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空调成为不可或缺的纳凉“神器” ，甚至有网友戏称“这条命都是空调给的” 。

但是在用电高峰期，空调也成为沉重的负担。

如何使用空调能够省电，从而减轻用电压力？ 早在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通知，要求除医院等特殊单位外，

所有公共建筑内的单位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

那么问题来了，温度调高一度，究竟能省多少电？ 对此，国家电网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做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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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调高 1℃ 能省多少电？

测试结果：一台 1.5匹空调以 26℃和 27℃各运行 24小时，调高 1℃平均功率可降 17.1%

日常生活中，您是否会听到、看到或想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和事

情，却一时无法得到求证？ 您是否为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背后，到底蕴

含着什么科学道理而疑惑？ 今后，您可以把您的疑惑、或想求证的想法

发微信到贵阳晚报黔生活（微信号：gywbysh）告诉我们，本报《生活实

验》将用科学的方法、真实的实验，为您一一揭秘。

实验人员将第一和第三时间段

的数据对比分析， 发现日间空调设

置为 26℃时平均功率为 31.96 千

瓦， 设置为 27℃时平均功率 26.31

千瓦。 平均功率降低了 17.68%，节

省电量 67.8度。

第二和第四时间段的数据对比

分析表明， 夜间空调设置为 26℃和

27℃时，平均功率分别为 22.80千瓦

和 16.88 千瓦。 平均功率降低了

25.96%，节省电量 71.04度。

张岩表示，可见，空调从 26℃

调到 27℃， 调高一度对于节省电

量、 节约电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的。

1、实验人员先将一台电能质量

测试仪的测试端连接到主楼空调机

组专用出线，24 小时连续不间断记

录空调机组的电压、电流。 测量过程

中，每隔 2 个小时，工作人员会检查

测量设备的工作状态， 对空调运行

情况进行记录， 避免出现空调自动

关机等情况影响实验结果。

2、实验选取四个时间段作为样

本，进行两两比对。

7 月 28 日（周五）的 19 点至 7

月 29日（周六）7点为第一时段，7

月 29日（周六）的 7点至当天的 19

点为第二时段， 空调温度设置为

26℃。

7 月 29 日（周六）的 19 点至 7

月 30 日 （周日） 的 7 点为第三时

段，7月 30日（周日）的 7 点至当天

的 19 点为第四时段，空调温度设置

为 27℃。

国家电网北京电科院电网技术

中心工程师张岩解释， 测试选择在

周末两天进行，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人为调整空调温度及其他用电设备

（如计算机、照明等）开启对于实验

的干扰。 实验又分日间和夜晚不同

时间段进行， 是为了避免室外温度

的变化对测量数据造成影响。

3、在数据分析实验室，科研人

员将电能质量测试仪数据导入计算

机， 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见下

表）。

北京电科院电网技术中心工程师张岩告诉记

者，人体比较舒适的环境温度是 26℃-28℃，在保证

人体舒服的情况下，空调温度越高，越能节省电力。

“如果室外是 35℃以上，空调设置在很低的温

度，它怎么都达不到，压缩机就会长时间运行，能耗

就会特别大。如果设置在 27℃，达到了这个温度后，

空调能耗就会降低。 ” 张岩建议，在高温天气时，将

空调温度调高，节省电力更加明显。

■

提

醒

空调不同温度时平均功率变化

时段 时间 设置温度 平均功率

1� � � � � � 7 月 28日 19点至 7 月 29日 7 点 26℃ 31.96 千瓦

2� � � � � � 7 月 29日 7 点至 19点 26℃ 22.80 千瓦

3� � � � � � 7 月 29日 19点至 7 月 30 日 7 点 27℃ 26.31千瓦

4� � � � � � 7 月 30 日 7 点至 19点 27℃ 16.88千瓦

Q

实验地点

国家电网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主办公楼中央空调。 该办公楼共 8 层，建

筑面积为 10800平方米。 其使用的定频中央空调，由 4台模块式低温空气源

热泵机组构成，每台机组额定制冷功率为 81.2千瓦。

Q

实验结果

同时， 实验人员对家用空调温

度耗能进行了一次分析实验。

实验的对象是一台 1.5 匹的定

频空调， 制冷面积在 25 至 30 平方

米之间。 实验时，平均气温约 32℃，

实验人员分别以 26℃和 27℃让空

调连续运行了 24个小时。

结果显示， 当温度调高一摄氏

度，空调平均功率降低 17.1%，平均

电量降低 4.5度左右。

张岩表示， 家用空调使用制冷

面积、 环境情况差异较大， 空调功

率、品牌等各不相同，因此该实验结

果只作为参考。

张岩说， 目前很多家用空调已

经是变频空调， 而大多数中央空调

依然是定频空调， 因此家用空调的

能耗相对较低，更为环保。

中央空调高 1℃ 夜间平均功率降 25.96%

家用空调高 1℃ 24小时平均电量降 4.5度

空调温度低

天越热越费电

实验人员用电能质量测试仪监测电流、 电压，

每两个小时记录一次数据。

北京电科院实验室，实验人员把电能质量测试

仪接入配电室控制中央空调电力输送的电箱。

实验人员把电能质量测试仪内数据导入软件，

得出中央空调从 26℃升到 27℃耗电量趋势图。

近日， 石家庄一名男子骑车摔倒后，踝

关节扭伤，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扭伤的部位

不严重，但是被路面烫伤的臀部却出现了大

片红肿，甚至还起了水疱。

医生称， 高温导致地面温度持续上升，

如果是在柏油马路上，温度可能会更高。 那

么除了柏油马路，路边常见的一些不同材质

的物品，哪些温度更高呢？

8 月 7 日 15 时 40 分，迎来了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秋” 。 中国有句俗语叫“早立秋

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意思是如果立秋

时间在上午，则天气凉爽，立秋时间在下午

以后，就还要热上一阵。立秋当天的下午，记

者在王府井大街，使用温度检测器分别对路

面、井盖、垃圾桶、灯柱、电箱、街头雕塑以及

长椅（石材制成）进行了检测。 检测时间的

室外温度 34℃。 经过检测，记者发现，除去

雕塑外， 其他被检测对象的温度都高于

50℃， 其中井盖的温度最高， 一度高达

65.2℃。

·实验步骤·

1.测量井盖温度。 下午 3 点时，测得当

时井盖的温度为 59℃。

2.记者将三只虾放到井盖上，在等待结

果的同时，将几块五花肉夹到井盖上，不时

翻动一下。 随后，记者又将一个鸡蛋摊到井

盖上，并等待结果。

3.10 分钟后，记者观察结果，看三种食

物的状态，与之前进行对比。

·实验结果·

10分钟后，三只虾均变红，其中一只比

较明显；鸡蛋有略微的凝固；五花肉的表层

微微被烤熟。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主治医师王成

表示， 人体皮肤温觉的温度一般在 20℃到

47℃，“当温度在 35℃左右的时候人体皮肤

就会产生温觉，温度超过 45℃的时候就开始

觉得烫了。 ”

王医生告诉记者， 烫伤有两个前提条

件，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时间，在相同温度

下，持续的时间越长，烫伤越严重。

他表示， 高温下短时间就可以将人烫

伤，除了高温烫伤之外，还有低温烫伤。 “像

暖水袋，抱着的时候觉得挺舒服的，但时间

长了也能导致烫伤。”王医生表示，烫伤分为

一度烫伤、二度烫伤和三度烫伤，三度的烫

伤就需要手术植皮了。

高温天气

金属制品易烫人

◆提醒

超过 45℃就可将人烫伤

核心提示

记者

测试井盖

温度超过

50℃

测试

10 分 钟

后， 三只

虾均变红

据《新京报》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