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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配电变压器专用非晶合金

◆ 主要用途、应用范围及泛用性：节能配电用变压器（油浸式、干式、浇注式）。
◆ 能源效率与节能效果：与取向电磁钢板变压器相比，变压器的空载损耗（相当于待机功耗）较小，约为其
1/3*1，有效减少了配电网损耗。此外，从高效用电的角度来看，还能帮助减少发电时产生的 CO2 排量。
◆ 耐候性及耐久性等：不比取向硅钢逊色。
◆ 价格优势与耐用性：初期费用高于使用取向硅钢的传统型变压器，但是由于电力损失小，运转成本低，因
此从 Life Cycle Cost（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看，非晶合金变压器较为便宜＊2。
◆ 材料较易取得：日立金属 Metglas® 安来工厂，美国 Metglas® *3 公司（本公司 100% 子公司）正在批量生产。
*1： 参阅中部电力 技术开发消息 No.129/2008-1 (http://www.chuden.co.jp/resource/corporate/news_129_N12913.pdf)
*2： 参阅 LOT 2: Distribution and power transformers Draft Tasks 1 - 7 Report Figure 6-2 http://www.ebpg.bam.de/de/ebpg_medien/entr2/402_studyf_11-01_part1-7.pdf#search='
LOT%202:%20Distribution%20and%20power%20transformers%20Draft%20Tasks%201%20–%207,%20Jan%202011'
*3：Metglas® 是 Metglas® 公司的注册商标。

◎非晶合金的特点

取向硅钢（结晶）

非晶合金

● 有规则的原子排列
→结晶磁异向性
● 电阻率（0.50μΩ·m）
→等同于或小于非晶态合金
的一半
● 板厚（0.23－0.35 mm）
→非晶质合金的大约 10 倍

◎变压器用非晶铁芯与取向硅钢铁芯的磁性对比（50Hz）
非晶铁芯损失是取向硅钢铁芯的大约1/3

铁芯损耗 (W/kg)

E-06

23P100
取向硅钢

Metglas® 2605SA1
非晶
新材质
Metglas® 2605HB1M
非晶

磁感应强度（T）

● 不规则的原子排列
→没有结晶磁异向性
● 电阻率（1.20μΩ·m）
→大于冷轧晶粒取向电工钢厚度的
两倍
● 板厚（0.025 mm）
→取向硅钢的大约 1/10
因此铁芯损失是取向硅钢的大约 1/3。

Effects or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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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生产的非晶合金材料 Metglas 2605SA1及2605HB1M具备出色的软磁性性能，变压器等电力转换时
的损失大幅度低于比取向硅钢，因此十分有益于节能，削减CO2。
◆ 变压器的空载损耗比取向硅钢少大约1/3。
◆ 溶炼及浇铸技术好，可进行优质非晶宽幅薄带的批量生产。
此外使用饱和磁通密度增大的新材质Metglas® 2605HB1M可生产更小的非晶合金变压器。
®

◎非晶合金变压器节能效果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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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9年版 '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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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5年）（'06～'09）

浇注式变压器
油浸变压器

空载损耗总计 (MW)

空载损耗 (W)

◎各类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对比

标准型
非晶
变压器

现状
（2009年）

JIS C4304取向硅钢变压器

全部非晶化

将民用变压器全部更换为非晶变压器后的效果
1) 无负荷损失的削减效果：1,123MW→98 亿 kWh/ 年
（2009 年国内需求电量 8,585 亿 kWh/ 年的 1.1%）
2）电力成本削减效果：1.078 亿日元 / 年 *
3）CO2 减排效果：410 万 ton CO2/ 年 **
（2009 年国内总排放量 12.09 亿 ton CO2/ 年的 0.34%）

*根据日立产机系统公司的调查结果，标准变压器容量最接
近民间需求的油浸式变压器平均容量

将架空配电变压器全部更换为非晶变压器后的效果
1）无负荷损失的削减效果：409MW→36 亿 kWh/ 年
（2009 年国内需求电量 8,585 亿 kWh/ 年的 0.42%）
2）CO2 减排效果：149 万 ton CO2/ 年 **
（2009 年国内总排放量 12.09 亿 ton CO2/ 年的 0.12%）
* 按电费单价11日元/kWh计算
** 按普通电气公司2009年度排放系数0.412kg-CO2/kWh计算

国内
海外

加拿大 – 6,000
美国 – 61,500

波兰 – 1,400
意大利 – 1,000

中国 – 230,000

韩国 – 13,500
日本 – 24,000

（仅包括日立金属生产的）台湾 – 7,000

墨西哥 17,000

印度 – 57,000
巴西 – 1,800

包括大量出口
例如尼日利亚和意大利

菲律宾 – 4,000
越南 – 1,200

南非 – 100

单位：兆伏安（百万 伏安）
■发达市场
■发展中市场

截至 2015 年底，各国的非晶变压器设置容量（本公司估算）。变压器容量因国而异。

联系方式： Hitachi Metals, Ltd.,
Sales Department, Soft Magnetic & Components Business Unit, High-Grade Metals Company
Shinagawa Season Terrace 23F, Konan 1-2-70, Minato Ward, Tokyo 108-8224
Tel: +81-3-6774-3401 / Fax: +81-3-6774-4308
http://www.hitachi-metal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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