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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由于成本的不断上升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关注节能，
于是，工厂或制造车间的能效需求便成为了首要考虑的问题。据美国
能源部介绍，电机消耗的电量占国内制造商总电量的 64%。运行泵和

风机的电机占到负荷的一半以上。在全球范围内，泵的电力需求占总
电力需求的 20%。   人们越来越注重将电机启动方法作为一种节能途

径，从而提高 终收益。使用恰好够用的能量启动和运行电机可减少
能源浪费，有助于控制当地电力公司收取的电费。 

一些可选的电机启动技术包括：使用接触器、变频器 (VFD) 或软驱动

器，例如智能电机控制器 (SMC™)、 Allen-Bradley 系列软驱动器 （SMC 
Flex、SMC-3 和新推出的 SMC-50）。每种技术都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性能

属性，这些属性会根据应用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使用接触器进行启动
的传统方案包括简单的打开或关闭，或者更为复杂的组态，例如星角
启动器、多速启动器、自耦变压器启动器或其它类似启动器。传统的
直接启动 (DOL) 通过一个接触器和简单或先进的过载继电器来完成。

VFD 技术在过去 20 年里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它使用先进技术控制电

压和频率，从而实现电机启动、运行和停止过程的精确控制，此项技
术已成为转矩控制或线性速度应用的默认启动解决方案。 

Allen-Bradley 的 SMC 系列软启动器控制启动和停止过程中的电压和电

流。启动控制包括软启动、限流启动、泵控制启动、低速启动和全压
启动等功能。对于停止过程， SMC 能够执行泵停止、智能电机制动和

软停止。在两种选定模式的其中一种下，可以实现特殊的低速运行。
标准情况下，所有这些功能都可以使用 SMC-3 或 SMC Flex 通过集成旁

路接触器执行。集成旁路的优点是产品体积较小，而且能够在电机达
到所需转速后立即降低控制器的热耗散，因为内部机电式旁路会承载
负荷。 

虽然 SMC Flex 和 SMC-3 适合大多数应用，但对离心泵和高惯量负载的

实际转矩和速度控制启动的需求促使罗克韦尔自动化开发了新型的软
启动技术。新型 SMC-50 固态电机控制器中应用了新的线性加速 / 减速

和转矩控制功能。 SMC Flex 和 SMC-3 以及早期产品 SMC Dialog 和 SMC 
Plus 的所有关键特性都融入了 SMC-50 的控制模块核心。新型控制模块

核心与全固态功率结构 （无整体旁路）结合，能够为客户提供可扩展
性和可靠性。这意味着，现在，一台 SMC 能够执行给定电机的大多数

启动功能，不管是需要线性加速还是只需软启动。这使客户能够使用
一台控制器启动和控制多种负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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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适当的启动方法提高
能源效率

启动典型 NEMA 设计 B 型电机时，可以使用泵系统的这些通用转矩 /
速度曲线来查看使用 DOL、软启动、泵控制和转矩控制方法启动时所

用的能量。加速转矩是所施加转矩与负载之间的差异。其目标是使用
小的加速转矩实现 高效的启动。 

图 1 - DOL 启动

图 2 - 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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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图中，泵系统线都是
所需的负载转矩。

使用标准 DOL 启动器时，需

注意启动泵时使用的多余能
量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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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这种方法只是简
单的电压上升，因此电机特
性会导致保留多余的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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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泵控制

图 4 - 转矩控制

SMC-50 能够执行 SMC Flex 所具有的所有操作模式，包括 “软启动”

和 “泵控制”启动模式。不过， SMC-50 还能提供更为先进的 “转矩

控制”和 “线性加速”选项，从而在泵和其它应用中提供更强的控制
能力。模式选择的灵活性有助于用户对性能进行手动优化或允许控制
器执行 为擅长的操作。通过选择合适的启动方法，您将能够减少能
源消耗量并使启动 / 停止曲线与负载匹配，从而 大限度地节约能

源。

有关带泵控制的 SMC Flex 或 SMC-50 控制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具

有泵控制的 SMC 控制器”白皮书，出版号 150-WP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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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C-50 的泵控制选

项会提供更多的控制能
力，这样能够更进一步
减少启动时使用的能
量。

增强的 “转矩控制”算
法提供更严格的控制，可
提供恰到好处的平滑启动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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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50 启动模式  线性加速

线性加速控制通过速度的线性斜坡提供 简单、 一致的启动和停止
方法。不论负载类型或情况如何，这种启动方法都将尝试在要求的时
间内启动电机而无需外部转速计。需要调整的典型参数有：将启动模
式从默认的 “软启动”改为 “线性速度”，在需要使用默认值 10 秒
以外的时间时设置斜坡时间。 

图 5 - 线性加速与泵启动 - 离心泵负载

到达所需速度后，电机会处于全压状态，而且在给出停止命令之前，
“线性加速”控制不再有效。停止命令可以是简单的惯性停止，也可
以是更高级的命令，如 “泵控制”或 “线性减速”。这种专有算法允
许控制器将恰到好处的能量用于启动和停止，而不论负载情况如何。
这非常适用于在不同时间具有不同负载情况的应用 （例如有负载或空
载的传送带）。此类控制可以消除对 “双斜坡”模式的使用，这表
示，用户不必更改 SMC-50 上的设置就能适应不同程度的负载或情况。

对于还需要控制 大电流的应用，可在启动和停止期间可将限流特性
与 “线性加速”结合使用。该算法会完成所有工作，这使得线性速度
成为 SMC-50 上 为简单的启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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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加速模式 泵模式

注：

• 线性模式与泵模式的实际启动时间差异
• 线性加速的转矩曲线更平滑
• 泵模式下的峰值电流更高

参数设置 = 启动时间：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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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矩斜坡 

转矩斜坡能够使用专有算法提供实际转矩控制。斜坡从 初 “启动转
矩”转至 大转矩级别。默认情况下，启动转矩设置为 70%， 大转

矩设置为 250%。与 “线性加速”一样，斜坡时间同样可以调整，默

认值为 10 秒。但与 “线性加速”不同的是，斜坡的时间会随负载的

不同而变化。为了帮助实现转矩斜坡，控制器会使用测量电机参数
（如电阻和电感）的自动整定过程。此整定过程还会检测电机连接
（星型或三角连接）。由于能够调整给定斜坡时间的初始转矩和 大
转矩，因此用户在启动电机时可以实现精确控制。与使用电压斜坡的
“软启动”模式相比，转矩控制的线性度更高，同时可能减小系统机
械部件上的应力，还会提供启动电机所需的合适转矩。不论恒定转矩
负载还是可变转矩负载，都会提供恒定加速转矩。 

全压 

这种启动方法实际上是使用 SMC-50 作为固态接触器，此法多半用于

高占空比应用。启动时会使用全电流和全压。客户可以选择将此方法
作为故障处理的辅助方法，或者选择使用 SMC-50 的诊断功能与传统

的机电启动器。 

限流 

通过限制电流，SMC-50 可以帮助达到设施的严苛要求，限制线路干扰

并满足内部工厂配电限制。请注意，限制电流的同时，电机启动时的
转矩量也会得到限制。限流启动可与软启动、转矩控制和线性加速配
合使用。 

软启动 

软启动会使电压线性上升以启动电机，而不会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或转

矩。启动转矩与所施加电压的平方近似成正比。 % 转矩 电压 2

基于上述等式，若所施加电压下降 60%，产生的转矩会减小约 84%。

本例中使用 40% 电压。将显示 (0.4)2 = 0.16 或转子堵转转矩的 16%。启

动期间的电流与电机所施加的电压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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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控制 

与 “转矩斜坡”选项所具有的实际转矩控制不同，泵控制是转矩控制
的一种变形，它表示为启动和停止泵而优化的专有算法。此模式可减
少流体管道系统内的浪涌，从而减少水锤现象和泵汽蚀问题。   

低速控制

SMC-50 具有一个增强选项，可以实现零速的 ±15 % 速度控制。一些软

启动器 （包括 SMC Flex）只能提供固定的低速，通常为一个或两个设

置。这种增强的控制改进了转矩容量，提高了选择精确运行速度的能
力。基于其突出性能，此类控制可视为简单的定位应用和专业级 VFD 
应用的可能的替代方法。新型 SMC-50 会根据系统需要为您提供更强

的系统控制能力。 

注：输入负值会使电机反向转动。 

波形图比较 下图为离心泵的线性加速、转矩控制、泵控制以及软启动的实际启动
/ 停止比较图。泵负载被选为其中一个更加动态的启动特性，它代表

了软启动器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定泵电机的特定启动特性由
阀门类型、阀门的放置、管路长度、管路方向等决定。 SMC-50 的一大

优势是，您可以针对同一设备使用任意一种启动方法而无需购买额外
的控制模块。 

图 6 - 线性速度启动和停止模式；负载类型 =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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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离心泵
负载百分比：65%
初始转矩：0
斜坡时间：1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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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线性加速和减速方法启动和停止泵时，不论负载情况如何，都会
使用恰到好处的能量来实现平滑启动和停止。请注意没有多余转矩或
峰值电流的平滑电机转矩曲线。启动时，很容易确定平滑加速，即使
使用负载较小的电机。停止时，您可以看到控制速度和施加给电机的
转矩，从而减少流体浪涌和机械干扰的能力。请参见第 7 页上的

图 6。

图 7 - 转矩启动模式；负载类型 = 泵

转矩控制采用线性转矩斜坡 （从斜坡开始到结尾）使泵电机达到所需
转速。当负载与转矩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匹配时， 终电机速度曲线将
为线性曲线。请注意电机达到所需转速时产生的较高峰值电流和转矩
脉冲。

图 8 - 泵启动和停止模式；负载类型 = 泵

在泵控制启动和停止模式下，会使用某种形式的转矩控制使电机有效
地提升到所需转速，这种转矩控制使用 SMC-50 的算法和微处理器。

这样便能够在离心泵应用中实现平滑启动和停止，从而减少水锤现
象。请注意与图 9 中所示软停止模式相比此模式下停止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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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软启动和停止模式；负载类型 = 泵

软启动模式说明电流斜升过程与电压斜坡成比例。请注意启动期间较
短的启动时间，较高的峰值电流。根据系统动态特性，软启动能够有
效地减少启动期间的水锤现象。停止过程通过对电压线性减速来完
成，该减速过程并不始终与速度或转矩的平滑斜坡对等。 

各种停止方法的区别 停止控制与启动控制一样重要，这一点对于泵应用来说格外如此。在
泵应用中，若停止期间缺少控制，会导致出现严重的水锤现象，而且
可能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理阀门和支持结构。下面两个波形图中显示
了软停止、泵控制和线性减速之间的区别。假定设置与之前相同：

图 10 - 转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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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离心泵
负载百分比：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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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 速度对比

请注意停止时电机转矩和电机速度的特性。在这个具体示例中，在软
停止模式下，与电机速度相比，电机转矩在减速时间的约 ¼ 处下降至

小转矩。泵停止期间，转矩在减速时间的约 ½ 处下降至 小转矩。

停止期间的线性减速具有 强的转矩控制能力，可在减速时间的约 2/
3 处下降至 小转矩。这种在停止周期内保持更长时间的电机和负载

控制，能够直接转变成水锤现象、流体浪涌以及机械冲击的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停止模式下转矩和速度曲线当中的实际时间差异
会根据系统动态特性和负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线性停止模式会生成能够更好地 “遵循”负载曲线的转矩曲线。 

何时使用线性加速或转矩
控制斜坡？ 

线性加速： 
• 易于使用且性能始终如一

• 每次启动时的启动峰值电流 低

• 与负载无关

• 无需外部转速计

转矩控制斜坡：

• 完全可组态的转矩斜坡

• 加速度恒定不变

• 能够仅生成使负载加速所需的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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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启动和泵控制等许多早期启动模式与负载相关，这表示，启动和停
止时间会比实际设定的时间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当用户设定 10 
秒的软启动斜坡时，电机达到所需速度的时间只需 4 秒。这种现象与

电机负载情况以及设备设置有关。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对设置进行优
化，但是需要反复试验并具备应用的相关知识。如果客户希望不论在
何种负载条件下都能实现一致性更高的启动，那么线性加速模式不失
为一个理想选择，因为该模式与负载无关。 

图 6 到图 9 显示了同一离心泵负载下的不同启动方法。这些曲线与具

有相同负载值的离心通风机或鼓风机应用中的曲线非常接近，因为它
们同样具有可变的转矩负载。可变转矩负载需要加速转矩随着速度的
升高而增加。呈指数增加的负载非常适合软启动，而且尤其适合线性
加速启动或转矩控制启动。通过对比转矩控制启动和线性加速的波形
图，您可以看到电机从 0 加速至全速过程中，电机速度的线性度。使

用软启动或泵控制时，您会看到，开始启动时的加速度较低，启动过
程结束时的加速度较高。加速度以及峰值电流的差异将显示系统是否
处于流体浪涌和机械振动等低效状态。在此类可变转矩应用中，电机
速度对于设备性能至关重要。 

与早期启动模式相比，无论采用线性加速模式还是转矩控制模式，可
变转矩负载线性斜坡都能在从 0 上升到全速过程中提供 佳的启动性

能。这两种模式的一点区别在于，转矩控制仅在转矩曲线与随时间变
化的负载转矩曲线匹配时才会提供线性斜坡。转矩控制的加速度在斜
坡开始和结束时相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不对准情况。线性加速在等式
中加入了电机速度因素，能够通过更少的用户交互实现更准确的控
制。在任意一种情况下，这两种方法的优点都与传统软启动方法相
似，即减少系统机械应力并使用该应用所需的恰到好处的能量 / 转矩

对负载加速。

这些性能改进不仅限于可变转矩负载。带锯、离心机、搅拌机、飞
轮、碎石机和锤式粉碎机等高惯量负载也可通过线性加速和转矩控制
来加以改进。无论哪种模式，从 0 加速到全速的过程都会保持一致和

线性，因而减少了系统部件上的应力。线性加速具有更多一些优势，
此模式会自动优化每次启动时的 低峰值启动电流曲线，而且与负载
条件无关。因此每次启动时的启动时间都保持一致。 

使用转矩控制或线性加速还可以改善传送带等应用的状况。负载独立
性会降低对双斜坡模式的需求，因此不论负载条件如何，都会实现更
平滑的启动和停止。在风扇和传送带系统中，采用线性度更高的启动
方式有助于 大程度减少皮带打滑和其它机械磨损。

SMC-50 上的专有速度检测和电机控制算法使用户可以调整电机的线性

加速度和减速度。为何此特性非常重要？准确控制和灵活特性能够消
除能源浪费、降低峰值电流、减少机械磨损、实现用户投资收益 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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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50 如何优化
能源利用率？

减少峰值能耗： 

启动轻载电机时，典型 DOL 启动器使用的能量要比启动过程需要的能

量多。然而，使用 SMC-50 时，线性加速模式会管理整个启动过程，

确保在要求的时间内使用恰到好处的能量对电机加速。

减少机械磨损：

机械磨损的减少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反映出来，包括维护需求的减少、
停机时间或生产损耗降低以及系统工作效率的提高。

测量系统： 

如果能够对能量进行测量和监视，就能对其更好地进行管理。SMC-50 
具备多种测量和能量管理特性，使客户可以监视和优化应用的性能。 

电流：提供每相的有效电流值以及全部三相的平均电流。

电压：提供电机运行期间及停止时的线间电压有效值和线与中
心点间电压有效值。还提供全部三相的平均值。

线路频率：测量线路频率 (Hz) 并且用户能够使用这一频率。

功率：计算每相的实际功率、无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值以及全部
三相的总值。此外，还提供当前功率需求和 大功率需求。

功率因数：提供每相的功率因数值以及全部三相的总值。

峰值启动电流和时间：SMC-50 会存储 后 5 个启动周期消耗的

平均有效电机电流峰值以及实际启动时间。

总谐波失真 (THD)：SMC-50 会计算 3 个线路电压和 3 个电机电流

的 THD 以及每个电机的平均值，并且用户可以使用此 THD。

电压不平衡度：提供对电压不平衡信号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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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不平衡度：提供对电流不平衡信号的计算。

能源节约度：SMC-50 会提供电机在节能模式下运行时所节约能

量的百分比。

电机转矩：根据电机的电流和电压反馈计算机电电机转矩。

电机转速：SMC-50 会提供电机在线性加速启动或减速停止模式

下运行时，估算的电机转速与全速的百分比比值。

运行时间：运行时间计时器将累计从发出电机启动命令到发出
电机停止命令的时间 （以小时为单位）。发出新的启动命令后，
计时器将复位为零，然后再次开始累计。

快照记录：出现故障时， SMC-50 会捕捉多个运行特性在故障出

现之前 （例如电流和电压）的状态。

节能特性： 

除了使用 SMC-50 选择合适的启动方法之外，罗克韦尔自动化还采用

了节能模式，可以使 SMC-50 优化运行轻载电机期间的能量利用率。

此模式可用于输送带、物料输送设备、自动扶梯、体积可变空气量管
理、泵、压缩机等应用以及其它需要在轻载或完全空载状态下长时间
运行的应用。

在固态模式下运行时， SCR 会控制输出电压，因此可以通过减小电机

两端电压来减少电机功率损耗。节能模式通过参数启用，启用此模式
后，系统会监视其内部反馈电路。通过测量参数可以监视或查看节能
百分比。

电机内部的损耗分为多个不同的部分。有摩擦损耗和风阻损耗、 I2R 
损耗、磁芯损耗和磁损耗。摩擦损耗和风阻损耗在满载或空载时保持

不变。但是在空载时，可以通过降低所施加的电压来减少 I2R 损耗、

磁芯损耗和磁损耗。 

例如，一个 30 kW (40 Hp) 的电机会从线路上获取 30 kW 电能进行工作。

由于电机存在内部损耗，因此还会从线路中获取额外的一部分电能。
如果电机效率为 95%，当电机满载运行时，会额外再从电源线中获取 
1.5 kW 或者总共获取约 31.5 kW 的电能。要想使所有损耗 （如摩擦损

耗和风阻损耗）都消除并不现实，因此假定可以节省约 50% 的能量。

对 30 kW (40 Hp) 电机使用这种近似值，那么就可以节省 1.5kW 损耗当

中的一半。理论上 多可节省的能量为 0.75 kW。实际应用中的节能值

可能会小于理论值 0.75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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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应用注意事项

图 12 是根据 10、 50 和 125 Hp 电机生成的曲线图。根据测试结果和支

持数据，我们得出结论，节能量不可能超过 50%。图 13 中上面的曲线

说明了这一点。观察下限的测试数据，可以估算出：空载时可节省 
20% 的损耗，20% 负载时不节省损耗。图 13 中下面的曲线说明了这一

点。

图 12 - 节约的功率百分比与额定负载百分比 

图 13 - 估计的能源节约度

通过以下步骤可以对节能应用进行简单的 “满载 - 空载”初步估算：

1. 将马力转换为千瓦。

2. 用马力千瓦数除以电机效率得出电机使用的总千瓦数。

3. 用总千瓦数减去转换后的马力千瓦数得出电机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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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电机损耗乘以 0.50 计算出理论 大节能量 （单位为千瓦）。

5. 用理论 大节能量 （单位为千瓦）乘以电机每年空载运行的小
时数得出节省的千瓦时数。

6. 用节省的千瓦时数乘以每千瓦时的电费得出理论上 多可节省
的费用。

计算示例

强烈建议进行更为详细的计算，以获得关于节能的更为准确的数据。
必须准确估算占空比和负载循环的变量。请注意，空载运行且未连接
设备的电机与连接至设备且存在系统相关损耗的电机不同。用户应联
系电机制造商确定实际的空载特性。

这些计算的基础是，由于节能以外的原因而需要固态控制器。如果购
买此类设备的主要原因就是节能，那么节省的能量会很少。原因是每
个固态电源电极之间存在约 1 V 的压降。例如， 50 A 电流的三相电机

固态控制器的损耗为 150 至 225 瓦，高于等效的机电设备。因此，如

果用此节能装置替换机电设备，这些损耗应从节能总数中扣除。

何时使用 VFD 和 SMC？ 软启动器和 VFD 可适用于许多相同的应用。做出这项决定时需要考虑

的 重要方面包括应用所需的性能级别、可用空间以及安装的复杂程
度。 

给定： 电机效率：95%
电机负载占空比：50% （15 分钟 ON， 15 分钟 OFF）
电机马力和运行时间：50 Hp，每天 8 小时，每年 2080 小时

计算假定正常负载 = 电机的满载额定值，负载级别为空载状态

使用上述数据和以下步骤计算理论上的 大节能量：

步骤
编号

计算 结果

1 千瓦数 = 0.746 (50) 千瓦数 = 37.3

2 总千瓦数 = (37.3)/0.95 总千瓦数 = 39.26 kW

3 损耗 = 39.26 - 37.3 损耗 = 1.96 kW

4 理论 大节能量 = (1.96 kW) (0.50) 理论 大节能量 = 0.98 kW

5 (0.98) (0.5) (2080) = 1019 kWh/ 年

6 电费为 $0.2/kWh，预计节省 = (0.2) (1019) 预计节省费用 = $203.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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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低速和节能模式）， SMC 主要用于在电机启动

和停止时对电机进行控制。 VFD 能够在整个启动、停止和运行期间进

行控制，而且能够保持额定转矩。客观地讲， VFD 几乎可以实现软启

动器的所有功能。如果应用涉及到的只是启动和停止过程，那么 SMC 
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除了启动和停止以及 ±15% 范围以内的

低速情况之外，还需要进行更多控制，则选用变频器更为合适。

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软启动的面板尺寸都明显小于变频器，而且对于 
SMC-3 和 SMC Flex 来说，由于采用了集成旁路接触器，它们的热耗散

得到了降低。旁路运行的软启动器的工作效率接近 99%。与 SMC 相
比， VFD 产生的热量和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通常更多。 

需要考虑的 后一点是安装过程的复杂程度，包括在多种环境条件
（空气调节）和 CE 合规性要求下保持控制所需的其它设备的相关成

本。除非正确安装和运行，否则在系统中加入 VFD 会对系统电力质量

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与软启动器相比， EMC 滤波器、隔离和特殊电

缆等考虑因素会增加安装的总成本。此外，随着系统马力的增大，
SMC 和 VFD 之间的成本差异大幅扩大。

总结 SMC-50 为功能齐全的罗克韦尔自动化智能电机控制器系列新增了更多

选项。这款 新开发的产品为 终用户提供了新的机会，用户使用一
台设备就能完成先前所有型号设备所具备的一切功能，同时此设备还
新增了线性加速、转矩控制，增强了低速运行，改进了节能模式。无
需再次替换控制模块来尝试不同的启动方法。只需更改一个参数即可
执行所需过程，或者 简单地，利用线性加速来使用市面上常用的启
动模式。将高级控制与各类功能强大的功率监视参数结合起来，用户
就可以获得一款高度集成的软启动解决方案，该方案能够协助工厂经
理控制运营成本或者实现远程泵站投资的 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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