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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MAP 60 与中国注塑机行业节能标准的比较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欧洲塑胶及橡胶机械生产商协会 EUROMAP 于 2009 年 6 月颁报了第二版的

EUROMAP 60 注塑机能耗测试方法，其英文版本可从 www.euromap.org 下载。本文将其

重点与中国注塑机行业于 2009 年 10 月颁报的《塑料注射成型机能耗检测和等级评定的规

范》（简称为行业标准）作出比较，并评论之。 

 

版本 

第一版的 EUROMAP 60 早于 1995 年 4 月便颁报了。由于能耗近年受到重视，事隔

14 年又颁报了第二版。 

 

目标与范围 

第二版说明了测试的目标是为了作出比较，并指出不包括机器及模具的水冷及压缩空

气的能耗。注塑机的范围只限于热熔塑料的（不是电木的）、单一注射单元的（不是多物

料的）、往复螺杆的（不是含预熔器的）、电热料筒的及卧式的注塑机。辅助设备的能耗不

计在内。 

行业标准的目标是评定能耗等级（共 6 级）及作出节能评价。注塑机范围是注射容积

大于 16 cm3 的单螺杆、单工位热塑性注塑机，但含辅助设备的电耗。 

笔者认为辅助设备的种类繁多，包含吸料机、水塔、模温机、空压机、机械手、输送

带、热流道等，它们各自应该使用类似注塑机的能耗标准来测量，不宜将其能耗算在注塑

机能耗内，影响注塑机的可比性。 

 

测试指数 

两个标准都以有功电耗÷注射质量作为指数。有功电耗定义为电压 * 电流 * cosΦ，

而 cosΦ是功率因子。由于注塑机都是用电来驱动的，电耗便相当于能耗。 

 

仪表准确度 

EUROMAP 60 指定测试仪表的准确度（accuracy）是±2% ，这包括功率、能耗、电

压及电流（50/60 Hz 的箝表）。 

http://www.eurom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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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指定 

a. 精度（precision）不低于Ⅲ级的衡器，最小分度 0.1 g 

b. 精度不低于 1.0 级的电耗测量仪 

c. 50 分度格的游标卡尺（量成品尺寸用）。 

准确度是离真实值的差别，而精度是重复测量时之间的分布。估计行业标准的精度是

指准确度。精确的仪器要调校才会准确。 

Ⅲ级的衡器误差范围是（1/1000）～（1/5000），就是 0.1～0.02% ，是很准确的。 

1.0 级的电能测量仪的误差在±1%以内。 

EUROMAP 60 的±2% 电耗准确度比较宽松，一般市面上买的仪器可以达到，但因此

每千克电耗的准确度就不能优于±2% ，还要加衡器的准确度上去。 

另，如电耗是用电压 * 电流 * cosΦ算出来的话，电耗的准确度就只有±6% ，殊不

准确，最好不采用单独测量电压、电流及 cosΦ的方法来算电耗。 

 

塑料 

EUROMAP 60 指定用新的没有干燥过及没有预热的 PP 料，熔体指数（melt flow rate）

MFR = 20～25 g/10 min（230 ℃/2.16 kg）。环境温度在 30 ℃以下。 

行业标准指定用 PS 粒料，无干燥无预热，密度 1.05 g/cm2 ，熔体指数 MFR（200,5）

= 4.5 ~ 5.5 cm3 /10 min，料温 250±10 ℃。熔体指数按 ISO 1133-2005 来测试。环境温度

15 ~ 35 ℃。当注射容积＞3888 cm3 或特殊情况下，则用无干燥无预热的 PP 粒料。 

不同的注射容积或特殊情况用不同的塑料会降低可比性。还有，行业标准没有指定

PP 的熔体指数。 

PS 与 PP 的热焓有很大的差别。热焓（enthalpy）是个热力学的专业名称，简单地说

就是每单位重量升温 1 ℃所需的热能。PS 是非晶体的塑料而 PP 是半晶体的塑料，故后者

熔化时要吸收大量的潜热（latent heat）才能将晶体分解。 

 

熔体 

EUROMAP 60 要求熔体没有看得出来的不均匀性、气泡及降解（估计为变黄或烧焦）。 

行业标准对制品要求无变型、壁厚均匀、表面无气泡。 

EUROMAP 60 不注塑制品，只将熔体经过可调喷咀射出来。 

 

EUROMAP 60 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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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MAP 60 指定了两种可调喷咀，可选用其一，并推荐用封咀装置以防诞。 

可调喷咀是可以调整压力降的，来达到表 1 的注射速度或体积，当达到指定的注射压

力后。 

EUROMAP 7 是测定最大锁模力的一个标准，指定了空心圆柱型及四柱方型的两种测

试块，按注塑机的四柱空间定出 14×2 种测试块。在锁模时，装在定板上，用称重传感器、

贴在测试块上的应变计或拉杆的伸长度来测最大锁模力。  EUROMAP 60 指定用

EUROMAP 7 的测量块，或与其重量相当的测试块，最好厚度亦是相当。 

料筒温度全部采用 220 ℃（估计含喷咀温）。 

电耗要含以下的动作 

⚫ 合模/开模 

⚫ 夹紧/松开（某些直压锁模机用） 

⚫ 锁模/开锁（打开少许已锁的模具） 

⚫ 塑化 

⚫ 注射（估计含保压） 

⚫ 不含负载的顶出/顶退 

也要含以下的电耗 

⚫ 电脑 

⚫ 内置的保养设备（由生产商提供），如电气的冷却（估计指风扇）、润滑油泵、压

力油冷却器 

⚫ 料筒加热（含小咀及大咀） 

⚫ 电及/或油压的喷咀驱动器要打开 

但不含以下的能耗。 

⚫ 喷咀的接触力 

⚫ 射台移动 

⚫ 辅助设备的能耗，如接在注塑机电插座的输送带、热流带、色母混合机等 

⚫ 接在注塑机电脑上的机械手 

⚫ 其他辅助设备 

⚫ 外边的液体供应，如冷却水、压缩空气及压力油 

EUROMAP 60 指定了三种周期，称为 

1、 周期Ⅰ，薄壁制品 



 

4 
 

2、 周期Ⅱ，技术制品 

3、 周期Ⅲ，商品（大量制品）或厚壁制品 

每种周期对锁模及注射参数都有所规定，见表 1。 

 

1) S = 150 + 850*（最大锁模力[单位 kN] - 1000）/ 9000 ，而 150 mm ≤S≤1000 mm 

2) 用可调喷咀注射。调整喷咀压力降来达到以上的注射速度或注射容积，当已达注

射压力后 

3) d = 螺杆直径，单位 mm 

4) 用挡块或封闭喷咀 

5) 保压完成到开模之间 

 

EUROMAP 60 测量 

测量能耗时只能用全自动模式，并在注塑机已达稳定状态后进行，就是 

⚫ 料筒测温点在 30 分钟内变化要在±3 ℃以内 

⚫ 对油压注塑机而言，压力油要达到稳定温度（在规格之内） 

测量要含连续注射的全部次数，并要不短于 10 分钟及至少 5 次注射。螺杆≥80 mm

时，3 次注塑便可。 

 

EUROMAP 60 测出值的表示 

在技术文献里，每千克能耗 kWh/kg、平均功率（kW）、周期时间及功率因子 cosΦ都

范

围 

 周期Ⅰ 

薄壁制品 

周期Ⅱ 

技术制品 

周期Ⅲ 

商品 

厚壁制品 

公差 

 

 

锁

模 

锁模力 最大 最大 最大  

开模行[mm] S1 
) 

S1 
) 

S1 
) ±0.5 % 

开/合模速度 额定值的 100 % 额定值的 100 % 额定值的 100 %  

加速/减速 额定值的 100 % 额定值的 100 % 额定值的 100 %  

顶出 行程≥50 %最大行程，

无负载，最高速 

行程≥50 %最大行

程，无负载，最高速 

行程≥50 %最大行

程，无负载，最高速 

 

 

 

 

 

注

射 

注射压力[bar] ≥1000 ≥750 ≥500  

注射速度  ≤最大的 50 % ≤最大的 50 %  

注射容积 已塑化的容积 已塑化的容积 已塑化的容积  

注射时间 2 
) [s]

 ≤0.1    

注射行程 3 
)
 ≤0.5d ≤2d ≤3d  

塑化时间[s] 是多少就多少 是多少就多少 是多少就多少  

保压压力 4) ≥注射压力的 50 % ≥注射压力的 50 % ≥注射压力的 50 %  

保压时间[s] 0.5 5 10 ±0.1 

冷却时间 3 
)5 

) [s] ≥0.5 ≥5 + 0.1d ≥10 + 0.2d  

熔体背压[bar] 50 50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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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请亦指明是表 1 中三种周期的哪一个。例如：每千克能耗（按 EUROMAP 60），

周期Ⅱ：0.95 kWh/kg ；20 kW ；30 s ；cosΦ=0.85。注意：制造商可以提供表 1 中的一

种或多种周期的测出值，看此台注塑机会有哪些应用。 

 

评语 

EUROMAP 60 没有指定模具/制品，但将制品分为三类，以壁厚及精准度区分。周期

Ⅱ的技术制品应指对尺寸要求精准的制品，而周期Ⅲ的商品估计没有精准要求（如碗碟等

日用品）。三种周期的锁模参数是相同的。 

开模行程按注脚 1）的公式计算，但限制在 150 mm 至 1000 mm 之间，见图 1。对低

于 1000 kN（100 吨）锁模力的注塑机如 20 吨的，150 mm 会觉得大了一些。对高于 10000 

kN（1000 吨）锁模力的如 2000 吨的，1000 mm 则会觉得小了一些。既然提出了一条线性

的开模行程公式，相信不宜限制其范围。 

 

 

 

 

 

 

 

 

 

 

 

 

 

 

开/合模速度尽用额定值，相信是指┌开模快速┘段及┌合模快速┘段而已。EUROMA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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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指定是否打开合模再生。如打开合模再生后仍用 100 %速度，会冲击后随的┌低压护

模┘段，就不合适了。 

最高加速/减速意味着在低速转高速或高速转低速时，要用最短时间；保持平稳过度，

还是有需要的。 

顶出行程指定了下限。 

三种周期只在注射参数上有别。 

注射压力亦是指定了最低压力。 

周期Ⅱ、Ⅲ的注射速度却指定了最高速度，但周期Ⅰ的注射速度则没有指定，而指定

了最长的注射时间。薄壁制品宜用含氮气加速注射的注塑机，注射时间太长（速度太低）

会填不满。周期Ⅰ指定了最长注射时间，便不用指定注射速度了。相反，因为已指定了最

高注射速度，周期Ⅱ、Ⅲ就没有指定注塑时间。 

注射行程以螺杆直径的倍数来指出上限，便间接指定了注射容积上限，

故没有再指定注射容积。三种周期的注射容积分别为 ≤0.5d×     ；≤2d

×    及 ≤3d×    ，或简化为 ≤     ，≤     及 ≤     。 

注塑行程一般设计在 3.5d 至 5d 之间。如取注射行程为 4d，指定注射行程的上限便

间接指定了实在注射容积（或重量）是注塑机最大注射容积（或重量）的最大百分比（称

为使用百分率）。三种周期的注射容积（或重量）使用百分率分别为 ≤12.5 % ，≤50 % 及 

≤75% 。 

塑化时间没有指定。 

保压压力指出了下限。 

冷却时间亦指出了下限。 

由于测试是不涉及模具的，EUROMAP 60 有以下特点。 

1. EUROMAP 7 的测量块固定在定板上，不是在动板上，其质量不影响动板的加速/减速，

动板滑动时要克服的摩擦力也比动板上有半模时低。 

2. 注射是模拟出来的，故指定的参数较多。相反，由于行业标准指定了 5 种模具/制品，

全部参数都没有指定，能成型便可。没指定参数便影响了可比性。 

3. 薄壁制品会需要用 MFR＞25 的 PP 塑料才能填得满，而 EUROMAP 60 不涉及模具，

便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4. 不指定模具便能剔除模具对注塑机能耗的影响，增加了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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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内有三个项目有公差的指定。文本有料筒温控的公差指定。留意并没有喷咀温

控的公差指定。喷咀由于没有保温罩及与较冷的模具接触，温度波动范围会比料筒的大。 

油温的波动有提及但没有指定公差数值，宜记录下来。 

留意 EUROMAP 60 没有指定周期时间（但要表示出来），但有指明测试的最短时间

（10 分钟）及/或最少周期次数（3 次或 5 次），也指定了全自动操作。行业标准亦没有指

定周期时间，但指定了周期次数为 50 次。这使在大机用大模具（如 5 号模具）测试时耗

料很多，而小机用小模具（如 1 号模具）的电耗分辨率不太足够。行业标准没有指定操作

模式，但由于塑料是 PS，大的圆盘自重也不小，只能用半自动操作，人手取出才不会破

裂。这样便影响了周期时间，亦影响了能耗。手动取出时间的不一致性便影响了指数的可

比性。 

较多地区的供电所都会对功率因子过低而额外收费，如低于 0.90。测量出功率因子

因此是用户关注的问题。EUROMAP 60 指数的表示是要包含的。还有平均功率及周期时

间都要表示出来。这些表示，行业标准并没有要求。 

 

平均功率 

EUROMAP 60 的表示含平均功耗（kW），可看成是测试时的电耗 kWh 除以用小时为

单位的测试时间 h，就是 kWh/h。 

注塑周期中的功耗是有高有低的，看压力及流量的设定而改变，故需要测整数的周

期，找出其平均值。 

行业标准没有要求表示平均功耗，但从测试结果算出来是轻而易举的。 

 

三个分母 

其实比较两台注塑机的电耗 kWh 的意义不大，因电耗与注塑多少塑料及注塑多长时

间都有直接关系，故 EUROMAP 60 要测每千克的电耗 kWh/kg 及每小时的电耗 kWh/h，

而后者是相当于前述的平均功耗 kW。 

利用 EUROMAP 60 表示的周期时间，可从平均功耗算出每周期的电耗。以前述的… 

0.95 kWh/kg ；20 kW ；30 s …为例，每周期的电耗是 20 kW * 30 s /（3600 s/h）= 0.167 

kWh 。 

总的来说，以每千克、或每小时、或每个周期的电耗来表示注塑机有多节能，比电

耗本身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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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母 千克（kg） 小时（h） 周期 

分子 电耗（kWh） 电耗（kWh） 电耗（kWh） 

指标 电耗/千克 

（kWh/kg） 

平均功率 

（kW） 

每周期电耗 

（kWh） 

数学式（见下一节） C/W C *（3600/T） C 

表 2  三个分母 

注射容积或重量的影响 

EUROMAP 60 指定了注射行程的上限便间接指定了注射容积的上限。表 1 的参数，

除了周期Ⅰ的注射时间及全部周期的注塑行程是上限外，其余都是指定了值或下限。为何

指定注射行程的上限呢？ 

每个周期的注射容积小，当然电耗亦小，但如指数是每千克制品的电耗，试验证明，

注射容积越大，指数会越低。可以这样去理解。注射容积越大，达到一千克制品重量的注

射次数便少，就算塑化时间及注射时间都长了，但开合模时间、顶出时间、保压时间依然。

周期固然是长了，但每千克周期时间是会较短的。况且两个周期便有两次开模的加速减速，

故每千克的周期数也是越少越好。 

以下是用数学去分析原因。 

一个周期电耗 C（kWh）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C = M + H + P + I 

其中 M = 一个周期的开合模及顶出/顶退电耗（kWh）， 

    H = 一个周期的保压电耗（kWh）， 

    P = 一个周期的塑化电耗（kWh）， 

    I = 一个周期的注射电耗（kWh）。 

假设 P 及 I 都正比于注射重量 W（kg），而 p 及 i 分别是比例常数，C 可以写为 C = M 

+ H + pW + iW = M + H +（p + i）W 。 

故 W 越大，C 也越大，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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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式除以 W，便是电耗指数（kWh/kg），                 。 

故 W 越大，C/W 会越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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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优化 C/W，便要尽用注射重量 W。故 EUROMAP 60 便给出 W 一个上限（其实

是指定了注射行程的上限，便间接指定了注射容积的上限，而注射容积正比于 W），不可

超越。 

 

周期时间的影响 

如果周期时间是 T 秒，一小时 3600 秒便有 3600/T 个周期，每小时的电耗便是 3600/T 

* C kWh/h，亦即是平均功耗。平均功耗与 T 的关系见图 4。可以看到，周期越短，平均

功率越大。这好比一个强的运动员（功率高）用短的时间便能跑完 100 米一样。 

 

 

 

 

 

 

 

 

 

 

 

 

再看注射容积 

行业标准指定了五种不同尺寸的圆板产品（模具）及使用这五套模具的注塑机注射容

积范围（上限及下限），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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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 
产品容积 

（含水口） 

注塑机注射容积 

下限 上限 使用%上限 使用%下限 上限/下限 

 
cc 

① 

cc 

② 

cc 

③ 

% 

①/② 

% 

①/③ 
③/② 

一号 12.2 16 48 76.3 25.4 3.00 

二号 33.8 49 144 69.0 23.5 2.94 

三号 97.6 145 432 67.3 22.6 2.98 

四号 286.2 433 1296 66.1 22.1 2.99 

五号 849.6 1297 3888 65.5 21.9 3.00 

平均  68.8 23.1 2.98 

表 3  注射容积使用百分率 

 

从表 3 可以看出，指定了注塑机注射容积的下限其实是指定了注射容积使用百分率的

上限，而此上限平均为 68.8 % 。按图 3 的理论，以都是使用三号模具为例，注射容积是

145 cc 的注塑机，其 C/W 比注射容积较大的（但在 432 cc 或以下）有利，而这并不是因

为注塑机多加了节能设计所致。 

为了用五套模具函盖最大的注塑机注射容积范围，每套模具的容积上限是下限的 3

倍，但这便使注射容积大的注塑机（但在注射容积上限之下）有较差的 C/W 表现。 

 

实验数据 

我司在一台200吨伺服电机驱动的PET1400-S注塑机上装上四号模具及五号模具去测

试 C/W。结果如表 4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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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单位 配上四号模具 配上五号模具 

注塑机注塑容积 cc 1171 1171 

制品注塑容积 cc 286.2 849.6 

制品重量（PS） g 300.5 892.1 

使用百分率 % 24.4 72.6 

平均料筒温度 ℃ 248 204 

注塑周期 s 40 69 

50 次注塑时间（实测） 分钟 37.17 63.5 

50 次注塑重量（实测） kg 14.620 43.331 

50 次注塑电耗 kWh 4.5 9.9 

每千克电耗 kWh/kg 0.308 0.228 

每周期电耗 kWh 0.09 0.198 

每小时电耗 kWh/kg 7.264 9.354 

表 4  不同使用百分率对指标的影响 

 

五号模具制品的注射容积是四号模具制品的三倍，它们刚好在注塑机的使用百分率

的 72.6 %及 24.4 % ，接近了表 3 的平均使用百分率的上限及下限。 

纵然两套模具的每千克电耗都能达到 1 级节能，但五号模具的指数只有四号模具的

74 % 。 

 

节能等级 

在表示每千克能耗之余，行业标准更制定了节能评级，一共 6 级，达到 1 级或 2 级便

评为节能注塑机。试验证明，使用中间的三号模具时，配变量泵的注塑机能达 2 级，而配

伺服电机驱动油泵的注塑机则能达 1 级。由于理论上全电机比伺服电机驱动油泵的更节

能，全电机也能达 1 级。是否要制定 0 级来将全机分辨出来，有待新版本的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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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最小的一号模具时，配变量泵的小型注塑机并不能达 2 级，而配伺服电机驱动油

泵的小型注塑机亦不能达 1 级，主要是因为螺杆直径小，塑化 1 千克的 PS 料的时间长，

便使能耗指标增加。次要因素是要注塑 1 千克的 PS 料，开合模次数亦多。 

相反，采用最大的五号模具时，就算是变量泵机亦能轻易达到 1 级，是由于“量产”

提高效率，况且不到两次注塑便达 1 千克的注射量了，自然就更节能（以每千克能耗来算）。 

 

分辨率 

行业标准的 1 级节能注塑机每千克电耗是 0.40 kWh 以下，而 2 级的则在 0.55 kWh 以

下。如三相电表的分辨率是 0.1 kWh（见照片 1），只有测量 10 千克或以上的制品才能达

第二个小数点的每千克制品电耗的分辨率。 

 

 

 

 

 

 

 

 

 

 

 

照片 1  分辨率 0.1 kWh 的三相电表 

 

举例说明。每千克电耗是 0.40 kWh 的 1 级节能注塑机，打了 10 千克的制品便耗电 4 

kWh，读出的数字为 4.0 kWh ，除以 10 kg 后，C/W 便是 0.40 kWh/kg ，有第二个小数点

的分辨率。若只打 1 千克的制品，读出的电耗为 0.4 kWh ，C/W 便是 0.4 kWh/kg ，只有

第一个小数点的分辨率，便与 0.3 kWh/kg 或 0.5 kWh/kg 的分不出来，而后者只属 2 级节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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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电表分辨率与测试多少次注塑或测试多长时间（与注塑周期有关）或打多少千克的

成品要一并考虑。 

行业标准的 50 次注塑的重量及时间、10 千克制品的注塑次数及时间与 EUROMAP 60

的 10 分钟周期次数如下表示。 

 

 一号模

具 

二号模

具 

三号模

具 

四号模

具 

五号模

具 

圆板容积（含水口），cc 12.2 33.8 97.6 286.2 849.6 

圆板 PS 重量（含水口），g 12.8 35.4 102.5 300.5 892.1 

50 次注塑的重量，kg 0.640 1.77 5.13 15.0 43.1 

10 千克的注塑次数 781 282 98 33 11 

周期时间，秒 17.5 18.3 27 38.7 69.8 

50 次注塑的时间，分钟 14.6 15.3 22.5 32.3 58.2 

注塑 10 千克的时间 3.8 小时 1.4 小时 44 分钟 21 分钟 13 分钟 

10 分钟的周期次数 34 33 22 16 9 

表 5 重量、次数与时间 

 

要测量多少重量、多长时间及多少个周期，表 5 的三种方法与表 2 的三个分母不谋而

合。 

测试重量 10 千克，对三号、四号、五号模具尚可，但对一号及二号模具则嫌多了一

点，从次数及时间能看出来。为了提高 C/W 的分辨性，还是有需要测 10 千克的。 

EUROMAP 60 的 10 分钟下限应用在行业标准上的五套模具，有 9 至 34 次注塑，而

小型注塑机的注塑次数比大型的多。如注塑时间提高到 60 分钟，指定注塑时间会比恒定

次数在 C/W 的分辨性上为佳。 

可以看到由于五套模具函盖的范围很广，都规定 50 次注塑使小型注塑机的电耗过小，

电表的分辨率不足会影响到 C/W 得第二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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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50 次对一号及二号模具少了一点，用 200 次较合适。 

其实三相电表的分辨率与最高电流有关。照片 1 的电表电流为 30 A，分辨率是 0.1 

kWh 。照片 2 的电表电流为 5 A，分辨率是 0.01 kWh 。  

 

 

 

 

 

 

 

 

 

 

 

 

照片 2  分辨率 0.01 kWh 的三相电表 

 

两个标准都没有指出电表的分辨率要求。 

 

互感器 

当注塑机的电流超过电表容许的，可加互感器来降低电表看见的电流。互感器也有误

差，要计算在内。 

如互感器降低了电流 6 倍，电表的读数要乘 6 倍才是真正的电耗，分辨率因此便差了

6 倍。 

 

读出误差 

家用三相电表多数是以指针显示读数的，便会有读出误差。解像度 0.1 kWh 的电表，

读出误差估计为±0.05 kWh 。就算是数字显示的，亦有﹣0.04 及﹢0.05 的四舍五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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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的电耗是多少是从两次读数相减而得：终止读数及初始读数。两小时的电耗亦

是这样，但除 2 后，每小时耗电的读出误差便因此只有一半。如此类推，则电耗测试时间

越长，读出误差便越小。 

 

电表误差 

电表本身亦有误差，定义为与真实值的分别。EUROMAP 60 指定为±2 % ，行业标

准则指定为±1 % 。与读出误差不一样，电表误差不会因测试时间长而减少的，因为误差

是读出值的一个百分比。 

如一小时的电耗是 4.0 kWh ，1 % 电表误差便是±0.04 kWh 。两小时的电耗便是 8.0 

kWh，误差是 8.0 kWh 的±1 % ，便是±0.08 kWh 了。除了 2 后是±0.04 kWh ，与一小

时的相同。 

为了降低电表误差，宜用仪表级的电表而不用家用电表。 

 

误差例子 

用两个家用三相电表在同一套设备上测了两次。A 电表测量一小时，读数是 3.8 kWh ；

B 电表测了两小时，读数是 7.2 kWh ，每小时便是 3.6 kWh。问两次测试的电耗一致吗？

误差计算于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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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A 电表的每小时电耗下限 3.625 kWh 小于 B 电表的每小时电耗上限 3.722 kWh ，

两个电表的读数是一致的。 

 

单相电表 

家用单相电表的分辨率是 0.01 kWh，比家用三相的小 10 倍。用三个单相电表接在三

相来电上，是否能降低误差 10 倍呢？由于有三个单相电表，读出误差便比一个三相电表

的大多三倍。以下是用三相每小时耗电 3.6 kWh 作一个计算。假设单相电表误差也是±

2 % ，读出误差是±0.005 kWh 。 

 

 

 

 

 

 

三相总误差与 A 电表及 B 电表（两小时）的总误差比，都是较小的。 

 

质量还是重量？ 

电子称测量的都是重力而不是质量。重力受当地的 g 影响而质量则不会。g 的变动百

分率远低于电表的±1 % 误差，可以忽略。 

 

总结 

EUROMAP 60 指定了不含外围设备的电耗。行业标准则指定了要含外围设备的电耗。 

EUROMAP 60 指定了全自动操作。行业标准则没有指定操作模式，但制品都要用半

自动操作，才不会因掉落而破碎。 

EUROMAP 60 没有指定模具而指定了三种周期，因此指定了较多的锁模及注射参数。

行业标准指定了五套模具（制品）而没有指定参数。 

EUROMAP 60 指定了注射行程的上限，因此就指定了注射容积的最高使用率。行业

标准指定的注射容积的最高及最低使用率，相差三倍之多。从理论及实测来看，使用率对

C/W 指标的影响是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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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时间宜在 1 小时以上或测试的重量要 10 千克以上，才能提高 C/W 指标的分辨

性。测试 50 次对一号及二号模具嫌少了一点， 

电表的分辨率要足够。这与测试时间、重量及次数有很大的关系。 

宜用较标准指定的更准确的仪表级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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