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系列低压电机 

低压交流电机



从标准型到定制型：

无限应用可能

新一代驱动系统，既令人激动，又充满挑战。但可以

肯定的是它能够提供经济、安全的集成解决方案。

西门子公司凭其优秀的驱动和自动化技术，可为此提

供答案：从变频器到分布式驱动技术，从减速电机到

全系列低压电机。西门子低压交流电机既有能够满足

大多数要求的标准电机，也有可根据客户需求特殊定

制的电机。西门子电机能够满足所有行业和应用的区

域标准和国际标准。其创新性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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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功率输出

西门子低压电机的输出功率范围宽达 0.06 ~ 200 kW，

实际上可满足各种功率输出：根据具体要求西门子可提

供节能的高效型电机；最高安全标准的防爆电机；行业

及客户定制电机以及 IEC 标准电机。所有西门子电机均

具有高效率和高性价比，并保证一致的全球生产、销售

和服务支持。

具有最大节能潜力

电动机消耗着工业应用领域三分之二的电能。在能源

成本不断攀升、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传动

技术的能耗越来越受到关注。西门子低压电机即是根

据上述理念，全面挖掘节能潜势，以保持持续性竞争

能力，同时又能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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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 1LE1 系列低压电机

高效型电机，节能，环保

IEC 系列

1LE1 电机 — 技术概述

机座号 100L ~ 160L

功率范围 0.75 kW ~ 22 kW

极数 2/4/6/8

型号 效率增强型自扇冷却电机（EFF2）
高效型电机（EFF1）
效率增强型且功率增强型自扇冷却电机（EFF2）
高效且功率增强型自扇冷却电机（EFF1）
效率增强型强制风冷电机（EFF2）
高效型强制风冷电机（EFF1）

效率标识 － EU/CEMEP 效率等级，EFF1：2 极/4 极，EFF2：2 极/4 极

防护等级 IP55

电压 所有标准电压

频率 50 Hz 和 60 Hz

结构型式 所有标准类型

冷却方式 表面冷却

温度等级 F级（155）绝缘，B级（130）使用

绝缘等级 DURIGNIT® IR 2000，变频器运行，最大额定电压 460 V

模块化安装理念 旋转脉冲编码器、抱闸、强冷风扇或其他安装附件

集成化概念 一体式铸铁机座支脚，可选螺钉安装，可互换。

接线盒对角剖分，可旋转 4 x 90º 
传动端和非传动端采用相同轴承，可选 63 规格轴承 

一台电机的能耗成本在整个寿命周期中占其 

95%，而其采购和安装成本仅占 5%。目前，

仅通过使用高效型电机，全球就可节省能源

成本大约 15 亿欧元。西门子可提供符合 IEC 

和 NEMA 市场的不同效率等级的电机：

对于 IEC 市场，可使用高效、紧凑设计的  EFF1 

电机。全新一代的 1LE1 电机的两种效率等级

（EFF1 和 EFF2）均采用同一机座。

不仅具有优秀的高性价比、高可靠性，而且

具有贯穿整个寿命周期的环境有好性，适用

于任何驱动解决方案，涵盖全球 90% 以上的

应用领域。从而为机械工程师、系统操作员

乃至环境带来诸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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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全新一代 1LE1 系列低压电机具有很多优势。在现有西门子电机先进设计技术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的 1LE1  电机具

有以下众多优势： 

全新一代 1LE1 系列低压电机

全面增值，全新功能

效率提高

取代铸铝转子，铜转子技术应用于 EFF1 效率等级的 1LE1 

电机，电机尺寸显著减小，实现了 EFF2 和 EFF1 电机采用

同一机壳。因此，从 EFF2 到 EFF1 进行效率等级升级时，

无需对机器重新进行设计。凭借  EFF1 电机的紧凑性，可

显著节省空间、时间与成本。而且，西门子 EFF1 电机比 

EFF2 电机的功率损失减少高达 40%，节能效果显著。使用 

SinaSave™ 软件，可对节能和使用寿命进行计算。另外，

西门子 1LE1 电机使用寿命长，并且重量轻有助于改装。

结构改进

采用先进 EMC 技术设计的全新优化外壳，外观优美，功

能增强：易于操作的接线盒，整体式吊环，螺栓固定的地

脚，以及强化轴承盖。 

功率更大

在同等机座号的电机中，西门子电机的输出功率比标准功

率可高出几千瓦，并且效率值依然能够满足按 CEMEP 分类

的 EFF2 或 EFF1 效率等级规定值。

灵活性显著增强

西门子 1LE1 低压电机结构设计显著优化，安装极为简便。

接线盒和地脚可作为选件自由安装，并且编码器、抱闸和

强制风扇亦可轻而易举地加以添加。部件品种数量少，使

得库存简化，而且对客户的需求应对更加迅捷。所有电机

都可连接高达 500V 电压，直接接入电网或变频器运行均

可，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操作。

优化的风冷设计 全新接线盒设计 — 配有对角半盖和牢固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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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 1LE1 系列低压电机

卓越效率，动力强劲，源自全新技术

能源成本的不断增加，使得能耗成为传动技术领域中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全面降低这些成本是保持现在和将来竞争

优势的关键，并且降低能耗有利于环保。 

西门子开发的全新一代的低压电机能够为客户降低能源成

本，创造更多价值。西门子自行研发生产的创新型铸铜转

子技术为高效电机提供了坚实基础。全新 EFF1（高效型）

电机不仅节能，而且环保。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更是提供

了全面的灵活性：所有电机型号均采用标准化概念，适用

于所有国际市场。

所有西门子电机均采用最先进生态工程制造技术，以强劲

动力装备机器及工厂，适用于全球各种应用。西门子电

机以其卓越的全寿命周期生态特性而表现不凡，尤其是 

EFF1 型 1LE1 电机。不管是机械工程师、工厂操作人员，

还是环境保护，都可从中受益。

西门子 1LE1系列电机：EFF1效率等级（高效型）电机和 EFF2（效率

增强型）电机效率比较

高效型电机

增效型电机

标准电机

根据 EU 和 CEMEP，
分为三种效率等级

PN/kW

www.siemens.com/energysaving

1 优化电机机壳设计 — 所有电机中

心高全部标准化

2 创新型铸铜转子技术使得高效电机

机壳尺寸显著减小

1 2



防爆型电机，

可实现最高安全性和卓越可靠性

IEC 型号系列

西门子防爆电机符合 ATEX 95 指令：

• 具有铸铁壳的标准电机和防爆电机

• 可选 VIK 型号

• “增安”型防爆电机 —“e”（Ex e II）防护类型

• 隔爆型电机 —“d”（Ex IIC）

• 无火花防暴电机 —“n”（Ex nA）

• 防尘防爆电机—Zone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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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如化工和石化工业以及气体工厂等危险应用领域，

电机必须满足最高安全标准，以保护人身、机器和环境

安全。西门子防爆电机以最大程度上满足安全需要，确

保即使在严酷的工况条件下，仍然可以持续、无故障运

行。并在众多全球应用中得以验证。西门子防爆系列电

机可针对所有不同的需求，提供安全高效的动力输出。

防爆电机



行业定制电机

按需定制解决方案

每一行业都有其驱动技术要求。作为一家具有长期丰富经验的全面供应商，西门子熟知所有要求。西门子工程师能够理

解客户的具体任务。更重要的是西门子标准驱动的产品已应用于几乎全球所有行业。西门子始终探索创新型解决方案，

以确保最优效率，因此在标准系列电机基础上又增加了能够完美满足特定行业要求并保证最大效率的定制电机。

优点

• 电机功率范围高达 200kW，符合 EN 12101-3 标准（2002年 

6 月）事故运行认证

• F200/300，200/300ºC（运行 120 分钟）；F400，400ºC（运

行 120 分钟）

• 在发生事故时安全通风运行

• 运行持续时间在发生事故时比标准值更长

• 轴流或径向风机驱动可选

• 无烟雾疏散通道，适合消防和人员营救

• 降低火灾造成的后果

• 已经认证，无需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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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烟电机

当配有烟雾控制系统的建筑物中发生事故时，通风和散

热系统的作用非同小可。通风系统必须尽可能长时间保

持运行，以保持疏散通道无烟雾，提高幸存机会。使用

西门子低压电机，即使在高温环境下，排烟风机也能可

靠运行，能够降低建筑物的热压力，并确保疏散和进出

通道无烟雾。

应用领域

常应用于公共建筑中例如：大型购物中心、电影院、

机场、地下停车场以及工业建筑物、楼梯、隧道等人

员频繁进出的公共建筑物。



起重机电机

优点：

• 高转矩容量，可耐受高冲击载荷

• 环境温度可达 50ºC 以上

• 具有100% 湿度和含盐分环境防护功能

• 过载能力高达 230%（作为加速驱动装置）

• 一种电机结构，即涵盖所有常规运行模式（例如，S2、S3）
• 大尺寸接线盒

• 电机内防腐保护（绕组、外壳、轴承盖）

• 可选坚固耐用底脚和法兰，材质为抗扰球墨铸铁

• 可选配耐用型旋转脉冲编码器

• 耐用型自冷底座下用的电机

• 通过安装密封防海水盘式刨闸，将构成一个紧凑装置，用作变频器运行起重

系统的理想底座下用的电机。

排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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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电机

如同船用电机，起重机电机也会经常接触极端气候条

件，需要服从高运行要求，耐受高湿度、含盐分的空

气、高风速，并同时确保高过载能力和宽速度控制范

围。西门子起重机电机采用安全防护措施，通过专用清

漆和密封件，可避免内部和外部腐蚀。

应用领域

耐用型灰铸铁电机特别适合严苛工况条件下的剧烈提升

操作，既可用于室内，也可用于户外，例如，橡胶轮胎

式龙门起重机、轨道式龙门起重机、自动堆垛起重机等

港口设施中。



坚固可靠，久经验证

适用于严酷环境

辊道输送机电机

辊道电机优点

• 抗扰机壳的材料为球墨铸铁，特别适合耐受机械负荷

• 带有环型加强筋的机壳可抗大块粉尘颗粒冲击

• 高转矩容量，可耐受高达 4 倍的冲击转矩

• 一种电机结构，即涵盖所有常规运行模式（例如，S2、S3）

• 变频器运行，电压高达 460V，采用特殊绝缘可达 690V

• 根据相应电压/频率变化可采用变频应用

• 可选配耐用型旋转脉冲编码器

船用电机优点

• 通过国际船级社 BV（法国）、DNV（挪威），GL（德国）

以及 LR（英国）生产和型式认证

• 无需单独验收，可满足最高限制额定功率 BV < 100 kW；

DNV < 300 kW；GL < 50 kW；LR < 100 kW

• 可提供符合船级社 ABS（美国）、RINA（意大利）、CCS

（中国）的电机；型式试验认证只对单批电机有效。

• 根据要求可提供特殊电机

船用电机10

辊道输送电机：功率强劲，坚固可靠

目前，可逆式轧机中的工作辊输送机几乎都配有直接驱动辊，但这

对驱动机械的设计要求特别高。为了满足这些要求，西门子开发了

适合变频器运行的三相辊道输送电机。该电机为全封闭三相异步电

机，配有一个球墨铸铁材质机座、环型散热筋的和加固轴承盖。

应用领域

坚固可靠的自冷型辊道输送电机特别适合用于工作和输送辊道、

高温、高湿度和存在碎屑粉尘等工况严苛的轧机应用。

船用电机

船舶和海岸上所安装的电气设备经常暴露在含盐分空气和高湿度等

极端工况下。对此，船级社对所用电机也规定了附加严格要求。

西门子船用电机满足船级社（BV、DNV、GL、LR）的相关要求，

并经型式认证，额定功率高达 200kW，可适应船舶甲板的更高温

度。根据要求，该电机还可由船级社的代表单独进行验收。

甲板下电机

西门子船用电机是专门为应用于船舶甲板下使用而设计的，并且

可以应用于海洋工业中（例如，钻井平台）。

船用驱动：

• 风机（例如，用于空调和冷却系统）

• 给水泵（用于消防、冷却水、燃料、油）

• 卷扬机（锚和系泊绞车、提升机构）

• 压缩机

• 艏侧推器驱动装置



西门子 1LG0 系列标准电机按照 IEC60034、IEC60072 

等国际标准设计制造。结构设计合理、防护等级高、

绝缘系统品质优良，适于恶劣环境中连续可靠稳定运

行。电机制造符合环保认证要求。

纺织行业应用

西门子 1LG0 系列标准电机防护等级为 IP55，防尘防任

意方向喷水，不惧任何恶劣的环境，确保电机运行高

可靠性、高效节能特性，最大限度地发掘纺织行业的

节能潜力。

泵类风机压缩机应用

针对泵类风机压缩机各类运行环境以及长期连续运行要

求，西门子 1LG0 系列标准电机提供高可靠性、最佳节

能的丰富解决方案，是推进绿色环保应用的领先产品。

西门子 1LG0 系列

标准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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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行业应用

西门子 1LG0 系列电动机是西门子第一批进行国产化的低压三相异步标准电动机，具有良好的技术特性，而且价

格比较低廉，较高的性价比让用户直接受益！

1LG0 系列电动机主要针对风机类、泵类、压缩机类及暖通空调类负载，适用于各种定速和变转矩负载调速应用。

产品特点

• 高绝缘等级运行安全可靠，降低客户维护成本

• IP55 的防护等级，确保客户安全使用

• 灵活的接线盒设计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 完美的转子加工技术，所有转子带有防腐漆

• 较高的效率等级降低了能耗，直接使用户节约成本！ 

• 较高的性价比，客户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到高品质、

良好信誉的国际大品牌产品，为客户的使用提供了

保证，并且为用户间接节省成本。 



西门子标准电机应用

西门子低压电机适合全球所有工业领域和应用，特别是泵、风机和压缩机的应用。虽然泵、风机和压缩机等驱动装置对于日常诸多领

域非常重要，但驱动装置却很少受到更多关注。设想一下没有这些技术，石油将无法从西伯利亚泵抽到中欧，空调系统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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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在各种行业领域都能看到“泵”的身影。它们在化工、制药、食品

和饮料工业、纺织、造纸、水和污水处理等行业中输送着各种液体

物质。对此，驱动装置必须涵盖从非常慢到非常快的速度范围，并

具有高效率，能够通过变频器运行，调节流量。驱动端配有轴承固

定、并配有 PTC 热敏调节电阻的泵电机可确保最大可用性。

风机

同样，风机也在众多行业领域中出现，用于输送空气，诸如楼宇

科技、水和污水、化工、制药、石油和天然气、造纸和采矿等行

业。高能源效率和低噪声运行是基本要求。

由于功率与速度平方成正比，所以还需遵守特殊的特性曲线。使

用西门子统一、噪声优化和外部冷却电机系列，可实现全集成风

机概念。

压缩机

与泵和风机一样，压缩机的应用同样涵盖各种范围，包括空调和

制冷技术、化工、制药、水和污水、通用机械工程、食品和饮

料、采矿和造纸等行业。所有需要以压力输送和压缩气体的行业

都需要使用压缩机。压缩机运行通过配套西门子结构紧凑的大功

率电机，可满足国际能源效率系数要求。根据所采用的类型，压

缩机电机的服务系数可达 1.25。

产品范围 56 63 71 80 90 100 112 132 160 180 200 225 250 280 315 315 355

效率增强型（EFF2） 1LG0

标准电机 — 铸铁壳 1LA6 1LG4

效率增强型（EFF2） 1LA7 1LA5

标准电机 — 铝壳 1LE1

高效（EFF1）节能电机 1LA9

— 铝壳 1LE1

高效（EFF1）节能电机

— 铸铁壳

1LG6 

增安型防爆电机 — 铝壳 1MA7

增安型防爆电机 — 铸铁壳 1MA6

隔爆型防爆电机 — 铸铁壳 1MJ6 1MJ7

排烟电机（F200/F300） 1PP7 / 1PP5 / 1PP6 － 1LA5 / 1LA7 / 1LG6

排烟电机（F400） 1PP6 － 1LA6 / 1L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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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成自动化

凭借西门子独特的全集成自动化产品和服务组合，西

门子低压电机能够很容易集成到复杂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中。无论用户的具体驱动要求如何，用户均可采

用“一站式”供货的匹配组件实现其计划。

采用变频器运行的驱动装置可通过电机起动器或变频

器集成到自动化系统中。从而可实现：高性价比、高

效率和投资保护的集成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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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机一览
 

节能电机，符合 IEC 标准 防爆电机 IEC

机座材质 铝 灰铸铁 铝/灰铸铁 灰铸铁，钢

防暴等级 防暴等级

应用领域 标准 标准，严苛工况 Ex-Zone 1

II 2G Ex e II T1-T3

Ex-Zone 1 II 2G Ex de IIC 

T1-T6

额定功率 0.06 kW-45 kW 0.75 kW-315 kW 0.12-165 kW 0.25-200 kW

机座号 56M-225 71-450 63M-315L 71M-315

额定转速 750-3000 min-1 750-3600 min-1 750-3600 min-1 750-3600 min-1

额定转矩 0.3-293 Nm 7-10300 Nm 0.61-1300 Nm 1-8579 Nm

额定电压 所有常用电压 所有常用电压 所有常用电压 所有常用电压

效率等级 EFF1，EFF2 EFF1，EFF2 参见产品目录 D81.1 / IM01 参见产品目录

D81.1 

防护等级 IP55，IP56（非严苛领

域），IP65

IP55，IP56（非严苛领

域），IP65

IP55，IP56（非严苛领

域），IP65

IP55，IP56

（非严苛领域）

冷却方式 表面冷却 表面冷却 表面冷却 表面冷却

结构型式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温度等级 155(F) 

130(B)/155(F) 使用

155(F)，

130(B)/155(F) 使用

155(F)，

130(B)/155(F) 使用

155(F)，

130(B)（电网运行）

155(F)，符合 155(F)

（变频器运行）

460 V 变频器运行 标准 标准 √（需要型式试验） √

690 V 变频器运行 特殊绝缘 特殊绝缘 √（需要型式试验） √

认证 CE，CCC，UL，CSA 

CNS14400，KEMKO，ABNT/

INMETRO

CE，CCC，UL，CSA 

CNS14400，KEMKO，ABNT/

INMETRO

CE，CSA，UL，ee，NOM CE，CCC，GOST，

ATEX，NEPSI

船级社认证 甲板下运行：BV，DNV，

GL，LR

甲板下运行：BV，DNV，

GL，LR 

甲板下运行：ABS，BV，

DNV，GL，LR，RINA

ABS，BV，DNV，GL，

LR，RINA

编码器 √ √ 根据需要 √

抱闸 √ √ × √（高达 FS250）

外置风扇 √ √ 根据需要 √ 

典型应用 泵、风机、压缩机、输送机

技术、在低重量和最大效率

方面具有特殊要求高的船舶

应用

泵、风机、压缩机、输送机

技术、船舶应用、化工和石

化工业中的混料机、挤出机

爆炸性气体偶尔出现于：

- 化工和石化工业

-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 等。

爆炸性气体偶尔出现于：

- 化工和石化工业

-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 等。

产品目录 D81.1 D81.1，IM01 D81.1，IM01 D81.1，IM01

 

* CE — EC 符合性声明

CSA — 加拿大标准协会

NOM — Norma Ofi cial Mexicana（墨西

哥标准机构）

CCC — 中国强制性认证

CNS — 14400 中国台湾标准

KEMKO — 韩国能源管理公司

ABNT — Associa玢o Brasileira de Normas Técnica



辊道输送机 排烟电机 起重机

铝/灰铸铁 铝/灰铸铁 灰铸铁 铝/灰铸铁 灰铸铁

防暴等级 灰尘

Ex-Zone 2II 3G Ex nA II T3 Ex-Zone 21/22

Zone 21: II 2D Ex tD

A21 IP65 T120ºC

Zone 22: II 3D Ex tD

钢铁工业 建筑物和隧道通风 桥梁起重机

0.09-1000 kW 0.06-1000 kW 2.5-66 kW 0.37-200 kW 1.1-481 kW

63M-450 56M-450 112M...400 80M-315L 132S-315L

750-3600 min-1 750-3600 min-1 295-1460 min-1 750-3600 min-1 727-1726 min-1

1-8090 Nm 0.3-8090 Nm 16-2135 Nm 2.5-1546 Nm 10.6-3142 Nm

所有常用电压 所有常用电压 所有常用电压 230VD/400 VY，

500 VD，

400VD/690 VY，

500 VY

所有常用电压

模拟 EFF1/EFF2 模拟 EFF1/EFF2 根据需要 EFF1，EFF2 参见产品目录

HE 1 N

IP55，IP56（非严苛领

域），IP65

Zone 21: IP65

Zone 22: IP55

IP55，IP56（非严苛领

域），IP65

IP55，IP56（非严苛领域） IP55，IP56（非严苛领

域），IP65

表面冷却 表面冷却 表面冷却，

自冷

表面冷却 风冷或自冷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IMB3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所有常规结构型式

155(F)，130(B) 使用 155(F)，130(B) 使用 155(F)，155(F) 使用 180(H)，

130(B)，155(F) 使用

155(F)，155(F) 使用

√ √ √ √ √，变频器运行，可达 

100 Hz

√ 根据需要 √ 根据需要 √，变频器运行，可达 

100 Hz

CE，CCC，GOST，ATEX，

NEPSI

CE，CCC，GOST，ATEX CE CE CE

ABS，BV，DNV，GL，LR，

RINA

ABS，BV，DNV，GL，LR，

RINA

× × ×

√ √ √ √ √

× × 根据需要 √ √

√ √ × × ×

爆炸性气体极少短期出现于：

- 化工和石化工业

-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

- 等。

爆炸性粉尘存在于：

- 木材加工

- 化工行业

- 塑料加工

- 农业

冷轧和热轧，工作辊道和输

送辊道

隧道、停车场、大型购物中

心的通风

港口起重机，集装箱码头

D81.1，IM01 D81.1，IM01 技术目录 D81.1，IM01 HE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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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X — 爆炸性环境（Atmosphère Explosible）
NEPSI — 国家级仪器仪表防爆安全监督检验站，中国

NEMA — 国际电气制造业协会

GOST — Gossudarstwenny Standart，俄罗斯

UL — 美国保险商试验所

ee — 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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