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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天津西站是天津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交通枢纽，占地面积约 68 万

平方米，站房主体结构为地上 2 层、地下 3 层，建筑总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车场总规模为 24 台 24 线。通过地下直径线与天

津站紧密相连；站区内还设有长途客运站、两个公交首末站和

大型停车场，30 余条公交线路在西站设站。西站实现了铁路、

公交、地铁、出租、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的“零换乘”，

成为天津最大的现代化交通枢纽。新天津西站，已和北京南、

济南西、南京南、上海虹桥站一起成为京沪高铁线路上的五大

始发站，具备始发和终到功能。

天津西站中央空调的供水系统全部采用了 ABB 的变频调速器。

系统配置

天津西站总共使用 30 多台 ABB 标准型变频器 ACS510，功率

等级在 7.5 kW 到 55 kW 之间，主要应用在中央空调系统的冷却

泵、冷冻泵，以及排水泵上。根据现场实际运行工况，频率通

常运行在 40Hz-45Hz 之间，同工频运行相比较，大约有 20%-
30% 的节电潜力。

变频器功能专业化已成为现今传动发展的大趋势，ACS510 系列

变频器是 ABB 针对风机泵类应用设计的一款产品，专业化的设

计，保证了产品在应用过程中的稳定性。在车站供水应用中，

对设备安装环境及针对事故的特殊情况有着特殊的要求，而且

对故障的处理及设备的预防性维护往往是出现事故保证人员安

全的重要因素。ACS510 内部采用涂层电路板大大提高了本身对

环境的适应程度，针对车站供水应用的事故模式 ，可以使其在

最大程度上保证设备在故障情况下继续运行，而自身故障自诊

断功能，为技术人员进行故障分析及处理提供了便捷的路径。

      案例
   ABB 变频器在天津西站供水项目上的应用



解决的问题

- 采用涂层电路板，使其更加适应潮湿的安装环境；

- 根据实际需求自动调整流量

- 减少人工维护量

- 变频调速实现软启软停，降低机械冲击与水锤效应

方案

- 内置 PID 控制器对供水系统实时监控，根据需求量，精确调节，     

  节约能源

- 事故模式提供了的安全保证

- 自诊断功能使故障处理的时间最小化

- 内置 EMC 滤波器及进线电抗器，提高产品的电磁兼容性，并且 

  降低总谐波

- 控制方案简单描述

方案

- 节能大约 20%—30%；

- 确保站内环境与工作人员办公环境舒适

- 内置 PID 控制器使整个供水系统的控制更加精确

- 内置多种应用宏，为供水系统的方案设计提供了多种途径

- 采用内置 EMC 滤波器及进线电抗器，使产品更加经济环保



背景

深圳市民中心，位于深圳中心区的福田区，占地 91 万平方米，

北靠莲花山，南向中央商务区。是集政府、人大、博物馆、会

堂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是深圳的行政中心，市政府

主要办公机构，同时也是市民娱乐活动的场所，成为了深圳市

政府的形象代言，深圳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深圳市民中心整个建筑规模庞大，地下一层，地上五层，总建

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建筑总长度 435 米，最大宽度 145 米，

总投资为二十三亿元人民币，建筑分为A区、B区和C区三部分。

A区主要是政府办公用房，内设二十几个局。主要有门厅、会议厅、

走廊、领导办公室和普通办公室等。 B区主要是以公共空间为主。

包括人口门厅、政府窗口、办文大厅、主公共走廊、多功能大厅、

贵宾接待厅、公共礼仪厅、大会堂和地下大餐厅贵宾餐厅等。 
C 区主要是人大办公用房及深圳市博物馆用房。

中央空调系统电费支出占深圳市民中心总能耗费用支出的绝大

部分，原系统存在着较大的能源浪费，主要体现如下：

• 中央空调主机、水泵、冷却塔都单独操作及运行，没有联动控 
   制功能，运行管理存在着较大的随机性。

• 各区域没有安装变频器，无法根据系统负荷实现自动调节。

•恒温恒湿机组及新风机组无变频调节装置，风柜人工启停操作，

  夏季高峰期开启运行。冷水调节阀无法调节，为全开状态。

2011 年深圳市政府签约能源服务企业，启动针对市民中心中央

空调系统的节能改造项目，成为国内首个实行合同能源管理节

能改造的市级机关。其中在大部分风机水泵位置采用 ABB 变频

器，实现调速节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案例
   ABB 变频器帮助深圳市民中心节能降耗



系统配置

市民中心中央空调系统主要可分为水系统和风系统两大部分，分

别针对 A、B、C 三个建筑区、博物馆区以及广场区。中央空调

水系统用电设备主要有一次冷冻水泵、二次冷冻水泵、冷却水泵

和冷却塔，电机功率在 15KW ～ 110KW，共计 112 台；中央空

调风系统用电设备主要有组合式空气处理机和新风机组，电机功

率在 7.5KW ～ 45KW，共计 146 台。以上负载全部采用 ABB 变

频器，选用型号为 ACS510。变频器通过内置的 MODBUS 现场

总线直接与控制系统进行通讯，运行状态可以准确控制。中央空

调节能控制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技术和模糊控制技术进行集中节

能监控，根据各个建筑区的不同功能及实时采样信号，给各台变

频器下达运行命令，实现负荷随动自动变流量运行。通过初步运

行数据进行计算，年节电率可达 20％以上，节电潜力非常巨大。

尽管安装了大量的变频器，但ACS510作为ABB的标准传动产品，

标准内置的具有专利技术的变感式直流电抗器或交流电抗器可

明显降低网侧电流电压的谐波含量，谐波电流畸变率≦ 35％，

谐波电压畸变率≦ 4％，并提高对电网瞬变的抗扰能力。内置的

EMC 滤波电路使变频器满足欧盟电气标准 EN61800 － 3，降低

了电磁辐射对市民中心内其它电器设备的干扰，完全满足现场运

行条件。

解决问题

- 实现机泵变速变流量运行，节能空间大，节电率可达 20％以上

- 变频器与节能控制系统完美结合，控制简便，运行可靠

- 室内温湿度控制精度高，环境舒适感强

- 相对原来的手动调控，物业管理劳动强度及费用大大降低

方案

- 中央空调水系统和风系统机泵大量配备 ACS510 变频器

- 变频器通过 MODBUS 与控制系统通信，实现负荷随动自动变 

  流量运行

好处

- 节能效果明显，节电率可达 20％以上

- 系统稳定可靠，控制精度高，环境舒适

- 系统操作灵活，运行和维护效率高

- 内置输入电抗器和 EMC 滤波器，谐波含量低，电磁辐射少，系   

  统噪音低

- 大大降低物业管理劳动强度及费用



背景

永旺泰达购物中心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占地面积 98000平方米，

地上三层，包含主力店、次主力店及 130 家商户。 该购物中心

的空调系统的冷水机组是由格力电器提供的，机组配套的低压

高功率变频调速器是由北京 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提供的。

事实上，ABB 的低压高功率变频调速器与格力冷水机组的配套

是众多行业之中的典型应用之一。

系统配置

该 系 统 共 配 置 了 2 套 ABB 变 频 柜， 型 号 为 ACS800-
07B-0770-3 ，其无过载功率为 630kW。其配套的的三相异步

电动机型号为 YPSR480-2-R134a，额定铭牌参数为 480kW 
/380V/ 862A,/50Hz/2 极。2 套格力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型号为 
LSBLX2800VG，制冷量为 2800kW。

ACS800-07B 是 ABB 低压工业传动产品的一个系列，其供电单

元采用二极管整流方式（DSU），且带来了以下优点：

- 小车式模块化结构设计节省了安装时间和维护费用

- 具备降容运行与冗余运行功能

- 柜体安装了一个铰链连接的前门，门上装有主熔断隔离开关的

  操纵手柄、控制盘安装组件，便于操作维护

- 柜体内配置了电源输入熔断隔离开关，含快速熔芯，具有电源

  开关和短路保护双重功能

- 冷却空气的通风采用栅格结构，柜体防护等级为 IP21

- 节省了空间

- 减少了器件数量，提高整体安全性和可靠性

      案例
   ABB 高功率低压变频器在永旺购物中心水冷机组上的应用



解决的问题（或挑战）

- 根据温度或负荷的变化，变频器自动调整输出频率

- 实现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平稳启动与停车

方案

- 选用 ABB 低压高功率变频调速器 ACS800-07B-0770-3

- 变频器既可采用 I/O 进行远程控制，也可以采用控制盘实现本

  地控制

客户受益

- 该变频器从 2010 年夏季开始运行近两年，一直保持稳定，无

  任何故障发生，受到了客户的好评

- 离心式水冷机组配置 ABB 变频器后，节能率超过 20%

- 实现离心机的真正软启动和软停车

- 降低起动 / 停车过程对机械和电气系统的冲击

- 延长离心机使用寿命，增加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减少维护费用



内尔维亚诺医药科学公司（NMS）空气治理

这是一台简单、快速的非侵入式装置，能够轻松计算可实现的

节省费用，同时，一旦项目完成，成果显著。 此外，该项目实

现投资回报极快，某些情况下投资回报期短至三个月。这些是

意大利专注于肿瘤学领域的最大药物研发机构 NMS 与 ABB 合

作实施的能效改善项目的关键因素。此改进项目涉及空调系统，

特别是空气速度和流量控制。

背景

INMS 于 1965 年由 Farmitalia 创立，后来成为 Farmitalia Carlo 

Erba 公司药物研究中心。20 世纪 90 年代，NMS 隶属于一家非

意大利跨国公司，并能够创建广泛的国际科学关系网络。在所有

权结构几经变更后，现在该公司计划并入伦巴第大区（Lombardy 

Region）完全所有的一个基金会。

NMS 拥有 550 名员工，是一个不断创新和进步的实验室，一直

致力于技术平台、仪器仪表、信息系统和专业知识投资。此外，

该公司已研发成功许多新化学实体（NCE）并将其投放市场。

其中一些产品，特别是蒽环霉素系列，已经为确定肿瘤治理新

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今，该公司为肿瘤学和相关疾病药物产品研发提供一体化服

务，包括药物活性成分（API）和用于患者治疗医药产品的最终

配方。

在研发新产品方面，NMS 对协同应用和与业内其他公司建立联

盟有浓厚兴趣。另外，NMS 会在临床前和药物研发服务领域为

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支持。该集团包括多个公司，总部都位于

内尔维亚诺 : Accelera公司包括拥有200名研发人员的研发部门，

旨在预测和管理与毒性、药代动力学特性和新化合物新陈代谢

有关的可能问题；NerPharMa 公司和 NerPharMa DS 公司是药

物活性成分（API）研发和生产服务以及向第三方提供药物配方

的领先供应商。

像 NMS 这样在意大利几乎独一无二的企业的竞争力同样也依赖

于降低成本，这一方面也是 NMS 近几年一直所专注的领域。

NMS 每年平均成本差不多为 500 万，而“电力账单”是最大的

成本开销之一。

      案例
   ABB 帮助内尔维亚诺医药科学公司提高能效



每年总计 4100 万度电力消耗是由于需要制冷、加热，而且最重

要的是维持无菌研究区域以及规定生产区域的湿度和温度，在工

作时间之外亦需如此。从这一方面来说，NMS 的要求与那些中

型医院设施的要求相差无几。

应用

服务两座主要建筑的 ATU 所安装的电机没有有效的速度和流速控

制系统，因此总是 24 小时以最大速度运行。出于这一原因，我

们将它们确定为大型耗能设备，同时认为是能够轻松提高能效的

设备。 

通过与 ABB 技术人员合作，我们预计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将能

够节约能源，拟在夜间将速度降低 50%。通过简单的计算，我

们草拟了该项目的预计“理论”成本效益。最终，NMS 选择了

ABB 专门为暖通空调应用研发的 ACH550 系列变频器。客户之

所以选择该系列变频器是由于它们为标准产品，无需特定工程设

计，而且普遍认为该系列变频器可靠和十分易于编程。

由 NMS 集团人员直接安装的装置包括两台 55kW 电机、6 台

22kW 电机和 1 台 11kW 电机，在四个不同单元运行。安装工作

十分简单：防护等级为 IP 54 的变频器安装在墙上。并联安装确

保电机停机时间（出于连接和配置原因）缩短至少半个工作日。 

益处

满负荷运转情况下，改进系统每年节约能源估计超过 50 万度。

同时，每年所降低能耗相当于 88.37 热当量功率（TEP），每年

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203.18 吨。四台装置的平均投资回报期仅略

多于 6个月。按天和周的工作量规划不久将进一步优化ATU操作。

鉴于该项目的成功，现在 NMS 正为冷却塔和供水系统的水泵研

究类似解决方案。除了电气应用，NMS 还计划提高蒸汽生产领

域的能效，以降低另一项重大成本支出——甲烷消耗。

另外，应该说明的是于 1999 年被 ABB 并购的菲时博特公司曾

通过创新批处理控制系统为当时的 Farmitalia Carlo Erba 公司生

物技术生产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现在，ABB 正通过引进全新

800xA 扩展自动化技术，完成 NerPharMa DS’ API 生产工厂的

现代化，帮助提高生产效率。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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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ABB 助力 Riecor 农场节约人力成本并降低能耗 40%



客户利益

大量节能 能耗降低 40%，投资回报快，
仅需 7 个月

降低劳动力
成本

启动过程所需人力大大减少

操作更顺畅 更轻松应对电压骤降，注水更顺
畅、消除水锤作用和系统冲击。

南非电力需求不断增长意味着对消费者和

商业用户来说过去三四年间电价每年增长

20% 以上。在 Riecor 农场，最大的运营

支出之一就是灌溉系统。 

为降低电力消耗和系统复杂性，农场主开

始寻找老式灌溉系统的替代方案。老式灌

溉系统利用水泵匀速运转，并通过手动开

闭管道阀门进行控制。该系统仍能运转，

但不节能。

另外，启动过程需要手动开闭阀门，加上

电力公用设施频繁的电力中断和电压骤

降，整个灌溉过程需要大量人力劳动。该

农场共有六个水泵站，而启动一个水泵站

可能就需要一个人花费长达 1 小时时间，

而有时一天电力中断多达 3 次，这样启动

几乎成为一项全职工作。

Riecor 年轻的农场主 Tiaan Riekert 先生之

前并非 ABB 的客户，但是与 ABB 南非能

效工程师交谈后他决定在其中一个泵站的

水泵上尝试使用变频器（VSD）。ABB 推

荐了一款变频器，并与系统集成商合作，

对电机功率范围为 45-75kW 的灌溉水泵

采用的 5 台变频器进行设计、安装和调试，

第 6 台变频器用于输水泵。

节电效果十分显著：通过安装全新变频器，

Riecor 农场电力消耗显著降低，灌溉系统

的电力需求从 291 kW、308 kVA 降至仅

175 kW、186 kVA，节能达到 116kW，

或者说仅一个水泵站的耗电量就减少了

40%。 

从财务层面来说，该地区当地作物因素表

明灌溉泵每年运行 2,970 小时，这意味着

采用变频器每年电力成本节约 19,700 美

元。同时，投资回报期仅需短短 7 个月。

鉴于此，该农场迅速再下订单，并已为第

2 个水泵站安装了类似变频器。

主要益处

采用 ABB 变频器后，该农场除了降低了电

力成本，还在启动过程的工时和故障排除

方面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现在，操作

员仅需轻按开关就可启动灌溉系统，如果

发生电力中断，灌溉系统将按预设次数自

动重启。

节能 40% 并减少工作量

使用变频器前，灌溉系统需要手动启动，十分耗时。 频繁的电力中断和电压骤降意味着灌溉系统需要手动重启。



该变频器加速时间长，使管道注水过程更

顺畅，因而完全消除了之前泵联轴器承受

的机械应力，同时降低了管道中的摩擦损

失。另外，关闭灌溉系统后，水锤效应消失，

而由于加速和减速时间延长，水泵叶轮上

的损耗减少。

降低成本，减少工作量和棘手情况

在该项目上与农场合作最紧密的 ABB 南非

能率工程师 Fanie Steyn和Christo du Plessis

表示，Riecor 农场安装变频器是能源效率项

目如何带来额外运营利益的良好范例。 

Christo du Plessis 解释说：“该农场主当

时正在寻求降低电力消耗的创新方法，但

是他很快意识到 ABB 变频器及其更好的

控制功能将不仅能够降低电力消耗，而且

能够帮助减少启动过程所需劳动力。”

已验证效果 

Fanie Steyn 表示：“我们还应该提到我们

得到的节能数据已经过当地大学的测量和

验证，我们认为这点十分重要。我认为我

们优秀的应用知识加上该变频器的优势特

性，包括已获得专利的变感式电抗器、内

置 EMC 滤波器和直观的控制面板，这让

农场主相信 ABB 的解决方案十分合适。

客户决定再次下订单也证明了这一点。”

极具成本效益的改造

- 能耗降低 40%，仅 7个月就可收回投资

- 降低劳动力成本，而且启动过程所需人力   

  大大减少

- 操作和管道注水更顺畅，更轻松应对电压    

  骤降、消除水锤作用和系统冲击。

Riecor 农场

1,645 总公顷数

700 灌溉公顷数

Riecor 农场位于南非西北省（North West 
Province），靠近塔巴津比（Thabazimbi）。
这里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包括玉米、小
麦和不同豆类。

变频器安装在靠近水泵电机的位置，同时进行了相关配置，需要时自动重启。这减少了运

行灌溉系统所需的人力。

通过再次利用现有电机，凭借 40% 的节能，7 个月内就可收回变频器投资。



联系我们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北京,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401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小时×365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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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变频调速器有助于保持农产品新鲜

JMC通风冷藏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从事用于土豆

及洋葱储存的定制通风与冷藏系统的设计与制造。JMC
使用ABB先进的变频器技术提供精确、现场及远程环境控

制，这有助于确保蔬菜质量并降低质量损失（缩水），与

此同时还节省能源。

公司创始人Joel Micka说: “每个土豆和洋葱类型均要求适

合自己的温度及湿度，以便达到最佳质量，我们的系统需

要保存非常精确的设置 – 精确度为1/10度– 以便将食品储

存12个月。”

为此，JMC使用了ABB标准变频器，控制风机的速度及风

量, 保持温度及湿度处于精确的设置点。所安装的变频器

允许风机运行更加有效，精确地保证风量匹配需求。当风

量需求降低时，变速变频器降低电机转速，节省能源并有

助于农场主取得最大化的销售利润。

在一个洋葱仓库典型安装中，六台18.5 kW变频器在100%
速度下使用大约19.2 kWh。如果风机在冬季降至50%速

度，此时储存量下降，外部温度较低，每个风机使用大约

2.8 kWh。与一台在100%速度下的风机相比，所有六台风

机在50%速度下使用更少的能源。如果六台风机在一个月

内保持50%的速度，则可节省70,848 kWh或5,667美元。



 

 

 

案例
变频调速器有助于保持农产品新鲜

JMC通风冷藏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从事用于土豆

及洋葱储存的定制通风与冷藏系统的设计与制造。JMC
使用ABB先进的变频器技术提供精确、现场及远程环境控

制，这有助于确保蔬菜质量并降低质量损失（缩水），与

此同时还节省能源。

公司创始人Joel Micka说: “每个土豆和洋葱类型均要求适

合自己的温度及湿度，以便达到最佳质量，我们的系统需

要保存非常精确的设置 – 精确度为1/10度– 以便将食品储

存12个月。”

为此，JMC使用了ABB标准变频器，控制风机的速度及风

量, 保持温度及湿度处于精确的设置点。所安装的变频器

允许风机运行更加有效，精确地保证风量匹配需求。当风

量需求降低时，变速变频器降低电机转速，节省能源并有

助于农场主取得最大化的销售利润。

在一个洋葱仓库典型安装中，六台18.5 kW变频器在100%
速度下使用大约19.2 kWh。如果风机在冬季降至50%速

度，此时储存量下降，外部温度较低，每个风机使用大约

2.8 kWh。与一台在100%速度下的风机相比，所有六台风

机在50%速度下使用更少的能源。如果六台风机在一个月

内保持50%的速度，则可节省70,848 kWh或5,6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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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改善安全状况并提升效率

与节能相比，甚至更重要的是新系统通过远程控制与监视

提供的安全及效率，这是因为储存设施通常距离主要办公

地点较远（几十英里）。Micka说: “老系统使用传统的电

机接触器，如果电机电流提高到过高的水平，则跳闸并关

闭电机，然后再关闭整个系统，直到有人检查大楼并重新

进行启动。”

但是，有了选件智能以太网模块以后，就可以远程控制变

频器, 通过调制解调器或国际互联网实现，允许快速进行

故障诊断及排除，无需前来储藏现场。可以设定通信如

下：当故障跳闸发生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警告给操作

员，通知该事件。JMC将所有的系统部件、冷藏设备、风

机、变频器及房门集成到网络上，通过一个远程访问的控

制盘进行操作。

已解决的问题

− 保持农产品新鲜，与此同时延长储藏时间。

解决方案

− 变频调速器控制通风风机，以便保持储存的农产品处于

    正确的 温度与湿度条件。

好处

− 蔬菜可储藏12个月，质量保持不变。

− 变频调速器通过降低风机速度节能，并考虑到储存量及

   环境温度。

− 通过选件智能以太网模块，变频器远程控制允许快速且

   有效的 解决问题。



应用

 ABB变频器帮助数据中心节能降耗
 

                 



 
 

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电力

  

ABB帮助您增效节能

目前最好的技术和最佳实践有助于实现增效节能。增效节能体系

可以实现节能（有时只需要几个月），并在长期内进一步减小运

营和维修成本。

国家能源署(IEA)表示，由于增效节能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减少

碳排放的最大潜能，我们应该最优先考虑实现更好的增效节能。

所以对于数据中心来说，通过提高用电能效，就可以降低成本，

并间接实现减排的目标。

私营和国有商业机构——从银行到超市，到通信公司和IT供应商，

都要依赖数据中心可靠、高效和安全地收集、存储和管理大量数据。

其作用从实现网购交易到医疗记录的存储和检索等不一而足。

任何形式的数据丢失都会对商业机构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

数据中心往往要承担高额的运营和维护成本。

毫无疑问，保持数据中心顺利高效地运行需要大量的电力。不断

增长的计算能力需求也带来了显著的影响：采用新技术后，每个

机柜需要20到22千瓦电力，而过去一般情况下只需要4到5千瓦。

未来，这些场所将成为全世界主要的耗能大户。

随着网上/电子银行数量的不断增加，市场对能同时帮助提升这

类场所的能效和有用功率水平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的需求，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设备成本：一座新办公楼的机电设备成本通

常只占总投资的15%，但对于数据中心而言，这一数字可能高达

70%。



因为大多数水泵和风机系统很多时候并不是满负荷运行的，变频

器因此有了用武之地。譬如，如果一台功率为100千瓦的水泵的

速度被降低20%，只需要6个月，购买变频器的成本就能全部收

回——如果水泵不间断运行。

变频器的益处

商业

– 能耗降低（通常可降低20%至50%）

– 投资回收快（只需6个月）

–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 可获得节能减排的补贴

技术

– 维护成本低

�– 启动、停车和制动都可被简单地编程，减小机械设备磨损

�– 设备寿命延长，水泵、电机和管道的维护需求降低

– 轻松改装，适合现有装置 

– 实时调节

�– 轻松设定程序，让水泵和电机在不同时间、不同日子以不同

    速度转动

– 安装设计时需要较少的谐波治理解决方案

变频器的受益对象
财务总监

– 电费大幅降低

– 投资回收快

– 可获得节能减排的补贴（咨询当地节能部门）

– 维护成本降低

–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为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物业管理

– 控制暖通空调成本

– 轻松改装变频器，适应现有装置 

维护工程师

– 水泵和风机的维护任务减轻，从而降低维护成本

– 根据需要调节设备转速，减小风机、水泵和电机的磨损

变频器

安装ABB的变频器后，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可降低多达50%。变

频器可控制泵和风机的转速，避免采用传统的泵和风机控制方法

所造成的能源浪费。

典型的节能效果

– 通常情况下，数据中心可能有大约70台恒速运行的电机

– 每台电机的平均功率是7.5千瓦

– 通常情况下，总的电机功率大于500千瓦

– 通常情况下，每年的运营成本为450万人民币以上

– 通常情况下，每年可节省资金20%以上（合90万人民币）

– 投资回收期不到2年

变频器如何工作

很多现有的水泵和风机系统都采用配备节流装置的方式：电机全

速运转，液体或气体的流量通过阀门、叶片或类似的节流装置调

节。这样的节流方式会浪费大量能源。而变频器可根据相应的工

况调节电机的转速，消除节流的需要，提高系统的能效。

设备转速的略微下降就能节省大量的能源。一台速度降低20%的

离心泵或风机的耗电量，仅占全速运转设备耗电量的一半。这是因

为，运行一台水泵或风机所需的电量，是和其速度的三次方成正

比的。

 

 

 

 

 

 



服务器散热会让数据中心的空气变热。如果这些热量未被去除，

室内温度就会上升，导致电子设备出现故障。通过控制空气温度，

主板上的服务器组件就可被控制在厂商规定的温度/湿度范围内。

通过冷却露点以下的回风，空调系统可帮助进行湿度控制。如果

数据中心的湿度太大，水就可能凝结在服务器内部组件上。而如

果空气太干，辅助加湿系统就可增加水蒸气，因为湿度太小会导

致出现静电放电问题，可能对服务器组件造成损害。

因为服务器昼夜不停地运行，数据中心最大的一项运营开支就是

空调电费。空调温度一般被设为20°C，这就意味着空调系统的单

位时间耗电量和计算机设备的单位时间耗电量是相当的。

空调系统主要用于控制数据中心的温度和湿度。数据中心的推荐

温度范围是20至25°C（68至75°F），湿度范围是40至55%，对

数据中心环境最有利的最高露点是17°C。

空调系统面临的挑战

  

ABB面向数据中心的电气解决方案

– 低压开关柜MNS系统

– iPDUs（配电设备）

– 有源滤波器

– 功率因素校正

– 网络通信

– iPDUs（配电设备）

– 遥控配电盘

– 功率计

– 网络通信

– 自动配电柜

– 变频器

– 可编程控制器

– 控制装置

– 网络通信

– 空气绝缘中压开关柜

– 干式变压器

– 网络通信
– i-bus EIB/KNX
– 网络通信

– 高效电机

– 变频器

– 网络通信



（2）回风机(B)

室内气压的控制，是根据排风管内的压力，通过改变回风机的转速

实现的。通过采用PID控制器，回风机可将排风管内的压力保持在

恒定水平。当回风机被启动时，排风口会被打开。当排风口完全被

打开（通过排风口上的开关）时，控制过程就会启动。

益处：

– 节省能源

– 实现精确控制，将排风管压力维持在理想水平

– 由于设备转速降低，并且实现了交流变频器的软启动和软停止，

  皮带和轴承等机械设备的维护任务相应减轻

– 轻松降噪

–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降低30%左右

（3）冷却塔风机（C）

冷却塔风机是根据冷凝水出口温度控制的。冷凝水温度通过PID控

制保持恒定。为了避免进行不必要的冷却，只有冷凝水泵的转速超

过最大值时，液体冷却风扇才会被启动。如果水温降到太低，可通

过电磁阀停止水循环。风扇还可被编程，使其在一段时间内（譬如

一周）以特定的速度运转，避免电机上出现冷凝水。

益处：

– 节省能源

– 轻松降噪

– 实现精确控制，将冷凝水温度维持在理想水平

–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降低15%左右

（1）新风风机（A）

室内空气质量的控制，是根据排出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通过

改变新风风机的转速实现的。当风机被启动时，送风口就会被打

开。当送风口完全被打开时（通过送风口上的开关），控制过程

就会启动。

益处：

– 节省能源

– 实现精确控制，将空气质量/二氧化碳含量维持在理想水平

– 由于设备转速降低，并且实现了交流变频器的软启动和软制动，

  皮带和轴承等机械设备的维护任务相应减轻

– 轻松降噪

–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减少30%左右

 

C

B

A



（5）冷却水泵（F）

冷却水泵根据进风的温度，让冷却水在冷却盘管中循环流动。当风

管温度高于预设值并且冷却器压缩机也在运行时，冷却水泵就会被

启用。

益处：

– 节省能源

– 实现精确控制，将风管温度保持在理想水平

– 消除软启动和软制动引起的水锤作用

– 水泵和水管的直径减小

–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降低25%左右

（4）冷凝水泵(D)

冷凝水泵是采用PID控制器，根据冷凝水的温度控制的。当冷凝水

泵和冷却器压缩机同时在运行时，控制过程就会启动。

益处：

– 节省能源

– 实现精确控制，将冷凝水温度保持在理想水平

– 消除软启动和软制动引起的水锤作用

– 水泵体积和水管直径减小

–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减少25%左右

（5）冷却压缩机(E)

采用冷却水或二氧化碳冷却机柜，会导致空间占用问题。主设备每

占用一平方米的空间，就需要一方米的空间容纳辅助设备，还需要

两平方米的过道空间。这还不考虑可能需要的任何主变电站。

交流变频器可根据实际冷却需要，调节压缩机电机的转速。压缩机

是根据冷却水的温度控制的。压缩机的最低速度是正常速度的60%。

当冷却水泵和冷凝水泵同时在运行时，控制过程就会启动。

– 耗电量降低20%-50%

益处

– 节省能源

– 减少高峰时段电费

– 消除软启动和软制动引起的水锤或水击作用

– 延长冷却器寿命

– 冷却水水温控制更精确

– 减少维护需求

–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可减少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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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今成本存在不确定性，零售商和分销渠道愈加强大以及消费

者期望提高的背景下，更高效使用能源的需求对食品和饮料生产

商变得空前重要。ABB结合130年的能源技术专长和广泛的产品、

系统和服务，帮助食品和饮料制造商增强竞争力，并通过更高效

使用能源降低其环境影响。

将食品和饮料投入市场所需的众多过程和活动存在改善能效的巨

大空间。除了节能和改善可持续性，很多过程和活动还提高了生

产力和质量并同时减少了废弃物。这为生产中优先考虑因素提供

了支持，包括食品安全、洁净度和准时交货。

更高效使用能源还能帮助客户满足不断提高的可持续生产期望，

同时仍能满足快速变化的客户偏好。ABB 帮助客户在实现更多利

益的同时减少能源耗用：

• ABB 技术专家将帮助分析和优化电气和热能使用，在原料转化、  

   加工和包装 / 装瓶过程实现节能。 

• 我们提供设备、系统、软件和服务监控并报告能源使用状况，

   降低能源使用和损失并更高效管理设备和过程，同时提高生产

   力、质量和食品安全。这还包括减少水使用量。 

ABB 的能效解决方案专注于三大领域：电力、过程和绩效。

      提高食品和饮料行业能效 
   更少能耗 更多收益



电力解决方案

ABB 拥有广泛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包

括超高效电机、 同步磁阻电机、变频器和确保准确、快速响应过

程需求的传动控制系统。ABB 有专为适应食品和饮料行业严苛的

温度和极端湿度环境而设计的电机、变频器和变速箱。

ABB Emax 2 是全球首款集成能源管理系统的低压断路器。 

我们还提供低损耗‘绿色’变压器和改善电力质量和功率校正因

数的解决方案。

过程解决方案

ABB 提供一系列可扩展自动化解决方案，既适用于小型定制工厂

也适用于大型生产商。ABB 控制系统的通用架构和用户界面提供

了一个协作环境，可实时优化操作员效率、可靠性和能源使用。 

ABB 的控制解决方案包括适用于独立过程的紧凑型组件和多条生

产线和多种产品的完全自动化。

这些自动化解决方案由广泛的精确而可靠的测量和控制供给提供

支持，确保卫生、质量和一致性的同时提高能效。

绩效解决方案

ABB生产执行系统（MES）cpmPlus 软件增强了控制和决策支持，

确保食品和饮料工厂操作精益和一体化。协作自动化方式帮助降

低过程可变性的同时减少原料、能源和水消耗。此外，该解决方

案提高了食品安全、生产力和产量，同时减少循环次数。 

ABB cpmPlus 能源管理者（cpmPlus Energy Manager）是一款

能让食品和饮料生产商监控、报告能耗并制定能源使用目标的软

件，从而降低总体能源成本。同时，该软件还能根据生产计划准

确预测能源需求，并优化能源购买决策。这对自己发电的食品和

饮料工厂特别有用。

ABB面向操作和节能的协作解决方案

ABB 还提供了众多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的绩效服务解决方案，

从工厂特定方面到整个工厂层面： 

– 电机驱动系统分析

– 电力质量评估

– ABB 绩效服务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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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芬

      案例
   芬兰 LU Finland 有限公司：饼干生产商实现 100% 可靠性目标

挑战

LU Finland 有限公司生产 Domino 饼干，Domino 是芬兰领先的饼

干品牌。

饼干馅料的配料称重至关重要，必须非常准确。螺旋输送机将制

作这些馅料所需的面粉和糖按量加到磅秤上。该公司需要一台交

流传动来实现螺旋输送机的准确加速和减速以及速度给定，目的

是提供所需的定量配料。

饼干的填料是一个连续过程，需要配备静态速度精度高的交流传

动。该过程不能容忍速度的起伏或波动。快速稳定的初始加速，

对防止启动时的能源浪费十分重要。

解决方案

为满足这些需求，LU Finland 安装了两台 ABB 通用机械传动。一

台传动负责控制用来称量并筛选制作馅料所需面粉和糖的螺旋输

送机。

另一台传动是控制填料输送机速度的主传动。受控电机为 2.2 

kW、400 V 的 ABB 异步电机，转速为 1,430 rpm。电机通过皮

带传动在填料机上驱动传送带。

益处

LU Finland 有限公司的工程主管 Ari Ylitalo 这样阐释 ABB 传动所

带来的诸多益处：“控制的可靠性是其最重要的特点，可确保生

产的连续性。全新 ABB 传动现已投入运行近一年时间，可完全满

足我们的 100% 可靠性的要求。我们认为了解控制技术的最新发

展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最小的新进展也可能是对公司生产流程的

决定性改进。”



挑战

Valio 拥有 15 家生产工厂，是芬兰领先的乳制品生产商。卫生对

Valio 而言最为重要，在乳制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储罐和管道每次在

使用之前都需要进行清洗。

Valio 需要通过一个有效的系统来控制在清洗流程中驱动泵机的电

机。工厂采用各种不同的清洗类型和组合方式，所有清洗配方均

存储在于工厂自动化系统中。

CIP 原位清洗流程利用取自储液器的清洗液清洁管道，使其在管

中循环，并利用回程泵让其返回储液器。在 CIP 清洗过程中，管

道的标称负载为大约每小时 30 立方米的清洗液流量，而平均流

量约为标称流量的一半。

对于大多数清洗周期，管道中的流速和压力要保持不变，只是在

排水期间和更换清洗液时发生变化。

解决方案

在管道的 CIP10 和 CIP11 清洗线上安装了两台 ABB 通用机械传

动。传动负责控制清洗高压泵。自动化系统以 4-20mA 电流信号

形式向传动模拟量输入端口提供一个给定速度，而通过该给定速

度，ABB 通用机械传动可控制清洗泵的转速。

益处

ABB 传动的通信功能使其易于与工厂的过程自动化系统和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PLC）进行集成。

自从在清洗线上安装传动以来，它们一直不停地运行，没有出现

任何问题，而且 Valio 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干预其运行。

流程经理 Matti Salmi 表示：“对于泵和传动，我们首要关注的是

100% 的可靠性，以确保流程的全时可用性。ABB 通用机械传动

自投入运行后实现了无故障运行，我们对这些传动完全满意。”

如果其中一个传动的供电一相缺失，传动不是单纯地停止运

行——而是会报警提示，并继续运行，减少输出，以便让工作人

员注意到相关问题并加以解决。

该传动可有效节省空间，因为它们只有先前传动尺寸的一半左右。

      案例
   芬兰 Valio：乳制品厂改进清洗流程

挑战

VBake-O Nomic 是印度饼干生产线领先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每年

生产三条全自动化饼干生产线，主要销往尼日利亚及其他非洲市

场。

因为饼干生产是一个连续流程，有一系列生产阶段彼此交织在一

起，所以重要的是每个阶段以它自己相应的速度进行控制。饼干

切割和成型机、烘烤机和冷却输送机等所有机器彼此联系，接收

材料或部分加工的饼干，并将其传递到下一阶段。

控制这种生产线的其中一个最可靠和高能效的方式是，通过使用

低压交流传动来实现。公司尝试了在本地采购的传动，但出现了

很多故障。

解决方案

由于 ABB 享有可靠供应商的美誉，Bake-O Nomic 决定使用 ABB

传动。

传动主要用于饼干切割和成型机、搅拌机、烤箱和输送机。一条

饼干生产线大约使用了 20 台传动，它们大多数低于 5.5 kW，而

搅拌机可使用高达 30 kW 的传动。如果功率高于 0.75 kW，使用

ABB 标准传动，而如果低于该功率，则使用 ABB 机械传动。

大多数机器单独以手动方式进行控制，这是公司客户首选的方法，

公司客户需要根据所生产饼干类型的要求确保细微的速度变化。

益处

十年来，除助力客户实现高效生产外，Bake-O Nomic 使用 ABB

传动还使自己的饼干生产设备实现了节能。

Bake-O Nomic 所有人 Praful Dattaram Kale 表示：“ABB 享有可

靠供应商的美誉，可提供广泛的产品。此外，ABB 是一家全球性

企业，我们可从其广泛的服务网络受益。如果我们的设备由于传

动故障需要修理或维护，那么在当地就可以进行高效维修。”

      案例
   印度 Bake-O Nomic：可靠性对于饼干机制造商而言至为关键



挑战

VBake-O Nomic 是印度饼干生产线领先的原始设备制造商，每年

生产三条全自动化饼干生产线，主要销往尼日利亚及其他非洲市

场。

因为饼干生产是一个连续流程，有一系列生产阶段彼此交织在一

起，所以重要的是每个阶段以它自己相应的速度进行控制。饼干

切割和成型机、烘烤机和冷却输送机等所有机器彼此联系，接收

材料或部分加工的饼干，并将其传递到下一阶段。

控制这种生产线的其中一个最可靠和高能效的方式是，通过使用

低压交流传动来实现。公司尝试了在本地采购的传动，但出现了

很多故障。

解决方案

由于 ABB 享有可靠供应商的美誉，Bake-O Nomic 决定使用 ABB

传动。

传动主要用于饼干切割和成型机、搅拌机、烤箱和输送机。一条

饼干生产线大约使用了 20 台传动，它们大多数低于 5.5 kW，而

搅拌机可使用高达 30 kW 的传动。如果功率高于 0.75 kW，使用

ABB 标准传动，而如果低于该功率，则使用 ABB 机械传动。

大多数机器单独以手动方式进行控制，这是公司客户首选的方法，

公司客户需要根据所生产饼干类型的要求确保细微的速度变化。

益处

十年来，除助力客户实现高效生产外，Bake-O Nomic 使用 ABB

传动还使自己的饼干生产设备实现了节能。

Bake-O Nomic 所有人 Praful Dattaram Kale 表示：“ABB 享有可

靠供应商的美誉，可提供广泛的产品。此外，ABB 是一家全球性

企业，我们可从其广泛的服务网络受益。如果我们的设备由于传

动故障需要修理或维护，那么在当地就可以进行高效维修。”

      案例
   印度 Bake-O Nomic：可靠性对于饼干机制造商而言至为关键



挑战

食品生产商亨氏位于英国威根的工厂需要更换现有的锅炉设备。

其锅炉设备的使用寿命到期，不符合最新的烟气排放环保法规。

威根工厂每年生产超过 13 亿罐食品，每小时需要产生 100 吨蒸

汽，用于罐头食品的空间加热和杀菌。

生产设备每周运行六天，尽管蒸汽需求是稳定的，但有 36 小时

的缓慢上升过程和 24 小时的缓降过程。蒸汽需求在夏季和冬季

有所不同，因为冬季加热需求更大，需要生产更多蒸汽。

解决方案

考虑到这些需求变化，并为满足最新环保法规，新能源中心安装

了四台锅炉，每台锅炉配备两台 Hamworthy Combustion 提供的

燃气燃烧器。燃烧器配备风机，对空气加压助燃。

八台风机分别由 55 kW 的 ABB 标准传动进行控制，这些传动可

根据需要高火还是低火，改变风机转速，控制注入的空气量。亨

氏规定使用交流传动，以便能考虑需求的改变。

益处

ABB 传动的通信功能使其易于与工厂的过程自动化系统和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PLC）进行集成。

自从在清洗线上安装传动以来，它们一直不停地运行，没有出现

任何问题，而且 Valio 不需要以任何方式干预其运行。

      案例
   英国亨氏：灌装生产线锅炉设备效率提升 14%

挑战

Northern Foods 位 于 英 国 诺 丁 汉 的 滨 江 面 包 房（Riverside 

Bakery）在很多流程中使用压缩空气。Northern Foods 不断努力

降低能源成本，作为其中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决定对压缩空气系

统进行研究。

Northern Foods 维护分析师 James Whieldon 表示：“我们的监测

和目标软件为我们提供了压缩机的概况，表明肯定有机会降低其

能耗。 ”

解决方案

“ABB 传动联盟”合作伙伴进行的能源评估确认了 Northern 

Foods 所记录的能耗数据，建议使用 45 kW ABB 标准传动。

Northern Foods 共有三台压缩机：两台 30 kW 定速辅助压缩机

和一台 45 kW 重型压缩机。Northern Foods 将传动安装在一直

处于运行状态的那台压缩机上。当需求增加时，一台 30 kW 定速

压缩机用于补足压力，而另一台压缩机则备用，以防其他压缩机

发生故障。

因为有两台压缩机一直在运行，所以务必确保定速辅助压缩机只

在配备交流传动的重型压缩机无法提供更多空气（即，以全速运

行）时联机。

其实现方式是：安装压力传感器，为传动内置的 PID 控制器提供

准确的系统压力反馈。

益处

自安装 ABB 传动以来，北方食品公司的压缩机系统每年节约费

用近 2,500 英镑（3,960 美元）。

Whieldon 表示：“我们进行了计算，项目的实际投资回收期为一

年半，每年节约 2,450 英镑（3,880 美元）。但随着能源价格的

不断上涨，节约资金的金额将会增加。”

      案例
   英国北方食品：面包房的压缩空气系统实现节能



挑战

Northern Foods 位 于 英 国 诺 丁 汉 的 滨 江 面 包 房（Riverside 

Bakery）在很多流程中使用压缩空气。Northern Foods 不断努力

降低能源成本，作为其中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决定对压缩空气系

统进行研究。

Northern Foods 维护分析师 James Whieldon 表示：“我们的监测

和目标软件为我们提供了压缩机的概况，表明肯定有机会降低其

能耗。 ”

解决方案

“ABB 传动联盟”合作伙伴进行的能源评估确认了 Northern 

Foods 所记录的能耗数据，建议使用 45 kW ABB 标准传动。

Northern Foods 共有三台压缩机：两台 30 kW 定速辅助压缩机

和一台 45 kW 重型压缩机。Northern Foods 将传动安装在一直

处于运行状态的那台压缩机上。当需求增加时，一台 30 kW 定速

压缩机用于补足压力，而另一台压缩机则备用，以防其他压缩机

发生故障。

因为有两台压缩机一直在运行，所以务必确保定速辅助压缩机只

在配备交流传动的重型压缩机无法提供更多空气（即，以全速运

行）时联机。

其实现方式是：安装压力传感器，为传动内置的 PID 控制器提供

准确的系统压力反馈。

益处

自安装 ABB 传动以来，北方食品公司的压缩机系统每年节约费

用近 2,500 英镑（3,960 美元）。

Whieldon 表示：“我们进行了计算，项目的实际投资回收期为一

年半，每年节约 2,450 英镑（3,880 美元）。但随着能源价格的

不断上涨，节约资金的金额将会增加。”

      案例
   英国北方食品：面包房的压缩空气系统实现节能



挑战

英国诺丁汉北方食品面包房为超市生产预先加工的冷鲜食品，他

们利用大型制冷机组来储存配料和成品。注入制冷机组的冷却水

是通过三台 75 kW 电机抽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建厂以来，他们一直通过软启动变频柜来控制

电机。不过，作为大规模节能计划的一部分，北方食品渴望找到

一种方式来提升抽水系统的能效。

解决方案

当地的“ABB 传动联盟”合作伙伴对电机进行了初步的能源调查。

他们卸下现有的软启动变频柜，在变频柜中配备了三台 55 kW 

ABB 工业传动。

另外，还配备了一个 4-20 mA 模拟温度传感器，连接到传动的

PID 控制器上，传感器将制冷水的回水温度作为其反馈信号。当

设备工作吃紧时，对制冷水的需求增加，泵运行速度加快。当设

备在周末和节假日相对闲置时，泵以最低速度运行，因为制冷水

的回水温度已经冷却下来。

为节约空间，传动在控制面板内部采用侧置式。传动逐一安装，

这意味着不会损失生产时间，因为在任何时候都有两台传动在运

行。

益处

每台泵机平均功耗降低 65.2%，估计每年节约能源成本 30,000

英镑（47,550 美元），10 个月即收回投资。

除节能优势外，系统还可实现对制冷水温度的精确控制。

北方食品工程经理 Vernon Humphries 表示：“我们的 ABB 传动

联盟伙伴能处理整个项目，包括从调查和证明相应计划的合理性，

到供应、安装和调试等在内的各个环节。我们对ABB传动很满意，

ABB 传动自安装以来的表现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案例
   英国北方食品：制冷泵系统 10 个月即收回投资



挑战

英国 Salt Union 每年利用干燥机生产 100 万吨盐。其中一种干燥

机可加工在洗碗机等应用中使用的粗颗粒产品。

不过，干燥机的很多功率都被浪费了。风机以管道中调节阀所控

制的流量从干燥机吸出空气。在正常运行期间，该调节阀闭合

95%，所以，风机的大多数能源都用于通过狭窄通道吸出空气。

风机选型过大，因为干燥机以前曾用于加工真空盐晶体，这要比

颗粒盐直径 2-3 毫米的球形颗粒要小得多。与现在的粗粒成品相

比，细小晶体会在整个干燥机形成更大的压降。

其挑战在于，找到一种方式，减少由于超大风机所导致的干燥机

浪费的能源。

解决方案

当地的“ABB 传动联盟”合作伙伴进行了一项能源调查，目的是

确定能达到怎样的节能潜力。解决方案就是，用配备转速控制器

的较小风机取代这台超大风机。

原风机电机的额定功率为 337 kW，但 ABB 传动联盟合作伙伴进

行的计算表明，132 kW 应足以产生干燥机所需的空气流量。

益处

风机的节能相当于每年超过 160 万度，减少了 60% 以上。Salt 

Union 仅以 20,000 英镑（31,700 美元）的投资，每年将能节省

资金逾 10 万英镑（158,500 美元）。

Salt Union 的节能举措不限于这个流程。现在，甚至 ABB 交流传

动所产生的少量余热，也在冬天用于给配电室加热。

      案例
   英国 Salt Union：盐商的一台风机每年省电 160 万度



挑战

英国威根 Pooles Pies 每天能生产 20 万个肉饼，以及 8 万个其他

酥皮产品。

安装的全新生产线连同螺旋式冷冻机，专为生产各种馅饼类产品

而设计，这促使该公司考虑提高能效。对于食品生产行业的很多

企业而言，制冷占到电费的 70-80%，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节能很

可能会十分显著。

解决方案

Installers Seward Refrigeration 选择 ABB 传动来驱动制冷系统中

的两个主要组件，制冷系统使用抽取的氨制冷剂在 -40° C 的工

作温度下运行。冷凝器为蒸发式，其风机由 ABB 标准传动控制。

由于风机变速运行，即便速度减小一点也可显著降低功耗。譬如，

转速减小 10%，可降低能耗 30%。

一台 315 kW 的螺杆压缩机用于为螺旋式冷冻机提供制冷剂。使

用 ABB 传动，可在部分负载条件下实现节能。螺杆压缩机可在

100% 滑阀位置以 1500 到 3600 rpm 的转速运行。通过这种运行

模式，压缩机能针对任何指定转速以最佳效率运行。

Seward Refrigeration 的 Brian Seward 表示：“尽管螺杆压缩机

的满载效率很出色，但配备滑阀控制的部分负载性能通常很差。

Pooles Pies 通过压缩机的变速控制，现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部

分负载和满载时都能实现良好效率。”

螺杆压缩机使用低谐波的 ABB 工业传动，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主电源的谐波干扰，并避免使用复杂解决方案来确保符合 G5/4

要求。

益处

Pooles Pies 预期在安装 ABB 传动后电费将削减 11%。这样节约

的成本将超过 6200 英镑（9,845 美元），确保项目的投资回收

期为 2.3 年。

ABB 工业传动的其他优势包括，以统一功率因数运行，从而避免

无功功率造成的额外费用。传动的独立设计使其占地空间较小，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在控制室的空间要求。

      案例
   英国 Pooles Pies：馅饼生产商准备将制冷成本降低 11%



挑战

意大利 Bagnolo Mella 的 FR Sistems 是一个大型养猪场，每年出

产 1 万多头猪。该养猪场需要一款解决方案来确保猪舍内的连续

换气和严格的温度控制。

过去，这类操作依靠的是只能开或关的定速风机。结果，电机启

动后就会以最高转速运行，浪费了大量能源。

解决方案

位于 Bagnolo Mella 的 FR Sistems 开发了一个由 126 台 1.5 kW

的风机组成的系统，由低压交流传动驱动，确保了整个猪舍的恰

当的空气流通。

额定功率为 2.2 kW、防护等级 IP66/67 的 ABB 通用机械传动，

按 5 台或 6 台一组排列，控制同样数量的风机。每一组由一个可

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进行监控，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根据猪

舍的环境条件改变风机转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测量其中温度，

并调节传动的给定速度，防止了传统系统典型的能源浪费。ABB

传动使电机转速保持在适当水平，确保能耗、转速和噪声实现最

佳平衡。

益处

与所更换的系统相比，采用 ABB 传动的最大优势在于能源成本

降低了 60%，大约 15 个月即收回投资。

猪舍环境潮湿多尘，有时里面会用高压温水给猪进行清洗。ABB

通用机械传动的防护等级为 IP66/67，专为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

恶劣条件下运行的应用而设计。

散热片的形状确保水能完全流出，从而可轻松进行彻底清洗。多

语言控制面板为标配功能，置于一个透明塑料窗口的后面，以便

在不打开盖子的情况下使用。此外，ABB 传动易于安装、编程和

调试，并且由于它们没有外部活动件，所以也易于维修。

      案例
   意大利 Bagnolo Mella 的 FR Sistems：养猪场节约 60% 的能源成本



挑战

佛罗里达甘蔗种植商合作社是一家由 54 户糖农联合组成的合作

企业。其贝尔格莱德（Belle Glade）工厂每天碾磨甘蔗 2.4 万吨，

每年平均生产 35 万吨粗糖。在十月到次年四月收获季节期间，

这家工厂一周七天日夜不歇。

该合作社决定更换 Titan 1750 制糖机的传动控制，该制糖机配有

一台 450 hp（335 kW）电机。现有传动已经过时，频繁跳闸，

而且维修费用高昂，导致停机。因为空间不足，所以该合作社希

望配备一个占用空间较小的传动系统，并且能支持原始制造商提

供的现有控制配置。

解决方案

劳德代尔堡 Hummel Industrial Sales 提供了用于转速和转矩控制

的 ABB 再生传动，这是糖加工设备首次安装此类装置。该解决

方案融合了紧凑型传动、再生能力和精确的电机调速。

由于 ABB 与原始制造商提供的现有控制系统相匹配，无需在控

制接口外或 PLC 中使用继电器，因而缩短了安装时间。Hummel 

Industrial Sales 的 Chris Visage 指出：“ABB 再生传动能够为电

机提供动力，并与输入电源精确匹配，从而消除了额外的电压尖

峰或波动。”

“因为产量增加，该合作社将能充分利用现有电机，而不会像之

前的传动那样耗用太多能源。”

益处

该传动根据制糖机负载的确切变化提供精确和快速的电机转速

响应。这使得制糖机循环周期从 44 秒减少到 32 秒，缩短了

20%。直接转矩控制（DTC）在循环结束时支持很快减速，从而

在卸载和重载操作时可以节省宝贵的几秒时间。这样，可节省更

多时间，并且节能效果更显著，这是因为旋转制糖机产生的能源

可被回收，并能通过传动传递给相邻的制糖机，这相当于将电机

变成了发电机。ABB传动占地空间小，所以还可节省40%的空间。

然而以前的设备每年至少发生一次故障，更换部件要花费数千美

元，并给生产线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全新传动则高度可靠。除了

可靠之外，传动还可以重新回收损失的功率。

      案例
   美国甘蔗种植商合作社：制糖机循环时间缩短 20%



 

 

 

根据经拉丝模前后丝料体积流量相等的规律可知：

                             （1）

其中k=1,2,3,…。vk为第k个传动点的线速度，dk为第k个
拉丝模的出线直径，vk＋1为第k＋1个传动点的线速度，

dk＋1为第k＋1个拉丝模的出线直径。

控制策略

我们采用如图3所示的控制方式。车速设定经过总的积分

曲线后给出，各传动点线速度给定采用级联结构（速度

链），以调谐轮位置调节器输出与该点线速度设定值叠加

后的量作为速度链下一级的输入信号，即以本点变频器的

速度指令作为速度链下一级的输入，图中前后级间的速度

关系也变为：

                                             （2）

案例
ACS550变频器确保直线拉丝机快速精确控制

直线拉丝机是一种多模连续拉拔设备，其速度快，总压缩

率高、效率高，但其对车速精度、丝料张力的要求也较

高，这对电气传动控制系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以8联直线调谐式拉丝机为例，其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主

要由1个放线机、8个卷筒和一个收线机组成，丝料经过1#
拉丝模后卷绕在1#卷筒上，再依次经2#至8#拉丝模及卷

筒，最后由收线机将丝料卷绕在工字轮上，在每两个卷筒

之间设有调谐轮,用于调整丝料张力。



其中为调谐轮位置调节器输出值所引起的线速度变化量，

实际系统中一般将其绝对值限定在最高线速度的4%～8%
范围内。

采用如图3所示的控制方式时，当某点张力波动引起该点

速度变化时，这种速度变化能通过速度链传递，使后面各

级速度同步变化，因此后面各级的调谐轮位置及张力受该

点速度波动的影响较小，系统升降速过程中丝料张力运行

平稳。

电气传动控制系统的构成如图4所示，系统主要由人机界

面（HMI）、PLC、现场总线、变频器等构成，是一个基

于现场总线的主从结构的电气传动控制系统，系统中PLC
作为现场总线主站，变频器作为从站。人机界面选用ABB 
CP-400型触摸屏，PLC选用ABB AC500，现场总线采用

PROFIBUS DP，变频器选用ABB ACS550矢量型变频器,变
频器通信选件卡型号：RPBA-01，ACS550具有低频大转

矩特性，同时和上位机之间也具有良好的匹配性，因此，

在直线拉丝机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至8#卷筒变频器及

排线变频器工作于速度方式，收线变频器工作于力矩方

式，并且10台变频器都选择无速度传感器矢量工作方式。

调谐轮位置信号由位移传感器检测，传感器输出0～20mA
电流信号反映出调谐轮摆动的角位移量。位移传感器输出

的电流信号由变频器的模拟口AI1采集后通过PROFIBUS 
DP的过程数据通道直接传送至PLC，PLC通过PROFIBUS 
DP的过程数据通道将实时转速指令传送到1至8#卷筒变频

器，通过过程数据通道将收线力矩指令传送到收线变频器。

本系统中，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均通过PROFIBUS DP传
送，使得系统中信号线的使用大为减少，同时也增强了系

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能。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DP通信程序如图5所示，DP通信采用周期通信方式，选

用PPO(Parameter/Process Data Objects)类型4，PLC通

过PPO周期性地向各台变频器写控制字（CW）、给定值

（REF），读状态字（SW）、实际值（ACT）和过程数据

PZD3、PZD4。波特率采用1.5Mbit/s，1～8＃卷筒变频器

通信相关参数设置为：参数5106＝0104（设置PZD3-IN，

将其用于传送电机电流信号给PLC），参数5108＝0120
（设置PZD4-IN，将其用于传送AI1端子信号给PLC，调谐

轮位移传感器信号接至AI1端子），收线变频器通信相关参

数设置为：参数5107＝3（设置PZD4-OUT，将其用于PLC
向变频器传送力矩指令）。

系统可以实现最高车速（出线速度8米/秒）降到零速的时

间为：正常停车30秒，故障停车（包括断丝、放线断丝、

拉绳急停等）为6秒。PLC根据停车类别来确定给定积分曲

线的下降斜率，实现不同的停车时间。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故障停车的过程中，由于降速斜率大、制动时间短，变

频器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制动力矩，同时会出现变频器

直流母线过压的情况。为避免上述情况出现，可以将各变

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运行，同时增设制动斩波器及制动电

阻，以吸收系统在降速过程中产生的过剩能量、防止变频

器过压。

DP 通信程序 

设定值标度转换 

向 1~8#卷筒及排线变频器 REF

写入速度指令 

从1~8#卷筒及排线变频器ACT

读入实际速度 

从 1~8#卷筒、收线及排线变频

器 PZD3-IN 读入电机电流 

从 1~7#卷筒变频器PZD4-IN读

入调谐轮位置 

读入数据标度转换 

结束 

写各变频器控制字 CW 

读各变频器状态字 SW 

向收线变频器 PZD4-OUT 写力

矩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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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M1产品特点

ACS M1是ABB高性能机械类传动产品，为客户提供了优异

的性能、丰富的功能。传动功率从0.75至160KW，适合于

各类高性能机械设备。 

− 高性能

ACS M1传动产品采用了ABB专利的DTC（直接转矩控

制）电机控   制技术，具有快速的转矩响应、高速度控制

精度，确保控制性   能的优越。

− 驱动同步和感应电动机

ACS M1传动产品不仅可以驱动异步感应电机，同时还可

以驱动 带反馈或无反馈的同步伺服电机、异步伺服电机

及高转矩电机。

− 强大的反馈接口

ACS M1通过多种可选的编码器反馈模块，可以支持TTL
增量型 编码器，ENDAT、Hiperface、SSI接口的绝对值

编码器，以及 旋转变压器等众多类型的编码器。

案例
ACSM1在管式捻股机上的应用

概述

通用钢丝绳捻股机，由放线部分、筒体部分、在筒体内的

摇篮放线装置部分、筒体安全罩、牵引部分、扭转部分、

减速箱、收线部分和电器控制部分等组成。其中筒体部分

由连接主电机的皮带所驱动。

传统捻股机牵引部分的转速是筒体主电机转速通过地轴机

械连接以及减速箱速比变化后的速度，这样就获得牵引转

速和筒体旋转转速间不同的相对转速差，最终实现捻出不

同的捻距钢丝绳。新型捻股机的牵引部分和筒体部分在机

械上已经分离，由牵引电机和筒体电机分别驱动。这样就

省掉了地轴部分，避免了由于机械部件老化磨损引起的机

械故障、精度偏差以及机械维护问题。

现场使用了两台ABB的变频器来控制筒体电机以及牵引电

机。筒体主机用ACS 550或ACS M1驱动，牵引从机用ACS M1
驱动。



− 模块化紧凑设计

ACS M1有三个主要部分－功率单元，控制单元，存储单

元。外部   可选件包括输入电抗器、输入滤波器和制动电

阻等，用于不同   的系统配置。

− 自定义编程

通过专用的DriveSPC编程软件，ACS M1可以实现应用

IEC－ 61131功能块进行传动固件功能扩展，实现不同客户

的功能需求。

− 存储单元，方便维护

独立的存储单元可以存储完整的传动配置与传动参数，更

换功率单    元或控制单元无需参数设置。方便应用程序和

固件程序的保存与升级。

− 安全标准

标配集成了STO安全力矩中断功能，可以用于防误起和与

停车   功能相关的其它安全问题。

控制系统介绍

在捻股机运行过程中，最终客户对设备在低速运行状态下

的控制性能要求很高。低速点动时牵引电机必须紧紧跟随

主机的速度变化，从而保证低速运行时捻距的稳定。由于

此种型号的捻股机捻距大小完全靠主机和从机的速度比来

实现，从本质上来说是要保证主机和从机旋转的相位比保

持不变，所以要保证捻距的稳定，必须保证主机和从机旋

转的相位比恒定。由于普通变频器只能做到速度控制不能

进行相位控制，在高速运行时速度控制误差相对较小，基

本可以做到捻距的稳定。如果在低速点动运行时速度误差

变化很大，就不能保证捻距的稳定了。这时就要用到相位

控制，即在低速点动时也保证了主机和从机的运行相位同

步。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两种控制方案。

筒体主机用ACS M1-04AM，牵引从机用ACS M1-04AM。

控制系统介绍：

主机用一台11KW的ACS M1-04AM，从机用一台5.5KW的

ACS M1－04AM。主机和从机都配备FEN－31 HTL编码器

反馈模块，接收主机电机和从机电机编码器信号作为速度

以及位置反馈。主机和从机都配备FPBA－01 Profibus DP
通讯模块，实现与上位PLC的通讯。主机和从机的起停信

号都由PLC通过通讯给定。主机控制方式采用虚拟主机同

步控制，同步速度给定由PLC通过DP通讯给定。从机的控

制方式采用同步控制，同步位置给定值由主机通过D2D通

讯给定。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筒体主机用ACS550，牵引从机用ACS M1－04AM

控制系统介绍：

主机用一台11KW的ACS 550，从机用一台5.5KW的ACS 
M1－04AM。主机配一块RPBA－01 Profibus DP 通讯模

块，从机配一块FPBA－01 Profibus DP通讯模块，以及一

个FEN－01 TTL 编码器反馈模块。主机和从机的起停等控

制信号都由上位PLC通过通讯给定。主电机和从电机都配

由TTL增量型编码器，并且两个编码器的信号都接到了从

机的编码器反馈模块上面。从机采用ACS M1的用动控制

软件，控制方式选择为同步控制方式。把接到反馈模块上

的主机编码器反馈作为同步给定源，从而保证从机与主机

的速度以及相位的同步。

应用效果

针对以上两种方案，从机都采用了ACS M1的运动控制软

件，从而保证设备在低速点动运行时主机和从机的转动相

位同步，从而保证了捻距的稳定。

通过现场调试，捻股机的实际运行效果非常好，实现了低

速点动运行时主机和从机相位误差在一度以内，测得的捻

距测量值完全在客户规定的误差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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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拉丝机广泛应用于钢丝、制绳丝、预应力钢丝、标准件等

金属制品的生产和预加工处理。拉丝机按其结构分为七种

型式：LT型水箱式拉丝机、LW型滑轮式拉丝机、LS型双

卷筒式拉丝机、LH型活套式拉丝机、LZ型直线式拉丝机、

LD型单次式拉丝机、卧式式拉丝机、倒立式拉丝机。LT型
水箱式拉丝机拉拔丝成品直径范围在0.1-1.2mm之间，工

作特性为滑动式拉丝，多道次拉拔；水箱式拉丝机是通过

控制线上张力，使经过拉丝模具的线材不断由粗到细，最

终得到所需的规格；水箱式拉丝机在拉丝时，将拉拔头置

于水箱中，开启冷却液对模具进行冷却。由于水箱式拉丝

机对车速精度、线上张力要求较高，这对于PLC及传动控

制系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应用
ABB传动控制系统在水箱式拉丝机的应用



工艺概述

水箱式拉丝机是由多个拉拔头组成的小型连续生产设备，

通过逐级拉拔，并将拉拔头置于水箱中，最后将钢丝拉到

所需的规格。就国内几个主要水箱式拉丝机生产商来看，

一般配置了20个左右的拉拔头。通过每一级的拉拔后，钢

丝的线径发生了变化，所以每个拉拔头工作线速度也应有

变化。在整个拉拔过程中，根据拉模配置的不同，各个拉

拔头的拉拔速度也要变化。拉拔速度的基准是每个时刻通

过拉模的钢丝的秒流量体积不变，即要使下式成立

πD ²·v1＝πd ²·v2

式中D —进线钢丝的直径

v1 — 进线钢丝的线速度

d — 出线钢丝的直径

v2 — 出线钢丝的线速度

电气传动控制系统的构成如图二所示，系统主要由PLC、

变频器、人机界面（HMI）组成。PLC选用ABB AC500-eCo，
变频器选用ABB ACS550、ACS510及ACS150变频器，人

机界面选用ABB CP400系列。该系统采用MODBUS总线

技术实现集成控制，保证恒定张力，实现排线自动补偿，

保证钢丝在整个拉拔过程中的连续稳定性，保证钢丝产品

质量，人机界面操作简便，实现自动监测和报警。

水箱拉丝机主控制回路采用可靠性、稳定性高的ABB 
AC500-eCo PLC及人机界面编程控制，拉丝长度通过计

米传感器检测反馈给主控制器。整机具有正常和快速停

车，预置速度和定长，数字加减速，故障报警及张力自动

跟踪等功能。可随时起动和停车，无断丝乱丝现象，具有

结构合理、性能稳定、功能齐全、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等

特点。变频调速控制：拉丝机的传动部分控制，主要是要

保证收线电机能精确地随着主电机的速度变化及收线工字

轮卷径增加，自动及时准确地调整速度，使整机系统保证

恒定张力，从而保证钢丝在整个拉拔过程中的连续稳定

性，达到保证钢丝产品质量的目的。在运行过程中，这两

个电机的运转速度控制精度要高，动态过渡过程要快，抗

干扰能力要强，保证张力稳定。另外由于拉拔出来的钢

丝要均匀缠绕在收线工字轮上，整套系统配备了排线机

构，采用ABB AC500-eCo PLC和变频器控制减速电机的

方式，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在工作过程中实时改变排线速

度，可以保证钢丝均匀地缠绕在收线工字轮上。

变频器的速度控制精度要高，所以变频调速控制选用ABB
公司的ACS510、ACS150系列型变频器，该系列变频

器闭环速度控制方式运行时的转速精度为：当速度小于

1500转/分钟的时候，控制精度小于±1. 5转/分钟；完全

可以达到系统要求。

收线变频器的给定是采用ABB AC500-eCo PLC 两路高速

计数通道反馈双计米信号，通过变频器自身的积分分离

PID调节功能，通过对三个变频器的总线控制，自动跟踪

主机的速度。为避免在加工过程中的一些意外情况发生

时造成对机器和人身安全的影响，整机配备了多种自动

保护措施：如采用ABB AC500-eCo PLC自动采集ABB 变
频器内部相关数据并实时运算，能使机器在保证产品质量

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迅速停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人身

安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排线控制方面，为

了避免经常会出现的排线边缘不齐，压丝及腰鼓形等特定

问题，本系统采取了排线自动补偿系统，根据排线层面的

不平整度，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自动计算卷径并实时进行修

正，保证钢丝在任意时刻及速度下均能均匀卷绕，可靠地

解决了下道工序的合股的麻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ABB 水箱拉丝机控制方案主要配置：

控制策略

水箱式拉丝机的各个拉拔头的工作速度就是基于以上的公

式，保证各个拉拔头同步运行。由于水箱式拉丝机的拉丝

过程完全通过机械轴拉拔完成，并且这些机械轴是在同一

主轴下传动的，因此整个拉伸系统各级之间依靠拉伸轮的

转速差别和线上张力来控制同步协调工作。

系统的实现

系统的硬件结构



系统的软件结构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为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

组合应用，并且产生了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

法，其中采用RS-485通讯方式实施控制的方案得到广泛的

应用：因为它抗干扰能力强、传输速率高、传输距离远且

造价低廉。但是，RS-485的通讯必须解决数据编码、求取

校验和、成帧、发送数据、接收数据的奇偶校验、超时处

理和出错重发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一条简单的变频器操作

指令，有时要编写数十条PLC梯形图指令才能实现，编程工

作量大而且繁琐，令设计者望而生畏。ABB AC500-eCo PLC
控制ABB变频器的方法：无需添加任何硬件或软件，采用

ABB AC500-eCo PLC自带功能块，直接编写6条极其简单

的PLC梯形图指令，即可实现多台变频器参数的读取、写

入、各种运行的监视和控制，这种方法非常简捷便利，极

易掌握，故障查询处理迅速。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实时采集

数据和给定命令，对系统进行精确的控制，主要控制原理

为：首先根据生产产品的材质结构及工艺要求在人机界面

上设定速度值，通过PLC内部运算，将数据写入到主机变

频器中，整机将按照此给定速度值运行，在实际加工过程

中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改数值，来满足加工工艺的需要。

应用说明

ABB AC500-eCo PLC和ABB变频器编程调试的通用性强， 
有相关编程经验的技术人员，仅需1~2天的培训即可掌

握。

ABB ACS510/550系列变频器基于同一硬件设计平台开

发，带有独立风道的散热器，全系列内置进线电抗器与

EMC滤波器，变频器内部电路板均为高防护等级的涂层

板，已经大批量应用在金属制品行业中，并获得了业主和

设备厂的广泛认可。

ABB AC500-eCo PLC 采用“真正”的程序保密方式，可

从根源上完全保护您的知识财富。

强大的仪表功能块库,可自定义功能块和功能。

ABB AC500-eCo PLC 与ABB变频器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更完善的客户培训及调试指导，售后更贴心。



联系我们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北京,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401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小时×365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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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ACSM1在三单元浆纱机上的应用

背景

传统的浆纱机大都是采用单一边轴传动方式，所有的机构

都与边轴连接。这种结构造成设备在速度和精度控制方

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这种传动方式的机械结构比较

复杂，故障率较高，维修维护成本大。近些年来随着变频

器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已经有很多厂家在浆纱机设备

中采用了变频器产品。通过变频器的速度同步以及传递功

能，把各个机构独立控制，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降低

了机械故障率和维护成本。

系统配置

三单元浆纱机主要由烘房传动部分、牵引传动部分、以及

纱线收卷部分组成，每个传动部分都由一台电机作为动力

源。3台ABB的高性能ACSM1驱动器分别驱动3个电机，实

现速度控制以及纱线收卷控制。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解决的问题

卷径计算由驱动器根据给定速度以及电机的实际转速自动

计算完成。随着实际卷径的增大，电机的转速越来越低，

电机的实际输出转矩越来越高，最终保证卷曲的线速度以

及张力恒定。

方案

具体控制方案如下：

好处

ACSM1是ABB高性能机械类传动产品，为客户提供了优异

的性能、丰富的功能。传动功率从0.75至160kW，适合于

各类高性能机械设备。

−  高性能

   ACSM1传动产品采用了ABB专利的DTC（直接转矩控

   制）电机控制技术，具有快速的转矩响应、高速度控制

    精度，确保控制性能的优越。

−   驱动同步和感应电动机

   ACSM1传动产品不仅可以驱动异步感应电机，同时还

   可以驱动带反馈或无反馈的同步伺服电机、异步伺服电  
    机及高转矩电机。

−  强大的反馈接口

   ACSM1通过多种可选的编码器反馈模块，可以支持

    TTL增量型编码器，ENDAT、Hiperface、SSI接口的绝

    对值编码器，以及旋转变压器等众多类型的编码器。

−  模块化紧凑设计

   ACSM1有三个主要部分－功率单元，控制单元，存储

   单元。外部可选件包括输入电抗器、输入滤波器和制动

    电阻等可用于不同的系统配置。

−  自定义编程

   通过专用的DriveSPC编程软件，可以实现应用IEC－

   61131功能块进行传动固件功能扩展，实现不同客户的

    功能需求。

−   存储单元，方便维护

   独立的存储单元可以存储完整的传动配置与传动参数，

   更换功率单元或控制单元无需参数设置。方便应用程序

    和固件程序的保存与升级。

配置ABB高性能ACSM1驱动器的三单元浆纱机已经成功应

用于多家客户。在实际应用中ACSM1驱动器的控制性能表

现出众，速度和转矩控制平稳。即使在高控制张力的纱线

产品生产中，在低度蜗牛运行时速度和转矩控制依然很平

稳。

主速度给定由上位机发送给烘房驱动，烘房驱动再把实际

速度通过D2D通讯（ACSM1驱动器之间交换数据的通讯方

式）发送给牵引驱动器和卷曲驱动器。通过参数可以设定

各个驱动器之间的传动比例。每台驱动器都配备编码器，

用来提高速度控制精度。

卷曲驱动器内置了卷曲控制软件，可以实现开环张力控

制、闭环张力控制、张力速度修正控制、浮动辊速度修正

控制等应用。软件同时集成了卷径计算、惯量补偿、摩擦

力补偿、转矩记忆等功能。

本次应用中的卷曲驱动器采用了张力速度修正控制方式，

卷曲驱动器接收张力设定以及张力反馈信号，内部进行PI
运算处理，把生成的调节值加到速度环设定值上作为实际

速度给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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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ACSM1在碳纤维项目上的应用

背景

纤维主要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一种特种纤维，一种力学性能

优异的新材料，具有一般碳素材料的特性，如耐高温、

耐摩擦、导电、导热及耐腐蚀等。碳纤维是应火箭、宇航

及航空等尖端科学技术的需要而产生的，现在还广泛应用

于体育器械、纺织、化工机械及医学领域。碳纤维的优势

是：高强度（是钢铁的5倍）、出色的耐热性（可以耐受

2000℃以上的高温）、出色的抗热冲击性、低热膨胀系数

（变形量小）、热容量小（节能）、比重小（钢的1/5）以

及优秀的抗腐蚀与辐射性能。

系统配置

碳纤维生产线是由纺丝、氧化、碳化等几个工艺部分组

成，其中大部分电机采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要求各个电

机严格按照一定的速度比例运转。

ACSM1通过Profibus与DCS系统通信，能够简单可靠的执

行控制指令和给定速度，并将变频器的状态实时的传送给

DCS系统。另外，ACSM1的制动单元为标准配置，这样用

户就不用单独给变频器选配制动单元，直接接制动电阻就

可进行能耗制动。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解决的问题

采用ACSM1可以直接驱动同步电机，提供极高的速度精

度。另外ACSM1也可驱动异步电机，由于速度环动态响应

很快，进行速度闭环控制能够保证极高的速度精度进而控

制碳纤维的质量。

方案

ACSM1传动产品不仅可以驱动异步感应电机，同时还可

以驱动带反馈或无反馈的同步伺服电机、异步伺服电机及

高转矩电机。为了保证速度精度，各个电机都带了编码器

作为速度反馈。ACSM1是ABB高性能机械类传动产品，由

于采用了高速的DSP作为CPU，速度环的调节速度可达到

0.1ms，通过调试，碳纤维生产线得到了精准的速度，保

证了生产的质量。该碳纤维生产线采用ACSM1驱动永磁同

步电机以达到高速度同步的要求，ACSM1直接接制动电阻

以便对发电进行能耗制动。

好处

−  高性能

   ACSM1传动产品采用了ABB专利的DTC（直接转矩控

   制）电机控制技术，具有快速的转矩响应、高速度控制

    精度，确保控制性能的优越。

−  驱动同步和感应电动机

   ACSM1传动产品不仅可以驱动异步感应电机，同时还

   可以驱动带反馈或无反馈的同步伺服电机、异步伺服电

    机及高转矩电机。

−  强大的反馈接口

   ACSM1通过多种可选的编码器反馈模块，可以支持

   TTL增量型编码器，ENDAT、Hiperface、SSI接口的绝

    对值编码器，以及旋转变压器等众多类型的编码器。

−  模块化紧凑设计

   ACSM1有三个主要部分－功率单元，控制单元，存储

   单元。外部可选件包括输入电抗器、输入滤波器和制动

    电阻等可用于不同的系统配置。

−  存储单元，方便维护

   独立的存储单元可以存储完整的传动配置与传动参数，

   更换功率单元或控制单元无需参数设置。方便应用程序

    和固件程序的保存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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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低谐波降低吹制薄膜生产成本

ABB工业变频器改善生产过程

2003年，意大利Idealplast S.r.l.公司已在薄膜塑料生产领域运营

25年。该公司年生产约10,000吨低密度聚乙烯塑料薄膜。工厂

已安装了大约十台挤压生产线。

Macchi S.p.A是意大利最大的成套薄膜挤出系统OEM制造商，

已向Idealplast提供了两条新的挤出生产线。 Macchi注重改进并

开发世界薄膜加工商现有的联合挤出技术。

使用ABB工业变频器与电机的生产线的开通，是由Macchi与
ABB服务部门合作实施的。盘柜制造商Gefran在机柜内安装了

变频器。

整套交付系统包括一台单层薄膜挤压生产线以及一台配备三个

螺杆式挤出机的的三层薄膜挤出生产线。

单层薄膜挤出生产线使用10台总功率为300kW的多传动模

块。三层薄膜挤出生产线使用12台总功率为400kW的多传

动模块。在这两条薄膜生产线上，生产能力约为350千克/
小时。两条生产线均是按照机械、电子控制设计的，从而

成倍提高生产能力。所生产的薄膜主要用于不同货物的包

装，比如食品行业的包装。

Idealplast需要实现非常低的谐波水平，以优化所生产出来

的每千克薄膜的计算成本。现有传动装置主要是直流调速

器，也有一些塑料薄膜的收卷设备以及在薄膜上印制的制

造设备。运行螺杆挤出机时，使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流

电机，分别为标准IEC电机以及方框式低惯性电机。交流

变频器有助于满足该一体化生产线的要求。



 

 

 

案例
低谐波降低吹制薄膜生产成本

ABB工业变频器改善生产过程

2003年，意大利Idealplast S.r.l.公司已在薄膜塑料生产领域运营

25年。该公司年生产约10,000吨低密度聚乙烯塑料薄膜。工厂

已安装了大约十台挤压生产线。

Macchi S.p.A是意大利最大的成套薄膜挤出系统OEM制造商，

已向Idealplast提供了两条新的挤出生产线。 Macchi注重改进并

开发世界薄膜加工商现有的联合挤出技术。

使用ABB工业变频器与电机的生产线的开通，是由Macchi与
ABB服务部门合作实施的。盘柜制造商Gefran在机柜内安装了

变频器。

整套交付系统包括一台单层薄膜挤压生产线以及一台配备三个

螺杆式挤出机的的三层薄膜挤出生产线。

单层薄膜挤出生产线使用10台总功率为300kW的多传动模

块。三层薄膜挤出生产线使用12台总功率为400kW的多传

动模块。在这两条薄膜生产线上，生产能力约为350千克/
小时。两条生产线均是按照机械、电子控制设计的，从而

成倍提高生产能力。所生产的薄膜主要用于不同货物的包

装，比如食品行业的包装。

Idealplast需要实现非常低的谐波水平，以优化所生产出来

的每千克薄膜的计算成本。现有传动装置主要是直流调速

器，也有一些塑料薄膜的收卷设备以及在薄膜上印制的制

造设备。运行螺杆挤出机时，使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流

电机，分别为标准IEC电机以及方框式低惯性电机。交流

变频器有助于满足该一体化生产线的要求。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也需要满足电网提供商规定的总谐波畸变（THD）指标。

所以，进行变频器指标确定时，使用了一个公共直流总线

以及IGBT再生型供电设备的解决方案，以便达到所需的低

谐波水平。

在正常生产时，对电网的电流谐波畸变(THDI)小于5%，

所以ABB工业变频器让客户节省能源。该因素以及定制化

解决方案的可靠性，一起带来了薄膜制造上面的节省。

比如，在挤压机生产线上,生产1千克薄膜所需的功率为

0.5kW,而现在只需0.25kW。 ABB销售部经理Enrico Sasso
说：“自从Idealplast在新的生产线上开始生产以来，多传

动模块已被证明非常可靠。我们成功地帮助客户改进其生

产过程并降低生产成本”。谐波分量的降低也使得电子设

备的干扰与故障最小化。不再需要用以改善功率因数的电

容器组。

已解决的问题

− 需要优化薄膜生产的成本

− 必须满足电网提供商对THD指标的要求

 
解决方案

− 进行变频器指标确定时，使用了一个公共直流总线以及

   IGBT 再生型供电设备的解决方案，以便达到所需的低谐

好处

− 改进并提升了薄膜制造能力，且降低了成本

− 谐波低，功率因数更好

− 电子设备的干扰与故障更少

− 不再需要用以改进功率因子的电容器组

− 不中断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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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ABB 传动在轻工行业打包解决方案

概述

随着国内 PLC 与传动产品打包业务越来越重要，打包市场份额

逐渐提高，打包市场日益成为各厂商追逐的战略重点，ABB 针对

轻工行业市场推出了成熟的解决方案 , 为客户提供电气传动、控

制系统与高效电机的整体打包解决方案，同时为客户提供强有力

的技术支持和细致周到的服务。



ABB 轻工行业主要细分市场

全系列的传动产品、控制产品、高效电机产品

传动产品包括：

微型传动产品系列包括：ACS55、ACS150、ACS310、   

                                       ACS355；

机械传动产品系列包括：ACSM1、ACS850-04、运动控制产品；

标准传动产品包括：ACS510、ACS550、ACS580；

高压传动产品包括：ACS1000， ACS2000，ACS580MV，    

                                ACS5000，ACS6000；

伺服产品包括：运动控制器 NextMove 系列、伺服驱动器  

                          MicroFlex 系列和伺服电机等。

可编程控制器及自动化产品：

ABB 提供全范围可升级的 PLC 产品、功能强大的 HMI 控制面板   

以及高可靠性解决方案。

AC5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AC500、AC500-eCo、AC500-S 和 AC500-XC 可编程控制器系

列 为小型、中型和高端应用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ABB 可

提供的 AC500 PLC 平台，为高可用性、极端环境或安全解决方

案而设计。AC500 可编程控制器平台支持软硬件互通和兼容

性，包括紧凑型可编程控制器、高端和安全可编程控制器产品。

AC500-eCo 这款紧凑型可编程控制器满足小型 PLC 市场的成本

效益需求，为用户的现代控制系统提供灵活而经济的配置，是较

小型应用的理想选择，同时完全能够跨平台与核心 AC500 系列

兼容。CPU 集成以太网。

人机界面产品：

ABB CP600 和 CP400 人机界面控制面板系列具有广泛的特性和

功能，可实现最大可操作性。这些人机界面产品具有高稳定性和

易用性，轻触之下即能获取工厂和机器的所有相关信息。

CP600 系列包含最大 15" 屏幕，带有 Panel Builder 600 编程软

件或 web 版本。

DigiVis 500：

DigiVis 500 软件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监控应用解决方案。它提供安  

全稳定运行环境所必须的所有功能，它的可靠性和双显模式功能

将简化监控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

编程软件 Automation Builder：

ABB 的 Automation Builder 是为机械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提供了

一个高性价比的集成的软件编程平台。Automation Builder 软件

编程套件包括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 Control Builder Plus。

电机：

ABB 电机分低压电机与高压电机两类。相比较而言，低压电机更

适合于轻工行业的整体打包解决方案。

低压电机目前的主要产品型号包括：M3BP、M2BA、M2BAX 等

系列。



打包解决方案应用举例 - 暖通空调系统的能源管控解决方案

控制对象

暖通空调系统，涉及的受控设备种类繁多，控制点数量大，分布

分散，模拟量数据采集控制需求大，这对控制系统的硬件设施提

出了较高要求。

该系统所涉及的控制对象包括：

• 冷却塔、冷却水、制冷机组、冷冻水、换热机组、板式换热器、 

   变频器、电动控制阀门；

• 端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流量计、能量计、

   电表等。

ABB 的方案

该区域能源中心集中控制系统采用的设备包括：PLC 控制器、触

摸屏、ABB 变频器 、通讯网关。

实现功能

1. 以 ABB AC500 PLC 为核心的自动控制、节能控制、能源管理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完善的客户培训及调试指导；

2. ABB 变频调速运行稳定，实现节能；

3. 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对设备的相互联锁联动远程自动控制；

4. 节能优化系统通过对能源数据及设备性能数据的综合分析、优化 

    系统运行策略，实现高效节能控制；

5. 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温度、压力、冷量、热量、电量的统计分析、 

    报表。

细致周到的技术支持

ABB 传动公司遍布全国的销售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和应用工程

师为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细致周到的服务，包括应用指南、

产品选型、技术培训及编程调试等等。

高效快速，覆盖全球的售后服务

ABB 传动公司训练有素的售后服务队伍为轻工行业客户提供相应快

速的维修换货服务和高效正确的现场故障处理。同时，通过国际售

后服务体系，销售到世界各地的 ABB 产品都能得到当地 ABB 专业

工程师的服务。

网络拓扑图

图 4： 网络拓扑图

ABB 轻工行业主要细分市场

全系列的传动产品、控制产品、高效电机产品

传动产品包括：

微型传动产品系列包括：ACS55、ACS150、ACS310、   

                                       ACS355；

机械传动产品系列包括：ACSM1、ACS850-04、运动控制产品；

标准传动产品包括：ACS510、ACS550、ACS580；

高压传动产品包括：ACS1000， ACS2000，ACS580MV，    

                                ACS5000，ACS6000；

伺服产品包括：运动控制器 NextMove 系列、伺服驱动器  

                          MicroFlex 系列和伺服电机等。

可编程控制器及自动化产品：

ABB 提供全范围可升级的 PLC 产品、功能强大的 HMI 控制面板   

以及高可靠性解决方案。

AC500 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AC500、AC500-eCo、AC500-S 和 AC500-XC 可编程控制器系

列 为小型、中型和高端应用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ABB 可

提供的 AC500 PLC 平台，为高可用性、极端环境或安全解决方

案而设计。AC500 可编程控制器平台支持软硬件互通和兼容

性，包括紧凑型可编程控制器、高端和安全可编程控制器产品。

AC500-eCo 这款紧凑型可编程控制器满足小型 PLC 市场的成本

效益需求，为用户的现代控制系统提供灵活而经济的配置，是较

小型应用的理想选择，同时完全能够跨平台与核心 AC500 系列

兼容。CPU 集成以太网。

人机界面产品：

ABB CP600 和 CP400 人机界面控制面板系列具有广泛的特性和

功能，可实现最大可操作性。这些人机界面产品具有高稳定性和

易用性，轻触之下即能获取工厂和机器的所有相关信息。

CP600 系列包含最大 15" 屏幕，带有 Panel Builder 600 编程软

件或 web 版本。

DigiVis 500：

DigiVis 500 软件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监控应用解决方案。它提供安  

全稳定运行环境所必须的所有功能，它的可靠性和双显模式功能

将简化监控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干扰。

编程软件 Automation Builder：

ABB 的 Automation Builder 是为机械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提供了

一个高性价比的集成的软件编程平台。Automation Builder 软件

编程套件包括可编程控制器编程软件 Control Builder Plus。

电机：

ABB 电机分低压电机与高压电机两类。相比较而言，低压电机更

适合于轻工行业的整体打包解决方案。

低压电机目前的主要产品型号包括：M3BP、M2BA、M2BAX 等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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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交流变频器在Breckenridge以及Sugarbush上山吊椅中的应用

在上山吊椅上使用再生型交流变频器以及电机，优化能源
使用技术

“我们想采用最好的可用技术 ,”Sugarbush公司计划

经理Jason Lisai说。ABB的工业变频器用于科罗拉多州

Breckenridge以及佛蒙特州Sugarbush滑雪胜地的上山吊

椅。Breckenridge吊椅缆线长2200米，吊椅为可拆卸的

六人坐席；Sugarbush顶部供电吊椅运行至1900米，上升

460米。吊椅是由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Grand Junction的上

山吊椅造商美洲Leitner-Poma有限公司制造的。

显著降低功耗以及用于大型、大功率吊椅的免维护电机运

行的承诺使得滑雪场安装670kW以及520kW再生型交流变

频器以及交流电机。这些是美国最长的交流电吊椅，均采

用了ABB工业变频器。两个设施标志着用于吊椅的变频器

系统控制的重大转变：从直流到交流，这也是许多工业机

器制造商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看到的一种趋势。交流变频

器技术可以忍受电源波动。

充分利用电机在负载下降以及制动期间产 生的能量。电机

是按照100%的吊椅上坡容量选定的，与其它变频器技术

相比，谐波显著降低。因为电力公司实施了更加严厉的谐

波标准，降低谐波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使用再生型交流变

频器，总谐波失真小于5%。

吊椅制造商Leitner-Poma公司称，大量的附加特性作为标

准配置现已嵌入交流电机/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这为吊椅

运行商带来了显著的维护及运行好处。这些特点包括无刷

电机，不需要进行任何碳刷更换或定期维护，不需要拆除

电机并除去碳垢。交流电机也是由外部冷却的，这意味着

没有直流电机中存在的空气滤网成本。外部冷却也保持空

气中的污染物远离电机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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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调速器达不到交流变频器的功率因数，该指标衡量无

功电能。在Sugarbush及Breckenridge，变频器将功率因

数调节到几乎为1，而不管速度、负载或交流电网条件如

何。交流变频器让电压与电流处于几乎完美的正弦波状

态，这就消除了对大型、昂贵的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器组的

需要。事实上，电力公司经常惩罚功率因数较低的用户。

直流调速器运行时的功率因数较低，尤其当负载很轻、刚

刚启动或低速运行时更是如此。再生型交流变频器的功率

因数接近1.0，几乎不受速度的影响；而直流调速器的功率

因数永远低于1，且受速度的影响很大。

交流变频器可以使用标准类型的变压器。这些变压器体积

更小一些，且不需要进行k因子矫正。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BT）是交流技术中的一次飞跃，它带来了极具竞争力

的驱动技术与设备，有效地利用再生能源，降低了成本。

对于Sugarbush而言，具有再生能力的下坡负载是一个重

要因素。单是Sugarbush顶部变频器吊椅配置更低的功率

要求，每年就可节省超过46,000度电。该吊椅工作效率预

计可达约95%，而直流系统预计只有91%。该差别每个季

节应带来约25,000度电的节省。

除了交流变频器/电机组合功率降低外，交流电机基本上免

维护。“交流变频器是环境友好的方法，你可以做到这一

点,” Leitner-Poma公司助理销售经理Tom Clink补充说。

问题

滑雪胜地希望使用有效且经济的技术。传统上，在上山吊

椅应用中一直使用直流调速器。不过，这些直流装置对电

网产生了很高的谐波，且公用部门电网的电源波动时有发

生。直流装置需要考虑到功率因数，尤其是在负载较轻、

刚刚启动或者低速运行时更加重要。

解决方案

再生型ABB工业变频器不受停电影响，变频器产生的谐波

得到显著降低。交流变频器也让电压与电流处于正弦状

态。如果考虑到降低运行及维护成本，交流变频器就更胜

一筹。交流变频器与电机的组合可能是最佳解决方案，因

为其意味着更低的维护量以及能耗的降低。在欧洲，ABB
具有丰富的交流变频器上山吊椅应用经验。未来，交流技

术将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大型电机。

优点

− 降低功耗；提高效率。

− 利用再生能源。

− 谐波水平低。

− 电压泵升。吊椅可以满功率运行，甚至在来自电网的电  
    压下降   情况下，运行也不中断。

− 对于电源波动具有很高的耐受性。

− 免维护，无刷交流电机。

− 更加清洁的交流电机 （防污染密封）。电机采用外部冷

    却，无需   空气滤网。

− 无需功率因数补偿电容器组，功率因数高。

− 环境友好。

北京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 401 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 小时×365 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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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ABB变频器水泵功能应用指南

ABB变频器是智能型的

在水泵控制上的优点和特点
节能
− ABB变频器的效率高达98%
− 休眠和唤醒模式
− 泵的优化控制
− 内置节能参数组
− 内置负载分析器

节省时间
− 调试方面
− 泵应用宏的使用缩短调试时间
− 助手型控制盘使启动快速，配置容易

绿色环保
− 电抗器内置
− EMC标配内置

节省成本
− 内置多个PID和修正PID功能
− 无需流量计，就可以计算出流量
− 强大的内部逻辑可以节省外部PLC
− 同步单元RSYC—01可以降低电网冲击，减小开关的容量
− IPC（智能泵控制）软件

水泵专用应用宏

应用宏的选择将使变频器的应用更加简单，调试更加方便。
ABB低压交流传动，用于水泵控制的应用宏主要有PID应用
宏、PFC应用宏和SPFC应用宏。只要用户设置好所需要的应用
宏，相关的参数就自动设置完成。并且全部逻辑都来自于变频
器内部，无需再使用外部PLC控制器。

PID应用宏
PID应用宏，适用于一台变频器拖动一台水泵的应用，做恒
压，恒流量，恒温等控制。

PFC应用宏
PFC应用宏，通常用于一台变频器拖动多台水泵的情形。分两
种情形：无定时切换PFC和有定时切换PFC。一台变频器拖动
水泵的数量如下：

■ 无定时切换，无继电器扩展选件OREL—01：最多4台
■ 无定时切换，有继电器扩展选件OREL—01：最多7台
■ 有定时切换，无继电器扩展选件OREL—01：最多3台
■ 有定时切换，有继电器扩展选件OREL—01：最多6台

SPFC控制
SPFC，也称为带循环软启功能的PFC，该功能使得变频器能作
为一台软启动器加变频器联合工作。
一台变频器拖动水泵的数量如下：

■ 无继电器扩展选件OREL—01：最多3台
■ 有继电器扩展选件OREL—01：最多6台

PFC和SPFC水泵功能控制原理

PFC控制原理
作为传统的PFC方案，是指一台水泵拖动多台水泵的应用。当
变频泵固定时，一台变频器在标准配置下最多可以拖动4台水
泵，通过外部继电器扩展后，最多可拖动7台水泵，而无需外
加的PLC就可以实现。

（1）当变频泵固定时：
其原理图（一拖三）如图（1）所示。其控制原理如下：
■ 变频泵固定，通过调节电机转速控制泵的输出能力
■ 其它泵的电机通过接触器连到电网上，泵的启动、停止由变频
器控制

（2）变频泵定时切换时：
自动切换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在多泵系统中，电机和水泵运行时间
均衡，主电路原理如图（2）所示。每次自动切换时：
■ 不同电机轮流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作为调速电机。
■ 其它电机顺序起动。

图（1）一台变频拖多台水泵的控制

图（2） 图（3）

A=自动
V=手动



©
C

op
yr

ig
ht

 2
01

2 
A

B
B
。
版
权
所
有
，
技
术
规
格
如
有
变
更
，
恕
不
另
行
通
知
。

SPFC控制原理
SPFC宏的主回路原理图和PFC原理图是一致的，但是二者的工
作逻辑有所不同，控制接线图如图（3）所示。循环软启动PFC
使得变频器能作为软启动加变频器联合工作。循环软启动功能
描述如下：
   
■ 当电机1频率到达电网工频时，电机脱离传动单元，经过一段
时间延迟后，直接接入电网运行。
■ 电机2连接到传动单元。2号电机根据PID的给定值和实际值的
运算结果逐步增加频率，直到满足泵的实际工况。
■ 电机3…6使用同样的步骤进行启动。
■ 停止电机的逻辑与标准PFC控制。

定时器功能

助手控制盘ACS-CP-D如图（4）所示，配置了适时时钟，可以
记录故障的时间和日期，而且可以用来定时控制，定时器功能
如下：

■ 4个定时器
■ 每日按时起停
■ 每周按时起停
■ 无需DI口起停
■ 必须有助手控制盘和电池

睡眠功能
− 避免泵的频繁启动/停止，特别是液位控制时更加节能
− 通过外部测量 (如输出流量的测量) 激活睡眠功能
− 睡眠提升用于提高液位和延长睡眠时间

预加压功能
预加压功能可以在闭环控制前，在管道内预充满水，使泵启动
更加平滑，避免过压峰值的出现 ，大大减少超调，水锤效应等
现象。

同步单元RSYC-01的应用

同步单元RSYC-01的作用在于它能帮助电机从变频供电无冲击
地投切到工频电源上，工作原理图如图（5）所示。当变频器
加速电机到额定转速时，同步单元发出指令，切换电机供电电
源到电网上，同步电源利用修正单元调整变频器的频率给定。
当同步条件满足时，同步单元发出信号到继电器逻辑上，通过
接触器/断路器的切换来改变电机的供电电源。

在下列情况下，该功能非常有效
■ 弱电网情况下，直起电机不太可能
■ 在高转矩下控制启动
■ 电机功率非常大时，降低冲击电流，从而降低相关开关器件的
容量
■ 通过PLC切换，可以实现多泵的轻松切换
■ 同标准软启动相比较，可以降低启动电流，更加精确的控制。

PLC实现智能泵控制

将PID功能集成在PLC（根据需要可选择AC500,或AC500-eco）
内，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加速/减速等指令都通过PLC来下达。
PLC和变频器之间通过现场总线连接起来。跟传统PFC功能不
同的地方还在于，这种控制方式要求每台水泵都有一台变频器
拖动，这种控制方式的特点主要有：

■ 比传统的PFC控制，能节约电能大约10-20%；
■ 多泵控制使得启动停止更平滑，消除水锤效应，降低对机械和
电网的冲击
■ 可实现多泵的主从和同步控制
■ 实现定时切换功能

适用于泵类的变频器简介

■ ACS310系列，功率范围从0.37 kW 至22 kW 。
■ ACS510系列，功率范围从1.1kW至160kW。
■ ACS550系列，功率范围从0.75kW至160kW。
■ ACS800-04P系列功率范围从90kW到560kW。

图（5）同步单元原理图

图（4）助手控制盘

图（6）PLC实现智能泵控制原理图

具体型号请参考ABB传动相应的选型手册

M

ACS800
RSYC-01
同步单元

继电器逻辑



ACS355 IP66 是一款防护等级为 IP66 的机械传动产品，它专门为

暴露于灰尘、潮湿和清洗化学品的应用而设计，比如搅拌器、水泵、

风机和传送带。通过该传动受益的典型行业包括食品和饮料、纺织、

陶瓷、纸浆造纸、水处理、印刷以及橡胶和塑料等等。

该系列传动包括功率范围为 0.37 kW 至 4 kW，电压为三相 230 V

的传动，以及功率范围为 0.37 kW 至 7.5 kW，电压为三相 400 V

的传动。该系列传动通过了美国全国卫生基金会（NSF）认证，可

选防护等级 IP66/67/69K 和 UL 类型 4X 外壳。

卫生防护

该款传动的卫生设计和材料使用符合现行卫生标准，防止细菌附着

并能够承受经常清洗。

为潮湿环境和灰尘集中区域专门设计的其他特性包括封装在保护膜

中的辅助控制面板。此外，该传动利用自然对流进行制冷，无需外

部制冷风机。

该产品的压铸铝质底座漆为白色，并有玻璃纤维增强聚碳酸酯防护

罩。防护罩表面光滑、倾斜，确保排水性能。同时，防护罩搭配了

模塑衬垫，准确贴合机械加工槽，从而防止积尘。这款壁挂式传动

可安装于靠近工艺过程和操作员的位置。

其散热器的散热片为自上而下完全开放式设计，可轻松清洗并确保

污垢不会附着于表面。

维护支持

该传动配备了可选维护开关，确保快速关机和安全。如果传动或电

机需要维护，可将它们与电网隔离，确保能够安全维护传动和电机。

为实现快速安装、参数设置和调试，该款传动基于 ABB 现有机械

传动系列，因而该款传动可使用成熟的软件功能和硬件连接。

      产品
   适用于严苛环境的 ABB 机械传动 ACS355 I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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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

该传动配置了智能用户界面并支持多种语言，其他优势特色包括

安全力矩中断功能（SIL3），可用作紧急停止或防止意外启动。

永磁电机控制模式提供准确的电机控制，无需速度反馈传感器。

此外，序列编程可以在几分钟内创建简单的传动控制逻辑。安全

阀（可选功能）在气温变化期间防止水分进入传动。 

现成的传动高度保护套件

解决方案时无需特殊外壳，因而能够降低工程设计成本。此外，

该传动也无需配置诸如制冷风机、空气过滤器和电缆密封套之类

的其他组件，从而节省接线、安装、测试和其他文件成本。

ACS355 IP66 传动节省空间，降低维护、工程设计、材料成本并

缩短设置和调试时间。

选择 ACS355 IP66 的理由

   自然对流制冷

不锈钢外加螺丝
配有保护膜的辅助控制面板

轻松安装

输入功率开关（可选功能）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 北京, 100015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401楼

电话：+86 10 58217788

传真：+86 10 58217618

24小时×365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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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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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401楼 100015
电话：+86 58217788
传真：+86 58217618
24小时×365天技术热线：+86 400 810 8885
网址：www.abb.com.cn

上海办事处

中国 上海市 200001
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广场（办公楼）7层
电话：+86 21 2328 8888
传真：+86 21 2328 8899

广州办事处

中国 广州市 510623
珠江新城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22层
电话：+86 20 3785 0688
传真：+86 20 3785 0609

西安办事处

中国 西安市 710075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景路中段158号3层
电话：+86 29 8575 8288
传真：+86 29 8575 8299

成都办事处

中国 成都市 610041
人民南路四段三号来福士广场T1-8楼 
电话：+86 28 8526 8800
传真：+86 28 8526 8900

沈阳办事处

中国 沈阳市 110001
和平区南京北街206号假日城市广场2座16层
电话：+86 24 3132 6688
传真：+86 24 3132 6699

武汉办事处

中国 武汉市 430060
武昌区临江大道96号武汉万达中心21楼 
电话：+86 27 8839 5888  
传真：+86 27 8839 5999

新疆办事处

中国 乌鲁木齐市 830002
中山路339号中泉广场国家开发银行大厦6B
电话：+86 991 283 4455
传真：+86 991 281 8240

重庆办事处

中国 重庆市 400021
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2 号海王星科技大厦 A 区 6 楼

电话：+86 023 6788 5732
传真：+86 023 6280 5369

福建办事处

中国 福州市 350028
仓山万达广场 A1 座 706-709 室

电话：+86 591 8785 8224
传真：+86 591 8781 4889

深圳办事处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518031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1504A
电话：+86 755 8831 3038
传真：+86 755 8831 3033 /8831 3035

杭州办事处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7
曙光路 122 号世界贸易中心写字楼 A 座 12 楼

电话：+86 571 8763 3967
传真：+86 571 8790 1151

哈尔滨办事处

中国 哈尔滨市 150090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99-9 号辰能大厦 14 层

电话：+86 451 5556 2291
传真：+86 451 5556 2295

郑州办事处

中国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7
中原中路 220 号裕达国际贸易中心 A 座 1006 室

电话：+86 371 6771 3588

甘肃办事处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 87 号中广大厦 23 楼

电话：+86 931 818 6466

厦门办事处

中国 福建省厦门市 361013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31 号 12B( 中信广场 B 座 12B)
电话：+86 592 630 3058

昆明办事处

中国 云南省昆明市 650032
昆明市崇仁街 1 号东方首座 2404 室

电话 : +86 871 6315 8188

全国各地区销售代表处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