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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测算，截止2013年，中国电机保有量约21亿千瓦，总

耗电量约3.4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64%，其中工

业领域电机总用电量为2.9万亿千瓦时，约占工业用电的75% 

95%以上在用低压电动机属于低效产品（比2级能效低4.5%） 

电机系统运行效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 

按照其使用寿命自然淘汰的话，至少还需要10～30年，将浪

费大量电能  
 

 
 

电机保有量、耗电量逐年增加 
The quantity of motor and its power consumption are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 

目标：高效电机市场份额从 

      不足3%    到25%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实施细则》（财建〔2010〕232号） 

《关于做好2011年高效电机推广工作的通知》（财建〔2011〕62号）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大力促进高效电机推广  
High efficiency motor promoted by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产品类型 额定功率（千瓦） 补贴标准 
（元/千瓦） 

低压三相异步电机 
0.55≤额定功率≤22 58 
22<额定功率≤315 31 

高压三相异步电机 355≤额定功率≤25000 26 

稀土永磁电机 0.55≤额定功率≤315 100 



高效电机推广实施情况  
Promotion of high efficiency motor 

2013年 
1604万kW 

2011年 
370万kW 

2012年 
1130万kW 

2014年4月 
3300万kW 

占适用电机的4% 
行业65家企业统计，当
年生产中小型电动机
15825万kW，出口
2635万kW ，特种、专
用电机30%，属于推广
范围的电动机为9233万
kW 

占适用电机12.79% 
行业72家企业统计，
当年生产15281.3
万kW，属于推广
范围的适用电动机
为8835万kW 

占适用电机17.25% 

据行业72家企业统
计，当年生产
15949.2万kW，
属于推广范围的适
用电动机为
9296.35万kW 

 低压高效电机
1600多万千瓦 

 高压高效电机
1300多万千瓦 

 永磁电机400万
千瓦 

2011年的4% 2013年的17.25% 



 
 
 
 

工信部、质检总局联合实施全国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13-2015年） 
National Motor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plan  (2013~2015) was 

administered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AQSIQ  

 

五大重点任务 

推广高效电机 
淘汰在用低效电机 
实施电机系统节能技
术改造 

实施电机高效再制造 
加快高效电机技术研
发及应用示范 

各地落实 
结合计划及淘汰路线图 
上海、广东等地方相继

出台了配套的政策措施 
广东省电机能效提升工

作计划：到2015年，累

计推广高效电机、淘汰
在用低效电机、实施电
机系统节能技改1000万
千瓦 

 

政
策
执
行 



淘汰在用电机路线图“全国电机能效提升计划” 
R o a d  m a p  o f  e l i m i n a t e  t h e  m o t o r  w h i c h  i n  u s e    

2013
年底

前 

•  第一批（JO2、JO3等系列）淘汰目录 

•  第二批（1993年（含）前生产Y系列）淘汰目录 

•  第二批（2003年（含）前生产Y系列）淘汰目录 
•   拟定第三批（2003年（含）前生产Y2、Y3系列）淘汰

目录 
•   企业自行命名的低效电机 

•  第二批（1998年（含）前生产Y系列）淘汰目录 

2014
年底

前 

2015
年底

前 



“以旧换新、以旧换再 ”全国电机能效提升计

划  
Old for New, Old for Reproducing 

淘汰、替换下来的低效电机和废旧电机如何处理 

           

资源综合利用 优化匹配 系统节能 

电机高效再制造 
将低效电机通过重新设计、更换绕组等零部件，改造成
高效率电机或适用于特定负载和工况的系统节能电机 

再制造高效电机利
用了原来旧电机的
大部分零部件，是
实现资源节约和循
环经济的重要途径 

要把“以旧换新、以
旧换再”和系统节能
改造结合起来，解决
电机与设备和工况之
间匹配不合理的现象 

通过“以旧换新、
以旧换再”，带动
电机系统的节能改
造，达到提升电机
系统能效的目的 



恒功率 平方转矩 减速功率 高启动转矩 恒转矩 

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
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
负载 

离心式风机、水
泵等 

抽油机、冲床、锻造机
械、搅拌机、球磨机等 

部分机床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
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转矩负载 机床主轴电机等 

“以旧换新、以旧换再 ”要与被拖动设备的负载特性相匹配 
The motor which  Old for New or Old for Reproducing should  matching the 
equipment and the working conditions 
再制造电动机设计要考虑被拖动设备的负载特性 



 
 

 
之一 之二 之三 之四 

高效异步电机替换 稀土永磁高效电机替换 变频调速节能 变极调速节能改造 
负载率50％以上、
年运行时间长的恒

转矩负载 

负荷变化频繁、常运行于
空、轻载状态的负载 

需要调速运行、系统功率
随调速变化的场所 

需要调速、但调节频次
不高或随工艺要求定变

速调节的场所 
 
 
 
 
 
 
 

输送带、机床等 纺织、化纤、冲床等 水泵、风机、空压机等 循环水泵、引风机等 

之五 之六 之七 之八 
内馈串级调速改造 相控调压系统节能改造 电机减容增效改造 系统精细化匹配 

高压大功率绕线转
子异步电动机的调

速 

负荷率较低、功率因数小、
负载变化较大且不允许速

度变化的设备 

中大功率电机的降容和增
加效率 

解决“大马拉小车”和
“专用型电机太少” 

 
 
 
 

大型水泥、化工泵
等 

扶手电梯、机床等 大型工业电机等 水泵、风机专用机组等 

电机系统节能匹配技术 
Matching technology used in the energy saving of motor system 



电机系统节能匹配技术 
Matching technology used in the energy saving of motor system 

根据电机负载特性、多种不同工况进行详细划分，提出相应匹配节

能技术，实现系统能源最优利用率，主要节能匹配技术有：  

1、高效电机匹配节能技术Matching technology of high efficiency motor 

 适用于负载率较高（50%以上）、年运行时间较长的恒转矩负载，

运行效率平均提高3%～5% 

 以11kW、4极电机为例，Y系列（低于3级能效）电机效率为88%，

YE3（2级能效)电机效率为91%，年运行时间为4000h，负荷率为

0.75，可得采用高效率电机每年的电能节约为： 

 按每度电费0.75元计，一年可节约电费925.5元。按Y系列电机销

售价2020元、YE3销售价3750元计，差价1730元，回收期1.4年 



2、永磁同步电动机匹配节能技术 

Matching technology of 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ization motor 
 适用负荷变化较频繁、经常运行于空载、轻载状态的负载，在车床、冲

床、化纤、纺织、拉丝类设备上应用，有较好节能效果，平均节电率高

达10％以上 

案例 
在化纤工业生产中，聚酯切片干燥设备（转鼓设

备），配套电机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型号为Y132S-4

（5.5kW），干燥设备的加工过程为： 

加料之后，电机转矩通过减速机传递给转鼓，带动转鼓以3.5转/分钟的转速

运行，其运行周期约为14个小时。为了使转鼓顺利起动，常按转鼓最大负荷

来选配电动机，因此正常运行时负荷率在30%左右，转鼓配套电机能力过剩

很大。因此，将转鼓配套的异步电动机替换为高起动转矩永磁同步电动机。 

电机系统节能匹配技术 
Matching technology used in the energy saving of motor system 



上海某化纤有限公司聚酯切片干燥转鼓电机的节能改造 
Energy saving of drying drum of polyester chip in a chemical fibre 
factory    

电机类型 有功电量
（W.h） 无功电量（Var.h） 平均有功功率

（W） 负载率（%） 

三相异步电动机（1#） 4493 11373 1453 26.4 

永磁同步电动机（1#） 3266.7 1240 1042 18.9 

三相异步电动机（2#） 5040 12640 1456 26.5 

永磁同步电动机（2#） 3947 440 1146 20.8 

电机类型 投资费用（元） 年节电费（元） 投资回收期（年） 

永磁同步电动机（1#） 4000 1284 3.1 

永磁同步电动机(2#) 4000 1617 2.47 

总计 8000 2901 2.76 



3、变极调速节能技术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of pole-changing control  

 基本原理 
Q1/Q2 = n1/n2  
H1/H2 = (n1/n2)² 
P1/P2 = (n1/n2)³ 
Q1.H1.P1.Q2.H2.P2----泵或风机转速n1和n2情况下的流量、扬程和轴功率。 

 主要用于高压电机系统改造，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的接线方式，达到改变电
机的极数，实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适用于需要定量调节、但不需要频
繁调节流量的场所，如某些风机、水泵类负载，由于环境条件（如季节、
温度等）发生变化要求对流量进行调节，其调速精度要求不高。其综合节
电率可达到10～30%。 

 针对水泵、风机等需要定量调节流量的场所，将单速高压电机再制造成变
极双速高压电机，比采用高压变频器调速具有投资少、成本低、节能效果
好、对电网无污染、不受场地限制等优点 

 

电机系统节能匹配技术 
Matching technology used in the energy saving of motor system 



电机双速节能改造基本措施 
Main measures of reform the motor to double speed  

改造对象 

•只需对电机进行改造 
•不需要对系统内的其
他设备进行改造 

改造内容 改  进 
•更换定子绕组 
•电机的其他零部件均不
变，不改变原转速情况
下的电机全部性能 

结  构 
除在电机机壳上增加
的一只绕组变极箱外，
改造电机的外形尺寸不
变，电机的进出水、进
出油、一次、二次电缆
均不用改变 

适用范围 转速切换 
循泵及开、闭式泵等电机
的换相法变极方式 

原电机因大马拉小车式的
耗电运行方式（如送、引风
机等电机的极幅调制、3Y/3Y
＋Y等），除满足高、低速运
行节能，可随时按需求，在
停机状态下进行高低速切换 

可根据系统原运行
工况，改良原转速情
况下的电机性能，使
电机更高效运行 

一般在电机断电情况下，
用人工改接连接片方式进行，
如需动态切换，则需增加高
低速转换开关 
循泵及开、闭式泵电机：
建议采用静态切换方式 
风机类拖动电机：需根据
系统评估，确定切换方式。
首选静态切换方式，以降低
投资额，提高系统安全性 



高压单速循泵电机改变极双速电机节能改造实施案例 
Reform the motor of high pressure single speed circulating pump to double speed 

调速 
方式 

改造费用 
(万) 

控制柜价
格 

(万) 

控制柜体
积 

（cm） 

设备
自身
损耗 

节电 
（万度

） 

投资回报
期（年） 

变极双速
电机调速 

30 3 1500*
1400*
2000 

— 237.6 0.18 

0.2（带
控制柜） 

高压 
变频器 
调速 

200 — 8900*
1400*
2780 

3% 220.1 1.34 

 YSKL1250-16  3800kW/ 6kV发电厂循泵电机改为16/18P双速电机 

 电机输出功率减少30%，年节电237万度 



宁夏某电厂（2×600MW）送风机电机节能改造 
The energy saving of  blower motor （2×600MW）which used in power plant    

 风机型式： 动叶可调轴流式。 

 风机型号： ASN-3040/1600，沈阳鼓风机厂生产。 

 电机型号：YKK710-6 1800KW，上海电机厂生产。 

 节能改造方案：通过更换电机的定子绕组，将电机改造

为双速电机，型号为YKK710-6/8，1800/1200KW。改

造后的电机保留其原来的高速运行性能不变，作为备用，

只用低速档运行。节电率约10%。 



辽宁营口某电厂（2×330MW）引风机电机节能改造 
The energy saving of Induced draft fan motor （2×330MW）which used in power plant     

  风机型式： 动叶可调轴流式  

 风机型号： HU25040-22  

 电机型号：YKK800-6 3500KW，湘潭电机厂生产。 

 节能改造方案：通过更换电机的定子绕组，将电机改造为

双速电机，型号为YKK800-6/8，3000/1950KW。改造后的

电机通过设置在现场的一组高低速开关，具备不停机动态

切换转速功能。节电率约20%。 



案 例 分 析 
Case analysis 
循泵及开、闭式泵电机的双速改造 风机类拖动电机的双速改造 

 充分利用大自然水温随季节变
化的特点，春、秋、冬三季水
温较低，水冷却效率高，电机
用低速档、小功率运行，水泵
小流量 

 可满足各种设备的冷却要求，
满负荷发电并达到节能目的 

 循泵电机节电率可达到20～
40% 

 开、闭式泵电机节电率可达到
50% 

 投资额约100～150元/KW 
  投资回报期不超过100天 

 绝大部分风机的运行开度都偏低，

特别是在中低负荷时，效率低，

耗电大 
 电机用低速档运行，增大运行开

度，在输出相同的风量、风压情

况下，可提高风机的运行效率，

降低电机输出功率，达到节能目

的 
 节电率可达到10%以上。 
 静态切换转速：投资额约100～

150元/KW  

  投资回报期约一年 

双

速

改

造 



电机的高效再制造展望与建议 
Outlook and recommendations on reproduction reproducing of motor to high efficient 

     目前，全国已有上海电科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南阳防爆、

浙江金龙、东莞电机、安徽皖南、西安泰富西玛共六家企业获

得工信部再制造认定资质，正在积极准备申请资质的还有江苏

大中、浙江特种、河北新四达等六家企业，建议，在此基础上

建立全国电机高效再制造产业联盟，联盟内可开展电机高效再

制造设计、工艺技术、电机系统节能匹配技术等多方面的交流

和合作。 



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2013年

8月）要求：“开展再制造“以旧换再”工作，对交回旧件

并购买“以旧换再”再制造推广试点产品的消费者，给予一

定比例补贴，近期重点推广再制造发动机、电动机等。”建

议： 

结合“电机能效提升计划”，建立旧电机回收体系和制度； 

制订“以旧换再”财政补贴实施细则； 

制订“以旧换再”税收优惠政策。 

通过国家“以旧换再”的产业政策支持，把我国电机高效

再制造产业做大做强 

电机的高效再制造展望与建议 
Outlook and recommendations on reproduction reproducing of motor to high efficient 



电机的高效再制造展望与建议 

“电机能效提升计划” ：建设电机高效再制造示范工程 

在批准建设上海电科电机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电机高效再制造

示范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支持 

基础条件好、具有一定规模优势 

的再制造企业建设一批电机高效 

再制造示范工程 
 



中心运行绩效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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