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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楼宇的节能增效
迈向零能耗和更远大的目标



由于全球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尤其是城镇人口密度的上升，新旧楼
宇都要对能源和水资源消耗进行优化，以提高能源效率并减少温室
气体(GHG)排放。
 

楼宇能耗占到全球能耗的30%以上²。为了改善生活条件，
我们设计了各种解决方案来控制楼宇内的温度、湿度和新
鲜空气流通。暖通空调(HVAC)消耗平均占到了楼宇所用能
源的50%³。同时，在大型商业楼宇中，用于运送人员的设
备（如自动扶梯和电梯）可能占到楼宇能耗的2-5%⁴。因
此，改善这些系统的能效至关重要。

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立法来减少楼宇的能耗和碳排放，同时专业组织
也在建立相关的认证计划。例如，美国绿色楼宇委员会制定了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LEED)认证计划。LEED认证楼宇在2015年至
2018年间节省了12亿美元的能源5。在欧盟，新法规要求所有新建
楼宇都必须达到近零能耗水平。欧盟楼宇能效指令(2018/844/
EU)计划于2050年实现所有存量楼宇去碳化。

在追求最大限度地降低能耗，同时仍然优化楼宇的居住条件的过程
中，我们需要重新考察整个系统。必须充分论证每一种可能的节能
方式，并应用最高能效的技术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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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楼宇的节能增效 
随时迎接未来的可持续性挑战

全球的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 – 当今世界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且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
例将增加到68%1。这意味着基础设施仍将蓬勃发展，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楼宇数量将不断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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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能耗的行业占比，基于国际能源署(IEA)²。

—
商业楼宇平均能耗分类数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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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楼宇更智能  
依托ABB的智能解决方案

室内温度必须随着室外天气条件的变化而调整。部分地区的季节性
变化可能超过50°C，日变化可能超过20°C。白天或夜晚，晴天或阴
天 – 这一切都会影响楼宇的室内环境。

楼宇自动化和控制解决方案
智能楼宇的大部分节能要归功于系统的可调性和可控性。遍布整个
楼宇的传感器会不间断地测量室内和室外环境条件，帮助楼宇管理
系统(BMS)控制器相应地调整HVAC。运动探测器可检测不同区域
的占用情况并在不使用时进行优化。此外，还可以根据需求来优化
水循环，可以在非工作时段内停止自来水泵。

占用传感器的实时信息可以用来确定何时需要电梯，以及电梯在到
达目的地之前应该停靠多少次，从而在电梯满员时防止不必要的停
靠或者限制电梯占用，以避免在特殊情况下（如新冠病毒疫情期
间）的疾病传播。

ABB楼宇自动化和控制解决方案通过遍布各个层级的强大本地或
远程监控功能，确保楼宇的先进、节能和安全运营来实现最佳的居
住舒适度和安全性。

楼宇能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耗水量和空
调需求取决于租用率、一天中的时间和天
气。现代楼宇必须灵活快速地适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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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公空间 在 工作日的 典 型
供电需求曲线。

—
ABB的AC500  PLC开放式控制平台可连接其他
智能网络解决方案和协议，实现整栋楼宇的能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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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
控制楼宇内不同过程的系统已经问世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些系统
的能效差强人意。变频器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得以成功解决楼宇
中的许多能量损失问题。

由于暖通空调(HVAC)等楼宇系统大部分时间都在部分负载下运
行，因此相比于传统的风门或阀门控制方法，变频器可平均节能
20%到60%。如此显著的节能效果源于变频器能够直接调节风扇、
泵和压缩机的电机转速，以满足当前的楼宇需求。变频控制实现了
部分负载下运行暖通空调(HVAC)应用的所有益处，即可以准确控
制环境CO₂水平、温度和湿度，以实现最佳的居住舒适度、健康环
境和安全性，同时优化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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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图显示了使用风门和变频器时，随着流量从Q1降低到Q2，功耗的变化形式。由于风门
不会降低气流速度，而是通过产生阻力来减少流量，因此能量被浪费了（图中的功率损
失矩形）。变频器则降低了气流速度（从n1到n2），使其消耗的能量更少，因此不会浪费
任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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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可控制电机速度，从而帮助节省大量能源。但由于变频器设
计中元件的不断开关，其也会产生电磁噪声。这种噪声被称为谐波
失真，会对电力系统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提高总电流并因此产生更
高的能耗。因此，必须仔细选择用于楼宇系统的变频技术。 

ABB的有源前端(AFE)变频器可将电流谐波限制到3%。相比之下，
采用无源谐波抑制组件的传统6脉冲变频技术的电流谐波含量约为
40%。因此，使用6脉冲变频器的系统的电流损耗要比无谐波的系
统高出16%。

—
ABB的ACH580-31超低谐波变频
器基于有源前端变频技术。

—
ACS880再生变频器系列为电
梯运行带来了特殊的优势。

速度 n1

有源前端变频器技术为电梯系统效率带来了特殊的优势，可以在
电梯下降和减速时回收制动能量，而不是通过制动电阻或机械制
动器将其作为热量散失。内置再生单元的变频器可在制动期间将
电梯电机作为发电机运行，并将能量回馈到电网或蓄电池中供以
后使用，如在电梯上升时或在暖通空调(HVAC)等其他楼宇过程中
提升人员。

为了实现卓越的节能效果，必须确保将变频器完全集成到楼宇管
理系统(BMS)中，以实现更智能、更高效的楼宇管理。ABB变频器
支持所有常见的楼宇自动化协议（包括BACnet）以及无线控制功
能，可实现完整无缝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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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线路电流Irms和相对焦耳损耗随输
入电流谐波(THDi)变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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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的SynRM IE5电机可实现最高的楼宇节能效果，即使在部分负载下。

更高效的电机技术
变频器有助于节省大量能源，通过少量投资即可进一步提高节能
效果。变频器的最佳搭档是高效电机，例如ABB的IE5同步磁阻电
机(SynRM)。相比于IE3能效等级的感应电机，该高效电机可提供
最高40%的能耗降低，实现IE5的超高能效。IE5是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定义的新电机能效等级。这使得同步磁阻电机(SynRM)成
为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更高能效需求的最新不二之选。

由于楼宇物大部分时间都在部分负载下运行，因此重要的是考虑电
机的部分负载性能，而不仅仅是额定性能。部分负载的SynRM IE5
电机相比其他电机技术具有更大的优势。

同步磁阻技术结合了永磁电机的高性能与感应电机的简单性和易
于维护性。同步磁阻电机中的转子没有磁铁或绕组，因此几乎没有
功率损耗。相比于传统电机，它需要的制造材料也更少 – 对可持续
性而言具有巨大益处。

—
IE5同步磁阻电机(SynRM)相比于IE3感应电
机可降低40%的能量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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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 EC Titanium™集成电机变
频器结合了最高的同步磁阻电机
(SynRM)效率和紧凑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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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合理利用楼宇空间和提高暖通空调设备紧凑性的市场需
求，ABB开发了一种带集成速度控制的电机。EC Titanium™是一
种内置电机变频器的电机。它结合了同步磁阻和永磁技术，提供了
可持续的无线连接解决方案，以提高客户的盈利能力。

EC  Titanium™ 有助于节省空气处理单元等设备内的宝贵空间，同
时相比于目前市场上更常见的电子换向(EC)电机技术，还能确保更
高的负载效率。

由于暖通空调应用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满载运行，因此SynRM电机具
有出色的节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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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服务 
世界正在走向数字化，楼宇领域也不例外。对于楼宇应用，数字化技
术可以提高整体透明度并帮助优化楼宇系统性能，提高居住舒适度
并降低能耗。

ABB Ability™ 数字化动力系统概念通过ABB Ability™ 云服务连接
变频器、电机、泵和轴承，将效率提升到新的高度。动力系统状态监
测服务可以向设施管理人员提供能耗以及暖通空调(HVAC)、供水
和其他楼宇系统中设备性能的实时报告。这些数据汇聚成对楼宇运
营更深入的洞见，可用于确定系统的哪些部分消耗了大部分能源，
以便优先进行优化。 

数字化动力系统概念有助于通过更智能的维护使楼宇更节能、更加
可持续。通过持续的状态监测，可免去持续的人工检查 – 所有关于
楼宇维护的数据都收集在云服务中并且轻松可用，这减轻了服务团
队的压力，并且最大限度减少了维护相关的差旅次数。备件也可由
服务工程师在第一次访问时带到现场，从而节省差旅时间并避免了
相关排放。

通过预测性维护，可以通过预测设备状态和主动维持组件性能来
避免故障，而不是通过基于事件的被动维护来维修或更换。这是
提高楼宇的可持续性和减少碳足迹的又一重大进步。

—
ABB的动力系统状态监测服务 - 更高的效率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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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节能系统通常是一项超值的投资。对于楼宇运营商和业主，一
个基本的智能管理系统每年可以节省25%的能源成本，投资回报期
不足两年⁷。

马德里洲际酒店最近在暖通空调(HVAC)和热水供应系统改造中使
用ABB暖通空调变频器和IE3级电机就是一个范例。该项目在楼宇
管理系统(BMS)中集成了13台ABB变频器和16台IE3电机，从而节
能约40%，帮助酒店实现了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一年多来，这些产
品共节能445000  kWh，使酒店的年度能源费用减少了37000美
元，在仅仅两年内就实现了预期的投资回报。

结合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和能量再生技术，楼宇可以产生剩
余能量并回馈给电网，从而为业主创造额外收入。

对于不同的目标群体，配备智能管理系统的节能楼宇可以在多个
层级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交易对象。在商业领域，投资者、开发商、
买家和租户越来越意识到节能楼宇可以显著提升公司的良好声
誉。据报道，在“绿色”楼宇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更快乐、更健康、
更有效率7。

2年  
时间IE3电机和变频器组合

的初期成本

使用IE3电机和变频器组
合实现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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