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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系统现代化改造
促进降本增效

在现今的工业中，相当大比例的电机超期服役。例如，在美国，约60%以上的工业电机已
使用超过10年。1尽管不少电机仍然状态良好，但老旧的设计导致效率逊色于现代电机。这
不仅造成电机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还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率和能耗。因此，通过升级到更
新、更高效的电机系统，有望使各行各业在运营过程中获得能源和成本的双重节省。在本
白皮书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两种提高电机系统效率的成熟方法：用带集成变频器的IE5电机
替换老旧电机和添加调速变频器来控制电机。

—
在美国，超过60%的工业电机已
使用了10年以上。1 

使用老旧电机的系统效率低下
约70%左右的工业用电被电机系统消耗。2这类电机系统很多安装在
设备生命周期以及投资和升级间隔普遍较长的设施上。因此，电机
往往使用了数年之久。例如，在美国，工业电机系统的用电大部分
被塑胶、造纸和初级金属工业所消耗。3在这些行业以及大多数其他
行业中，使用的电机很可能只有IE3甚至IE2级效率。老旧电机效率
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其损耗高于更现代化的电机设计。

多年来，这种低效可能代价高昂。平均而言，电力成本约占电机全
生命周期成本的96%，而购买价格仅占3%。4因此，抢在设备生命
周期结束之前提高电机系统的效率会带来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长
期节省的成本远远超过最初的投资成本。

—
许多工业电机系统被用于设备生命 
周期较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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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市场都出台了升级到更新、更高效电机的财政激励措施。

通过激励措施来提高能效
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节能减排目标，电机的寿命和效率日
益受到各界普遍关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采用了胡萝卜加大
棒的方法。正如预料，大棒包括更严厉的监管和更苛刻的要求，这
给各行各业施压来提高效率。然而，高企的新电机价格，往往会阻
碍投资涌向更高效的方案。

在胡萝卜方面，财政激励可吸引企业投资新电机。事实上，为了进
一步促进节能增效，联合国已发布了政策指南，总结了各类推广节
能电机的财政激励和援助政策。5因此，许多市场都相应出台了激励
措施。例如，美国各地的公用事业公司提供财政激励来升级到能效
更高的设备，并为商业楼宇减少能源使用提供税收减免。6, 7此外，
同样在美国，《关爱法案》(CARES Act) 为提高楼宇能效和降低公
用事业成本提供了财政支持，包括为学区升级设施提供资金。

IE5电机具备超高效率
目前工业上最常用的电机是感应电机。这类老旧电机大多只具有IE3
的效率等级。然而，现在有了新一代超高效率电机：IE5。

不同的IE等级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目前，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规
定了从IE1到IE5的五个国际等级，其中IE1效率最低，IE5最高。每
一等级效率相当于降低20%的电机损耗。例如，IE4电机的损耗比
IE3电机低20%，而IE5电机的损耗比IE3电机低40%。

请注意，尽管NEMA还没有针对IE4和IE5的等效标准，但一些制造
商已经可以提供符合这些等级标准的电机。特别是，IE5级电机已经
被称为“超高效电机”。

显然，用更高效的电机替换IE3电机有助于减少工业能耗。据估计，
如果将全世界已安工业电机中的80%换成IE5超高效电机，每年可
节约160太瓦时的能源，相当于波兰一年的用电量。8

IEC标准和等效的NEMA标准

每级效率 =  
电机损耗减少
20%

—
最常见的电机系统工业应用包括基于压缩
机系统的HVAC、泵机和风机过滤器。

NEMA IEC

标准能效 IE1

高能效 IE2

超高能效 IE3

无相应标准 IE4

无相应标准 I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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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IE5效率
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

目前，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效率最高。当配套变频器 (VSD) 使用时，这类电机能可靠
地实现IE5级能效。与感应电机相比，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和变频器组合能够在较宽的
转速范围内显著提高效率，尤其是在部分负载下运行时。集成的电机变频器套装采用
标准尺寸，可直接替换其他NEMA电机。

注意，同步磁阻电机需要变频器来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矩，才能以最佳效率运
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IE5级是指电机而非变频器：变频器辅助电机以IE5的效率 
运行。

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的工作原理
同步磁阻电机有两个主要部件：定子和转子。定子非常类似于感
应电机的定子，包含用于产生旋转磁场的线圈。然而，转子的设
计与传统的感应电机非常不同，其工作原理也不同——转子中没
有感应电流。转子由多层铁片层制成，其形状经过精确设计以引
导磁阻。转子还集成了永磁体，以增加扭矩和磁场强度。

由于转子引导磁阻贯穿其整个结构，当定子施加旋转磁场时，转
子将自身对准磁场并“锁定”到位置。这使得它能以与磁场相同的
速度旋转。换句话说，转子与磁场同步运动，这就是该类电机被
称为同步磁阻电机的原因。

—
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的转子由多层铁片层制成，其形状经过
精确设计以引导磁阻。它还集成了磁性材料，以增加扭矩和
磁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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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辅助同步磁阻技术的优点
与感应电机相比，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有若干优点。首先，效率更
高。由于转子中没有感应电流，因而没有损耗。磁性材料提供的较
高磁场强度进一步提高了整体效率。其次，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非
常适合连续和可变转矩应用，它们可以在较大的转矩、转速和负载
范围内保持其效率，因此在需要较低速度和负载的应用中特别有
效，并具备出色的部分负载性能。

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的工作温度也比感应电机低。这是因为转子中
没有感应电流，并具有更高的功率密度。该类电机的功率因数在
0.92到0.98之间，这意味着与等效感应电机相比，每安培电流可以
提供更多的马力。因此可以使用更小的功率变换器，电机运行时的
温度比等效的感应电机低20%。9

凭借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更低的电流消耗，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和变
频器的尺寸可以比等效感应电机更加紧凑。例如，使用ABB的EC 
Titanium™技术，变频器可以小巧地集成到电机中，以实现快速方
便地即插即用安装。

—
对于变速和变转矩（负载）的泵机和风机应用，EC Titanium集成的电机变频器套件在额定和部分负载速度点，都展示出比感应电机更优越的效率性能。11

效率 vs 速度和负载

满载时

4%

带变频器的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在 
部分负载时效果最佳。10

效率增益

部分负载时 = 高达

12.5%

           EC Titanium电机  感应电机  负载曲线

效
率

负
载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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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频器
优化能源管理

变频器可以帮助电机系统更高效地运行，不过，虽然同步磁阻电机需要变频器，但变频器
也可以成功地用于其他电机系统，包括老式的感应电机。事实上，变频器能够为各行业提
高电机系统效率发掘巨大的潜力。例如，在美国，平均只有16%的工业电机系统使用变频

器。12 

直接速度控制提高效率
变频器可控制电机馈电的频率和电压，因此可改变直接供电的电机
和应用的转矩和转速。变频器确保电机以最佳速度运行，还能避免
阀门、齿轮、节流阀或刹车等机械速度控制带来的能源浪费。因
此，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系统可以比没有变频器的电机系统更高效
地运营，特别是在部分负载下运行的系统。例如，在使用机械节流
来控制流量或压力的固定速度跨线系统上增加一个变频器，并采用
变速控制，可实现高达25%的系统节能。13

—
在美国，平均只有16%的工业
电机系统使用变频器。12

—
提高HVAC系统的效率可以在楼宇的
全生命周期内实现显著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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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多优势
促进节能增效

最常见的电机系统工业应用包括基于压缩机系统的暖通空调、泵机和风机过滤
器。值得指出的是，风机或泵机的设计是整体效率的关键。尽管如此，提高电机
系统的效率仍然可以显著提高应用效率。

变频器确保能耗与实际能源需求相匹配
在暖通空调、泵机和压缩机等系统中，通常采用机械手段调节速度
或流量，这会导致消耗比实际应用需要更多的能量，还需要一个功
率过大的电机和电源。相比之下，如果速度或流量由电机直接通过
变频器控制，则系统将只消耗应用实际所需的能量。而且电机和电
源仅需“合身”，避免容量过大，从而进一步降低能耗。

变频器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精确地控制电机速度，从而实现更好的
转速误差并提高工艺稳定性。

—
在美国，42%的工业电机系统耗电被用于泵机、风机和鼓
风机（其中泵机21%，风机和鼓风机21%）。14

—
在99%以上的时间内，大多数暖通系统
的运行负载都在80%或更低。15

集成的电机变频技术确保电机在较宽的运行范围内实现IE5级效率
许多工业系统都在部分负载下运行，造成大多数旧电机在其峰值运
行范围外运行时效率明显下降。相比之下，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具
有较宽的峰值运行范围，能够在任意速度及部分负载下实现IE5效
率。这意味着像EC Titanium这样的变频器-电机套件可为每个应用
配置最佳的设置，并提供卓越的整体系统性能和效率。

此外，由具有标准的NEMA尺寸，集成的电机变频器套件可以轻松
完成改造，提高现有设备的效率，完全无需进一步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负载情况下，与老旧电机系统相比，IE5变频
器-电机套件能够发挥最大优势。在满载时，节能提高约4%，而在
部分负载时，节能提升更为显著，约为12.5%。由于像暖通空调这
样的系统，在99%以上的时间内，其运营负载都在80%或更低，将

它们升级到IE5级效率显然物有所值。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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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能源和成本节约适用于整个系
统，而不仅仅是电机-变频器套件。例如，提高某个暖
通空调中电机系统的效率，就会使得整个暖通空调的效
率整体得到提高。由于HVAC暖通空调平均约占商业楼
宇能耗的50%，提高暖通空调系统的效率可以在楼宇的

全生命周期内带来显著的节能。16 

提高整个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效率
IE5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及变频器能够提高整体系统效
率。对于通常在部分负荷下运行的泵机和风机来说，这
意味着更好的电-水和电-空气转换效率。而且，尽管用
更高效的电机系统替换老旧电机系统会带来初始财务成
本，但在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节省的长期成本将远
远超过购置成本。事实上，通常可以在一到三年内即收
回初期投资。

3% 
购买

96% 
能耗

1% 
维护

—
通过定制优化的风机设计，集成的电机变频器套件可以在部分负载速度下
将整体系统效率提高超过20%。17 

此外，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的运行温度要低于感应电机。这提高了
可靠性，延长了运行寿命，从而在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降低了维
护要求和成本。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提高能率并减少用电量时，可降低对
电网的需求，从而释放公共设施的产能。
反过来，这意味着仅需建造更少的公共设施，减少排放。

—
在机械控制的泵送系统生命
周期中，大部分成本来自驱
动电机所消耗的能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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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灵活性
与传统的感应电机相比，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可以在大范围、大速度和大扭矩下提供卓越的效率，因此可以根
据系统的需要进行容量和配置选型，助力设计师更轻松地优化设计
方案和系统的整体性能。此外，电机通常内置在系统中，就像风机
组件一样。这意味着，使用旧电机时效率是固定的，若需改变运行
速度的同时保持相同的效率水平，你将不得不更换电机。然而， 
当采用变频器控制和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时，仅需简单地改变设置
即可。

尽管电机和变频器只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组件，但对这些组件进行
现代化改造仍然可以带来不菲的回报。对于没有变频器的旧设备，
一个方便的选择是用集成的电机-变频套件来替换电机。套件的尺寸
足够小，可以适应现有电机的安装空间，并实现磁辅助同步磁阻电
机和变频器控制的所有收益。由此，设计师可以继续沿用他们偏爱
的风机或泵机设计，兼具提高整体效率和灵活性。

节能：

20% 
每年节省：

$520 18-24  
月

预计投资 
回报：

每台

采用IE5 EC Titanium电机提高泵机 
效率

使用几种不同类型电机对一套泵机系统进行测试，并对整
体系统效率进行比较。18  

67.9%的高数据格外出乎意料，这表明与传统感应电机相
比，EC Titanium电机技术在整体系统效率方面能带来很
大的改进。

成功案例

电机类型 整体泵机效率

IE5 EC Titanium电机 67.9%
IE5 SynRM电机 64.0%
IE3感应电机 60.7%

IE3感应电机与IE5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的比较19

感应电机 (IE3) 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 (IE5) 差距

每天平均单元能耗 
（7天测试期）
57.69 kWH

每天平均单元能耗 
（7天测试期）
45.1 kWH

12.59 kWH

预计每月每单元能源成本：
$198.38

预计每月每单元能源成本：
$155.04

$43.30 
每月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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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正如本白皮书所述，有若干种成熟的方法可以提高能率，从而降
低目前依赖旧电机的工业过程的运营成本。一种方法是增加变频
器，直接调节电机转速，消除机械式速度和流量控制。另一种方
法是将电机升级到新的IE5设计，例如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当将
变频器与IE5磁辅助同步磁阻电机整合在一起时，如ABB的EC  
Titanium集成电机变频器，可以实现快速、简单和方便的升级。
此外，IE5变频器电机套件还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选
择最合适的组件，并在不同的速度和扭矩范围内配置整个系统，
以获得卓越的性能和效率。

总而言之，使用变频器并升级到IE5电机可以显著降低总体能耗。
更令人欣喜的是，可能仅需几年时间即可收回初始投资，而能源和
成本节省将贯穿整个安装周期，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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