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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塑料以外，电费是注塑成品的最大成本，有必要节约。 

节能的本质 

注塑机要产生如锁模及注塑等动作，亦要产生热量将料筒内的塑料加热/塑化。

动能及热能的节约，只能从减少浪费着手，别无它法。让我们先温习热力学的两大

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衡。在能量的转换中，能量只从一种型态变做另一

种型态，但转换之前及之后的能量是相等的，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输入能量                       输出能量 = 输入能量 

图 1 

但在转换过程中，「有用」的输出能量往往是少于输入能量的，原因是转换过

程中也产生了「无用」的输出能量。 

 

输入能量                   输出能量=「有用」 + 「无用」= 输入能量 

                                     输出能量   输出能量 

图 2 

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在转换过程中，热熵(entropy)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热熵这

个概念很难用几句话讲得清楚。对于这个讨论来说，第二定律可以简化为「无用」

输出能量就是热能。 

                                        

输入能量                 输出能量=「有用」  +  热能 = 输入能量 

                                   输出能量 

图 3 

转换过程 

转换过程 

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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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效率 

   转换效率 = 「有用」输出能量 / 输入能量 

            = （输入能量 –  热能）/ 输入能量 

            =  1 – 热能 / 输入能量 < 100%  

    由于在转换过程中产生了热能，而低温（如 50°C）及少量的热能无法利用，

转换的效率是低于 100% 的，就是转换过程有所损失。 

    以下讨论一下异步电机、油泵、油马达、油缸、油管及压力油的损失。 

异步电机  

    在注塑机上，异步电机被广泛使用来提供动力，驱动定量泵或变量泵。 

 传统的注塑机是用异步（鼠笼式）电机来驱动油泵的。异步电机的定子在三相

电的驱动下产生旋转磁场。以四极定子及 50 Hz 的供电为例，磁场以 1500 rpm 的

速度旋转。 

图 4 异步电机及风扇 

转子上有多条斜放的铜枝，它们都是在末端短接的，提供回路。鼠笼由此得名。

在旋转的磁场下，铜枝会感应出电流。电流与磁场相互作用下产生扭力，转动转子。

转子的转速比旋转磁场低 20~60 rpm，故称为异步（非同步）电机。异步电机是设

计为恒速转动的。 



 3 

图 5 鼠笼 (显示铜枝及三片矽钢片) 

矽铁片重叠起来支撑着转子的铜枝。另一叠矽铁片则支撑着及定子的线圈。矽

铁片之间是绝缘的，使感应出来的电流只能在该片上流动（称为涡流），没有回路，

降低损失。 

图 6 转子及定子的矽钢片及转子 

异步电机将电能转换为动能。在转换过程中，电流经过定子线圈及转子铜枝的

电阻生热，产生损失(称为铜损）、涡流在定子及转子矽铁片中生热（称为铁损）及

轴承的摩擦，输出的「有用」动能只是输入电能的 9 成左右（在满载时），其他则

变为热能。故电机都会自带风扇，将热能带走，以免电机过度升温。 

异步电机都能短暂过载达两倍。过载时，电流增加，故发热也增加。在没有过

载保护之下，线圈会烧毁。 

油泵 

油泵将旋转的动能转换为液能（压力及流量）。油泵内的摩擦力会降低输出压力。

油泵的内漏会降低输出流量。故输出的（有用）液能是比输入的旋转动能低，而无

用的热能便跑到压力油去，使其升温，是注塑机为何要安装压力油冷却器的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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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马达、油缸 

油马达及油缸分别将液能转回旋转动能及线性动能，来驱动如螺杆的塑化及注

射动作。如油泵一样，转换过程中产生了热能，提高了油温。 

油管 

压力油在油管内流动，在管接头处转弯，都会与管壁及自相摩擦而降低了压力，

产生了热能。廉价的注塑机都会用小的管径来降低成本，但必然便提高了油在管内

的流速，摩擦的損失增加，油温便升得更高，便浪费更多的能量。 

油管（软管尤其是）在压力油加压时膨胀，能量变为势能，但在降压时势能无

法被利用上，便变为热能，主要被压力油吸收，使其升温。 

压力油 

   有尝试过为篮球或自行车车胎打气的都会感觉到气泵在压缩空气时会发热。其

实打气也是一个能量转换过程，将机械动能转为势能，储存在篮球或车胎内，而转

换时的损失产生了热能。 

    压力油的弹性比空气低很多，但压力则高很多，故在油泵加压时亦发热，如油

管膨胀一样，势能不能回收。 

定量泵为何耗能？ 

用恒定转速的异步电机来带动定量泵，油泵是输出恒定的流量的，但注塑周期

中的各个动作，如开合模、顶出、塑化、注射及保压，甚至待机状态对流量的要求

都不同。动作用不着的流量便在当时的设定压力下流回油箱。所需动作越慢，流回

油箱的量越多，浪费的能量便越多。同样，设定的压力越大，流回油箱的浪费便越

大。浪费了的能量都变为热能，将油温提高。 

 

 

 

 

          

图 7 

在注塑周期中，保压所需的油量很低，因螺杆前行的速度只需要足够填补成品

冷却时的收缩量，估计不会超过油泵流量的 5%，那油泵 95%以上的流量便在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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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流回油箱。成品壁厚越大，保压时间便越长，浪费的能量便越多。从另一角

度看，可以节能的幅度便越大，或节能的额外投资的回本期越短。 

一般来讲，当动作的速度离全速越远、动作的时间越长、压力越大，潜在节能

的幅度便越大。 

变量泵如何变量？ 

从以上得知，节能的钥匙在于能够改变流量。变量泵能提供从零到最大的流量，

而且是在异步电机恒速转动下能提供的。 

最常用的变量泵采用斜盘轴向柱塞设计。当斜盘的角度是零，柱塞的排量便是

零。当斜盘的角度是最大，柱塞的排量便是最大。按流量的需要将斜盘的角度改变，

从而达到流量的调节。 

图 8  轴向柱塞变量泵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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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关灯 

    外出关灯是家里节能的一个好习惯。没有人用的灯光便浪费了。关灯便是避免

浪费。 

    当光暗开关被普遍使用后，我们更能在较暗但是足够使用的灯光下作息，从而

节能。 

    变量泵好比光暗开关。 

    还有两种设备能降低流量的：变频器与伺服电机。 

变频器如何变量？ 

变频器改变交流电的频率，将市电的 50 Hz 变为 5 ~ 50 Hz，使异步电机的转速

在 10% ~ 100%中改变。配上定量泵后，油流量便在 10% ~ 100%中改变。 

由于变频器是一台强电流电子设备，它本身亦消耗电能，故节能效果较变量泵

逊色。 

 异步电机的设计是为了恒速使用的，便没有考虑转子惯性的优化。转子每次加

速减速如需要 0.1 秒，一个周期内不下 20 次的变速便需要 2 秒。一般用家都会发觉

变频器的使用拖慢了生产率，再降低它的吸引性。 

定量泵多数是叶片泵。叶片泵利用离心力将叶片压紧泵壳做成密封，才能将油

泵出来。当转速降下来时，离心力也降下来，故在低流量时，内漏增加，油泵的效

率下降。 

其实变频器最适宜是在注塑机翻新改进时加接到异步电机，因只涉及电线的改

动，比定量泵改为变量泵的工夫少及简单很多。新购买注塑机时是不会用定量泵配

配异步电机並接上变频器的。 

用变频器来改变挤出机螺杆的转速是个较成功的应用。原因是挤出机並非周期

作业，不用时常加速减速。挤出机螺杆是经齿轮箱驱动，不涉及油泵。 

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是为加速减速优化的。伺服电机如何能在维持扭矩之下降低惯性？原

来是利用了以下的物理关系。∝是代表「正比于」的数学符号。 

扭矩 ∝ 转子直径         （线性比例） 

惯性 ∝（转子直径）2         （平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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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 ∝ 转子长度          （线性比例） 

惯性 ∝ 转子长度          （线性比例） 

 

平方比例较线性比例提升得快。如转子直径增加 20%，（转子直径）2  便增加

44%（1.2 
2
=1.44）。 

伺服电机的转子设计用小直径来降低惯性，再以长的转子来回复失去的扭矩。

当然，惯性亦因转子长度而增加，但只是线性增加。 

伺服电机的外观也明显看见是直径小但长度大的。 

 

 

 

图 10 

伺服电机从 0 rpm 速到 2000 rpm，只需要 0.05 秒。因此，用变速伺服电机来驱

动油泵，拖慢生产力的情况只在短于 5 秒周期时才能察觉。 

某日本供应商采用钕(neodymium)磁铁(是稀土磁铁的一种)来产生转子的磁场，

比一般的铁氧体磁铁(ferrite magnet)强，故扭矩便能提高。此供应商更采用了磁阻扭

矩(reluctance torque)来产生额外的扭矩。 

图 11  大金 IPM 电机及其控制器 

   采用永磁来产生转子的磁场亦比用电感产生磁场的效率较高，因为就避免了转

子的铜损和铁损。 

    伺服电机的变速，是由其控制器用变频的原理做成的。50Hz 或 60Hz 的交流电

经整流后再变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驱动伺服电机。故不同频率的地区，只要电压

合适，是没有影响的，照用可也。这一点与异步电机不一样。异步电机在 60Hz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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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速度比在 50Hz 时快 20%。 

    控制器也有压力与转速的回馈控制，与压力流量的上升下降的 PID 控制。PID

控制务求以最短的时间达到设定值，而且超调最小。 

 

图 12  油研伺服电机、变量泵、控制器及制动电阻 

伺服电机其实与发电机无异。发挥哪一种功能是看如何将它驱动。供应三相电

给它的话，它便旋转起来，是个电机。供应动力旋转其主轴的话，它便是发电机。 

伺服电机在制动时（如开模停时）变为发电机，由动模板与动模的惯性（动能）

驱动锁模油缸，再驱动油泵（此时油泵变了油马达），再驱动‘发电机’的主轴，

产生电压，经过制动电阻后变为电流，再在变为热能，散发在大气中。虽然此能量

没有回收，但也起了快速与精准制动的目的。有瑞士注塑机厂在其全电机中采用储

能电池吸收了制动的动能，然后释放出来驱动电机。这充分体现了节能的本色：利

用额外的设备来节省（在这里应称为回收再用）能源。 

全电机 

全电机的省电效果是众所周知的。全电机的驱动也是用伺服电机的，只不过它

最少用四个伺服电机来直接驱动注射、塑化、开合模及顶出动作。其余的动作如抽

芯/旋脱，射台及调模有用伺服电机，亦有用较便宜的电机来驱动。 

直接驱动采用螺丝或曲臂将旋转的动能变为线性的动能，或采用皮带或齿轮将

高速的旋转动能变为低速的旋转动能。 

伺服电机驱动油泵，油流过管道到达油缸或油马达，再转换为动能与全电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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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直接驱动节省了两个转换过程，估计可节约 10%的能量。没有压力油及管道的

弹性亦能节能。两者之间的比较，表列于后。 

 

 全电机 伺服电机驱动油泵 

伺服电机台数 ≥4 1 

成本 很高 高 

维修费用 很高 高 

同步动作 可以 不可以 

比「伺服电机驱动油泵」节能 约 10% — 

会漏油吗？ 不会 会 

表 1 

待机状态 

启动了注塑机的电机后而注塑机没有动作的状态称为待机状态。 

在以下的情况下，注塑机是处于待机状态的。 

1.当冷却时间比塑化时间长，多出来的冷却时间中，注塑机是处于待机状态的。产

品越厚，待机状态时间便越长。 

 

塑化时间                     塑化时间 

图 13 

2.机械手取出成品/水口时。 

3.半自动操作时操作员打开安全门取出成品/水口或插件时。 

异步电机驱动变量泵在待机状态时是恒速转动但没有流量亦没有压力。在一台

11 kW 的注塑机上测出待机状态的电流是 7 A，比 11 kW 电机的 24 A 额定电流是一

个大的比例（29%）。 

伺服电机驱动变量泵在待机状态时是不转动的。虚耗的只是伺服电机（电子）

驱动器的能量。以 11 kW 伺服电机为例，电流不到 1 A。 

冷却时间 冷却时间 

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 

一般注塑 厚壁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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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温作指示 

如果浪費了的能量变了熱能，伺服电机驱动油泵的节能效果，从压力油油温便

可见一班。 

采用一台 50 吨注塑机注塑单腔的航空杯，在华南的夏季及没有压力油冷却的

条件下，油温只有 37 度摄氏。 

如压力油的升温是节能的指示，这一点是连异步电机驱动变量泵都望尘莫及

的。 

电机效率 

   效率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的比例。 

效率  =  输出功率 

          输入功率 

电机的输入功率是用电的功率。 

电机的输出功率是转动的功率。 

在理想的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效率便等于 100%。损

失了的功率变了热的功率。参考《转换效率》一节。 

异步电机在额定负荷时效率约 90%，但在负荷低于 50%时，效率大幅下降，也

就是前述的待机状态消耗 29%额定电流的原因。 

                           0      50%    100%  负荷 

图 14 

有英国公司提供“节能宝”在异步电机低负荷时降低供应电压，从而减少铜线

圈产生过量的磁通，降低损失，达节能之效。留意是改变电压，不是改变频率，故

电机的转速不变，亦不影响注塑周期。 

效率 
100% 



 11 

伺服电机的效率亦如圖 14, 但效率較高, 尤其是在转速低時。下图的红线是 11 

kW 的异步电机驱动 A56 变量泵，蓝线是 11 kW 的伺服电机驱动 A56 变量泵在不同

流量及负荷压力下的电力消耗。 

图 15 

能节能多少？ 

据某伺服电机供应商的资料，伺服电机驱动油泵比传统定量泵节能 60~70%，

比变量泵节能 30~40%。 

另一供应商则声称节能 50%以上。 

其实能节约多少与产品的壁厚，模具是否用冷流道、保压时间、待机时间都有

关系，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大致来讲，壁厚越大，伺服电机的节能便越多。壁厚大时，保压时间便长，待

机时间亦长，便能更节约。瓶坯的注塑便属于这类。如冷流道的直径大于壁厚，冷

却时间便由流道直径来支配。 

相反，薄壁产品（热流道模具）的保压时间短，甚至是 0，而冷却时间也是 0，

伺服电机的节能便有限。达明推荐周期 5 秒或以下的薄壁饭盒（壁厚 0.5mm）采用

异步电机驱动定量泵注塑机来生产，因周期大部分以全速全压进行，能节省的浪费

有限。甚至伺服电机的加速减速会延长了注塑周期。 

周期 5-8 秒的产品，可以用异步电机驱动变量泵注塑机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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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 8 秒以上的产品、冷却时间比塑化时间长、注射时间超过 3 秒、螺杆转速

在 70%以下、采用机械手取出、采用半自动操作都推荐使用“节能宝”或伺服电机

注塑机来生产。 

周期 其他条件 推荐采用 

< 5 秒 薄壁（< 0.5 mm） 
异步电机 

驱动定量泵 

5 – 8 秒 — 
异步电机 

驱动变量泵 

> 8 秒 

厚壁 

冷却时间 > 塑化时间 

注射时间 > 3 秒 

螺杆转速 < 70 % 

采用机械手 

半自动操作 

异步电机驱动变量

泵配节能宝 

或 

伺服电机驱动油泵 

表 2 

齿轮泵对柱塞泵 

問題是伺服电机應配合定量泵或变量泵呢?  

注塑机采用的定量泵以叶片泵为主。叶片泵在低转速时，由于离心力下降，内

漏增加，泵的容积效率便减少，故不适合配合变速的伺服电机使用。 

配合伺服电机使用的油泵有定量的齿轮泵及变量的柱塞泵两种。 

齿轮泵的容积效率在 90%以下。其构造较简单，成本不高，噪音不大，对油污

的容隐度则较大。 

柱塞泵的容积效率在 95%左右。它的构造精密，对油污的容隐度不高，噪音亦

较大。但其变量特性可用来降低对伺服电机的扭矩负载，故降低其电流及其发热，

使在需要极低流量的保压，保压时间能够更长。这在油研公司的双排量设计发挥了

出来。         

从下图得知，保压及高压合模所需的流量低但压力高，可将变量泵转为小排量，

降低在低速时伺服电机的大电流产生的发热。此功能连全电机也做不到。如不用双排

量的话，保压及高压合模会超越原排量的压力流量范围，但仍在虚线的超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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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短暂保压及高压合模。如锁模方法是采用机铰，高压合模自然是短暂的。直压

锁模如不采用单向阀将锁模力锁住，便要靠电机油泵不停地工作来维持锁模力。双排

量的小排量能提供长时间的保压及高压合模。 

图 16 

    双排量油泵可以看为一个双档的变速箱，如汽车的高档低档变速箱。低档是爬

坡慢速行驶时用。虽然引擎的转速没有降低很多，但汽车的驱动力就提高了。图 16

的小排量粗线其实是大排量粗线压扁（降低流量）与拉长（提高压力）造成的。 

伺服电机的限制 

伺服电机在[低转速]时的反电势（counter e.m.f.）较[高转速]时低，故电流增加

使线圈过分发热。这在长时间保压时会发生。油研公司用变量泵降低排量，维持电

机的高转速来舒缓这个问题。反电势是‘发电机’产生的电压，就算转子的转动是

由施加电压所致。转子的转速越低，反电势便越低。 

选购注塑机时還要留意伺服电机功率是否过小，否则会过载。 

大的注塑机需要大的电机/油泵来驱动，但大的伺服电机，其转子便有大的惯性，

不能达到 0.05 秒从 0 到 2000 rpm 的要求。如以日本的两家伺服电机带油泵的供应

商为例，最大的电机也只有 35 kW。 

更大的注塑机只能将两个或以上伺服电机/油泵合流来驱动，便既能达到油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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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亦能达到反应时间的要求。有一台 3500 吨的注塑机是采用 10 套伺服电机

/油泵合流来驱动的。 

伺服电机的成本高，是否值得采用就要看产品而定（参考前两节），亦要看目前

的注塑机是采用定量泵还是变量泵的。若额外的投资回本期在两年内，便是值得的。 

精准度及其他优点 

伺服电机的转轴配有编码器，与驱动器一同提供转速的闭环控制。由于螺杆的

注射速度才是闭环控制的目标而油泵转速只是理論上正比于注射速度，伺服电机只

达到速度半闭环的控制，但当然已比开环控制精准。 

伺服电机驱动的油泵在出口处配有压力传感器，与驱动器一同提供压力的闭环

控制。这样的话，伺服电机驱动油泵便能提供 3/4 闭环控制了（3/4=1/2*1/2+1/2*1）。 

精准的速度及压力控制是稳定生产力的先决条件。由于油温度不高，油温的波

动亦较低，再提高了稳定性。油温不高亦可以节省甚至去除压力油冷却的需要。 

其他优点有低燥音（尤其是在待机状态），体积小及重量轻等。  

电热的节能 

基于同样原理，料筒上的电热瓦能够节能，只能从减少浪费着手。 

在料筒装上保温罩及保温罩是否含保温绵都可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浪费。 

料筒上的电热瓦用热传导方式经料筒壁向料筒内的塑料加热。同时，电热瓦亦

以辐射及对流方式流失，浪费了热能。装了保温绵的保温罩能减少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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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从操作方面节能 

保温罩很多时候在修理电热瓦或电热偶后未有及时装上，便流失了热能。 

在装有摇头风扇的车间要避免风扇吹到料筒/保温罩，否则强制对流不但增加流

失，还影响了料筒的温度，产品便不稳定。 

靠近冷水环的一段电热不要设置太高温。此段的热能还能用传导方式往冷水环

方向流失能量。 

设置最低的锁模力而产品没有毛边、最短的开模行程而产品能顺利掉落、最短

的保压时间而产品不缩水、最短的冷却时间而产品不变型、最少的顶出次数、最小

的顶出力，最短的顶出行程，都是节能的方法。 

做好保养工作，如机铰、动模导轨、射台导轨的润滑，能降低摩擦力，减少动

能的浪费。 

革命 

自从发明了注塑机后，注塑机经历过几个技术性的创新。 

电机及油压的使用是一個進步。它們代替了人力。 

往复螺杆是早期的一个创新，将塑化及注射功能组合起来，降低了注塑机的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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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创新是比例压力及流量阀，这与另一个创新：微处理器的广泛使用息

息相关。动作的压力及流量再不用在阀上手调设置，注塑参数还能记忆起来，方便

下次调出来再用。 

隨著是变量泵的广泛采用，这与不断上涨的电费不无关系。 

    全电机的推出应算是一个革命。由于没有油温的影响，它将稳定性大幅提高。

精准、并行动作、省电、减少噪音、没有漏油污染等都得以大幅改进。 

最近的一个创新便是伺服电机驱动油泵在注塑机上的应用。节能及 3/4 闭环、

减少噪音等的优点近乎全电机的，但成本就低多了。在原油价不断上升的今天，相

信会大行其道。 

图 18 

总结 

节能的本质在于减少浪费。当注塑机动作不是全速时，降低流量便能减少浪费。

新的技术如变量泵及伺服电机能够降低流量，后者更能以近零的能耗提供零流量。 

伺服电机与异步电机基本上有以下分别，使前者能在注塑机上发挥其节能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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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电机 异步电机 

设计目标 转速可调 恒速转动 

转子惯性 小 大 

效率（低负荷时） 較高 低 

效率（高负荷时） 95% 90% 

表 3 

    在低负荷时（含待机状态），异步电机的效率很低，便做成浪费。异步电机是

恒速转动的，但伺服电机能变速，包含待机状态的仃转，便能减少了摩擦及低效率

的浪费。 

不是任何产品都适宜用伺服电机带油泵的注塑机来生产，就如不是任何产品都

要用全电机来生产一样。定量泵及变量泵机还有其存在的价值。是否采用此技术要

计算投资回本期来作出决定。 

    操作员的培训及电热的节能亦需留意。 

     

鸣谢大金及油研提供资料及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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