样的流量都能保持
效率。

离心式压缩机：这是大容量压缩空气高效的技术。但前
提是必须持续运行，因此仅适用于稳定用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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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咨询压缩空气专家以了解哪种技术适合 你的应用

不同的控制系统都会在一定的压力带之内工作。压力带
越宽，能耗越多。

有各种方法可以缩窄压力带、让生产更加绿色高效。

一种是使用VSD技术，监控气压并预测变化。此外，中
央控制器有助于优化包含多台压缩机、每台压力带都不
同的系统。

100 cfm
47 l/s
170 m 3 /h

按照一个班次的运行和每年2,000小时计算
6巴 = 1,631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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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有一个简单的法则：压力越大能耗越多，电费
和碳足迹就越高。

而且与设备的初始投资不同，这些成本会不断增加。因
此你始终都要关注产生的压力，不能一年只做一次。

压力监控越到位，就能越快地察觉出昂贵的支出增加并
采取必要的措施。

监测压力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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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ktronikon® 这样的先进控制器有助于管理压力，优化能耗。

它们能够感应用气量的下降，立即将让机器进入空载周期。

为尽可能提高系统能效，控制器会控住主驱动电机，在预定的窄压力带内调
节系统压力。

选定合适的压缩机之后，下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控制。一
定要谨记，虽然压缩机的效率是整个压缩空气系统效率
的基础，但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只有选用符合需求的
控制系统才能充分利用系统，将节约量更大化。控制有
不同的方式，同样要根据流量选择适合的方式。

这些方法有的非常简单，但有的方法极其复杂。

有的压缩机只需要开和关（启动 / 停止）。这种控制方
式主要用于小型固定速度型号。

使用Load/Unload控制技术时，压缩机的电机会持续运

能源如果没有控制将没有任何意义

选择合适的控制器

基于控制类型的能源吸收比例

满载量百分比

请咨询压缩空气专家以了解哪种技术适合 你的应用

系统控制7

优化控制

在有多台压缩机的压缩空气系统中，如果没有合适的控制器，即便是再
高效的机器也无法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使用适用于不同压缩机技术和控制类型的智能中
央控制器，以尽可能提高能效和节约量，降低碳足迹。

我们的中央控制器就是一个示例。它不仅能为各种情况分配适合的压缩
机，还能降低维护成本，帮助记录机器数据。

行，只是一旦排放压力足够，就会降低压缩机的负载。

另一种同样用于固定速度压缩机的方式是控制进气阀，
以这种方式调节压缩机的输出。这种方式称为         
Modulation，在用气量稳定的情况下非常高效。

不过对于变化需求，以变速驱动（VSD）控制电机速度
的压缩机是理想解决方案，节约效果更好。

在理想情况下，应当搭配使用压缩机，比如满足基本负
载的定频机型和VSD变频机型搭配、能有效应对用气量
变动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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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油水冷式压缩机内部能耗

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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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空气中的冷凝热 冷凝热损失

油冷却器 低压元件 高压元件 中间冷却器 后冷却器

热水形式的
总体能源回收

（根据现场条件）

结果：理论较大值
高达105%的能源回收

压缩空气会产生大量热量。事实上，压缩机所用超过90%的电能都被转化为压缩热能。如果浪费了热量，就等于
让资金被水冲走。因此能源回收是降低能耗的稳健方案。

与其浪费掉这些热能，不如使其在冬天为工厂供热、夏天制冷，甚至可以转化为电力。在这三种方法中，热到热
是比较高效的，能源回收率达90%。热到冷的回收率为60%，热到电的回收率为10%，但仍然比浪费掉这些潜在
的能源要好。

而且你不一定需要复杂的系统。比如，压缩热可以收集起来，通过管道系统运送到有用的地方。

风冷式装置                                                         水冷式装置

空间加热                                                               工艺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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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一定要把维护当成能源优化系统的重要部分，而
不是有时会停止生产的繁琐杂务。

最终，维护良好的压缩空气系统所节约的能源将超出
付出的维护成本。

维护对于压缩机甚至更为关键，因为它们在一刻不停
地运转。相比之下，比如汽车，都会定期检查、加油
等等。

远程监控是极为实用的手段，能帮助你时刻关注压缩
机。由此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优化设备性能，接收警示
潜在问题的信息。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这能防止你遗忘压缩机，这在运
行良好的优质机器上经常发生。它们的可靠性令人放
心，日复一日地生产出优质空气，很容易让操作员忽
略。

有了远程监控，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

此外，如果能耗而不是产出增加，你还能更快做出反
应。监控系统不能给出答案，但能让你知道需要检查
系统低效的地方。

放心，而不是不放在心上

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实施我们这10步指南。这是在做正
确的事情，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直接受益，节约大量
资金。这并非夸大其词：压缩空气系统非常低效的大
型生产设施通过优化系统，同时大幅降低碳足迹以及
加强维护，每年可以节约数万欧元。

为充分利用这份指南，不要只用一次就抛在脑后，或
是每隔几年才检查一次压缩空气系统，

只有让这些措施成为企业核心的一部分才能做到充分
利用，让团队一起来寻找空气泄漏或发现压力变化。

提醒员工空气需要成本，不要浪费。制定投资计划，
不能仅仅考虑一个季度或一年的支出，而是要考虑到
产品的总体持有成本。

做正确的事一定会有回报

远程监控10系统维护9

你永远不可能通过延迟维护节约资金。也许你可以省下
一些技术人员的薪酬或者短期停止生产的损失。但是从
长期来看，能耗将会提高，设备将承受后果。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们400 616 9018。阿特拉斯·科普
柯始终是你忠实的合作伙伴，能帮助你优化压缩空气系
统、节约资金、让生产更加高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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