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起點 開 創 性 能 源  
節約 解決方案  
升降機系統適用



將升降機功能性、安全性與舒適度維持在最高水準，對於租客滿意度和物業價值至關重要。通過現代化讓
您的升降機煥發生機，可以助您降低運營支出，優化搭乘性能與交通流量。利用採用回饋能源的升級升降
機，建築物業主可能獲得LEED、BREEAM®以及其他能源效率建築物資質。 

選擇Magnetek升降機變頻器，為您的現代化工程提供超級性能與穩定性，同時實現節能，   
以上幾點均可幫助您節約成本。

您為什麼需要現代化？



節
約

能
源

波士頓金融區的99高街安裝有八台 
Quattro® 直流電升降機變頻器，每
年從當地設施節約了3.8萬美金，減
少能源成本2.3萬美金。 Magnetek
開創性的Quattro直流升降器變頻
器是同時節能與降低成本的綠色解
決方案。

地址：99 HIGH STREET
Boston, Massachusetts

性能更優 
節約能源 
使用期更長 
安裝費用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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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載情況下，升降機電動機在吊籠提升時消耗電能 ̶ 
但是實際在吊籠下降時會產生能量。

Magnetek Quattro® 升降機運動控制系統撲捉升降機變
頻器和電動機產生的能量，並將之回饋到設施電網。

Quattro 同時將電力線“噪聲”將至最低，否則可能與建築
物電子設備（例如數據處理、照明以及安保系統）彼此影
响。

採用Magnetek Quattro，電能最大程度回饋至設施電網，
每年電費可以為建築物業主節約 數千美金。

進行 現代化  
請選擇 MAGNETEK 

Magnetek 提供的交流與直流升降機電動機控制解決方案可以幫助您 
減少環境印跡與相關成本，是世界各地升幾級公司的重要合作夥伴。

現有的直流驅動升降機系統，很可能已經使用了30-70年，如果維護 
得當，仍可以使用數十年。與成本高昂、資源密集型交流電動機替代品不同， 
將直流電動機設備與Magnetek數碼 Quattro®直流或 DSD®升降機變頻 
器結合，將是未來的投資方向。 

採用Magnetek可回饋變頻器，重力和我們的高效變頻器可以幫助您恢復 
與重新利用通常會在升降機運行期間喪失的電能。 

移動負載的升降機吊籠時，升降機消耗能量，但是在吊籠停下後會反向產 
生能量。 Magnetek 變頻器並未讓這些能量通過電阻發熱丟失，而是採用 
技術將之導入建築物電力網再利用，用於照明、加熱、通風以及空調（HVAC） 
與其他電力系統等關鍵設施。 

能量回饋後，您建築物的總用電量會下降，每次升降機週期的節約隨之增加。通過這種方式，Magnetek可回饋變頻器在
每部升降機運行時都可以節能省錢。



節
約

成
本 $20,000-$85,000 

取決於拆除或卸下現有設備的 
能力、兼容AC/PM的尺寸、更換、 
提升要求以及其他建築物作業

$8,000-$10,000 
取決於所需的清潔以及可能的換向
器、電刷與繞線翻修

直流設備 
更換*

直流設備 
翻修

預期壽命
 15-20 年 
  全 新 交 流 電 動 機

重新改造現有系統並利用
Magnetek進行現代化，可以在 
升降機試用期間極大地降低您 
的前期成本，減少日常支出，並 
且幾乎不影響建築物正常運營。 
一部維護良好的直流電動機可 
以持續使用100  
多年，而根據行業 
標準，交流永磁電 
動機可以有效運行 
15到20年。

對比

* 對建築物服務的中斷不計入其中成本估算需另 
   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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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現有直流電動機



採用Magnetek變頻器對現有直流升降機系統進行現代化，不更換整個系統，既可以開發可持續回饋能量，
還可以省去高昂的設備拆除費用以及相關聯的新系統生產、裝運以及安裝費用，提高搭乘績效與控制。安裝
Magnetek可回饋變頻器還可能滿足LEED 或 BREEAM®認證，獲得 能源之星積分。

將直流電動機與我們Quattro® 直流升降機變頻器組合可以實現 
• 與相同節能的帶回饋性能的交流變頻器的節能差不大於 3%  
• 峰值用電量和平均用電量下降，清潔諧波 
• 接近單位功率因數，無需更換昂貴的電路佈線或斷路器

採用Magnetek Quattro® 交流或 RegenAC™ 技術對您的永磁交流無齒輪系統進行補充 
交流無齒輪牽引現代化中，可回饋能力亦可得以管理。如果您選擇將永磁交流無齒輪升降機進行現代化， 
可以利用Magnetek Quattro交流升降機變頻器同樣實現節能、低諧波以及設備單位功率因數等優點。 

大部分現有非回饋交流機器均可以採用Magnetek的RegenAC 技術，最大化實現節能。

回饋 
 技術



設備電源 其他負載

節
約

能
源

設備電能計量
裝置

照明HVAC

升降機變頻器 
1

升降機變頻器 
2

升降機
電動機

升降機
電動機

設備電源 其他負載
設備電能計量

裝置
照明HVAC

升降機變頻器 
1

升降機變頻器 
2

升降機
電動機

升降機
電動機

正常變頻器運行 的耗電量

可回饋運營情況下的耗電量*
Magnetek在北美為歷史悠久 
的艾米莉摩根酒店 安裝了第 
一台可回饋 Quattro® 直流升降 
機變頻器。該酒店的升降機安裝 
於19世紀20年代初，Quattro直
流變頻器提高了升降機的能耐與
能效，為酒店帶來了1.6萬美金的
商業能量節約。實際前後能耗對
比測定持續並行了17天的運行
週期，結果顯示，安裝Magnetek 
Quattro 變頻器後，現代化後能耗
以瓦時統計降低了45%，以伏安
統計降低了78% ，用電高峰電費
降低了31% 。

艾米莉摩根酒店 
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

*每年千瓦時消耗減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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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ek綫上節能計算器估算現有升降機設備的用電量，並將結果與其他電動機和電動機變頻器組合的用電量進行
對比。依據您建築物內升降機的運營特點，通過定量對比確定您的項目可以如何節能。

許多設備公司針對降低峰值與平均用電量與清潔諧波提供節能回扣計畫。立即聯繫Magnetek升降機變頻器專家， 
進行個性化諮詢，評估您升降機現代化項目的節能情況。

建築物現代化可節約  



計
算

成
本

建築物現代化可節約  

註冊  
節能計算器  
查看採用Magnetek升降機 
專屬解決方案可以節約的 
能量。 
www.elevatordrives.com/modernize

QUATTRO 直流節能 
 較直流-SCR 變頻器高25% 
 較電動機發電機（MG）組高45% 
QUATTRO 交流節能 
  較非回饋交流變頻器高42%  
 （無齒輪應用）

MAGNETEK RegenAC™ 選項節能
 較非回饋交流變頻器高42% 
     （無齒輪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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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細緻入微的服務是Magnetek使命的基石。我們的目標是將能源回饋控件用於
新安裝與升降機現代化，幫助您節能省錢，同時提高可靠性。Magnetek升降機變頻器將幫助您將建
築物轉型為符合現代大廈功能性與舒適度的設施。

我們高能效的直流與交流升降機變頻器規格齊全，在實現最成功的建築物現代化解決方案方面久
經考驗。我們精於設計生產高度集成的變頻器系統，產品可以將功能性、安全性與舒適度維持在最
高層次。

採用MAGNETEK  
規格齊全的產品 
讓您的升降機如虎添翼



可
靠

性採用MAGNETEK  
規格齊全的產品 
讓您的升降機如虎添翼

如果您希望進行交流現代化
或升級現有安裝，請務必問詢
Magnetek交流升降機變頻器各
種產品。我們一流的Quattro® 交
流、HPV® 900 系列 2, M1000以
及RegenAC™ 產品均可實現更節
能環保、更高效的升降機運行。

WWW.ELEVATORDRIVES.COM



MAGNETEK 
  專業專家服務

Magnetek經證明的可跟蹤記錄、技術專長與超級客戶服務使我們成為世界上高績效、可以永久使用 
的升降機變頻器的供應源頭。作為公認的直流升降機變頻器的絕對領軍企業和低層與高層升降機 
交流變頻器的主要供應商，我們贏得了升降機行業“首屈一指”變頻器供應商的聲望。

憑藉35年的創新，Magnetek升降機變頻器安裝了10萬台，地域涵蓋六大洲，在提供節能現代化解決方案 
方面獨具資質。客戶信任我們的綠色回饋變頻器，使得相應產品得以在世界多地諸多著名建築物中運行。

我們致力於設計、構建、銷售與支持高品質升降機變頻器，產品可以高效提供運動控制動力，同時提供無
與倫比的搭乘順暢度，減少安裝時間，可靠性持久。

您決定對直流或交流升降機系統進行現代化時，Magnetek將竭誠為您確定最佳解決方案。在節能計算器
協助下，我們可以幫助您選擇可以給您的建築物提供最高效回饋能源和節約的產品，讓升降機變頻器選
項助您實現完全現代化或組件升級。



體
驗

隨著系統運營的維護需求越 
來越高，阿波羅大廈確定對四 
部升降機進行現代化是最適當、
最節能的解決方案。與先前的
直流-SCR方案相比，採用六個
Magnetek Quattro®直流升降 
機變頻器大約可多節約25% 
的能源。

阿波羅大廈
英國，克里登

100,000 升降機變頻器  
 安 裝 地 域 橫 跨 六 大 洲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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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EK回饋變頻器為聯合國紐約總部提供支持



優化現代化項目的搭乘性能/降低開支，提升穩可靠性，同時實施節能解決方案，  
請訪問：www.elevatordrives.com/modernize。

選擇MAGNETEK實現現代化



現
代

化

經濟學人大廈現有直流電動機發電
機控制的升降機系統頻繁出現故
障，導致效能低下，並且需要較高程
度的維護支持。鑒於此，安裝了三個
85A Quattro®交流升降機變頻器，
配置為永磁電動機控制運行模式，
以提升品質與運營。與先前方案相
比，安裝Quattro交流變頻器後，經
濟學人大廈實現節能66%，用電量
下降了43千瓦時/天，實現了每年
每部升降機預計節省2000美金。

經濟學人大廈
英國倫敦

助 您 成 功 
推進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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