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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表明，冲压车间能耗约占汽车

制造车间总能耗的 16%，根据 A 车企

20 万产能的冲压车间为例，其年用电成

本约占 35%，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对此车间能源管理要在保证“安

全”、 “可靠”、“稳定”、“高质量”、 

“绿色”的能源供给的同时，节能降耗，

消除一切不合理的浪费。对此从车间用

能设备情况入手进行优化，推动冲压车

间能源管理精细化。

冲压车间能耗构成分析

结合的冲压车间能耗特点，将其分

为照明、空调、压缩空气、冷冻水及生

产设备能耗 5 部分。其中，压缩空气能

耗则是冲压生产过程除了压机动作能耗

外还包含模具冲压过程中需求的压缩空

气能耗，冷冻水为车间环境冷却使用的

冷源能耗，生产设备能耗在主线冲压生

产、调试、故障待机等过程的能耗。

选取 A 车企的冲压车间进行能耗统

计，数据表明冲压车间能耗中生产设备

能耗为 67.42%，占比最高。

作为冲压车间最大的能耗来源，生

产设备的能耗主要为冲压车间内部的压

力机能耗，选取 1000T 机械压力机进

汽车冲压车间机械压机主电机节能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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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量为 1 万台 / 月的 A 车企

冲压车间月度能耗分布

图 2 汽车冲压车间 1000T 压机

装机功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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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其能耗设备如图 2 所示。

机械压力机的能耗设备为主驱动

电机、润滑及液压电机、工位照明及

压机电柜损耗等，其中主驱动电机为

155KW（2000T 机械压机主电机功率

为 435KW）占总装机功率的 75%，由

此相比于润滑及液压电机，压机主电机

为最主要的能耗设备。滑块调整电机及

液压保护电机、工作台行走电机等根据

设备运行需要开启，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其驱动特点决定了这类设备缺乏节能的

潜力。综合以上考虑，主要分析主电机

的节能潜力，根据：

W=U ∫ I(t)dt

I =T×n/9550u

其中 W 为能源消耗 (KW)，I 为电

流 (A)，n 为转速 (r/min)，通过降低转

速可以有效降低能耗。

汽车生产中所使用到的压机主传动

通常呈前后方向布置，共分三级减速。

第一级为 M 型多楔带传动，第二级为高

速级齿轮传动，第三级为低速级齿轮传

动，由此，其不同的电机转速将直接对

应不同的压机行程，所以考虑在压机行

程方面进行节能优化。

冲压车间主电机的节能优化

不同行程条件下的电机功率

利用西门子 SCOUT 软件对现场运

行的主电机进行监控，分别显示了 3 次

行程、8 次行程和 18 次行程的主电机

功率曲线。

压机三次行程为压机进行滑块微调

时的行程，通过上述的监控数据显示，

在三次行程待机时，主电机功率约为

0.55KW。

压机八次行程为压机进行自动换模

时的电机行程，通过上述的监控数据显

示，在三次行程待机时，主电机功率为

约 1.8KW。

压机十八次行程为压机进行冲压生

产时的电机行程，通过上述的监控数据

显示，在三次行程待机时，主电机功率

约为 7.5KW。

图 3 压机 3 次行程主电机待机运行功率曲线

图 4 压机 8 次行程主电机待机运行功率曲线

图 5 压机 18 次行程主电机待机运行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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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可见，1000T 压机在 3

次行程（转速 205r/min）和 18 次行

程（1108r/min）待机的平均功率相差

10 ～ 13 倍在压机非生产的待机状态下，

通过对待机状态下的降速运行可以达到

节能效果又避免了频繁开机关机对于电

机的损害。

进一步分析，在现场电机行程模式

更换的过程中，随着电机转速提高，其

能耗会在行程调整的过程中出现较大幅

度提升，其特点如图 6 所示。

监控曲线表明，在 3 次行程切换到

18 次行程后，电机能耗在很短时间内

从 0.55KW 提高到约 15KW，此后直

线上升，到达 90KW 的峰值，整个过

程持续约 22s，此时行程提升完成。接

着，短时内功率下降到 15KW 时，最终

在 7.5KW 左右上下波动。此短行程上

升的过程中产生的远大于待机的能耗水

平。统计数据表明，行程转化过程内的

能源消耗相当于 18 次行程 3min 的能

源消耗或 3 次行程 40min 的能耗总和。

因此理论上当预估待机时间超过 3min

（正常生产时为 18 次行程运行）就可

将压机行程降低至 3 次行程待机便达到

节能效果。

基于降行程控制的“一键节能”功

能实现

当生产现场由于品质确认、设备故

障等因素进入待机状态后，可通过降低

行程进行节能。其基本手段是将在 18

次生产行程中的压机行程下调至 3 次微

调行程。为降低操作难度，通过一个设

置在总控台的按钮实现一键控制。同时

采用旋转选择开关，利用其本身具备自

保持功能实现对节能模式的控制。

通过压机运行状态的提取，判断压

机运行是否处于连续模式，对满足连续

运行条件的读取其行程参数，与节能状

态下的 3 次行程对比，当行程次数大于

3 时，说明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行程实

现节能，此时授权条件满足，可通过总

图 6 从 3 次行程提升至 18 次行程行功率曲线

图 7 节能模式的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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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台的旋钮进行触发“一键节能”模式。

为实现对全线压机的控制，收到节

能模式信号后，该指示信号进入首先进

入整线自动化 PLC 中，此后再由自动

化 PLC 压机分别发送到各压机 PLC 中，

实现对各个压机主电机的控制。在 A 车

间的实践中，通过该方式实现了冲压车

间整线的行程控制，节约了能源。

电机转速波动控制

除了待机运行过程中的影响外，压

机主电机的转速波动过大也会造成能源

的浪费。这主要是由于电机的转速变化

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加减速过程，如图 7

所示，在电机转速升高的过程中，导致

短期内电机做功增加，电机减速的过程

中，在飞轮的惯性作用下，电机即以发

电状态运行，能量反馈回直流回路，部

分能耗通过制动电阻以热量方式消耗

掉。对此，通过减少电机的转速波动，

维持转速在合理的低位有助于能源的节

约。

根据西门子 S120 控制电机运行的

特点，主电机转速与增益 Kp 和积分时

间 Tn 有关，调整前初始值：

增益系数 Kp=20.34

积分系数 Tn=67.2

通过不同的参数测试并监控电机实

际运行状态监察运行效果，经过多次测

试后发现调整参数满足：

增益系数 Kp=12.54

积分系数 Tn=127.5

此时，电机的转速波动最小，其调

整前后监控对比曲线如图 8 所示：

即在当前参数调节下，电机的能耗

损失最小，进而最大化实现主电机的节

能。

结束语

主电机作为冲压车间最大的能耗设

备，对其精细化管理是实现冲压生产节

能的必由之路。通过对待机的行程控制

及电机驱动参数的调整，尽可能的避免

了其能源浪费现象，有利于企业的节能

降耗，从而最大化降低生产成本。

图 8 增益系数和积分系统调整减少转速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