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机驱动系统

政策指南
第2部分：关于统一泵、风机和压缩机

标准和法规的建议

2018年2月

电机系统附录

（EMSA）



本报告由4E执委会委托撰写。

作者

Maarten van Werkhoven（EMSA运营主任）

Rita Werle（EMSA协调人）

Conrad U. Brunner（EMSA国际标准工作牵头人） 

免责声明

作者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本报告所用数据准确且可

靠，但作者和国际能源署4E项目均不对本报告数据的准

确性作出保证，亦不对基于本报告内容采取的任何行动

或作出的任何决定承担任何责任。

版本说明

第1版，瑞士苏黎世、荷兰阿登豪特

2018年2月

版权：国际能源署4E电机系统附录 

英文平面设计：Faktor Journalisten AG, Christine 

Sidler

中文平面设计：徐燕南

字体：Akkurat

本报告可从www.motorsystems.org下载

非卖品

© 2018 4E EMSA

鸣谢

作者向4E的所有成员，特别是以下专家对本报告作

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澳大利亚：Mark Ellis（4E项目运营主任，Mark Ellis 

& Associates）

中国：孙晓明（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朱晓农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周岭（江苏大学国家水泵

及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胡波（瑞能技术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 

丹麦：Sandie B. Nielsen（丹麦技术研究所）

德国：Markus Teepe（威乐公司）

荷兰：Martijn van Elburg（VHK）、Hans-Paul 

Siderius（荷兰企业局，4E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瑞士：Roland Brüniger（瑞士联邦能源部，4E 

EMSA国家代表） 

英国：Geoff Lockwood（ebm-papst）

美国：Pete Gaydon（美国水利协会）、Michael 

Ivanovich和Mark Stevens（空气流动和控制协会）



电机系统附录

（EMSA）

3电机驱动装置的政策指南 —— 第2部分

电机系统广泛应用在工业厂房、基础设施和建筑

中，用于驱动泵、风机、压缩机和其他设备，其用电

量占据45%的全球用电总量。通过应用新技术或者现

有技术，可将电机系统能效需求减少20%至30%。实

现节能的知识和技术是存在的，但是并未能得到广泛

应用。

4E电机系统附录（4E EMSA）旨在向全球传播最

佳实践信息，提高电机系统能效。不仅如此，它还在

国际范围内推动制定统一的测试标准和政策，以提高

新旧电机系统的能效。

2008年至2016年期间，EMSA主要开展的活动有：

 ] 参与推进国际统一和全球通用的电机系统技术标

准。EMSA参与了IEC相关标准委员会，并贡献了

独立的研究结果。

 ] 建立了全球测试实验室网络。

 ] 为SEAD全球超高效电机能效评比竞赛作出了贡献。

 ] 助力传播IEC电工产品及元件测试和认证体系（IE-

CEE）全球电机能效项目的信息。

 ] 将全球电机系统网络成员扩展至来自85多个国家的

近5，500人，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标准制

定者、研究人员、电机系统能效专家、公用事业企

业、工业终端用户以及制造商代表。成员可收到英

文、中文、日文、西班牙文或德文版本的《EMSA

通讯》，其中刊有相关国家和地区政策举措以及

EMSA活动的最新信息。

 ] 为工程师开发了电机系统工具。电机系统工具有助

于优化整个电机系统的能源效率。

4E电机系统附录

电机系统附录

（EMSA）

发布了下列电机系统相关报告：

 ] 《EMSA电机最低能效标准指南（2009年）》

 ] 《EMSA电机政策指南-第1部分（2011年）》

 ] 《EMSA电机系统政策指南-第2部分（2014年）》

 ] 《4E电机和电机系统能效路线图（2015年）》

 ] 《4E EMSA电机驱动系统政策指南-第1部分

（2016年）》

有关4E项目的更多详情，请查阅： 

www.iea-4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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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先进指标：一项可用于各项标准和规范的指标，评

价全电机驱动系统，区分恒定和可变负载，且尽可能以

技术中立的方式表达能效水平。先进的最低能效标准应

用了这样的指标。

统一（或国际统一）：制定全球适用的技术（IEC/

ISO）标准，涵盖电机驱动系统的产品定义、测试方

法、能效指标、能效等级和信息要求，可作为国家最低

能效标准和法规中引用的依据。

生态设计：《欧洲生态设计指令》提供了一个政策

流程，需要遵循该流程对欧盟市场上的产品设置强制性

的环境相关特性（如能源效率）要求。

效率：电机（或电机驱动系统）的效率是机械输出

与电力输入的比值。该指标代表了电机在规定的运行条

件下，将电能转换为输出轴上机械能的转换效率。

能源性能：一个产品在特定条件下消耗能量或功率

方面的特性。

扩展产品方法：欧盟于2012年在修订第547/2012

号欧洲水泵生态设计法规期间提出“扩展产品”一词。

由于生态设计框架法规只允许为单一产品制定最低能

效标准，Europump（欧洲泵制造商协会）提出了“扩

展产品”一词，确认泵至少由两个部件（例如电机和

泵）组成。这种组合（电机和泵）产品可以采用一种

测试方法和一种能效要求。更新的欧洲电工标准化委

员会（CENELEC）标准（EN 50598-2：2013 和 EN 

50598-1：2014）随后将电机驱动系统称为“扩展产

品”，并定义了“扩展产品方法”。“扩展产品方法”

将不同部件的单个损耗相叠加，计算系统的总损耗，从

而定义系统效率。

附注：欧洲定义的“扩展产品”优先考虑驱动设备

（电机）而不是拖动设备（泵），且不包括机械设备。

电机系统附录更偏向使用“电机驱动系统”一词。

机座：IEC或NEMA制定的电机安装和轴规格的标

准，便于比较和互换。

IE代码：IEC 60034-30-1 2014标准的能效等级，

例如IE1、IE2、IE3、IE4（定速运行）以及基于IEC 

60034-30-2 2016（变速运行）的电机能效等级。

国际标准：由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制定的全球公认的技术标准。国际标准通常由

IEC/ISO的相关技术委员会及其工作组成员（主要包括相

关产品的制造商等行业代表）通过多年达成共识制定。

等熵效率：等熵功率与整机组输入功率的比值。与

理想的等熵过程相比，等熵效率有助于更方便地确定

压缩机的损耗。等熵效率越高，损耗越低。等熵效率

不受排气压力水平差异的影响，而且由于不需要换算

单位（英制换算为国际单位制等），因此不会造成歧

义和误解。

负载：电机驱动拖动设备所需的功率。表示为：特

定电机速度（每分钟转数，rpm）下的功率（kW）或扭

矩（牛米，Nm）。

电机：将电能转换为旋转机械能的机器。

最低能效标准：最低能效标准是指相关国家标准法

规针对国内产品或系统规定的强制性最低能效要求。

通过设立不同能效等级（对每一等级设定最低能效要

求），以随时间推移逐步提高最低能效等级。

电机驱动系统：电机驱动系统将电能转换为机械

能，驱动机器运动或使物质（气体/流体/固体）流动；电

机驱动系统由以下组件组成：变频器（如有）、电机、

机械设备（齿轮、皮带、离合器、必要的制动器）以及

拖动设备（泵、风机、压缩机、输送装置或其他）。

电机系统：电机系统的范围比电机驱动系统更广，

包括前端（例如供电网、电源、变压器、功率因数控

制装置、不间断电源）与使用端（例如导管、管道、

节流阀、换热器）之间的多种元件及其特定的工艺运

行条件。

功率：功率是做功的度量。它是单位时间内消耗

的能量。在国际单位制中，功率的单位是焦耳每秒

（J/s），也称为瓦特（W）。

法规：法规是国家对产品性能和/或声明要求的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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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系列法律规定。

同步转速：同步电机中由电网频率和极数决定的

转速。

技术标准：技术产品或系统的既定规范或要求。它

通常是确立统一的工程或技术标准、方法、流程和实践

的正式文件，例如关于电机和电机驱动系统的定义、测

试、能效测定以及/或分级。

测试：根据规定的方法，确定给定产品的一个或多

个特性的实验室程序。

传动：通过齿轮或皮带等装置，以恒定功率传递和/

或调节速度和转矩。

变频器（VFD）：将线路供电频率（50Hz或60Hz）

转换成应用负载所需的合适电机转速，也称为变速装置

或频率转换器。

缩略词

4E. . 国际能源署高效终端用能设备技术

  合作项目

AMCA  空气流动和控制协会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BEP  最佳能效点

CAGI  压缩空气和气体研究所

CEN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PS  当前政策情景

DOE  美国能源部

EEMODS 电机驱动系统能效

EMSA  电机系统附录

EU  欧盟

EPA  扩展产品方法

FEI  风机电气系数

FEP  风机电功率

FMEG  风机电机能效等级

IEA  国际能源署

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EE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MDU  电机驱动系统

MEPS  最低能效标准

NEMA  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PS  新政策情景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

PEI  泵能效指数

TBT  技术性贸易壁垒

USA  美国

VFD  变频器

WEO  世界能源展望

WTO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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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指南为泵、风机和压缩机电机驱动系统技术

标准和最低能效标准的国际统一提出了政策选项。研究

结果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于2016年10月发布，对这些

产品的现有标准和法规进行了汇总。本报告第2部分就

标准和法规的推进及其国际统一提供了建议。

电机驱动系统、能源需求和市场

电机驱动系统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驱动机器运动

或使物质（气体/流体/固体）流动；电机驱动系统由以

下组件组成：变频器、电机、传动装置（齿轮、皮带、

离合器、制动器）以及拖动设备（泵、风机、压缩机、

输送装置），如图1所示。

所有电机系统的年用电量约为107 000亿千瓦时，占全

球总用电量的53%，几乎与中国、欧盟（28个国家）和美国

的总用电量相当。其中约70%用于泵、风机和压缩机，这也

是本次研究的重点[1]。

国际能源署《2016年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到2040

年，电机系统的用电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在实施协调后

的高效电机系统政策和最低能效标准后，预计到2040

年，节能量可达14 000亿千瓦时/年至31 000亿千瓦

时/年。本报告重点关注了中国、欧盟和美国这三大经济

区，这些地区的电机系统用电量合计约占全球电机系统

总用电量（2015年为107 000亿千瓦时/年）的58%[4]。

根据IHS Markit的最新市场分析，2015年全球电

机驱动系统产品市场总额达976亿美元。这三个地区

约占世界泵、风机和压缩机市场的三分之二，达到了

660亿美元[8]。

优点

设定电机驱动系统最低能效标准，更好地统一电机

驱动系统的标准和最低能效标准，可带来以下三个方

面的好处：

1．节约更多能源

通过以下途径节约更多能源：

 ] 从对组件（即拖动装置）的规范转向对系统（电机

驱动系统）的规范，

 ] 将更多产品纳入标准法规范围内，

 ] 鼓励将最高效的电机驱动系统用于特定的用途，

 ] 考虑国内市场条件，通过设定远大的目标（所有组

件的能效等级和最低能效），从而逐步提高要求。

两个来自欧盟的案例展示了如何逐步实现不同大小

节能潜力。通过扩大风机受规范产品的范围和逐渐提

高最低能效标准等级，可以多节约70%至100%的能源

（140-240亿千瓦时/年）。以泵为例，将泵最低能效

执行摘要

图 1：电机驱动系统。 橙色框表示属于电机驱动系统一部分的组件，灰色框表示附加的电机驱动系统组件。

电机驱动系统
机械设备：
齿轮、皮带、
离合器、
制动器

变频器

电机系统

电源

电机

流动/运动

拖动装置：
泵机、风机、
压缩机、
输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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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的泵电机驱动系统特性（颜色越深，最低能效标准越先进）

电机驱动系统 产品类型 中国 欧盟 美国

泵 清水 仅泵 仅泵 电机驱动系统

最低能效标准的现状 有效 有效（修订中） 已发布，2020年生效

风机 工业风机 仅风机 电机驱动系统 电机驱动系统

最低能效标准的现状 有效 有效（修订中） 制定中

压缩机 标准空气 压缩机组 压缩机组 压缩机组

最低能效标准的现状 有效 制定中 预发布

注：颜色越深，最低能效标准越先进，即采用了电机驱动系统级别的指标。根据目前（2017年）已生效的法

规对各地区的最低能效标准现状进行了评估。欧盟目前正在起草关于压缩机的标准法规，而美国还没有关于

风机和压缩机的标准法规，因此表中没有标注颜色。

表 1：最低能效标准在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现状。

标准的产品范围从单个组件扩大到整个电机驱动系统，

区分恒定负载和可变负载，可以多节约至少11倍的能源

（36-390 亿千瓦时/年）。这些数据表明，依据国际标

准统一或/和提高最低能效标准来提高节能量是可行的。 

2．降低成本

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统一电机驱动系统的标准和最

低能效标准，可降低制造商、终端用户、监管机构和市

场监督机构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成本。制造商无需为了

获得不同国家认证而对产品进行多次性能测试，因此可

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能降低终端用户的产品成本。

政策制定者的监管程序更简单，降低了行政和交易成

本。新的国家在引入最低能效标准和更有效的合规性监

督项目时，相应的成本更低。市场监督机构通过多边国

际合作，相互认可和交换监督测试结果，从而减轻各国

的负担。 

3．加快市场转型速度

将可靠的国际（IEC/ISO）标准作为标准法规基础，

可缩短高效电机驱动系统在多个市场的上市时间。由于

少数主要制造商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全球市场，因此能够

更容易、更快速地制定、实施和执行最低能效标准。制

造商从组件生产转型为产品集成，可优化合规和验证流

程。通过以下方式，能使更多的国家更早以更低的成本

实施最低能效标准，更快地达到更高的合规水平：

 ] 提高市场透明度

 ] 国际产品性能对标和技术跟踪

 ] 鼓励制造商进行投入研究 

 ] 开发和推广更高效的产品

 ] 更深入地了解全球供应商的要求

 ] 提高市场竞争力

 ] 降低全球贸易壁垒[23] [24]

最低能效标准的现状

这三个地区已制定、正在修订和/或正在制定所有

三类电机驱动系统，即泵、风机、压缩机的最低能效标

准。这些新制定和修订标准中的明确定义、能效指标、

能效分级和信息要求，为下一代标准法规进化和升级带

来了机会。表1列示了采用最先进的最低能效标准的地

区，即考虑电机驱动系统组件效率的指标，且涵盖全电

机驱动系统能效。

为电机驱动系统设定最低能效标准时，需考虑产品

定义、相应的产品类别、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测定方法

（测试）、用于表示能效的指标、分级标准以及信息披

露和性能要求。通过“统一分级标准”，为（在特定国

家）经济可行的最先进技术提出适当的等级。通过“统

一指标”，提出适用的最先进能效指标，即涵盖全电机

驱动系统，区分恒定负载和可变负载，尽可能以技术中

立的方式表达能效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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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反映规范目标。
• 让更多（行业）独立成员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组。
• 根据IEC/ISO标准，确保将国际标准纳入地区和国家标准。

• 统一技术和规则术语及定义，使技术标准成为适用于各个地区的监管依据。

• 为电机驱动装置能效和能源效率的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制定具体的标准。

• 明确一种首选的能效测试方法（电机驱动系统层级 VS组件层级）。
• 对能效测定制定标准化的负载曲线/运行点。

• 明确通用的能效测定指标，反映在用电机驱动系统的通用运行条件。 

• 明确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分级体系，作为政策制定者设定最低能效标准的基础。

• 伴随测试和分级标准提供解释性用户指南。

• 为电机驱动系统替代能效测定方法定义要求。

• 为未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电机驱动系统定义认证程序。

1

2

3

4

5

6

7

8

9

图 2：将电机驱动系统的工艺和步骤纳入IEC/ISO标准的建议。四项最重要的建议标为橙色。

建议

首先聚焦于国际标准及其制定过程，以便更容易、

更快地实施和执行国家标准法规。此外，针对政策制定

提出其他建议，从而加快标准和法规的国际统一。

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电机驱动系统领域的两大标准制定组织，即IEC和

ISO，为电机驱动系统提供了全球适用的国际标准，这

些标准对于设定统一的国家最低能效标准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图2根据10年的电机国际标准制定经验，展示

了将电机驱动系统的重要组件纳入相应的IEC/ISO标准所

需的九个步骤。（四项最重要的建议标为橙色。）

对政策制定者的一般建议

政策制定者应确保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满足管理需

求。电机领域的经验表明，由独立的专家作为国家代

表加入IEC和ISO的相关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这样也有助于技术标准和法规之间的术

语和定义统一。

对政策制定者的所有通用建议见表2（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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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就进一步统一泵、风机和压缩机电机驱动系统标准和法规向政策制定者提出的通用建议。

对政策制定者的一般建议（针对国家） 需要IEC/ISO层
面解决

额外节能量

国际标准 让更多（行业）独立成员参与进来，为标准制定过程带来政策方面的意见。
x

统一技术标准和法规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x

产品定义 在产品定义中包括电机驱动系统的主要组件，即电机、拖动设备以及适用的变频器和传

动装置。

范围 将最常用的电机驱动系统包含在内。

将其他类别包含在适用于地区市场的法规中。

测试程序 确保当地法规中采用国际测试标准，同时不增加限制或产生偏差。

指标 使用一个通用的电机驱动系统能效指标，该指标包括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组件，且适用

于分级体系。 x
设定最低能效
标准

制定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要求制造商声明产品/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和性能参数。
x

若电机驱动系统包含在其他产品中，应遵循最低要求。

根据国际能效等级标准设定最低能效标准等级。
x

备注：

- 橙色越深，代表越重要： 高  中  低

配色：基于已明确的收益而预估的节能量，参见第4.1节

- 所有建议均针对国家层面提出，针对IEC/ISO提出的建议标有“x”

针对各种电机驱动系统的详细建议

泵

 ] 为清水泵定义“全电机驱动系统”。中国和欧盟可以效仿

美国，在其最低能效标准中采用这一定义（在欧盟最低能

效标准的修订工作文件中，也使用了这一新的定义）。 

 ] 扩大范围，将清水泵及部分“非清水”（如废水）泵

以及循环泵包含在内。需通过地区市场的影响分析来

确定功率、流量和压力的规定范围。这三个地区都有

机会扩大其最低能效标准的适用范围。可以和欧盟一

样，将循环泵包含在最低能效标准中。

 ] 使用包括三大主要组件的泵能效指数（PEI或EEI）。

与美国一样，该指标按恒定负载和可变负载区分使

用。中国和欧盟也可以效仿这一做法。

 ] 为电机驱动系统设定最低能效标准时，信息要求规范

应尽可能以IEC/ISO标准为依据。最低能效标准应避

免对电机驱动系统已受规范的组件提出额外的能效要

求，尽量维持现有的组件要求1。所有地区都可在其法

规中实施（中国）或保持（欧盟和美国）这一做法。

 ] 使用国际测试标准作为地区标准的制定依据，不增加

限制或产生偏差，并尽可能保持统一。进行全系统效

率测试或使用经校准的组件。若允许使用电机和变频

器的默认值来计算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使用基于国

际标准的默认值。

1  确定电机驱动装置（例如泵）的最低能效要求时，泵电机驱动装置中使

用的电机应满足现有的电机最低能效标准要求，但是该泵最低能效标准不应

对电机增加任何额外的要求。这种做法为制造商提供了灵活性，他们既可以

选择通过改进电机来提高泵的全效率，也可以选择基线电机（达到电机最低

能效标准）来提高泵的水力效率，或者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措施。

这种做法只适用于组件可以分开并单独测试的电机驱动装置，不适用于

循环器等集成电机驱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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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

 ] 将所有电机驱动系统组件纳入标准风机的产品定义

中。欧盟已采取这一做法，中国和美国可以效仿。

 ] 这三个地区均涵盖了最广泛和最常用的风机，即轴流

式、离心式和混流式风机。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有产品

范围差异的风险，但市场监管的时间路径不同有助于

实现统一。需注意保持一致。

 ] 采用包括电机驱动系统所有三大主要组件的能效指

标。欧盟的指标做到了这一点，可实现更高的节能量

（通过设置更高的分级标准），但仍基于当前以几何

形状为依据的分类（即轴流式等）。一种采用功能性

压力/体积流量的新指标，已经用于美国标准（正在

制定中）。中国可以效仿欧盟和美国，选择采用更先

进的指标。

 ] 需持续关注将国际测试标准纳入地区标准，且同时

不增加限制或产生偏差。进行全效率测试或使用经

校准的组件。需进一步与ISO标准和地区标准中的保

持一致。

 ] 在设定最低能效标准时，避免对电机驱动系统已受规

范的组件提出额外的能效要求，同时维持现有的组件

能效要求1。美国和中国可采取这种做法，欧盟在其

标准法规中保留这种做法。

压缩机

 ] 将最广泛和最常用的空气压缩机组包含在内，如标准

空气压缩机，进一步划分为旋转式和往复式标准空气

压缩机。欧盟（条例草案）可效仿中国和美国的做法

（法规处于预发布阶段），制定最低能效标准。范围

存在差异，例如美国未将活塞式压缩机和无油压缩机

包含在内，而中国包含了这些压缩机。

 ] 采用等熵效率指标以便对比不同产品和技术的性能。

中国和欧盟可效仿美国2的做法，在最低能效标准（发

布前）中考虑这一指标。

 ] 容积式压缩机的国际测试标准（ISO 1217：2009）（包

括旋转式和活塞式标准空气压缩机，喷油/油润滑式）

通常作为中国、欧盟和美国国家标准的依据。另外，还

可对“标准空气”压缩机组提出“循环能源要求”（评

估瞬时能量损失）和测量热回收性能等要求。

 ] 制定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从而根据通用的基准条件

申报性能参数。

1  确定电机驱动装置（例如泵）的最低能效要求时，泵电机驱动装置中使

用的电机应满足现有的电机最低能效标准要求，但是该泵最低能效标准不应

对电机增加任何额外的要求。这种做法为制造商提供了灵活性，他们既可以

选择通过改进电机来提高泵的全效率，也可以选择基线电机（达到电机最低

能效标准）来提高泵的水力效率，或者同时采取上述两种措施。

这种做法只适用于组件可以分开并单独测试的电机驱动装置，不适用于

循环器等集成电机驱动装置。

2  美国已发布最终测试标准，而最低能效标准处于“发布前”的最终规则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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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背景

本电机驱动系统政策指南于2015年由国际能源署高

效终端用能设备技术合作项目（4E）执行委员会委托撰

写。本研究由电机系统附录工作组领导。本报告介绍了

第2部分“关于统一泵、风机和压缩机标准和法规的建

议”的结果，重点关注了中国、欧盟和美国。

此次研究的结果分两部分发表：

1. 第一部分：《现有泵、风机和压缩机标准和

法规的分析》（2016年10月出版）。全球主要经

济体电机驱动系统标准和法规的现状。最低能效标

准范围、测试、指标和方法相关的国家分析（可于

www.motorsystems. org下载）。

2.第二部分：《关于统一泵、风机和压缩机标

准和法规的建议》（本报告），特别是关于产品定

义、范围、测试、所用指标和设定强制性要求等方

面。

1.2 报告概述

第1章介绍了本报告的背景、目标、范围和覆盖的

地区。第2章描述了研究方法。第3章概述了全球电机驱

动系统市场。第4章描述了统一的好处。第5章展示了电

机驱动系统的相关国际IEC/ISO标准。第6章为国际标准

制定者提供了建议，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泵、风机和

压缩机详细的建议。

1.3 目标

本“电机驱动系统政策指南”报告旨在为参与制定

电机驱动系统最低能效标准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最

终目标是节约更多的能源，降低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

机构、制造商以及终端用户的成本，缩短高效电机驱动

系统上市时间。此外，本报告还鼓励尚未制定电机驱动

系统标准法规的国家制定这些标准法规。其中一些建议

是针对国际标准开发者提出的。

1.4 范围

电机系统（见图3）的范围很广，包括前端（例如

供电网、电源、变压器、功率因数控制装置、不间断电

源）与使用端（例如导管、管道、节流阀、换热器）之

间的多种元件。

电机驱动系统是电机系统内的一部分。电机驱动系

统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使机器运动或使材料（气体/流

体/固体）流动；电机驱动系统由以下各个组件组成：

1.变频器（如有）

2.电机

图 3：电机驱动系统。.橙色框表示属于电机驱动系统一部分的组件，灰色框表示附加的电机驱动系统组件。

电机驱动系统
机械设备：
齿轮、皮带、
离合器、
制动器

变频器

电机系统

电源

电机

流动/运动

拖动装置：
泵机、风机、
压缩机、
输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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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要的机械组件（如齿轮、皮带、离合器、制动

器）

4.拖动设备（泵、风机、压缩机、输送装置或其他）。

本研究重点关注电机驱动系统，尤其是泵、风机和

压缩机。

尽管变频器是电机驱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本

研究并未具体讨论变频器的技术和经济效益，因为它们

已经包含在4E的“电机和电机系统能效路线图”中[3]。

关注电机驱动系统的主要原因如下：

 ] 电机系统中使用的主要拖动设备是泵、风机和压缩

机，合计占电机系统电力需求的70%。

 ] 全电机系统的节电潜力最大。通过优化电机系统，

平均可节能约20%到30%[1][6]。

 ] 多年来，电机一直被列入政策议题和标准的制定

中。从管理角度来看，将关注的重点从各个组件转

移到电机驱动系统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一步。对

电机驱动系统进行规范会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性，

但它能够增加节能量。没有相应的标准规范，就无

法实现这些节能潜力。

本研究的第1部分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

1.5 覆盖的地区

本报告涵盖了中国、欧盟和美国三大经济区。这三

个地区GDP合计占全球GDP的65%，用电量占全球用电

量的61%。

关注这三个地区的原因是：

1. 它们占全球电机驱动系统总用电量（2015年为107，000

亿千瓦时）的58%。

2. 这三个地区已制定、正在修订或正在制定所有三类电

机驱动系统（泵、风机、压缩机）的最低能效标准。

3. 这三个地区占全球泵、风机和压缩机市场的三分之

二（660亿美元；详见第3.2节）[8]。

2 方法

第1部分展示了泵、风机和压缩机相关标准和法规

状况的调研结果。在第1部分的研究之后，来自中国、

欧盟和美国的泵、风机和压缩机专家受邀参与了密切的

交流，目的是确定协调一致国际标准和最低能效标准。

在邀请这些专家时，考虑了他们对国家政策、电机驱动

系统行业的了解以及他们为电机驱动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制定概念框架的能力。

EMSA分别针对泵、风机和压缩机组织了研讨会，

有8名专家（4名来自欧洲，3名来自中国，1名来自美

国）参加。在这些研讨会上，讨论了产品定义、范围、

测试、能效指标以及如何实现标准和法规的全球统一等

问题。研讨会结束后，还分别与各位专家就具体问题进

行了探讨。

与这些专家的交流，包括这些研讨会的结果，构成

了本报告建议所依据的基本材料，报告的作者对此负有

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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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

在讨论市场转型为更高效电机驱动系统的最佳政策

选择之前，了解该市场的主要特征和趋势是至关重要

的。本章根据IHS Markit的数据，概述了全球的电机和

电机驱动系统市场[7]。

3.1 不同电网频率对电机和电机驱动系统

的应用

三个地区不同的电工产品市场导致了电机和电机驱

动系统的技术差异。由于欧盟和中国与美国的电网频率不

同，导致这些地区的电机市场存在某些差异，拖动设备和

电机驱动系统市场也完全不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巴西、韩国、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日本一些地区的电网

频率为60赫兹。欧洲、中国以及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通常使用50赫兹的电网频率。总的来说，预计电机驱动系

统消耗的68.4%电力3来自50赫兹的电网（见图4）。

电机和拖动设备的能效受电网频率的影响。

任何电机都可以在50赫兹或60赫兹的频率下运行，但

通常针对其所在地区的电网频率和相关电压进行了优化。

在60赫兹频率下运行的电机比在50赫兹频率下运行的电机

转速高20%，能效也略高4。（例如，四极电机在欧洲以

3  使用50赫兹电力的电机驱动装置比例：“电机系统附录”根据国际能源

署2014年国家统计数据和[1]估算

4  在60赫兹频率下，小电机为4.0%，大电机为0.3%。

1500转/分的同步速度运行，而在美国则以1800转/分的速

度运行）这就是IEC 60034-30-1（IE代码）中50赫兹和60

赫兹的电机能效值不同的原因。

若需在50赫兹或60赫兹频率下运行，只需对电机进行

小的（设计）调整，而拖动设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拖动

设备（如泵、风机）可在50赫兹或60赫兹电网中达到最佳

能效点。在不同的50赫兹/ 60赫兹电网频率下，泵、风机

和压缩机的工作点也不同。此外，转速越高，机械应力越

高，会对电机驱动系统的轴承和维护周期产生不利影响。

这意味着，针对50赫兹和60赫兹市场，每种电机驱动系统

的组件都存在差异，例如电机尺寸、叶轮形状和/或风罩。

制造商需根据这些具体的市场条件调整产品设计和产品范

围。不同的电网频率在世贸组织看来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性

贸易壁垒5（另见第5.3节），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实现统一。

使用国际单位制是一种重要的标准统一方式，它提高

了国际贸易的透明度，降低了贸易壁垒。目前美国是唯一

没有采用国际单位制的西方国家。此外，印度主要使用国

际单位制，而加拿大部分使用国际单位制。目前美国在标

准和法规中用马力来衡量电机功率，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

使用千瓦。描述电机驱动系统性能的许多其他单位，如温

5  世贸组织定义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克服这些壁垒的规则。

图 4：全球电网频率和电压地图。.

（来源：http：//phillih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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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压力、尺寸等也存在单位不同的问题，在全球贸易中

导致混淆，需要另行换算，产生了额外的成本。这些单位

的统一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3.2 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

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的年销售总额达976亿美元

（2015年），见图5和表3。欧洲（29%）、中国（23%）

和美国（14%）这三个地区占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销售

额（以美元计）的66%（图5和表4）。

泵、风机和压缩机市场占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销售

额（以美元计）的近80%，远高于电机和变频器。泵以

33%的比例占据了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的最大份额（见

图6）。

全球电机驱动装置市场（全部）

       （总计976亿美元）

欧洲
29%

中国
23%

美国
14%

全球其他
地区34%

电机
12%

变频
驱动器
11%

离心泵
33% 

风机和
鼓风机
25% 

空气
压缩机
19%

全球电机驱动装置市场（全部）

（总计976亿美元）

图 5：2015年各地区电机、变频器、泵、风机和压缩机的市场份额。

........（来源：IHS.Markit.2017年数据）

图 6：2015年各类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变频器、泵、风机和压缩机。

.........（来源：IHS.Markit.2017年数据）

市场份额前5名 全球 欧盟 中国 美国

电机 37% 45% 30% 69%

变频器 53% 70% 30% 69%

离心泵 37% 33% 49% 50%

风机和鼓风机 28% 34% 23% 43%

空气和燃气压缩机 27% 45% 38% 56%

各类产品的市场份额 全球（十亿美元）

电机 11.8 12%

变频器 10.6 11%

离心泵 32.6 33%

风机和鼓风机 23.9 24%

空气和燃气压缩机 18.7 19%

总收入（十亿美元） 97.6 100%

各地区的市场份额 欧盟 中国 美国 世界其他地区
（ROW）

电机 27% 24% 17% 32% 100%

变频器 31% 25% 19% 25% 100%

离心泵 33% 14% 13% 40% 100%

风机和鼓风机 24% 33% 8% 34% 100%

空气和燃气压缩机 30% 22% 17% 32% 100%

总收入（十亿美元） 28,7 22,1 13,3 33,5

29% 23% 14% 34%

表 3：2015年各类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来源：IHS.Markit.2017年数据）

表 4：2015年各地区电机、变频器、

泵、风机和压缩机的市场份额。

（来源：IHS.Markit.2017年数据）

表 5：2015年五大制造商的市场

份额.。

（来源：IHS.Markit.2017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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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少数大型制造商

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由少数大型企业主导。在大

多数地区，只有少数的全球电机、变频器和电机驱动系

统制造商成功经营多年。

五大生产商占据了全球电机驱动系统市场的27%至

53%（见表5）。在欧洲，这五大生产商占领了33%到

70%的市场；在美国达到了43%到69%之间。

3.4 制造商从组件转向系统

电机驱动系统及其组件的制造商分为“组件专业制

造商”和“系统集成商”。不同制造商之间的研发和采

购决策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因为电机驱动系统标准和最

低能效标准没有得到统一。

一些全球大型电机制造商（西门子、WEG、ABB

等）长期以来既生产机电产品（电机和发电机），也生产

电子产品（变频器、起动器等控制器）。这些大型制造商

通常出售配好的电机和变频器（尺寸合适、适合生产需

求、高效且统一的组件）。许多较大的制造商正通过各种

方式从仅生产组件转型为生产更集成的产品和系统。

一些全球制造商自主生产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三种

相关组件。例如，ebm-papst生产风机、电机和变频

器；格兰富自主生产泵、电机和变频器。这种全面集

成电机驱动系统的做法有助于与产品制造商设计好的

组件相匹配。小型循环泵通常采用这种做法，这种方

式还适用于风机、压缩机等更大的装配系统。电机驱

动系统集成制造的目标是缩减产品的体积和重量，提

高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和售价。

其他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专业制造商（如SEW-

Euro-drive）在广泛应用于运输机械（输送带等）的齿

轮电机（电机、变频器和齿轮）领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

额。迅达电梯等其他机器制造商也为他们自己的电梯、

自动扶梯等产品自主装配多种特殊组件。

许多其他制造商只是单纯的电机制造商，他们采购

大量的变频器和拖动组件，将其作为配套系统进行销

售。大型泵、风机或压缩机制造商会从其他制造商那里

采购少量电机进行装配。许多压缩机制造商（阿特拉

斯·科普柯、凯撒等）就属于这类制造商。他们还会采

购大量配套的组件。然而，他们作为装配商，不具有全

面集成、体积更小和重量更轻的优势。

全球市场中其余的大部分制造商只生产泵、齿轮、

压缩机、风机、电机或变频器等一种组件。他们将这些

组件出售给原始设备制造商，由原始设备制造商将它们

组装成更大的机组，或者出售给国内或国际分销商，再

由这些分销商出售给终端用户。影响原始设备制造商采

购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产品的低采购价格，但能效没

有得到关注。此外，各个组件的配套过程要复杂得多。

可以预见，采用不同生产商制造的组件，初次在终端用

户的工厂进行组装时，不能实现完美配套。

按影响程度排列的购买决策影响因素

关键因素 OEM 经销商 终端用户

1. 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2. 产品价格

3. 服务质量

4. 品牌声誉

5. 能效

6. 政府政策

7. 库存/交付周期  
图 7：按影响程度排列的电机购

买决策影响因素。

（来源：IHS.Markit.2014年数据）

影响程度

高 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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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益处

为电机驱动系统设定最低能效标准时需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 如何定义产品

 ] 哪些类别的产品在最低能效标准范围内

 ] 如何测定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测试）

 ] 用什么能效指标

 ] 设定最低能效标准时要考虑什么：信息披露和性能要求、

分级标准（最低要求标准）、参考国际技术标准等。

通过“统一分级标准”，为（在特定国家）经济可

行的最先进技术提出适当的等级。

通过“统一指标”，提出适用的最先进能效指标，

即涵盖全电机驱动系统，可区分恒定负载和可变负载，

尽可能以技术中立的方式表达能效的指标。

为电机驱动系统设定最低能效标准并更好地统一电

机驱动系统的标准和最低能效标准的好处有三个方面：

节约更多能源、降低成本、加快市场转型速度。

4.1 节约更多能源

节约更多能源主要是由于：

 ] 从对组件（即拖动设备）的规范转向对系统（电机驱

动系统）的规范，

 ] 将更多产品纳入标准法规范围内，

 ] 鼓励将最高效的电机驱动系统用于特定的用途，

 ] 设定远大的目标（所有组件的能效等级和最低能效），

同时考虑国内市场条件，从而逐步提出升级最低能效

要求。

尽管主要通过为电机驱动系统设立最低能效标准来

节约能源，但同时还应考虑第6章中的建议。这样做能

够为新的国家树立榜样，使他们能更容易地通过标准法

规提高全球电机驱动系统节能量。

4.1.1 各项措施实现的节能量

要想使整个电机驱动系统节约更多能源，需要将关注

的重点从对单个组件的要求转向对电机驱动系统的规范。

以欧盟为例：

1. 风机可以多节约70%到100%的能源：140亿千瓦时/年

至240-290亿千瓦时/年。可通过扩大产品范围和提高

最低能效标准等级来实现，见表6。

在欧盟，VHK的一项风机评估研究[10]显示，通过提

高最低风机能效（N级）、进一步细化和合并某些类别6、

额外增加一个风机类别（射流风机），可以多节约70%

到100%的能源。基本指标仍然只适用于“风机”。以下

泵的示例表明，全电机驱动系统可节省大量的能源。

2. 泵可多节约至少11倍的能源：36亿千瓦时/年至390-

550亿千瓦时/年。可通过为全电机驱动系统（而不是

组件）设定最低能效标准，区分恒定负载和可变负

载，扩大产品范围并提高最低能效标准要求来实现。

在EU 547/2012法规中，清水泵是在产品层面上进行

监管的，即仅针对泵，认定的节能量为36亿千瓦时/年，

如表7所示。目前的法规涵盖了欧盟69%的水泵能源使用

量（详见附录8.1表18）。

扩大泵的定义，包含更大的功率范围和其他泵类

型，如废水泵和游泳池泵，可多节约45%的能源，达到

52亿千瓦时/年。最大的进步是扩大了产品定义，将电机

驱动系统包括在内，通过最低能效标准可实现390-550

亿千瓦时/年的节能量，至少增加了11倍。

4.1.2 全球节能量

2015年，电机系统的能耗达107，00亿千瓦时[5]。几

6  a)  将5千瓦以下的径流式和离心前曲叶式风机单独分类。超过5千瓦的风机

的最低能效要求与离心后曲叶式风机相同。b)  将带风罩和不带风罩的离心后

曲叶式风机合并为一类。建议不包括新的“箱式和屋顶风机”或300帕以上

和以下的“轴流式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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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与中国、美国和欧盟（28个国家）的总用电量相当。

国际能源署2016年出版的《世界能源展望》[5]中提

供了一套统一、可靠的全球和地区数据，可用于计算电

机驱动系统的节能量7。基于以下三种情景（详见附录

8.2）估算了到2040年的未来能源需求量：

 ] 当前政策情景：一切照旧，延续目前的政策（2016

年前已制定的政策），见图13

 ] 新政策情景：实施强有力的国家新政策（基于《巴

黎协定》），

 ] 450情景：全球协同努力，目标是到2100年，或将

全球升温限制在2℃（假设大气中二氧化碳最大当量

浓度为450 ppm）。

图8和表8显示了2015年至2040年期间电机驱动

系统及其组件在当前政策情景和新政策情景下的节电

量。2040年，欧洲、中国和美国全球总节电量攀升至

10，900亿千瓦时/年。中国的节电量占82%（8，980

亿千瓦时/年）。图中还显示，由于电动汽车的占比不

断增加，到2040年，交通运输的电力需求量将增加2

7  国际能源署的参考数据是电机系统的能源使用量，根据定义，也是电机

驱动装置和所有相关系统组件的能源使用量。

，030亿千瓦时/年8 。

2015年至2040年期间，在当前政策情景和450情景

下，电机驱动系统及其组件在欧盟、中国和美国的节电

量于2040年攀升至30，370亿千瓦时/年。交通运输的能

源替代效应（从使用燃料改为使用电力）增长更快，这

三个地区的节电量增加至14，740亿千瓦时/年。各类电

机驱动系统的节电量见表9：2014年，69.5%的节电量

来自泵、风机和压缩机。

国际能源署的《世界能源展望》数据[6]仅按行业、

地区和年份分列了三个情景下电动系统的电力需求。为

了按拖动设备进行划分，根据国际能源署先前研究的

数据（Waide & Brunner 2011年数据[1]）确定了泵、风

机、压缩机和机械运动装置的相对占比9；见表9和图8。

国际能源署情景中确定的节能量考虑了全球电机和

泵、风机和压缩机电机驱动系统最低能效标准的影响，

以及其他全系统的节能量。在这些情景下，按照不同的

政策措施分三步分配累计节能量，例如，首先是电机的

最低能效标准，其次是电机驱动系统的最低能效标准，

最后是全系统的政策措施，如定价、能源管理系统和审

计，以及其他（行业）特定的监管体系。

8  备注：电动汽车和电动热泵均使用电机。它们改用电力来替代化石汽油。

9  其他由电机驱动的设备，例如运输系统、工业工艺设备等。

能源使用量 产品级节能量 电机驱动系统级节能量
泵类型和监管 最低 最高

太瓦时/年 % 太瓦时/年 % 太瓦时/年 太瓦时/年
清水泵 (547/2012)
其他泵（不受监管）
清水
其他用途

179
79
36
43

69%
31%

3.6
1.6
0.7
0.9

100%
45%

35.4
3.7
3.6
0.1

47.1
7.9
5.1
2.8

合合 258 100% 5.2 145% 39.1 55.0

风机 用电量 节电量 预计节电量

风机类别

2010 2020 额外 总计

(现行法规) (法规审查) (现行+已审查)

太瓦时/年 太瓦时/年 太瓦时/年 太瓦时/年

电机驱动的风机（EU 327/2011） （0.125 – 500 千瓦） 300 28

相同，不与其他法规重叠*） 不适用 14

法规审查 10–15 24–29

中型风机  （0.125 – 10 千瓦） 9.1

其他大型风机 （10 – 500 千瓦） 5 – 6

*) 即适用于电机、通风机组、空调的欧盟最低能效标准

表 6：按风机类别和额外建议的风机类别分列的欧盟电机驱动系统（风机）的用电量和预计节电量。（来源：VHK风机评估，2015年）

表 7：欧盟电机驱动系统（泵）

产品级和电机驱动系统级的用电

量和预计节电量。

（来源：VHK/Viegand泵评

估，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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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降低成本

有望降低各利益相关方的成本。制造商可避免为了

获得不同国家认证而对产品进行多次性能测试，从而实

现更好的统一，降低电机驱动系统的交易成本和产品成

本。制造商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将产品推向市场，同时，

终端用户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和更高能效的产品，降低

经营成本（生命周期成本）。总的来说，这些因素增强

了市场竞争力。

如今，大多数经济体在制定新标准法规或修订现有

标准法规时，都需要进行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在内的影响

评。但中国、欧盟10和美国等经济体采用的方法不尽相

同，以还未设定压缩机最低能效标准的行业的测试成本

为例，欧盟的压缩机评估研究[10]指出：

 ] 测试：预计每年投放到欧盟市场的大批量产品中，

通常有10%需通过制造商的合规性测试，从而系统

地验证是否符合生态设计措施。平均每项测试费用

为1500欧元。

 ] 考虑需进行的额外合规性测试；可能需要增加三到

10  注：例如，欧盟影响评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节能；温室气体减排；客

户经济承受能力；业务经济性和竞争力；就业；技术、功能和创新；健康、

安全和其他环境方面；行政责任；对贸易的影响。

国际能源署《2016
年世界能源展望》
中的电机驱动系统

用电量（太瓦
时/年）

2025 2040

新政策情景与当前政策情景的节电量对比

合计 美国 68 116 

欧盟28国 9 76 

中国 280 898 

合计3 358 1 090 

全球其他地区 106 313 

总计 464 1 404 

国际能源署《2016
年世界能源展望》
中的电机驱动系统

用电量（太瓦
时/年）

2025 2040

450情景与当前政策情景的节电量对比

合计 美国 134 −231 

欧盟28国 54 −87 

中国 692 1 701 

合计3 881 1 383 

全球其他地区 577 1 654 

总计 1 458 3 037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14 2025 2040

电机驱动装置的电力需求（太瓦时/年）

当前政策情景与新政策情景的电机驱动装置节电量对比

机械运动
装置/其他

压缩机

风机

泵

图 8：新政策情景与当前政策情景

的电机驱动系统全球节电量对比。

（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年世

界能源展望》和W.&.B.2011年

数据）

表 8：不同地区当前政策情景与

新政策情景的电机驱动系统节电

量对比；以及当前政策情景与450

情景的电机驱动系统节电量对

比。（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

年世能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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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测试机构的测试能力。因此，预计平均总成本

达400万欧元。11

 ] 没有关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产品成本，包括遵守地区信

息披露要求的成本数据。 

避免多次产品性能测试的措施不会为本地小型制造

商和不向全球发货的制造商带来直接的好处。他们需要

为新引入的能效要求而进行产品改型，额外承担多产品

性能测试和额外的研发成本。应针对这一问题开展影响

评估，并评估公司承担这项成本的能力；通常，在新标

准法规出台之前，制造商会有一个过渡期来规划公司的

转型。

由于全球和地区电机驱动系统市场由少数主要参与

者主导，政策制定者在管理咨询过程中只需与少数利益

相关方协调，这样可降低转换和管理成本。

新制定电机驱动系统最低能效标准的国家政策制定

者可采纳前面各国的经验，从而降低成本。他们可以借

鉴全套的统一管理工具，有助于最低能效标准的设计、

制定和实施。此外，通过多国合作、交流检验结果以

及多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协助市场监

督。因此，符合性也将得到提高，最终实现标准法规预

计的节能量。

4.3 加快市场转型速度

 ] 国际制造商可作为本地制造商的“榜样”，鼓励更

多的国家引入最低能效标准，

 ] 尽早在更多国家以更低的成本采用最低能效标准，

 ] 提高地区和全球市场影响力，

 ] 提高高效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市场竞争力，

 ] 降低全球贸易壁垒。

11  注：例如，欧盟影响评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节能；温室气体减排；客

户经济承受能力；业务经济性和竞争力；就业；技术、功能和创新；健康、

安全和其他环境方面；行政责任；对贸易的影响。

几个因素导致市场更快地向更高效的电机驱动系

统转型。对电机来说，电机国际标准的发展和逐步引

入到国家标准法规中，在国家标准化和全球市场上产

生了协同效应和优势。除了电机之外，我们还不断努

力为新的电机技术以及电机驱动系统组件（如变频

器）制定标准。

4.3.1 可靠的国际标准加快提高市场竞争力

涉及电机驱动系统的国际IEC/ISO标准鼓励尽早采用

最低能效标准，缩短高效新产品在多个市场上从标准化

到提高市场份额所需的时间。虽然并不强制采用国际标

准，但制定国际级的产品信息披露要求、能源效率测试

和能效分级的技术标准对国家管理机构带来了以下几方

面的好处[23] [24]：

 ] 降低了标准制定成本和时间。如果政府直接积极参与

制定适合的国际标准，他们就不需要另外的投入制定

相关国家标准。他们可以在国家立法中采用或引用国

际标准。

 ] 政府可通过该领域公认的专家汇总国际上最先进的

知识。

 ] 在制定标准时，政府可确保国际标准真正适用于全

球，即考虑地区问题（如气候差异、电网频率等）。

 ] 相互认可测试标准和测试结果，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之

间实现检查测试结果的交流。

 ] 统一的能效等级以及明确的能效分级标准提高了产

品性能的透明度。这使得国际产品性能比较和对标

变得更方便。

 ] 能够更方便地跟踪地区和全球的技术变革和产品性能

改进。

 ] 有助于修订和更新国家立法，包括时间表和最低能效

国际能源署《2016年世界能
源展望》中的电机驱动系统

用电量（太瓦
时/年）

2015 2025 2040

新政策情景与当前政策情景的节电量对比

泵 18.9% 0 68 206 

风机 18.7% 0 67 204 

压缩机 31.9% 0 114 348 

机械运动装置/其他 30.5% 0 109 333 

合计 100.0% 0 358 1 090 

表 9：按电机驱动系统分列的新

政策情景与当前政策情景下的电

机驱动系统节电量。

（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年

世界能源展望》[6]和Waide.&.

Brunner.2011年数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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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取决于市场发展）。

 ] 明确了性能目标，使制造商能够在更严格的最低要求

成为强制性目标之前，对产品研发和推广进行规划和

投资，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 

 ] 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源效率透明度提高促进了不同地

区高效产品的贸易，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 精简了全球范围内的性能要求标准数量，便于制造商

在不同地区对销售产品的了解和遵守。

4.3.2 为全球制造商设定更有效的最低能效标准

如第3章所述，电机驱动系统组件和电机驱动系统

的几大主要制造商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全球和地区市场份

额，使得最低能效标准的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更加容

易和快速。此外，制造商从组件生产转型为产品集成，

大大优化了符合和验证测试。从监管方面来看，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好处：

 ] 根据电机驱动系统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需明确声

明能效和性能，从而提高市场透明度。

 ] 在标准法规的制定、实施和执行过程中，需咨询的利

益相关方较少，操作更加便捷。

 ] 仅少数市场参与者的行动就可能会对绝大部分国内和

国际市场造成影响。与此同时，监管者需密切关注当

地小型制造商的状况，在适当的情况下，关注他们是

否有能力承担根据新标准要求的产品性能测试和产品

改型的额外的（主要）成本。

 ] 由于大部分大型市场参与者的业务涉及全球，在许多

不同的国家，他们学会遵守最先采纳电机驱动系统最

低能效标准的国家的标准法规，成为当地制造商和其

他国家制造商的“榜样”。

 ] 对于随后以相同的基础引入最低能效标准的任何国

家，标准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可以更快、更简单，

符合率也能很快得到提高。

 ] 制造商逐步从组件生产转型为集成产品和系统生产，

从而能够在制造时检查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组件以及

全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拖动设备制造商在将其设备

作为全电机驱动系统进行检查，可使用合规组件或使

用缺失组件的默认值。

4.3.3 更快、更广泛地达到更高的合规率

标准和法规越统一，市场转型越快，市场上合规产

品的比例越高。由于克服了技术上的难题，各国更有可

能对电机驱动系统实施最低能效要求；这些要求更加清

晰易懂，且能够更高效地开展合规和验证工作，因此制

造商更能够提供合规的产品。

分两步引入或修订标准和法规，从而生产更高效的

产品：

理想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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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从时间线示意图中可以看

出市场转型速度加快。

（来源：2017年电机系统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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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国际标准中明确测试方法和能效分级，预测未来

的能效技术发展。

2. 根据既定的国际IEC和ISO标准，各经济体开始制定

或更新其法规（最低能效标准）。先进行国内市场

分析，研究高效产品的优点和缺点，最终得出特定

产品的最低要求。这些要求可以逐步提高：两到三

年内为第1级，随后升级到第2级和第3级。

图9中可以看出：

 ] 由于制定了标准（测试和能效分级），可缩短设定

最低能效标准（定义和发布）的时间，加快市场转

型速度；

 ] 与图9中的蓝线（当前政策情景）相比，绿线（新政

策情景）的合规产品的市场份额有所提高。

“理想情景线”代表所有标准和相应的最低能效标

准自发布之日起即在市场上充分生效的情况。实际上，

在设定标准（测试和能效分级）、设定最低能效标准（

定义和公布）的过程及其实施之间存在延迟。图9中，

从“当前政策延续情景”线可以看到标准和法规“不一

致”的情况。从“新政策情景”线可以看出，国际标准

和国家最低能效标准更加统一，随后的执行力度提高了

2-3级。除此之外，在新政策情景下，执行力度更快，

更严格，使市场饱和率更高。

总的来说，新政策情景（一致）下的最低能效标准

决策加快了1-2年，提前1-2年达到了90%的合规销售

市场份额（接近3级的饱和点），在70%的市场渗透率

下，当前政策情景的合规水平不再上升，新政策情景的

合规率则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新的国家可以借鉴其他国

家之前的最低能效标准体系，实施采纳最低能效标准的

最佳实践试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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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电机和电机驱动系统的相关国际IEC电气性能标准。

类别 范围 定义 测试方法 能效分级

Motor
电机 IEC 60034-

1:2017
IEC60034-2-1
第二版：2014

IEC60034-30-1
第二版：2014

VFD
 

Motor
由变频器驱动的电机 IEC60034-2-3

第二版：2013年（修订
中，CD 2017）

IEC TS60034-30-2
技术规范
发布日期：2016年12月

VFD
 

Motor
变频器、电机 + 变频器 IEC61800-9-2：变频器分级/测试 

第一版：2017年3月

VFD
 

Motor
电机 + 变频器 + 拖动设
备（电机驱动系统）

IEC61800-9-1：扩展产品
第一版：2017年3月

Driven 
Appli-
cation

5.1 通用技术标准

国际技术标准在支持政策制定和促进市场发展方面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国际标准可缩减制定政策所需的

时间和资源，提高市场发展所需的确定性和明晰度，

使投资者能够开发可行的商业模式[29]。这些标准组织

必须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可通过国际合作和协商促

进和加强这一过程。

在国际（或国家）标准中明确某些产品的技术细

节，这些标准随后可作为设定国家最低能效标准时的

参考依据。

IEC和ISO共同负责制定国际、全球适用的产品标

准。ISO侧重于机械产品和通用流程，而IEC侧重于电气

产品。这些标准被广泛应用于各地区或国家，并被制造

商、贸易组织、购买者、消费者、检测实验室、政府、

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方采用。是否采用这些标准全凭自

愿，但世界各地的国家法律或法规中常常会引用这些标

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参与了IEC和ISO国际标准的制

定过程。

在IEC标准通用层面中，IEC指南118和119（2017年

出版）规定了各项IEC电气标准中需要考虑能效方面的

内容。鼓励所有IEC技术委员会在相关标准中将这些文

件作为引入关键元素的指南：

5 电机和电机驱动系统的国际IEC/ISO标准

 ] IEC指南118，第1版：在电工出版物中纳入能效因素。

 ] IEC指南119， 第1版：能效出版物的编制以及基本

能效出版物和分组能效出版物的使用。

在ISO标准通用层面中，ISO 13273中包含了能效方

面的概念和定义。与IEC指南118设置的原则想一致，各

技术委员会可根据ISO 13273中规定的原则编制标准12：

 ] ISO/IEC 13273 - 1（2015年出版），能效和可再生

能源 - 通用国际术语 - 第1部分：能效为了推进能

效政策的国际标准化进程，IEC和ISO须对国际政策

方向和需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30]。同时，进一步统

一标准的重点是降低能源政策相关的技术性贸易壁

垒，帮助打造全球能源技术市场。

在目前的标准制定过程中，无论是IEC还是ISO内

部，或两个组织之间，不同标准中使用的术语仍然不统

一。各技术委员会都想要定义自己的术语，且以后也不

想改变。

为了改变这一合作原则，IEC和ISO在能效方面的合

作越来越密切。通过与ISO协调，前文提到的IEC指南

118和119设立了一些通用的原则来处理类似系统标准这

样的新标准类型。IEC和ISO最近启动了统一关于电机驱

动系统的术语的行动。

12  IEC指南108（2006年）：确保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物一致性的准

则——横向标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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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殊技术标准

在明确定义了产品后，产品能源效率相关特定技术

标准中需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 能效测试程序

 ] 能效指标和分级13 

表10和表11概述了电机和电机驱动系统的相关现行

国际IEC和ISO标准的测试程序和能效分级体系。

针对电机，IEC 60034-30-1（IE代码）规定了一套

完整的能效分级体系，将能效等级分为IE1、IE2、IE3和

IE4。其中引用了测试标准（IEC 60034-2-3）和公差

（IEC 60034-1）。针对变频器，2017年发布了关于能效

测试和分级的标准IEC 61800-9-1。目前还没有关于电

机驱动系统（泵、风机、压缩机）的标准，但是，已经有

关于风机和压缩机系统能效计算方法的标准。

13  目前，一些国家的能源标签或最低能效标准法规中明确了能效指标和分级。

5.3 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我们必须要提到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

定》。这是因为世贸组织是制造商、国家政府和国际标

准制定者之间唯一涉及产品和系统性能标准和法规统一

的全球性机构。

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旨在确保技术法规、

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具有歧视性，不会造成不必要的

贸易障碍。其中的透明度条款还有助于打造一个可预测

的贸易环境。同时，它承认世贸组织成员有权采取措施

实现合法的政策目标，如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或保护

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大力鼓励成员按照国际

标准制定其措施，从而促进贸易。”世贸组织的《技术

性贸易壁垒协定》规定，“在需要技术性法规时，若已

有相关的国际标准或即将完成的这些标准，则各成员应

将这些标准或其相关部分作为技术性法规的基础，除非

类别 泵 风机 压缩机

定义 – 
*)

ISO 13349：2010（2015年
第2版）工业风机 - 词汇及种
类定义

ISO5390：1977（2014年第1版） 
压缩机 - 分类 
ISO/TR 12942：2012（第1版） 
压缩机 - 分类 - ISO 5390的补充信息

测试 ISO 9906：2012（第2版）回
转动力泵 - 液压性能验收试
验，等级1，等级2和等级3

ISO5801：2007（2017年第3
版）工业风机 - 用标准化风道
进行性能测试

ISO1217：2009（2015年第4版） 
容积式压缩机 - 验收测试
ISO5389：2005（2017年第2版） 
透平压缩机 - 性能测试代码

能效计算方法 – ISO 12759：2010（第1版），
包括修订版1：2013风机 - 风
机能效分级

修订版1.2016
等熵效率的计算及其与比能的关系

能效分级 – – –

审核 ISO/ASME 14414：2015（第1
版）泵系统能源评估
ISO/ASME14414：2015/
修订版1.2016

ISO 11011：2013（第1版）压缩空气 
- 能效 - 评估

备注：

- 不存在这种包罗万象的标准；

*) 但是在“泵类型”方面存在许多技术要求标准。

美国有关于泵定义的国家级替代标准：

叶片离心泵的术语和定义（ANSI/HI 1.1-1.2-2014），

叶片离心泵的设计和应用（ANSI/HI 1.3-2013）。

表11：泵、风机和压缩机的相关国际ISO机械性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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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际标准或相关部分无效或不适于所追求的合法目

标，例如由于基础性的气候或地理因素，或基本的技术

问题”[31]。

在所有国家产品性能法规和进口许可方面，世贸组

织现有的164个成员国须遵守世贸组织的通知规则。提

议和实施的措施须经过正式的通知程序，并向瑞士日内

瓦的世贸组织秘书处公示。如果这些措施被认为包含了

对进口产品的不利条件（贸易壁垒），世贸组织成员可

对它们提出质疑。

在制定产品（如电机、变频器）或系统（如泵、风

机和压缩机的电机驱动系统）的IEC和ISO标准时，关于

标准编制、采用和应用方面需遵循良好规范原则。所有

国际标准在公布之前都要经过世贸组织的通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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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对国际标准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

电机驱动系统的相关IEC/ISO标准中应解决关键的问

题，从而建立一个作为国家标准法规基础和促进全球统

一的全球适用的参照。基于10多年电机领域的经验，建议

分为如图10所示的九个步骤。

第1步：确保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反映规范目标。让更多

的独立成员参与进来。根据IEC/ISO章程，确保将国际标

准纳入地区和国家标准。

国际（和地区）标准通常由一些行业代表制定，这些

代表包括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中的相关产品制造商。这意

味着整个标准制定过程及其结果是以这个行业团体的利

6.1 引言

本章就电机驱动系统标准和法规的推进和统一提出

了如下建议：

 ] 国际标准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在相关IEC/ISO平台

中处理国际标准各个方面的事务。

 ] 为泵、风机、压缩机的政策制定者提出通用建议，

如对所有三类电机驱动系统的有效建议。

 ] 为泵、风机、压缩机的政策制定者提出详细建议。

• 确保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反映规范目标。
• 让更多（行业）独立成员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组。
• 根据IEC/ISO标准，确保将国际标准纳入地区和国家标准。

• 统一技术和规则术语及定义，使技术标准成为适用于各个地区的监管依据。

• 为电机驱动装置能效和能源效率的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制定具体的标准。

• 明确一种首选的能效测试方法（电机驱动系统层级 VS组件层级）。
• 对能效测定制定标准化的负载曲线/运行点。

• 明确通用的能效测定指标，反映在用电机驱动系统的通用运行条件。 

• 明确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分级体系，作为政策制定者设定最低能效标准的基础。

• 伴随测试和分级标准提供解释性用户指南。

• 为电机驱动系统替代能效测定方法定义要求。

• 为未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电机驱动系统定义认证程序。

1

2

3

4

5

6

7

8

9

图 10：将电机驱动系统的工艺和步骤纳入IEC/ISO标准的建议。四项最重要的建议标为橙色。

6 关于泵、风机和压缩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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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和需求所驱动的。为了确保国际标准能成为国家标准

法规的适当依据，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还必须考虑政府管

理机构的意见。以电机行业为例，让来自政府机构、非政

府组织、大学、研究实验室的独立专家作为国家代表参与

进来，有助于更好地反映政策利益和规范目标。独立专家

可以带来透明和科学的证据，使国际标准足够可靠和有

力，更适合国家政策的实施。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通过

自己的制度来任命参与国家和国际（IEC/ISO）标准制定

的专家。

4E EMSA的代表现已作为国家标准化代表加入了相

关的国际标准化小组。他们将独立的视角和政策观点带

入了电机以及电机和变频器组件标准的制定。他们在标准

制定过程中提供独立的测试证据，并通过电机峰会和《电

机系统附录通讯》向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标准制定过

程的最新信息。

有了可靠、充分的国际标准后，须确保地区和/或

国家也采用这些标准。这样能够避免同时使用不同的

标准引起的混乱。例如在欧洲：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和IEC；在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美国电气制造商协

会（NEMA）和IEC等。

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鼓励使用统一的

国际标准，这与上述建议一致。今后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

时，世贸组织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确保国际标准得以应

用和一旦在国际标准被取代时系统性将逐步退出旧的国

家标准。根据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

会的规定，欧洲标准化体系要求在发布欧洲标准后，各国

家标准机构或委员会都有义务废止与新的欧洲标准相冲

突的任何国家标准14，从而使欧洲标准成为欧洲标准化

委员会和/或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全部34个成员国的国

家标准[18]。因此，在发布IEC和ISO等国际标准后，CEN/

CENELEC标准应尽快采用该国际标准（而情况并非总是

如此，导致平行标准出现冲突）。

14  在欧盟，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与欧洲电信标准

化协会共同）被官方认可为欧洲标准化组织。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和欧洲电工

标准化委员会是非营利性的国际协会，其国家成员和委员会共同制定和定义

市场参与者认为必要的标准和/或支持欧洲立法的实施。约30%的欧洲标准是

由欧盟委员会在欧盟立法框架内，结合生态设计制定的。

第2步：统一技术和监管定义。

目前，技术标准和法规之间的术语和定义往往不一

致，行业利益相关方和政策制定者在标准和法规的制定阶

段可通过协作来进行优化。监管机构和/或其代表可直接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委员会和工作组，促成各方的对话。在

制定国际标准时，必须考虑地区差异，从而确保这些标准

在全球范围内适用。

由于标准制定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成是以行业为主

导的，因此，技术标准中约定和使用的术语和定义是以市

场为导向，而不是技术性的。即使IEC和ISO内部使用的术

语也常常没有完全统一（例如，电机和变频器）。

另一方面，监管的目的是对市场参与者提出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强制性义务，因此最低能效标准的术语和定

义需要足够全面和清晰，确保在出现疑问时在法律上能

站住脚。

第3步：制定信息披露要求。

制造商需遵守一些产品的某些信息披露要求。对于

电机和电机驱动系统，这些信息披露要求可能涉及铭牌上

显示的内容（对于电机，参见IEC 60034-1第10条）、在线

提供的技术文档或产品的二维码（如有）。信息披露要求

对于市场透明度至关重要，能确保在全国以及运往其他

国家时，产品在最低能效标准范围内。

第4步：明确一种首选的能效测试方法。提供标准化的

负载曲线/运行点，从而测定能效。

针对不同的目的（型式测试、交付测试、质量控制、

检查测试等），每种产品或系统通常需要几种测试方法。

需在国际上明确一种准确、可重复的首选测试方法，作为

国家立法的参考（最低能效标准）。

IEC 60034-2-1针对电机明确了一种首选方法。

IEC 61800-9-2、IEC 60034-2-3和IEC 60034-30-1

（见表10）明确了标准运行点（扭矩和速度），这些运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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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电机和变频器的运行特征，并且适用于线性和平方扭

矩负载。这些标准在应用于ISO电机驱动系统相关标准是

需进行统一，从而确保性能测试的可比性。

第5步：明确能效测定的通用指标。反映电机驱动系统

的一般运行使用条件。

国际标准中需明确一个通用的能效指标，作为国家立

法（最低能效标准）的参考。该指标应在全球范围内适用15

。目前正在制定这些指标。ISO最近已开始制定风机和压缩

机的指标。区域层面的泵指标已经制定，而ISO层面的国家

指标尚未制定。

这些标准明确了电机，通常是电机驱动系统满载时的

能效（美国新的泵法规除外16），而实际上许多电机和电

机驱动系统规格过大，大部分时间以部分负载运行[5]。这

意味着终端用户购买的产品的额定能效与实际运行条件

下的负载能效不一致，因此影响了市场透明度。标准中应

考虑典型运行条件下的定速和变速电机驱动系统，包括线

性和平方转矩负载之间的区别。

第6步：明确能效分级体系。

国际标 准IEC6 0 0 3 4-30 -1中针对电机明确的

IE1、IE2、IE3、IE4级IE代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

种国际体系可作为设定国家最低要求标准的参考，能

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升级到更高等级的要求。可以需要

根据相关国家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来区分国家最低能

效标准水平。ISO目前还没有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分

级体系，应进一步研究这方面的潜力和好处，应由相关

的ISO技术委员会讨论制定泵、风机和压缩机的（自愿

性）能效分级体系。

第7步：为用户提供解释性的指导。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制定简明清晰的技术标准，但通常

需要对其实际的使用进行额外的解释，可以通过提供（信

息性）解释性的指导来进行阐述，例如IEC 60034-31“包

括变速装置在内的节能电机的选择-应用指南”。

15  第3.1章讨论了50和60赫兹电网频率差异导致的问题。

16  其负载曲线为“额定点i”下的负载负线：i = 最佳能效点的25%、50%、

75%、100%。

第8步：明确电机驱动系统替代能效测定方法的要求。

作为必须对每种基本型号进行测试时的替代方法，替

代能效测定方法是一种经校准的用于确定产品能效的计

算方法[17]。为了缩减测试时间和成本，制造商可开发替

代能效测定方法。替代能效测定方法目前在美国用于包

括电机在内的许多产品。美国能源部结合相关的认证抽样

计划和统计数据，为每种具体的替代能效测定方法提出

了一些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求。IEC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一项

IEC标准来指导替代能效测定方法的定义，即替代能效测

定方法和认证要求及验证程序。电机驱动系统也应采取

同样的模式。

第9步：明确未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电机驱动系统认证

程序。

对于制造商来说，某些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合规（最

低能效标准）要求规范存在差异。该程序可以是“认证程

序”，比如在美国，能源部为每种基本型号明确了具体的

合规认证要求；在欧盟，针对最低能效标准（例如电机）

明确了具体的信息披露要求。IEC电工产品及元件测试和

认证体系（IECEE）在其认证机构规划的基础上，于2015年

启动了全球电机能效项目（GMEE）。全球电机能效项目的

目标是解决电机能效国家标准法规差异导致的贸易壁垒，

旨在制定一个全球统一、适用的项目。该认证机构计划以

IEC标准为依据，主要目标是促进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

统一，从而实现“一个产品、一项测试、一份证书”的概念

[15][16]。电机是纳入该计划的第一个基于能效标准的产

品。政策制定者应在适当的情况下采用/采纳基于这些国

际项目的认证计划。应将电机驱动系统纳入未来的IECEE

项目。

6.3 对政策制定者的一般建议

在最低能效标准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可以就定义、

指标、分级和信息披露要求制定新的标准或更新相关的

标准，向下一代的标准规范发展。初期的最低能效标准

仅专注于拖动设备（中国、欧盟泵），而将电机、变频器等

其他组件排除在外。欧盟适用于风机的最低能效标准依

据计算数值将其他组件包含在内，因此更为先进。欧盟适

用于循环泵的最低能效标准是第一个适用于整体式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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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的最低能效标准。由于循环泵的所有组件（变频

器、电机、泵）都是产品内置的组件，且不能单独测试，因

此为全电机驱动系统制定最低能效标准是合理的。

中国针对所有三种电机驱动系统设定的最低能效标

准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其次，在指标和差异化（风

机、泵）方面进行了改进，美国则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在

其最低能效标准中采用了新一代的泵指标。

以下小节提到的标准法规（见表12）中，有的是“有

效”法规（截至2017年底），有的“修订中”或“制定中”的

法规。值得注意的是，最终的法规与文件草案相比，可能

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

本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在考虑制定或修订泵、风机

和压缩机的最低能效标准时，考虑表13中详述并在以下小

节中解释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以下主要内容：

1.国际标准

2.产品定义

3.最低能效标准的范围

4.测试方法

5.能效指标

6.设定最低能效标准

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短期行动是关注国际标准。政

策制定者应确保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满足监管需求，并且不

能因为标准制定工作组的构成而导致该过程仅受行业需

求驱动或主导。电机领域的经验表明，由（行业）独立专家

作为国家代表加入IEC和ISO的相关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

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通过工作组内

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更好的对话，实现技术标准和标准

法规之间术语和定义的统一。

以下章节针对各类电机驱动系统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每一章的构成如下：

 ] 首先，以汇总表的形式概述了各地区最低能效标准

的主要特征。确定了最低能效标准最先进的地区，

即采用了针对电机驱动系统的指标。

 ] 其次，针对各类电机驱动系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明确了影响最大的五个步骤。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

者可以在短期内采纳这些建议，这些建议涵盖了推

进电机驱动系统全球统一的主要内容。

 ] 第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为具有较大影响的

建议提供支持，但可能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

泵* 风机** 压缩机***

中国 有效
(GB 19762-2007)

有效
(GB 19761-2009)

修订中
(GB 19153-2009)

欧盟 修订中
(547/2012)

修订中
(no 327/2011)

制定中

美国 2020年生效
（《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十
篇第429和431部）

制定中 发布前

备注：

*)    清水泵。循环泵：欧盟正在修订（641/2009）；美国正在审议。

**)  工业风机（中国、美国)，电机驱动的风机（0.125-500千瓦）（欧盟）。美国和中国还有适用

于住宅风机的最低能效标准：吊扇、炉灶、管道风机；欧盟有适用于通风设备（建筑物）的最低能效

标准。美国没有起草关于风机的法规。

***) 空气压缩机。美国目前没有关于压缩机的法规。

表12：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泵、

风机、压缩机法规及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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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关于泵的详细建议

表14大致给出了各地区泵最低能效标准的主要特性。

可以看出，美国的最低能效标准是目前最先进的。

 

6.4.1 优先建议

1．将电机驱动系统的主要组件，即电机、泵以及适用

的变频器和传动装置包含在产品定义中。

从组件优化转向电机驱动系统将大大增加节能量。

对两类电机驱动系统的定义进行对比后发现，节能量可能

增加10倍（结合适当的指标，见建议4）[10]。中国和欧盟

可以在当前修订周期中采纳这些定义。美国已经实施了这

些定义。

2．将“清水泵”作为最广泛和最常用泵纳入。将废水

泵、循环泵和游泳池泵等其他类别纳入适合地区市场的法

规（根据测试标准和能效要求确定）。

为市场上范围最广的清水泵类别制定和应用最低能

效标准可优化节能程度；例如，与当前的最低能效标准相

比，欧盟清水泵可额外节能（组件级）25%，其他泵类别

可额外节能25%（总共节能50%）。“扩大范围”包括各类

泵的功率、流量、水头和速度等范围，且适用于地区市场

的其他类别。有些泵类型仅适合特定的市场（如美国和欧

盟的废水泵，以及欧盟和中国的多级潜水泵（在美国不使

用）），只需因地制宜。

对清水泵和其他类别泵，类别扩大范围将有利于所有

三个地区的水泵。

3．确保将国际泵测试标准作为当地标准法规的依据，

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作为地区/当地标准发布，不增加限

制和/或偏差。

将电机、传动装置和变频器纳入测试程序，进行全效

率测试或使用经校准组件的各项测试结果，从而获得能

表13：就进一步统一泵、风机和压缩机电机驱动系统标准和法规向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一般建议。

对政策制定者的一般建议 需要IEC/ISO层 额外节能

国际标准 让更多（行业）独立成员参与进来，为标准制定过程带来政策方面的意见。 x
统一技术标准和法规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x

产品定义 在产品定义中包括电机驱动系统的主要组件，即电机、拖动设备以及适用的变频器和传
动装置。

范围 将最常用的电机驱动系统包含在内。

将其他类别包含在适用于地区市场的法规中。

测试程序 确保当地法规中采用国际测试标准，同时不增加限制或产生偏差。

指标 使用一个通用的电机驱动系统能效指标，该指标包括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组件，且适用
于分级体系。 x

设定最低能效
标准

制定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要求制造商声明产品/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和性能参数。 x
若电机驱动系统包含在其他产品中，应遵循最低要求。

根据国际能效等级标准设定最低能效标准等级。 x

备注：

- 橙色越深，代表越重要： 高  中  低

配色：基于已明确的收益而预估的节能量，参见第4.1节。

- 所有建议均针对国家层面提出，针对IEC/ISO提出的建议标有“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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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测量数据。

ISO 9906泵测试标准适用于此目的。它明确了使用经

校准的电机或如美国那样的全效率的测试方法。

欧盟和中国可以效仿这一做法，在其标准法规中明确

电机驱动系统的测试方法啊。美国法规为缺失组件明确

了标准能效默认值，用于计算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各地

区明确了这些默认值的规范和计算模型。

针对废水泵，欧盟工业界正在评估制定测试标准的

必要性和潜力。可以与相关ISO委员会中的中国和美国专

家进行进一步的统一。

4．使用国际标准中明确的电机驱动系统通用能效指

标，该指标包括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组件，并适用于分级

体系。使用定速条件（实际工作点）的标准负载曲线和可变

负载条件的标准负载曲线来区分恒定负载和可变负载的

指标。

针对电机驱动系统使用一个通用的指标可减轻测试

负担，为所有利益相关方提高透明度。在恒定负载和可变

负载之间进行区分释放了巨大的节能潜力，节能量可提高

2 ~10倍（参见第4.2章）。

美国关于清水泵的法规中包含了最先进的指标，并区

分了恒定负载和可变负载。有关电机驱动系统指标的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8.3。可在欧盟和中国的测试标准

中规定恒定和可变负载的定义以及计算方法，供监管机构

在修订清水泵的最低能效标准时采用。

5．为全电机驱动系统设定最低能效要求，而单独的最

低能效标准中已包含的组件（例如电机、泵以及适用的变频

器）维持最低能效要求。

高能效的组件有助于提高电机驱动系统能效，因此

应避免使用低能效的组件。这一原则不会对电机产生额外

的要求。例如，在美国的泵标准法规中，为了提高泵水力

效率的成本效益而为泵设定了机组最低能效标准，配套

电机需满足美国当前最低能效标准要求。这种方法为制

造商提供了灵活性，他们既可以选择通过改进电机来提

高泵系统的全效率，也可以选择基线电机（达到电机最低

能效标准）但是提高泵的水力效率，或者同时采取上述两

种措施。

另一个观点是这样排除会产生漏洞。与外地生产本

地销售的制造商相比，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制造商将面

临不利影响。

第4.2节讨论了制造商为确保达到最低能效标准而产

生的测试成本，总结了潜在的好处和负担。

6.4.2 其他建议

以下是针对最低能效标准制定过程提出的其他建议。

制定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要求制造商申报产品/电机

驱动系统的能效和细节（供IEC/ISO参考和/或引用）。

要求制造商申报产品是否属于特定标准法规的范围。

市场监督机构和终端用户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产品的

关键特性，满足标准法规要求。在核实信息披露要求和

开展进一步的合规行动时，产品的可比性将得到增强，

利益相关方的时间和成本将得以缩减。性能特征的透明

度和可比性刺激了市场竞争，从而提高了质量，改善了性

能，降低了价格。

此时，二维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工业上已使用

表14：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清

水泵最低能效标准指标。橙色越

深，最低能效标准越先进。

中国 欧盟 美国

指标 仅泵 仅泵 电机驱动系统

EI

能效系数

MEI

最低能效系数

PEI
EEI
泵/能效系数

最低能效标准状态
（清水泵）

有效 有效（修订中） 已发布，2020年生效

输入 机械 机械 电气

输出 水力（流体） 水力（流体） 水力（流体）

包括电机、变频器、
传动装置

否 否 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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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产品信息

产品定义

ISO的（技术）定义标准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泵。ISO标准

适用于地区或国家层面以及制造商、贸易组织、购买者、消费

者、测试实验室、政府、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方，例如ANSI/

HI（美国）、GB（中国）和EN（欧盟）标准化平台。当增加

额外的或特殊的元件或术语发生变化时，会造成无法对比。

IEC为所有电气、电子和相关技术制定国际标准。是否采

用这些标准全凭自愿，但世界各地的国家法律或法规中常常会

引用这些标准。IEC国际标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制定。

范围

目前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最低能效标准都适用于清水泵。

在美国和欧盟，包括六种泵类型，在中国，包括三种泵类型，

而大多数泵类型的实际命名不同（见附录8.2，表17）。废水泵

（三种类型）在中国受到规范，在欧盟正在制定相关的标准法

规（目前还没有测试标准）。美国和欧盟正在制定游泳池泵的

法规。循环泵在欧盟受到监管，美国正在制定相关的法规。后

两种产品在中国不受规范。

测试程序

ISO测试标准（ISO 9906：2012）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标

准化机构和监管机构。裸泵使用经校准的默认电机和变频器进

行测试。地区标准法规明确了效率计算方法以及如何在计算中

使用这些测试值来检查合规性。正在考虑制定一项废水泵等某

些装置的国际测试标准。

指标

美国和欧盟使用的指标（循环泵的指标以及准备适用于清

水泵的指标）采用了相同的方法，但存在一些算法上的差异，

此外还使用了不同的负载曲线。中国的指标仅针对泵（能效指

标），不包括其他电机驱动系统组件。

在可变负载的泵系统中使用结合变速驱动装置的泵电机驱

动系统，节能量比定速泵高得多。

欧盟、美国和中国现行的立法框架明确了监管的影响和节

能潜力。在欧盟，法律规定了“安装在变流量系统中”或“安

装在定流量系统中”泵的最低能效要求，排除了这两个类别中

性能最差的泵以及变流量系统中的定速泵。在美国和中国，最

低能效标准适用于市售泵，排除了两种类别中最差的泵。

设定最低能效标准

最近才针对变频器制定了一项IEC测试标准和能效分级标

准（IEC 61800-9-2）中国、欧盟和美国的标准法规可纳入该

标准。目前没有适用于传动组件的测试标准或能效分级，但法

规中提供了用于能效计算的数值。

二维码来显示零件号、序列号和制造日期，IEC/ISO平台

可以更容易地借鉴这种方法。

制定“技术中立”的最低要求，鼓励创新和使用优化

的高效电机驱动系统。

这一做法目前适用于“泵系列”，即单级泵、多级泵

（清水泵）、建筑物内的饮用水增压系统、废水泵和衍生

装置，以适应某些特殊用途设备。然而，需在减少“泵系

列”的数量和保护消费者终端用户的使用性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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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关于风机的详细建议

表15大致给出了各地区风机最低能效标准的主要特

性。可以看出，欧盟的最低能效标准是目前最先进的

 

6.5.1 优先建议

1．将电机驱动系统的主要组件，即电机、风机以及适

用的变频器和传动装置包含在产品定义中。

将所有电机驱动系统组件包含在内可增加节能量。逐

步提高分级标准可带来更多增加节能量。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欧盟风机最低能效标准的修订，研究表明实施此标

准后，风机节能量可增加70%至100%[13]。下一步的工作

是采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可变负载和/或基于运行参数的优

化选型带来的好处（见建议5）。

中国可在下一个修订周期采用这一电机驱动系统定

义。欧盟的最低能效标准包括全电机驱动系统，但是还没

有“优化”的指标。美国对潜在最低能效标准（制定中）的

初步分析中，使用了全电机驱动系统17。

2．将最常用的风机类型，即轴流式、离心式和混流式

风机包含在内。将其他特殊和/或地区性应用（具有单独

的、可验证、可衡量的定义）包含在适合地区市场的标准法

规中。注意排除在法规外的可能是潜在漏洞的产品类别。

通过制定包括最广泛的风机类别的最低能效标准，

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在主要的风机类别中，可以

按地区市场进行区分，也可以确定排除在标准法规之外

的产品类别。

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产品范围差异的风险，但不同的市

17  美国目前没有适合风机的最低能效标准。

场监管时间路径有助于实现统一。例如，欧盟标准包含射

流风机，而中国和美国（制定中）标准不包括这些风机；欧

盟将带风罩和不带风罩的离心式风机合并为一类；美国（

制定中）将带风罩的离心前曲叶式风机和带风罩的离心后

曲叶式风机合并为“带风罩的离心式风机”，但是欧盟却

没有涉及该类产品。

已制定或正在制定单独的针对吊扇、抽油烟机和炉

管等住宅装置（美国、中国和欧盟）以及欧盟的通风机组

的标准。

在明确排除法规之外的产品类别时，需注意即使是

被排除的产品类别也需要一个可验证、可衡量的定义，这

样才不会产生漏洞。

3．确保将国际风机测试标准作为当地标准法规的依

据，同时不增加限制和/或偏差。

将电机、传动装置和变频器纳入测试程序，进行全效

率测试或使用单独组件的测试或经校准的结果，从而获

得测量的能效数据。

ISO 5801标准是关于风机的国际测试标准。在中国、

欧盟和美国，该标准被纳入地区标准，并进行了一些细微

的调整。

欧盟现行的最低能效标准针对变频器（如果有）使

用了补偿系数，而对电机和传动使用默认值。在欧盟，修

订最低能效标准的重点是应用全电机驱动系统直接测

量结果。

不带电机的风机制造商可以采用规定的方式测量风

机，进行合规申报；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需使用

具有相同驱动装置，以及相同或者更高IE等级电机。制造

商还可以声明该风机将与变频器一起使用，从而计算出

中国 欧盟 美国

指标 仅风机 电机驱动系统 电机驱动系统

FEG
风机能效等级

FMEG或N
风机电机能效等级

FEP, FEI
风机电功率；
风机能效指数

最低能效标准的状态
（包括风机）

有效 有效（修订中） 制定中

输入 机械 电动 电动

输出 水力（气体） 水力（气体） 水力（气体）

包括电机、变频器、
传动装置

否 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表15：中国、欧盟和美国工业

和商用风机的最低能效标准指

标。.橙色越深，最低能效标准

越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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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能效值，让终端用户增设变频器。但如果没有增

设变频器，或者变频器能效太低，这种解决方案就会成

为一个潜在的漏洞。

可以只使用直接测量数据结果，针对较大的风机使用

等比例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可根据新的IEC标准（

见表10），为变频器馈电系统制定单独的最低能效标准。

引入包含部分负载的能效指标和测试程序可支持这

一解决方案。只有在使用变频器时才能达到部分负载能

效值，对循环泵和水泵（可变负载）也是如此。在美国（制

定中），风机工作组投票选择18既可采用全效率整体测量

的方法，也可采用测量风机机械输入功率，同时使用电机

和变频器（如有）的默认值的计算效率方法。

4．对电机驱动系统能效采取通用能效指标，该指标涵

盖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组件，适用于分级方案，并在国际

标准中予以定义。

欧盟能效指标已在当前的最低能效标准（MEPS）中

得到证明，但由于能效等级逐渐提升，欧盟当前指标将达

到其极限（在生态设计立法范围内）。有必要采取一种新

的，用于探索变速控制的潜力，并根据性能参数（压力、

流量、噪声）对产品进行优化选型的全面指标。具体做法

可能包括将当前基于几何的分类方式（即，轴流风机等）

转变为功能性的压力/体积流量方法。

在美国，为了响应风机工作组的建议，已开发出一种潜

在的能效指标，即按全电机驱动系统的每个适用工况点对

风机进行评估（这与欧盟能效指标相反，后者旨在按峰值

能效点对风机进行评估）。目前有待进一步确定这一新能

效指标对于行业和利益相关方而言有何利弊，并对下列问

题进行探讨：1）此能效指标是否能够增加节能效率并降低

总拥有成本？2）行业及合规当局测量多点的需求是什么？

成本如何？有关电机驱动系统指标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见附录8.3。

5．制定全套电机驱动系统的最低能效要求，并确保其

组件始终满足最低能效要求（这类要求已纳入单独的最低

18  电机驱动装置的政策指南见第1部分。

能效标准）。若电机驱动系统包含在其他产品中，应遵循最

低要求。

可避免使用低效率组件并通过排除法防范可能存在

的漏洞。由于这些组件需要满足相应的最低能效标准（例

如，电机的最低要求），因此在实施这一原则的情形中，组

件无需满足其他要求。通过直接测量电机驱动系统（以规

定方式，全效率（风机）），制造商可以声明电机驱动系统

符合相应标准，包括实际变频器（VFD）（如果适用）规范

以及所使用的电机额定值。最终产品必须使用这些重要

元件。

如果其他产品使用某电机驱动系统，则仍然适用对电

机驱动系统的最低要求。举例来讲，根据欧盟的通风设备

最低能效标准，制造商必须在适用情况下应用符合标准

的组件，如特定类型的风机和/或电机，制造商可基于测

试报告，IE等级或其他合规标志证明这类组件达到标准。

第4.2节讨论了制造商为确保达到最低能效标准而产生的

测试成本，总结了潜在的好处和负担。

中国可实施这种方法，欧盟和美国应在其法规中保留

这种方法。

6．根据功率范围和/或其他特征，统一风机类别的

定义。

在定义（风机类别名称）和功率范围方面，进一步统

一是合理也是必要的做法。

近期，ISO在更新版本的定义中纳入了“裸轴风机”或

者“非驱动风机”或“驱动风机”。然而，在地区层面仍然

存在差异；例如，欧盟标准化委员会并未完全采纳ISO定

义，而美国的AMCA 99包括“非驱动”定义。

对于组件和电机驱动系统，以及按功率范围和/或其

他特征划分的风机类别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国际标

准化工作。

6.5.2 其他建议

下列其他建议主要针对产品定义和最低能效标准的

制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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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风机

产品定义

中国标准法规中的定义只包含风机本身。欧盟标准法规（正

处于修订阶段）和计划的美国法规（正处于制定阶段）中使用的

定义涵盖了所有主要组件。

范围

欧盟和中国的现行法规以及计划的美国法规（正处于制定

阶段）包括主要产品系列以及7~8个主要风机类别，但具体类

型存在差异，例如，横流风机（仅欧盟法规）、屋顶风机（美

国法规）以及混流风机（欧盟和美国法规）。从应用的产品名

称可以看出，三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些许差异。

图11给出了最常见风机转子类型的概览，以及气体通过转

子或叶轮的主要流动路径。

指标

目前采用的风机能效指标（中国、欧盟和美国国家层面）

属于第一代度量标准。这类指标针对的是风机的总峰值能效，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风机（轴流风机、混流风机、离心风机、横

流风机）。但是，有必要制定新一代能效指标，并在该指标中

纳入全效率（风机）或者电机驱动系统方法。具体做法可能包

括将当前基于几何的分类方式（即，轴流风机等）转变为功能

性的压力/体积流量方法。

空气流动和控制协会（AMCA）近期制定的FEP/FEI能效指

标（即风机电功率和风机电指数）定义了每个适用工况点的最

低效率和功率水平，并且适用于驱动风机。行业和利益相关方

正在讨论这一指标的利弊，包括解决终端用户最低总拥有成本

以及确保风机合规程序的问题。

图 11：最常见的风机转子类型。

（资料来源：生态设计风机综

述，VHK，2015）

轴流

离心

混流和横流

转子

前向曲叶式

后向曲叶式

混流

管装式轴流

径向带罩

后倾式

横流

翼式轴流

径向倾斜

后翼型

横流（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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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行业）独立成员参与进来，将政策视角引入

标准制定过程。

统一技术标准和法规中使用的术语及定义。

确保将国际标准纳入地区和国家标准。

近期修订的ISO词汇标准（ISO 13349：2010）纳入了两个

新定义：“裸轴风机”和“驱动风机19”，但某些区域代表并未

采纳这些定义。然而，这些定义最终应在IEC/ISO标准中得到

统一，纳入地区标准，并在后续标准法规中予以使用。中国、

欧盟和美国这三大地区将该标准用作产品定义的依据。

制定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要求制造商申报产品/电机

驱动系统的能效和细节信息（在IEC/ISO层面），并按照标

准法规中所述方式对电机驱动系统进行分类。

如果产品的关键特性足够透明，就能使市场监管机

构和终端用户获益。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可比性得以加

强，利益相关方也能节约时间和资金。例如利益相关方在

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实施检查以及进一步开展合规性测试

等合规活动时，凭借对产品关键特性的了解，可以节约一

定的时间和资金。此外，还能鼓励制造商和用户以最佳方

式使用适当的风机产品。

此时，二维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工业上已使用

二维码来显示零件号、序列号和制造日期，IEC/ISO平台

可以更容易地借鉴这种方法。

19  “裸轴风机——无驱动和电机”，以及“驱动风机——电机上安装或连

接有一个或多个叶轮，带有或不带有驱动机构、外壳和变速驱动装置”；ISO 

13349:2010。

6.6 有关压缩机的详细建议

表16概述了各地区压缩机最低能效标准的主要特性20。

目前，仅中国实行了压缩机最低能效标准。

 

6.6.1 优先建议

1．在产品范围中纳入最常用的压缩机类别，即标准

空气压缩机及其子类别：旋转式和往复式标准空气压缩

机——喷油式/油润式；无油低压标准空气压缩机。

2．在法规中增加其他类别压缩机，以反映地区市场。

例如，用于产生热量或冷量的蒸汽压缩循环压缩机。

针对市场上最大规模类别/子类别的标准空气压缩机

制定并应用最低能效标准，可提高节能量。美国最终规则

（预出版）涉及了标准空气润滑螺旋式空气压缩机，但不

涉及活塞式压缩机。欧盟的相关法规正处于制定阶段，已

于2014年10月在咨询论坛上提出了规范“标准空气压缩

机”（润滑旋转式和往复式机械）的提案，该提案已进入

影响评估阶段。

3．确保国际首选的压缩机测试标准适用于地区/地

方法规，不增加额外的可能给市场方带来额外经济负担

的规范。

中国、欧盟和美国的地区标准采用了（或者用作依据）

容积式压缩机（包括旋转式和活塞式标准空气压缩机，喷

油式/油润式）的国际测试标准（(ISO 1217：2009）21。当前，

正在将“标准空气”压缩机组的“循环能量需求”（评估闲置

能量损失）等概念纳入ISO标准之中。就一些概念（例如，测

量热回收性能）而言，目前尚无标准。

4．对电机驱动系统能效采取通用能效指标，该能效指

标涵盖电机驱动系统的所有组件（压缩机组），适用于分

级方案，并在国际标准中予以定义。

等熵效率能效指标可轻易识别压缩机的损失，因此最

20  美国已公布最终测试标准，效率标准（法规）为“预出版”最终规则。

21  测试标准ISO  5389：2006适用于涡轮压缩机，中国、美国和欧盟尚无此类

别压缩机的相关法规（甚至尚未撰写相应草案）。但是，欧盟和美国（部分）

已经对此（连同无油容积式机械）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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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标准空气压缩机最低能效标准22。该能效指标指的

是实际压缩机在特定压缩循环中所需的功率输入与理想等

熵压缩所需功之间的比值。使用这一度量标准，可以比较

不同产品和技术的性能。有关电机驱动系统指标的更多详

细信息，请参见附录8.3。

涡轮压缩机行业熟知这一度量标准，但在当前使用比

功率要求（kW/（m3/min））的旋转容积式压缩机行业中，

22  与理想的等熵过程相比，等熵效率使得轻易识别压缩机损失成为可能。

等熵效率越高，损失越低。等熵效率不受出口压力水平差异的影响，但仍然

需要单位转换（从英制到国际单位制）[10]。

这一度量标准不太为人所知。但是这两个度量标准都可

以根据适用的ISO标准进行计算。出于监管目的，可将循

环能量需求23（作为信息披露要求）以及热回收性能规

范24（作为设计要求）纳入标准之中。

5．根据通用参考条件，制定性能参数的强制性信息披

露要求。纳入具体的（设计）要求，确保热回收装置得以轻

23  从静止到启动再到全负荷，再通过排气和空转回到静止状态，每一个完

整的循环都会产生额外的能量需求，大约相当于15s至20s全负荷运行的能量

需求（适用于现代设计的压缩机）。这就是“循环能量需求”；仅适用于定

速螺杆式和叶片式压缩机。

24  在工业空气压缩机使用的电能中，有80%-93%会转化为热能。在许多

情况下，设计合理的热回收装置可以回收50%-90%的可用热能，并将其用

于加热空气或水[10]。

中国 欧盟 美国

指标 压缩机组 压缩机组 压缩机组

压缩机效率等级
比功率、等温效率

等熵效率实际与理想等熵
压缩机

等熵效率实际与理想等熵
压缩机

最低能效标准的现状 有效 制定中 处于制定阶段（预出版）

输入 电动 电动 电动

输出 流量、压力 电动 电动 

电机、（变频器）、变
速器、辅助设备，包括

是 是 是

等级水平 每个类别的表格 每个类别的表格 每个类别的表格

表16：中国、欧盟和美国的空气

压缩机最低能效标准度量标准。

橙色越深，意味着最低能效标准

越先进。截至目前，欧盟关于压

缩机的法规正处于起草阶段，美

国尚无关于压缩机的法规，因此

表格中没有标注颜色。

产品信息——压缩机

产品定义

就中国而言，标准空气压缩机包括某些活塞式（无油和油

润式）压缩机以及润滑旋转式压缩机类型。美国最终规则（预

出版）涉及了标准空气润滑旋转式空气压缩机，但不涉及活塞

式压缩机。欧盟法规正处于制定阶段，已于2014年10月向咨询

论坛提交了一份规范“标准空气压缩机”（润滑旋转式和往复

式机械）的提案，该提案已进入影响评估阶段。

由于采用不同的技术原理；缺乏商定的性能比较方法；在

产品性能（降低了节约潜力）或市场规模方面差异甚微和/或产

品数量较少，出于（所有三个地区的）监管目的，将其他子类

别（例如，用于工艺气体的真空泵和压缩机）排除在外。

双作用 螺杆鼓风机

动力式容积式

往复式 旋转式

压缩机类型

离心式 轴流

单作用
图 12：空气和气体压缩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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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安装。使这些要求与类似产品类别（例如电动机、风机

以及泵）的信息要求保持一致。

这些信息要求能够促进产品性能比较，并推动有效的

市场监督。

产品信息表示例，请查阅美国最终法规（预出版）和欧

盟审查研究以及压缩空气和气体研究所（CAGI）验证计划

等自愿倡议。这些示例可以基于常见的参考条件，并纳入

IEC/ISO标准和地方法规。

 

6．考虑到对行业和终端用户的影响，引入最低能效水

平，避免地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

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对最低能效标准不太严格（

或者不严格）的某些地区造成不良影响，例如成为低效产

品倾销区。欧盟压缩机审查研究指出了下列差异：欧盟对

于旋转式（螺杆、叶片）、润滑式、风冷机组提出的要求比

其他地区更为严格（中国对低流量设备的一些要求除外）

。中国对于旋转式（螺杆、叶片）、润滑式、水冷机组提出

的要求略低（2级），但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市场。如

果将中国的要求提升至1级，则可与欧盟，美国的要求相媲

美。美国在最终规则（预出版）中提出的最低要求不如欧盟

的要求严格[10]。

6.6.2 其他建议

下列其他建议主要针对产品定义和最低能效标准的制

定过程。

将主要组件（或者是机组产品）纳入电机驱动系统定义

之中，包括压缩机、电机、变速器、变频器（如果适用）或者

开关设备以及安全运行所需的辅助设备。

美国法规草案25以及欧盟法规草案（工作文件）与中国

法规中使用的定义非常相似，包括“压缩机组”或者“基本

机组压缩机”中的上述主要部件[10] [26]。

调整压缩机组的技术定义和每组压缩机的数值，例如

出口压力、体积流量和/或其他特性。

吸引更多（行业）独立成员参与进来，将政策视角引入

标准制定过程。

25  美国已公布测试标准，效率标准（法规）为“预出版”状态。

统一技术标准和法规中使用的术语及定义。

技术报告ISO/TR 12942可作为实用压缩机设备多维分

类系统的依据。此报告基于工作原理以及设计类别和功能

类别提供分类和归类结果。ISO测试标准包括26压缩机类

型和组件定义，但并无可用于地区标准和后续法规的普遍

适用“词汇和定义”标准。

如果其他产品使用电机驱动系统，则同样适用最低

要求。

如此以来，可通过排除法防范漏洞，并再次强调了高

效组件成就高效产品的观点。

26  ISO 1217（容积式压缩机）以及ISO 5389（涡轮压缩机）；压缩机-分

类-ISO 5390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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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年10月11日至12日，地点：瑞士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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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美国能源部，《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10卷第429

部分和第431部分，最终规则，节能项目：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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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范”，2016年1月。

[21] 美国能源部，“泵的最终规则”，EREE 20160630。

[22] 电器标准和规则制定联邦咨询委员会，商业和工业风

机和鼓风机工作组，条款说明书，2015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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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标准能否加速进程？eceee 2013年夏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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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设计法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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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引入风机能量指数；空气流动和控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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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ark Stevens，风机效率指标，2017年全球电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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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至8日，地点：意大利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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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政策及国际标准的预

期，IEA—IEC—ISO支持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政策

的国际标准研讨会，巴黎，2014年3月13日。

[30] Trevor Vyze、ISO：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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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泵概述：类型、标准法规、能耗

本附录概述了中国、欧盟和美国当前实施或正处于研

究阶段的标准法规（最低能效标准）所包含的不同类型的

泵，参见表17。表18给出了欧盟不同类型泵的能耗概况，以

及泵产品和泵电机驱动系统层面的节能潜力。不包括：用于

温度低于-10℃或高于120℃清水泵、消防泵、容积式水泵、

自吸式水泵、其他液体泵、循环泵。

表17：当前实施或正处于研究阶段的标准法规的泵类型概述。

当前实施或正处于研究阶段的立法所包含的泵类型概述

欧盟 美国 中国

标准法规 547/2012 641/2009 第28批
研究

第29批
研究

《美国联
邦法规汇
编》第10
卷第431
部分第Y子
部分

处于
制定
阶段

GB 
19762-
2007 

GB 
32031-
2015  
GB 
32030-
2015
GB 
32029-
2015

清水泵

端吸自带轴承泵/端吸框架安装/自
带轴承

带联轴器端吸泵
（ESOB）

(150 kW–1 
MW) 

ESFM (*)

端吸紧密耦合泵 端吸紧密耦合泵
（ESCC）

(150 kW–1 
MW) 

端吸紧密
耦合泵
（ESCC）

(*)

端吸耦合直列泵/直列式 直连式端吸紧密耦合
泵（ESCCi）

(150 kW–1 
MW) 

IL (*)

立式多级泵/径向分流式多级立式
直列式扩散泵

MS-V ( >25 bar) RSV

深井潜水多级水泵/潜水涡轮机 立式多级泵（MSV） 
潜水多级泵（MSS）
（4’或6’） 

(8’, 10’, 
12’, 
12’+) 

ST 32029/ 
32030 (*)

用于私人和公共废水管理与处理以及高固体含量流体的泵

离心潜水泵（最大160kW的径流式
污水泵） 

X 32031(*)

离心潜水泵（混流泵和轴流泵） X 

离心潜水泵（每天运行一次，最大
10kW）

X 

离心潜水家用排水泵（通道
<40mm）

X 

潜水排水泵 X 

离心干井泵 X 

泥浆泵（轻型）、（重型） X 

用于游泳池、池塘、喷泉和水族馆的水泵

带有内置过滤器的游泳池集成电
机泵

X X

喷泉和池塘泵（最大1kW） X 

家用/小型/非商用小型水族箱泵 X 

水族馆动力头泵（最大120kW） X 

家用和商用Spa泵 X 

逆流泵 X 

循环泵

无腺体独立循环泵和集成在产品中
的无腺循环泵

X X

其他泵

消防泵

注：(*)不是1对1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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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欧盟水泵-产品和扩展产品层面的能耗与节能。

泵类型 第11批研究 能源使用量 产品级节能量 节能（扩展产品方法
（EPA）层面）

欧盟法
规部分

预期用途 最小值 最大值

太瓦时/年 % 太瓦时/年 % 太瓦时/年 太瓦时/年

用于清水的端吸泵

带联轴器端吸泵（<=150 kW） x 清水 53.7 1.12 11 14

带联轴器端吸泵（>150 kW） 清水 4.7 0.06 0.3 0.4

端吸紧密耦合泵（<=150kW） x 清水 52.6 0.92 12 16.4

直连式端吸紧密耦合泵（<=150kW） x 清水 21.3 0.72 5.7 7.2

用于清水的潜水式深井泵

深井潜水多级泵（<=6"） x 清水 24.5 0.67 0.8 1.9

深井潜水多级泵（>6" and <=12"） 清水 17.3 0.42 0.6 1.4

深井潜水多级泵（>12"） 清水 4.1 0.07 0.1 0.1

用于清水的立式和卧式多级泵

立式多级泵（<=25bar） x 清水 27.2 0.16 5.9 7.6

立式多级泵（25 –40） 清水 6.4 0.16 1.6 2

卧式多级泵（MS-H） 清水

卧式多级泵（MS-H） 清水

用于清水的其他泵

自吸泵 （<=22kW） 清水

自吸泵 （22 –150kW） 清水

增压泵 （<=150kW） 清水 3.7 1 1.2

用于游泳池的泵

小型（<=2.2 kW） SPW 6.9 0.14 0 0.41

大型（>2.2kW） SPW 2 0.05 0 0

用于废水的潜水泵

径向漩涡泵 (<=10kW) 废水 3.3 0.06 0 0.24

径向漩涡泵 (10 –160kW) 废水 0.5 0.01 0 0.04

径向通道泵 (<=10kW) 废水 3.3 0.06 0 0.24

径向通道泵 (10 –25kW) 废水 2.1 0.06 0 0.16

径向通道泵 (25 –160kW) 废水 6.6 0.18 0 0.4

轴流 活性污泥 0.2 0.002 0 0.02

混流 雨水、暴风雨、污水 1.2 0.015 0 0.1

排水井

混流和轴流 雨水、暴风雨、污水 0.07 0.001 0 0.005

径向漩涡泵 (<=10kW) 废物、沙子、网格等 0.9 0.01 0 0.07

径向漩涡泵 (10 –160kW) 废物、沙子、网格等 0.3 0.002 0 0.02

径向通道泵 (<=10kW) 废物、沙子、网格等 0.9 0.01 0 0.07

径向通道泵 (10 –25kW) 废物、沙子、网格等 1.3 0.02 0 0.1

径向通道泵 (25 –160kW) 废物、沙子、网格等 2 0.04 0 0.12

高固体含量水泵

潜水排水泵 砂水和砂砾水 5.8 0.15 0 0.41

泥浆泵

轻型泥浆泵 泥浆 4.7 0.08 0.05 0.38

重型泥浆泵 泥浆 0.5 0.01 0.01 0.04

合计 258 5.20 39.1 55.0

小计1 第11批（2007年） 179 69% 3.6 70% 35.4 47.1

小计2 Lot28,29 (2011) 79 31% 1.6 31% 3.7 7.9

合计 第11批、第28批、
第29批

258 5.20 39.1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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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国际能源署，《2016年世界能源展

望》情景定义27

 ] 当前政策情景（CPS）：根据国际能源署《2016年

世界能源展望》，当前政策情景指的是到2016年年

中之前，除已经得到具体实施措施支持的政策或措

施之外，不实施任何新政策或措施的全球能源系统

道路（一切照旧）。此外，也不会出台新的政策目

标。当前政策规定，一些措施有具体时限，随后会

失效。

 ] 新政策情景（NPS）：新政策情景的基础是对各国

27  国际能源署：《2016年世界能源展望》情景定义，第1.1章，巴黎，2016年

政府未来几十年能源部门发展的政策和计划的详细

观察。此情景充分或部分地考虑了已宣布的各项目

标，指标和意图，即便这些目标、指标和意图尚未

纳入立法或者其实施手段尚未得到充分保证。 

 ] 450：脱碳情景具有不同定义：这种情景从能源部

门的终极需求时间点倒推至当前时代。“450情

景”的目标是将2100年的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

业化前水平高2℃的范围内。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

度需要控制在450PPM的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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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当前政策情景下全球电机

驱动系统电能需求.。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

年世能源展望》）

图14：新政策情景下全球电机驱

动系统电能需求。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

年世能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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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和表19显示了2015年至2040年电机驱动系统及其

组件在当前政策情景和新政策情景下的节电情况28。2040

年，欧盟、中国和美国全球总节电量攀升至10，900亿千瓦

时/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节电量达到8，980亿千瓦时/年

（82%），是三个地区中节电贡献最大的地区。此外，图8和

表19还显示，由于电动汽车份额的不断增长，2040年交通

运输的电力需求量将增加2，030亿千瓦时/年。

28  国际能源署的参考数据指的是电动机的能耗，定义涵盖了所有电机驱动装

置和系统组件。

国际能源署
《2016年世界能
源展望》中的电
机驱动系统

用电量（亿千
瓦时/年）

2015 2025 2040

新政策情景与当前政策情景的节电量对比

合计 美国 − 68 116 

欧盟28国 − 9 76 

中国 − 280 898 

合计 3 − 358 1 090 

全球其他地区 − 106 313 

总计 − 464 1 404 

工业 美国 − 6 12 

欧盟28国 − 11 29 

中国 − 176 758 

合计 3 − 194 799 

建筑物 美国 − 71 174 

欧盟28国 − 12 67 

中国 − 124 225 

合计 3 − 206 465 

运输 美国 − −11 −73 

欧盟28国 − −15 −21 

中国 − −28 −109 

合计 3 − −54 −203 

农业 美国 − 2 4 

欧盟28国 − 0 1 

中国 − 9 24 

合计 3 − 11 29 

合计 美国 − 68 116 

欧盟28国 − 9 76 

中国 − 280 898 

合计 3 − 358 1 090 

表19：不同地区或行业的电机驱

动系统在当前政策情景和新政策

情景下的节电情况。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

年世能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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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电机驱动系统能效指标概述 

本附录概述了各地区当前实施和正处于开发阶段的

泵、风机和压缩机的不同能效指标，以及不同能效指标

的“电机驱动系统覆盖等级”（即电机驱动系统组件的

覆盖范围）。本段最后简短描述了制定更为通用的方法

定义电机驱动系统能效的潜力。 

电机驱动系统能效指标的制定（概述）

当前用于泵和风机的能效指标可用于比较任何配置

的电机驱动系统，因为其涵盖了从裸驱动设备到全电机

驱动系统的组件。因此适用的输入/输出参数涵盖范围已

从机械/水力扩展为电气/水力参数。从表20中可以看出

这一发展过程，其中三个电机驱动系统的“能效指标生

成”从浅色能效指标发展至深色能效指标；从仅包含组

件的能效指标（浅色）发展为更为完整的能效指标（深

色，适用于法规）。

表21更为具体地显示了有关泵、风机和压缩机最新

能效指标的细节信息。就所有电机驱动系统（泵、风机

和压缩机）而言，能效指标根据产品类别进行区分。

（清水）泵的最新能效指标区分了满负荷和部分负

荷运行条件，从而在基于实际运行条件（恒定负荷或可

变负荷）正确地评估泵解决方案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适用于基于几何的泵分类方式。

现行欧盟最低能效标准修订流程建议继续增加等

级水平，而欧盟当前使用的FMEG能效指标已达到其极

限，但区分恒定负荷或可变负荷的问题尚未解决。近期

制定的FEI/FEP能效指标提供了一种功能性的压力/体积

流量方法，将对最佳运行点的要求转变为对任何运行点

的要求，可能带来实现额外的节能。

就压缩机而言，定义了标准空气应用能效指标，并

对压缩机类别进行了区分。

能效指标领域的发展

更为通用的电机驱动系统输出/输入效率能效指标可

以促进电机驱动系统创新，使其朝着高效解决方案的方

向发展，从而削减终端用户拥有电机驱动系统的成本，

并且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技术偏差。风机就是技术偏差的

一个常见示例。风机流场的几何特性或叶轮的形状具有

某些其他几何形状无法达到的物理最佳值。基于这些特

定几何形状的产品分类方式本身就具有技术偏差。通用

能效指标的优点在于激励以开放和技术中立的方式对系

统性能进行比较。

所描述的指标均可用于定义“技术中立要求”。然

而，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风险，许多产品类别（来自

泵、风机和压缩机）因受特定设计的物理限制而无法满

足最低效率要求，因此将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这可能会

降低消费者的效用。举例来讲，终端用户和原始设备制

造商（OEM）的产品选择会变少，制造商不得不重新排

列自身产品组合并承担相应成本。

使用基于全球标准的定义，不同电机驱动系统（

泵、风机和压缩机）能效指标领域的发展，主要针对

不同运行条件（恒定负荷与可变负荷）的问题。进一

步制定能效指标时，应着重纳入一些方法，用于确定

电机驱动系统在真实的日常运行条件下所需的最高能

源效率和最低总拥有成本。



电机驱动系统类型 中国、欧盟和美国法规中的能效指标

泵 仅泵 电机驱动系统

指标

缩略词 EI MEI PEI 
EEI

全称 能效指数 最低效率指数 泵/能源效率指数

使用中的地区 中国 欧盟（清水） 美国、欧盟（循环泵）

输入 机械 机械 电气

输出 水力（流体） 水力（流体） 水力（流体）

电机、变频器、变速器，包括 否 否 是

风机 仅风机 电机驱动系统

指标

缩略词 FEG FMEG或N FEP
FEI

全称 风机能效等级 风机电机能效等级 风机电源；风机效率指数

使用中的地区 中国 欧盟 （美国正处于制定阶段）

输入 机械 电动 电动

输出 水力（气体） 水力（气体） 水力（气体）

电机、变频器、变速器，包括 无 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压缩机 压缩机组

指标 压缩机效率等级 等熵效率

详细信息 比功率、等温效率 实际与理想等熵压缩
循环

使用中的地区 中国 美国预出版
（欧盟法规正处于制定
阶段）

输入 电动 电动

输出 流量、压力 等熵

电机、（变频器）、变速器、
辅助设备，包括

是 是

表20：各电机驱动系统和地区的能效指标概述，以及“电机驱动系统覆盖”等级。深色=能效指标更为先进的电机驱动系统层面。美国的风机法规

正处于起草阶段，因此表格中并未标注颜色。

泵 风机 压缩机

电机驱动系统 电机驱动系统 电机驱动系统 压缩机组

指标 泵能效指数（PEI）、EEI FEP、FEI
风机电源；风机效率指数

FMEG或N
风机电机能效等级

等熵效率实际与理想等
熵压缩循环

输入
输出

电力
水力（流体）

电力
水力（气体）

电力
水力（气体）

电力
等熵

定义能效指标的参数  ] 流量
 ] 速度
 ] c值（各类型泵、速度）

 ] 流量
 ] 压力

 ] N值（效率等级）
 ] 各功率范围
 ] 各测量类别

 ] 体积流量
 ] d值

负荷分化可变流量

恒定流量

是
25%、50%、
75%、100%流量+权重
因数

75%、100%、110%流量

否
否

选择的操作点

否
否

最佳能效点

是
40%、70%、100%流
量+0.25、0.5、0.25权
重因数

100%全负荷

技术中立 否，各类型泵的计算值
不同

可以这样应用；
但也可以根据风机类型进
行区分

否，各类型风机的值不同 否，各类别曲线

等级水平 各类别泵 各类别风机 随流量和压力变化 每个类别的曲线

包括电机、变频器、
变速器

是，计算值（如果不存
在）

是，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是，计算值（如果不存在） 是（+包括辅助设备）

表21：泵、风机和压缩机电机驱动系统先进能效指标的详细信息概述。.



国际能源署高效终端设备（4E）技术合作项目（以

下简称“4E项目”）

4E 是国际能源署（IEA）于2008年设立的一个技术

合作项目，旨在帮助各国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促进高

效终端设备的生产和贸易。随着电器国际贸易的增长，

许多有声望的多边组织都强调了国际合作和能源效率信

息交流的作用，这对于制定有成本效益的气候变化解决

方案至关重要。来自亚太、欧洲和北美的12个国家围绕

4E论坛团结合作，共享信息，分享经验，以便在节能电

器和设备领域制定有利的政策。各国均认识到，最大限

度地提高能效来满足未来能源需求，会为能源安全、经

济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带来巨大好处。4E聚焦于规模最

大且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最快之一的电器设备领域。随着

这些产品全球贸易额的增长，4E成员国发现，将专业知

识汇聚起来不仅可以加强对可用资金的有效利用，而且

所得出的成果也更加全面和权威。然而，4E不仅仅是共

享信息——它还发起了满足参与方政策需求的项目，帮

助各国制定更明智的政策。4E项目的主要合作研发活动

包括：

 ] 电机系统（EMSA）

 ] 固态照明

 ] 电子和网络设备

 ] 比对和对标

4E项目现有成员国包括：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

韩国、荷兰、瑞士、瑞典、英国和美国。

4E项目成员国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

 ] 4E提供的平台让成员国政府更深入地了解每个国家

当前和未来能效政策重点，根据这些信息，他们可

以在制定本国政策时有更多选项。

 ] 4E项目促进知识共享，同样重要的是，该项目还加

深了同行之间的联系，促使各方在4E之外保持持续

沟通。

 ] 4E提供的平台让成员国政府更深入地了解每个国家

当前和未来能效政策重点，根据这些信息，他们可

以在制定本国政策时有更多选项。

 ] 4E平台促进知识共享，同样重要的是，该平台还加深

了同行之间的联系，从而可以在4E之外保持持续沟通。

 ] 4E的报告使4E成员国能够将当地现有产品的性能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进行比较，并发现各个技术

领域的全球趋势。这些都有助于政府在制定国家政

策时确定优先事项。

 ] 4E已经开发出了构建国家情景以及收集和分析数据

的最佳实践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政府提高对国

家项目影响的评估。

 ] 4E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论坛，各国政府可以寻求

通过多边或双边机制，就特定产品的研究或政策制

定展开合作。

 ] 4E项目支持各国高质量电器设备认证测试实验室能

力建设。

 ] 4E项目为各成员国政府提供了出席国际电气标准论

坛的机会，使这类论坛更加切合决策者的需求。

 ] 4E的工作成果为能效提升的好处提供了切实的证

据，并帮助成员认识到自身项目更新的重要性，并

促进了资源的分配。

 ] 2008年至今，4E项目共计开展了770次面向政府官

员和工业界的研讨会、演讲和其他推广活动，并发

行了有关出版物。

有关4E项目的更多详情，请查阅：

www.iea-4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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