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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能知识 

1. 每节约 1 度电就相应减少 997 克二氧化碳的污染排

放或 30 克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 

2. 我们现在的许多时装习惯于干洗，而干洗时衣服接

触了四氯乙烯 ; 它会引起动物癌症，对人体同样也有危害。

所以干洗衣服取回后不要立即穿上，应在室外晾一晾。 

3. 节能灯可比普通灯泡节约 75% 的电能，比普通灯

泡耐用 5-10 倍。 

4. 节能灯每开关一次，灯的使用寿命大约降低 3 小时

左右。 



5. 节能灯的光效一般比白炽灯高 5 倍。 

6.13 瓦自镇流器荧光灯的光通量相当于 60 瓦普通白

炽灯的光通量。 

7. 在同样的亮度下，节能灯比白炽灯可节约用电

80%。

8. 夏季使用空调时，将温度设置在 26 度最好。 

9. 空调器的设置温度不宜过低，过低则空调器的耗电

量将增加。最好设定在室内与室外温差为 4 至 5℃。 

10. 空调温度设定值每提高 1℃就可省下 6% 的电。 

11. 家用空调器温度设定值每提高 1℃，大约可节省 6%

的电能。 

12. 空调机制冷时，配合电风扇一起使用，可以增加



室内空气流通，加快降温速度，减少耗电量。 

13. 将脏衣物先浸泡 20 分钟左右，再放入机内洗涤。

机器有强、中、弱三挡，其耗电量逐挡减少。一般使用中、

弱两挡，只有洗绒毯、沙发布、帆布时才用强挡。采用集

中洗涤方法。即一桶洗涤剂连续洗几批衣物，先洗浅色，

后洗深色，洗衣粉可适当增添，全部洗完后再逐一漂清。 

14. 用同样多的水，节能洗衣机比普通洗衣机洗得衣

服多一倍。 

15. 电视机插人电

源，就会预热显像管，

不看电视时，要把电源

插头拔下，既省电又安

全。电视色彩、音量及

亮度调至人感觉最佳状

态，能延长电视机的使

用寿命，且一般能节电

50%。 

16. 电熨斗应选购

调温型，这种熨斗既升

温快，达到使用要求后



又会自动断电。熨烫衣物时，在通电初始阶段先熨耐温较

低的，待温度升高后，再熨耐温较高的 , 断电后 , 再熨一部

分耐温较低的。 

17. 待机能耗是指产品在关机或不行使其主要功能时

的能源消耗。我国首先对打印机和打印 / 传真机产品开展

了待机能耗的节能产品的认证。 

18. 电脑在睡眠状态下有 7.5W 的能耗，即便关了机，

只要插头还没拔，电脑仍有 4.81W 的能耗。 

19. 异步电动机最好不要空载或轻载运行，因为功率

因数较低，增加电能损耗。 

20. 对于电热水器来说，保温就意味着节能、省钱。

真正节能的电热水器是不需要频繁地把电源切断的，因为

它有有效的保温技术，比如中温保温、多段定时加热等，

都需要在电源通电的情况下完成，频繁地拔掉插头还会缩

短插头的寿命，带来安全隐患。如果每天使用热水器，那

么不要切断电源 ; 如果是 3 至 5 天才使用一次，则用后断

电是更为节能的做法。 

21. 功率在 50kW 及以上的电动机，应单独配置电压表、

电流表、有功电能表等计量仪表以便监测与计量电动机运

行中的有关参数。 



22. 冰箱周围的温度每提高 5 摄氏度，就要增加 25%

的耗电量。 

23. 家庭耗电最厉害的是冰箱空调，两者的耗电量占

家庭总耗电量的 85%。电冰箱应放置在阴凉通风处 , 决不

能靠近热源 , 以保证散热片很好地散热。使用时 , 尽量减少

开门次数和时间。 

24. 变频空调的变频器使空调始终处于最经济的转速

状态，从而提高能效比，比常规的空调节能 20% 至 30%。

其启动电流小，转速是逐步加快，启动电流是常规空调的

1/7。 

25. 当温度在 25 ℃，相对湿度 50%，人体处于最正常

的热平衡状态，人感觉很舒适。其次，使用的窗帘布宜厚些。

再次，保持过滤网清洁，以及室外机加盖遮阳罩，都利于

节电。空调应选购高能效空调。

26. 突然电池电力不足，而手头又无新电池更换时，

可把电池取出，用力捏捏，把电池外皮捏瘪之后再装回去

就可继续使用。 

27. 生活中，使用可充电电池更环保。 

28. 在公共洗手间洗完手后，选用自带手帕擦手。 

29. 化妆品主要原料来自天然，但辅料中色素、防腐剂、



香料等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尤其是要谨慎使用具有特殊功

效的化妆品，如增白、祛斑的化妆品中可能含有重金属汞

该物质对人体有害。 

3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染发和烫发的人越来越多，

但患有皮肤过敏的人应尽量少烫发和染发。

31. 驾驶汽车时，80 公里 / 小时的速度要比 110 公里 /

小时的速度节省燃油 25%。 

32. 汽车行驶过程中，要注意看温度表，发动机正常

的水温应保持在 80 至 90℃之间，如果过高或不足都会使

油耗增加。 

33. 车越多，路越堵。多乘坐公交车、地铁出行，不

但能避开拥赌，而且节能效果相当明显。按照在市区同样

运送 100 名乘客计算，使用公共汽车与使用小轿车相比，

道路占用长度仅为后者的 1/10，油耗约为后者的 1/6，排

放的有害气体更可低至后者的 1/16。 

34. 在办公室尽量不要用纸杯。 

35. 处理办公室的废物时，应分类放，由清洁工人回

收处理。 

36. 生产一吨纸约需要耗水 700 吨。 

37. 回收一吨废纸能生产 800 千克再生纸。 



38. 一个三口之家，刷牙时关掉水龙头，一个月可省

水 150 升。 

二、节日主题 

1.1972 年联合国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只

有一个地球。 

2. 4 月 22 日是世界地球日。

3. 每年的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

4. 生态系统恢

复 是 2021 的 世 界

环境日主题。 

5. 国际生物多

样 性 日 是 12 月 29

日。 

6. 第一个世界

湿地日是 1997 年 2

月 2 日。 

7.2019 年世界

气象日的主题是太

阳、地球和天气。



9.2021 年 8 月 23 日至 29 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

低碳日活动时间，主题分别是“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低

碳生活，绿建未来”。

三、生活小常识 

请问 1kWh 的电在家庭中能做些什么 ? 

1. 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 5 遍 ;

8.2020 年 世 界气象日的主题是“气候与水”。

      10.2022年6月13日至19日，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

是“绿色低碳，节能先行”。



2. 25W 的灯泡能连续点亮 40 小时 ; 

3. 家用冰箱能运行一天 ; 

4. 普通电风扇能连续运行 15 小时 ; 

5. 1P 空调器能开 1.5 小时 ; 

6. 能将 8kg 的水烧开 ; 

7. 电视机能开 10 小时 ; 

8. 如果你有电炒锅，你可以烧两个非常美味的菜 ; 

9. 如果你使用的是电热淋浴器，可使你洗一个非常舒

服的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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