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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驱动型决策

—
电气旋转设备的高能效数字化解决方案 

在依赖电机和传动的行业中，能源消耗是运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约70%的能源由电机消
耗。1由于这些电机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陈旧且能效低下，希望提高能效和降低能源成本的公
司可以把它们作为起点。 

目前，全球范围内使用的电机驱动系统约有3亿个，而且这个数字可
能还会增加。因此，提高电机系统能效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
据估计，如果用能效更高的设备取代目前使用的所有电机系统，可
以将全球能源消耗减少至10%。2 
 
提高能效的一种方法是用更新、更高效的解决方案更新旧的、能效
较低的设备。然而，现代化只是改进过程中的一步。数字化解决方
案提供的新功能可以持续优化能效。为了利用这些数字化解决方
案，设备和工艺必须与物联网（IoT）连接，以收集、监测和分析真实
的能源使用数据。服务专家（来自客户或者他们的服务合作伙伴）
可以利用所获得的信息来发现能效不足之挑战和机遇，并提出持续
改进的建议。 

本白皮书讨论了一些可用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它们为持续的节
能增效和实现基于成果的新业务模式提供的一些可能性。 

行业的能效趋势研究 
为了评估未来的市场需求和行业对能效的态度，ABB与瑞士圣加伦
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3 该研究涵盖了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的
公司。根据当前的初步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一些清晰的结论。例如，
大多数参与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并正在成为企
业的一个关键话题。80%的人表示，可持续发展是他们客户的客户
所关注的重要因素。此外，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都同意需要向更高
效的系统转型，并且提供了成功机率大的一些使用案例。其中包括
产品升级、监测和能源管理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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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参与者也强调了行动的意愿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造成这
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关注的是投资回报，而不是长期的生命
周期效益。不采取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无法找到合适的决策者，尤
其是需要同时考虑可持续发展和业务目标才能做出决策时。此外，
一些受访者指出，能效投资决策通常是基于直觉而不是确凿的数
据。实际上，数字化连接是从动力传动系等旋转电气设备持续收集
此类能量数据的先决条件。迄今为止的结果表明，人们一致认为监
测和跟踪能效对他们的运营非常重要，而设备现代化则是公司的可
行备选方案。 

第一步：通过现代化提高能效
老式电机是工业应用能效低下的典型原因。通过对一些电机系统进
行现代化改造，大多数公司和公共事业单位都可以节约能源和资
金，帮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业务目标。一般来说，将一台电
机升级到下一个IE级别（例如从IE3升级到IE4）可减少20%的电机

损耗。而为泵、风机或压缩机的现有电机增配变频器可减少25%的
功耗。4 鉴于在某些市场上，超过60%的工业电机使用年限超过10
年，设备现代化为提高能效提供了很大的空间。5当然，能效的提高
将取决于所涉及的工艺和所用设备的使用年限—设备越旧，节能潜
力越大。 

—
旧电机的能效低于新电机。6

电机：能效与使用年限

—
阅读中期报告： 
通过节能增效实现可持续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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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数据驱动的持续能效 

基于数据做出更好的决策
在现有设备或元件的使用寿命结束时，许多行业的公司会基于低能
耗的优化解决方案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然而，有关实际能源使用
量和设备性能的数据，是持续决定如何提高能效的关键条件之一。
您需要数据来了解设备的运行能效，以及为实际提高能效可做出的
改变。如今，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从所有设备和过程收集
数据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然而，仅靠原始数据的积累无法
满足要求。您需要能够识别和处理相关数据，还必须具备分析和解
释结果的专业知识。 

简而言之，您需要发现目标并找出问题所在，才能获得有用且可操
作的答案。这时，您就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提高能效。

实践中的数据收集
可通过安全的物联网连接远程提供数字化服务。这样，客户就可以
使用先进的计算机处理服务，而不必在自己的经营场所建立或支持
数据存储或计算设施。

需要专门开发的解决方案，如ABB Ability™ 状态监测，来从连接的
设备收集数据。软件通过可安装到电机、发电机、轴承和泵上的传感
器，或通过作为设备组成部分的传感功能（如ABB传动）与动力传动
系统相连。

一旦启用，就可以用该软件来测量和跟踪不同的参数，如使用模式、
冷却、压力水平和功耗。然后可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并通过专用平台提供这些数据。

通过数据概览全局 
可以把数据收集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体过程和过程域，而不仅限于
单个设备。例如，可以评估整个动力传动系统，而不仅仅是单个电机
和传动的状况和维护需求。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从电机和传动中
收集相同的数据，还可以在整个系统中对其进行评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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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数据需要专业知识
为了充分利用您收集的数据，您还需要专业知识。如果公司内部
不具备所需的专业知识，则需要专业服务提供商的帮助。 

所需的专业知识类型包括了解所涉及的技术，例如与品牌无关的
电机、发电机或传动。针对动力传动系统的解决方案需要从传动、
电机、泵和其他电气部件收集数据，因此它还包括了解该技术可
以提供的数据类型，以及处理、分析所需的专业知识。当然，公司
及其服务合作伙伴需要了解自己的流程和业务领域，并专注于眼
前的目标。 

—
ABB AbilityTM 数字化传动链状态监测是一
种从传动、电机、泵和其他电气部件收集
数据的解决方案。 
它结合了连接和数据分析功能，并支持基
于专业知识来评估传动，可以提高动力传
动系统中每个组件以及整个动力传动系统
的性能、可靠性和能效。

走向合作伙伴关系
数字驱动的解决方案要求公司与其服
务提供商安全地共享数据。 
这将重新定义服务提供商、客户和其
他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未来，越来越多
的合作将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 础建
立。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设备制造商和
服务合作伙伴将消除风险，并使用高
水平的连接来交付成果。 

例如，如果服务合作伙伴为水处理厂提供远程状态监测服务，他们
将需要了解电机、传动、泵和阀门、水处理工艺知识、维护专业知
识，以及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数据本身不足以
确保电厂设备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有了这些知识，像ABB这样的服务合作伙伴就能了解需要注意的常
见问题，以及具有改进潜力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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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数据和专业知识
来提高性能 

可使用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包括基于状态监测的维护和预防性维护。

持续监测和基于状态的维护
基于状态的维护持续收集设备和过程数据，以监测其运行状态。数
据被安全地传输到云端，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合作伙伴有权在云端访
问、处理和分析数据。服务合作伙伴将利用其专业知识评估设备状
况，确定维护需求，并向客户提供维护措施建议。这将提高设备的
可靠性和性能，更好地对维护进行规划，同时防止不必要的维护工
作，减少手动检查的需要。在系统对设备的持续监测下，如果发生
意外偏差，系统还可以自动提供警告和警报。

预测性维护
预测性维护使用数据在事前发现潜在问题，有助于确保过程的稳定
性和尽量延长设备正常运行时间。通过预测性维护，服务专家可以
分析实时和长期聚合数据。该维护将设备数据（如运行小时数）和
过程数据（如参数设置）结合起来，并将其与历史数据和趋势结合
起来，以预测即将到来的维护需求。在掌握长期概况后，就可以确
定合理的维护间隔，精确定位性能偏差，并防止出现问题。此外，还
可以确定瓶颈和改进机会。 
 

ABB AbilityTM 状态监测等数字化服务可帮助公司监
测其动力传动系统的组件运行状况。
 

离线数据收集 报警管理 资产健康状况 



提高能效 7

—
通过ABB的状态监测服务，Denka在两年
内减少了80%的电机故障。7

客户案例
Mokrá通过数字化监测解决方案提高能效

捷克共和国莫克拉经营的一家水泥厂难以追踪反复发生的意外停
运的源头，于是他们向ABB寻求帮助。ABB运动控制服务使用为传
动打造的ABB Ability™ 状态监测来持续监测变频器的状态。根据这
些数据生成的信息，ABB的专家能够确定故障的原因，并就需重点
关注的领域提出建议。这样，Mokrá就能抛弃基于计划的维护，集
中精力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设备采取维护措施。因此，他们使用
预防性维护解决方案提前发现了潜在故障，防止了意外停机。仅在
三个月的时间内，Mokrá就节省了超过21万美元的成本，提高了ID
风扇（排烟风扇）的性能和能效，且无需进行计划外的投资。

客户案例

资料来源： Denka

Denka延长了电机寿命，降低了维护成本 

ABB为位于新加坡的日本Denka公司的化工厂的电机和泵提供状态
监测解决方案。该工厂使用数百台电机来驱动泵、压缩机、鼓风机
和造粒机，是世界上比较大的苯乙烯树脂生产设施之一。根据服务
协议，由ABB提供专业知识，管理设备故障风险，并根据可靠性指
数和紧急程度进行预防性维护和维修或提供建议。例如，ABB持续
监控工艺的关键电机、泵和轴承的关键参数。利用从这些数据获得
的深入信息，ABB能够快速识别几个工艺中的偏差，从而在发生潜
在故障之前采取纠正措施。从长期来看，状态监测服务在两年内减
少了80%的电机故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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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数据和专业知识
持续优化能效 

目前，大多数数字化解决方案侧重于确保工艺和设备的可靠性和性能。然而，也可以调整
它们来不断优化能效。与基于状态的维护服务一样，还可以远程提供能效服务。 

可保障成果的新服务模式
除重点解决个别问题外，也可以使用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提高透明度
和实现更广泛的目标。例如，像ABB这样的领先公司可以将大数据
与持续监测和专业知识（现场或远程提供）相结合，实现基于成果
的业务模式。 

对于传统服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合作伙伴专注于响应需求和寻找
解决方案。相比之下，在基于成果的业务模式中，重点被转移到风险
避免上来，并成为服务合作伙伴的责任。然后，由客户与其服务合
作伙伴通过协作来确定和实现关键的结果。例如，客户可能会向其
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以确保达到一定的生产可用性水平或持续的
能效水平。然后，由服务提供商负责远程监测客户的设备，并采取
主动维护措施，以确保获得约定的成果。同样，客户还可在未来向
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以提高能效并优化能源使用。 

由于基于结果的服务依赖远程访问，数字连接至关重要 - 它提供的
基础框架使其能够提供持续的结果和预期的成果。这也意味着，客
户需要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愿意与服务合作伙伴共享数据。然
而，服务合作伙伴精通他们提供的设备的相关知识。因此，由他们
负责在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优化其性能意义重大。 

还应注意的是，提高设备本身的可靠性和性能已经可以显著提高能
效。根据澳大利亚一位客户的报告，ABB对电机和传动的状态监测
已经证明，通过基于能耗模式建立更好的负载模式，并对已安装的
电机和传动设备进行合理调整，可以将其能效提高约10%。8 

专注于能效的服务会不断从连接的电机和传动以及其他电气部件
收集能源使用数据。服务专家可以深入研究这些数据，找出需要改
进的关键领域，并计算出节能潜力。他们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提出不
同的建议方案，并推荐有效的能效改进行动方案。例如，电机系统
和传动，或添加传动。在做出任何改变后，就可以通过持续监测来
跟踪和检验能效提升，并确保所有电机系统在长期内尽可能高效地
运行。

—
有了基于成果的业务模式，公司就可以
专注于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克服途中的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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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SCA的Munksund造纸厂每年可生产40万吨包装材料。造纸过
程消耗大量能源，其中大部分被2400多台电机所消耗。为
此，SCA Munksund与ABB一起实施了数字化解决方案，以提
高能效并减少碳排放量。该方案就包括通过监测其资产状况
获得的数据。结合专家数据分析，就可以跟踪使用模式和功耗
等实时指标，以及性能的长期趋势。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将能
够在节省能源和成本的同时确保以尽可能节能的方式运营。

客户案例

资料来源： Statkraft

ABB已与欧洲较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Statkraft签署了一份为
期10年的服务合同。该合同包括为英国的Lister Drive Greener
电网项目设计、制造和安装两个高惯性同步冷凝器系统。

作为其服务的一部分，ABB将确保冷凝器系统24小时可用。通
过这项基于成果的服务和ABB的维护工作，可以为Statkraft保
证正常运行时间。ABB将持续监测设备，并采取主动维护措
施，以确保不会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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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预计到2050年，全球能源消耗将增长近50%。9因此，全球和地方
法规日益严格，以推动企业朝着更节能的方向发展。 

正如本白皮书中所讨论的，能够实现持续能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和服务已经推出。这些系统通过持续监测来收集设备和过程数据，
以确保它们尽可能高效地运行，为决策提供支持，并确定需要改进
的领域。对于根据特定KPI交付成果的先进数字化服务来说，持续
监测也至关重要。有了基于成果的业务模式，企业可以改进和发展
其运营模式，朝着长期的目标努力，避免风险，而不是简单地维持
目前的业绩。

ABB擅长于为客户在电机、发电机和传动的高能效应用方面提供数
字化解决方案。我们提供几乎任何企业都可以访问的数字化服务。
这使他们能够在实现业务数字化的过程中，逐步采用这些强大的
新技术。未来，基于成果的数字化业务模式有望成为商业领域的正
常组成部分。而在ABB，我们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可以助力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地向数字化和节能的未来转型。

(1)  Fong, J.; F. Ferreira; A.M. Silva; and A.T. De Almeida, “IEC61800-9 System Standards as a Tool to Boost the Efficiency of Electric Motor Driven Systems Worldwide,” Inventions,   
 2020, 5, 20,  

  https://www.mdpi.com/2411-5134/5/2/20/htm

(2)  Waide, P. and C.U. Brunner, “Energy-Efficiency Policy Opportunities for Electric Motor-Driven System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king paper, Paris, 2011 page 13, 17, 118.  
    

(3)  ABB Smart Lab and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ustainable operations through energy efficiency, Interim Report, 2021

(4)  For an example of the calculations involved, see “Program Insights: Variable frequency drives,” Consortium for Energy Efficiency, 2019,  
  https://www.cee1. org/content/variable-frequency-drives.

(5)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U.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otor system market assessment report, Volum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alled base, January 2021,  
Page 67, permalink: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42f631k3 

  
(6)   Electric Motor Systems: targeting and implementing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Maarten van Werkhoven, Low Carbon Economy Webinar, Volume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alled 

base, January 2021, Page 67, permalink: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42f631k3 
  https://www.slideshare.net/sustenergy/electric-motor-systems-targeting-and-implementing-efficiency-improvements 

(7)  Based on ABB measurements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8)  Based on ABB customer experience

(9)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19 (IEO2019), page 24, 
  https://www.eia.gov/outlooks/ieo/pdf/ieo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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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1-87901151  

郑州
中国 郑州市 450007 
中原中路220号裕达国际贸易中心A座
1006室
总机：0371-67713588  
传真：0371-67713873

成都
中国 成都市 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三
号来福士广场T1-8楼
总机：028-85268800  
传真：028-85268900

重庆
中国 重庆市 400043
渝中区华盛路10号企业天地2号楼27
层1#1-3单元
总机：023-62826688  
传真：023-62805369

广州
中国 广州市 510623
珠江新城珠江西路15号珠江城
大厦29楼01-06A单元   
总机：020-37850688  
传真：020-37850608      

西安
中国 西安市 710068 
南关正街88号长安国际
中心E座1101室
总机：029-8369 5255 
传真：029-8369 5277

兰州
中国 兰州市 730050
七里河区西津西路16号兰州国际商贸
中心写字楼兰州中心4303&4305   
总机：0931-8186799  
传真：0931-8186755

沈阳
中国 沈阳市 110063
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市府恒隆广场办
公楼1座3610-3612单元             
总机：024-31326688  
传真：024-31326699

大连
中国 大连市 116011 
西岗区中山路147号申贸大
厦17楼
总机：0411-39893355 
传真：0411-39893359

哈尔滨
中国 哈尔滨市 150089
南岗区哈尔滨大街507号华润凯 旋门
大厦B栋2305-2306室
总机：0451-55562227 
传真：0451-55562295   

呼和浩特
中国 呼和浩特市 010020
中山西路1号海亮广场A座
2708室
总机：0471-3819933
传真：0471-5903121

无锡
中国 无锡市 214023
永和路6号君来广场1105
单元
总机：0510-82791133  
传真：0510-82751236

厦门
中国 厦门市 361101
翔安区舫山西二路
881号
总机：0592-7151881  
传真：0592-7211890

长沙
中国 长沙市 410002
天心区湘江中路36号华远国际中心32
楼10A-12单元
总机：0731-82683088  
传真：0731-84445519   

武汉
中国 武汉市 430060
武昌临江大道96号武汉万达中心写字
楼21楼
总机：027-88395888  
传真：027-88395999

昆明
中国 昆明市 650032
崇仁街1号东方首座24楼
2404室
总机：0871-63158188  
传真：0871-63158186

深圳
中国 深圳市 518031
福田区华富路1018号中航中心
1504A
总机：0755-88313088  
传真：0755-88313033

济南
中国 济南市 250011
泉城路17号华能大厦6楼
8601室
总机：0531-55691599  
传真：0531-55691595   

青岛
中国 青岛市 266071
香港中路12号丰合广场B
区401室
总机：0532-85026396  
传真：0532-85026395  

贵阳
中国 贵阳市 550022
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世纪金源购物
中心5号楼10楼
总机：0851-82215890  
传真：0851-82215900

南昌
中国 南昌市 330038
红谷滩新区绿茵路129号联发
广场写字楼28层2804-2805室
总机：0791-86304927  
传真：0791-86304982

合肥 
中国 合肥市  230022
潜山路320号新华国际广场
A座12A
总机：0551-65196150  
传真：0551-65196160

太原
中国 太原市 030002
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西塔楼
10层1009A号
总机：0351-8689292  
传真：0351-8689200

南宁
中国 南宁市  530021
金湖路59号地王国际商会中心27楼
E-F单元
总机：0771-2368316  
传真：0771-2368308

长春
中国 长春市 130022
亚泰大街3218号通钢国际大厦A 座A4
层A403室 
总机：0431-88620866  
传真：0431-88620899

烟台
中国 烟台市 264003
莱山区山海路117号内1号烟台总部经
济基地企业服务中心1401室 
总机：0535-2105198  
传真：0535-2105196

福州
中国 福州市 350028
仓山区金山街道浦上大道272号福州
仓山万达广场A1#楼7层06-09室
总机：0591-87858224  
传真：0591-87814889

宁波
中国 宁波市 315000
灵桥路2号南苑饭店6楼616室
总机：0574-87173251  
传真：0574-87318179

苏州
中国 苏州市 215123
苏州工业园区翠微路9号月亮湾国际
中心8楼801-802室
总机：0512-88881588  
传真：0512-88881599

南京
中国 南京市 210005
建邺区燕山路179号中国人寿大厦15A层
总机：025-86645645 

乌鲁木齐
中国 乌鲁木齐市 830011
北京南路506号美克大厦806室  
总机：0991-2834455 

温州
中国 温州市 325003
温州市上江路198号新世纪商务大厦A
幢901-1室  
总机：0577-88909292 

— 
全国各地区销售代表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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