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与技术并重 打造节约型电子标准院

单位名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主 题：示范单位创建

方 向：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摘 要：根据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院领导班子牢固树立

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围绕部“两个强国”

战略开展各项工作时，电子标准院进一步贯彻落实节能降耗要求，通过

成立节能小组、优化人员配置、强化节能宣传、推进绿色办公，重点在

开展节能技术改造上下功夫，使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科

研检测、技改项目增多的情况下，我院仍加强用能管理，在人员不断壮

大的前提下，用水量逐年仍能下降或保持基本平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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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基本概况

电子标准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事业单位，专业从事工业和电子

信息技术领域标准化科研工作。自 1963 年建院以来，电子标准院已从

初期的单一标准制定，发展成集标准研制、试验检测、计量校准、认证

评估、培训服务和产业研究为一体的基础性、公益性、综合性科研机构。

现有员工近 800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220 人、博士 67 人；资产总额近

17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7.66 亿元，仪器设备 4270 余台套。

我院雍和宫院区位于安定门东大街 1号，占地面积 10024.93 平米，

共有建筑 7 座，建筑面积 15101.9 平米。亦庄科技园区位于亦庄经济技



术开发区同济南路 8号，占地面积 33381.4 平米，共有建筑物 8 座，建

筑面积 38181.29 平米。

二、推进措施

我院在部机关服务局领导下，以“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工

作”为主线，稳步推进我院能源资源节约工作，2018 年我院顺利通过了

中央国家机关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验收，发挥了示范作用。

（一）全面加强节能管理

1、统一思想认识，健全组织机构

根据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院领导班子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围绕部“两个强国”战略

开展各项工作时，进一步贯彻落实节能降耗要求，持续加大节能工作力

度，着重在提升节能管理上下功夫。院领导重视节能工作，专门成立了

节能管理领导小组，由主管后勤工作副院长担任组长，院办公室、实验

室综合管理部、物业管理中心主任担任副组长，负责院节能工作总体规

划，研究解决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

体节能工作的开展，从而有效落实各级下达的节能各项任务，精心安排，

狠抓落实，全面履行节能管理职能，形成三级管理模式。同时专门设置

能源管理统计岗位，保障能耗数据统计准确，及时更新。



图 1 电子标准院节约能源资源管理构架

2、加强用能管理

院高度重视能耗统计工作，严格执行用能指标，定期对能耗数据进

行分析，及时了解用能及消耗情况。将每季度统计的数据报财务上传数

据，将本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消耗量大的能源将做出分析，以此提高用

能管理水平，为院节约能源管理方便做出有利的支持。

3、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岗位培训

为推动电子标准院节能工作的可持续性和科学化管理，我院专门设

置能源管理统计岗位，保障能耗数据统计准确，及时更新,并参加全国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员网络课堂，并已结业。我院职工积极参加部机关关

于节能宣传的相关活动，并组织本院职工学习节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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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能源相关人员入学通知书 图 3 节能培训

（二）开展节能技术改造

1、无负压供水设备改造

我院自2018年 10月开始对主办公楼二次供水设备进行更换,无负压

供水设备于 2018 年 12 月竣工。

(1)节约能源

无负压供水设备采用和市政自来水管网直接串接，在自来水厂进行

一次供水管网压力的条件下在对所需的压力进行叠加，根据压力的不

足，进行适当的增加，促使管网的余压得到充分利用。再用水低峰期阶

段，可以不对设备进行运行，有明显的节能效果。

(2)占地面积小,节省投资

无负压供水设备相对于以前的变频水箱而言在占地面积上得到很

大的节约，我院对节约的土地进行充分利用，进一步将房屋占用面积得

到提升，无负压供水设备利用了自来水管网的压力,叠加增压,节省电

能。无负压供水设备全密闭管道运行,避免了跑冒滴渗漏等水资源流失。



图 4 改造前后的设备比较

2、建立能耗监测系统

（1）能耗监控平台。建设能耗监控平台，通过对一到三级电表、一

到二级水表以及供热用能参数的实时监测，掌握实时用量，实现用能定

量化管理。通过实时监控，对院区内用能情况进行记录、分析，发现用

能数据异常现象并予以解决，杜绝长明灯、长流水等现象；利用各类能

源分析报表，为能源管理、节能管理的各项政策、方案的指定提供数据

支撑；定期公布单位总体用能状况及院区内各建筑用能状况，引导员工

自主节能行为。

（2）分体式空调。对院区内分体空调实行“分散控制、集中管理”，

以实现节能管理和控制。指定专人管理，按照北京地区规定把 26度室

温作为整个系统自动调节的参考点。按照如下条件进行运行测试：

空调运行时间： 每天 8:00-18:00 共 10 小时/天， 220 小时/月（22

天）。

电费：0.48 元/度

假定室外平均温度<29 摄氏度：



空调温度与用电量（每月）对比表

空调设定温度（℃） 空调每耗电量 （度/小时） 每提高 2 度温差对应的节能率（%）

20 0.86 —

22 0.82 4.65%

24 0.58 29.27%

25 0.31 46.55%

26 0.06 80.65%

以 22℃为基准，当空调设定温度为 26℃时，节电率为 92.68%

假定室外平均温度 30~34 摄氏度：

空调温度与用电量（每月）对比表

空调设定温度（℃） 空调每耗电量 （度/小时） 每提高 2 度温差对应的节能率（%）

20 0.9 —

22 0.83 7.78%

24 0.62 25.30%

25 0.47 24.19%

26 0.36 23.40%

以 22℃为基准，当空调设定温度为 26℃时，节电率为 56.63%

假设中午休息的 2小时时间里，办公室的空调处于无人运行状态，

造成浪费；如果将下班后关闭空调的时间延长 30 分钟，则每天可节约

1.5 小时用电量。

3、节能灯改造

一是我院办公区、食堂、走廊、楼梯间、卫生间等区域的 T5 荧光

灯、T8 荧光灯、普通吸顶灯、实验室大功率照明灯等存在功率大，光效

低等问题，两地院区共计更换 500 余台节能灯管，更换后的节能灯实现

照明节能化，提高了照明用电的使用效率。二是在公共区域安装智能控



制器，通过红外感应系统、光照感应系统、延迟计量系统等对公共区域

的走廊灯、洗手间吸顶灯等照明灯具实现无人值守管理，杜绝长明灯现

象。

图 5 节能灯具改造

（三）提倡绿色消费模式

1、加强节能宣传

我院积极参与节能宣传周活动，每年制定不同的活动方案并积极落

实。一是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在职工随处可见的食堂、办公走廊、宣传

栏等地方进行宣传。使广大职工逐步培养节约能源的习惯，形成倡导节

约文明的良好氛围。

2、张贴节能标识

我院为加强全院职工自觉爱护水电设施，节约一滴水、一度电的意

识。要求在人离开办公室时要及时关水、关电，杜绝“长明灯”“长流

水”现象。在职工食堂卖饭窗口、墙上、宣传栏上等多处张贴“珍惜粮

食，远离浪费”“餐厅是我家，清洁靠大家”的警示标语。



3、推进绿色办公

一是严格执行政府集中批量采购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再生纸、可替

换内芯的笔、碳粉盒和充电电池及其它可循环使用的物品；二是充分利

用 OA 平台，将办公自动化，减少了人工的繁琐，提高了工作效率；三

是提倡离开办公场所超过 45分钟时，关掉电灯及其他电气设备。

图 6 节能宣传 图 7 院 OA 办公

三、综合效益

通过的各项节能措施，我院在节能降耗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能源

消耗明显下降。自 2015 年我院实施一系列的节约能源的办法，从图中

可以看出我院在人均用水量上明显下降。



图 8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图 9 年人均综合能耗

图 10 人均水耗

由于我院科研项目、检测、测试任务增长、技改项目增多、科研实

验环境改造及用能人数逐年增加，导致能耗需求上升，单位用能总量将

保持刚性增长。



四、取得经验及下一步工作

我院以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为引领，着力提升全院整体节能工

作,在节能管理、技术改造、绿色消费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下一步工作中把绿色节能工作

做深做广：

（一）持续提升绿色节能管理水平

一是我院根据国家和部机关要求，健全修订节能管理制度，规范运

行操作程序，加强能源计量和统计工作；二是通过细化主要用能部门、

岗位的工作流程，优化节能资源配置及下大力气推广节能设备设施使

用，使用能总量在合理增长的前提下，做到最大限度的厉行节约；下一

步我院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逐步建设绿色节能专业团队，设立绿色节

能专职岗位并将尝试开展合同能源管理相关工作。

（二）技术改造方面的创新

一是我院安定门院区对二次供水设备进行改造，不仅在节水和占地

面积上有明显的节约效果，而且在节电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无负压供

水设备利用了自来水管网的压力,叠加增压,节省了电能。无负压供水设

备是全密闭管道运行,避免了跑、冒、滴、渗、漏等水资源流失；二是

节能监管平台发挥重要作用，能耗检测平台通过对一到三级电表、一到

二级水表以及供热用能参数的实时监测，掌握实时用量，实现用能定量

化管理。通过实时监控，对院区内用能情况进行记录、分析，发现用能

数据异常现象并予以解决；下一步我院将加大力度在节电方面开展研

究，并尝试进行技术改造。



（三）绿色办公的推进

一是我院严格执行政府集中采购节能环保产品，使办公用品及其

他可循环使用的物品成为常态；二是 OA 办公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

无纸化办公，减少了纸张的浪费，提高了工作效率；下一步我院将逐渐

实行垃圾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