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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八旬翁期盼自己的
专利产品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同建

2020年9月，我国
首次在联合国大会
上承诺中国在2060年
实现二氧化碳零排
放，“碳中和”概念深
入人心。2021年3月15
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上，把碳
达峰、碳中和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的整体
布局之中。而“十四
五”恰是碳达峰的关
键期、窗口期。

在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今
天，节约能源已被专家视为与煤
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
要的“第五能源”。“电”是能源的
重要部分，为获取可持续发展保
障，“节约用电”就成了企业降低
成本、赢取利润最大化、增强产
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节电等
于赚钱”也成了企业的普遍共识,

更是落实国家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具体措施。

今年79岁的宋新振是山东
莘县古城镇宋庄村人，他曾在聊
城电机厂和山东电讯十一厂(聊
城浪潮前身)工作，与电机线路打
交道二十余年。他辞职下海后专
心钻研如何让电机更好地“节约
用电”，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付
出，他的“电动机智能节电启动
器”终于研究成功，并于2014年8

月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宋新振期望自己的发明专

利产品能够更好地助力国家绿
色低碳发展，为国家的生态文明
建设做贡献。

从国企辞职下海

踏上自主创业路
1961年，宋新振从范县四中

初中毕业，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
费，放弃报考高中，转而报考了离
家不远的阳谷县师范学校。升学
考试结朿后，宋新振选择了另一
条道路：应征入伍，到济南军区某
部服役。1962年夏天，阳谷师范学
校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的部
队。但是，宋新振并没回来上学，
而是留在了部队继续服役。

1965年春，21岁的宋新振转
业到第五机械工业部三七五厂，
任后勤部团委副书记。1970年底
宋新振被调到聊城电机厂上班，
任车间主任。1975年调到山东电
讯十一厂任线路车间主任。1983
年宋新振被借调至聊城地区经
委从事经济干部职称试点工作。
那时的宋新振觉得自己并不适
应政府机关的工作节奏，又申请
回到了山东电讯十一厂。1986年
至1989年，宋新振在原聊城县委
党校学习三年。回厂子上班后，
不甘于现状的宋新振突然有了
一种自 己 干 事 创 业 的 冲 动 ，

1993年宋新振毅然辞职下海，
并于1995年10月创立了山东聊
城三箭节电设备有限公司，专
注于电动机智能节电起动器的
研究。

宋新振说，二十多年的创业
之路，让他饱尝酸甜苦辣，但在
困难和挑战面前他始终没有放
弃。如今，他的“电动机智能节电
启动器”已突破两大技术难点，
成为一种节电效果良好且运行
稳定可靠的产品，并获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他希望自己的产品广泛应用于
生产当中，让企业节约能源，为
国家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做贡献。

木板支在床上

就是创业的办公桌

辞职下海的宋新振走的是
一条陌生的道路，这条路远比他
想象的艰难。1993年宋新振离开
单位时，他刚刚50岁，三个孩子
有的在部队服役，有的还在上
学，不到退休年龄的宋新振没有
退休金，离开单位后没了工资收
入，家里仅仅依靠在家务农的爱
人维持生活，家境陷入困顿。“最
穷的时候，自己连买一包烟的钱
都没有了”，宋新振说。

自己选择的道路再难也要
勇敢地走下去。1995年4月，宋
新振开始谋划自己创办公司的
事。办公司首先得有个地方，宋
新振在和几个朋友说这件事的
时候，有个朋友告诉他，原电机
厂的一个老同事郝作利在聊城
菜市口作瓶盖，让他看看那里
有没有地方。宋新振来到菜市
口找到那位同事说了这件事，
郝作利爽快地领他来到楼上。
宋新振看到楼上有三间房，西
边的单间里有二张用木板条钉
的单人床，中间放着一张凹凸
不平的桌子，没有凳子，外面还
有二大间。同事郝作利说不收
他的房费，可以节约成本，宋新
振当即决定他的办公室就设在
这里了。宋新振找了一块木板，
支在单人床上当办公桌，他开
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凭借着自己浸泡在电机厂

和电讯厂多年的一线实践和日
积月累的专业知识，宋新振在一
次次探索和失败中总结着经验，
他的电动机节电启动器也日渐
成熟。1996年4月，经联系，胜利
油田纯梁采油厂节能科终于答
应先要两台节电柜试用。柜子做
好之后，如果租车送去，太浪费，
宋新振舍不得花这钱。为节约成
本，宋新振决定随客车送过去。
但因为柜子太占空间，必须放在
客车上面的行里架上，装车时由
车站负责，没有问题，可是卸车
怎么办？因为卸车时至少需要两
个人来完成，两个人去又增加了车
票住宿成本。宋新振最后决定，自
己一个人前去胜利油田送货、卸
货。客车到达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
后，宋新振随身携带的两根粗麻绳
排上了用场。宋新振拿着麻绳爬到
车顶，用麻绳将节电柜栓牢，绳子
的另一端固定在行李架的木板条
上。宋新振把高1米、宽52厘米、长48
厘米、重40公斤的柜子先顺着梯子
放下去，然后把在木板条上绕了一
圈的另一端解开，靠绳子与木板条
的磨擦力，慢慢将柜子放到地面。
就这样宋新振一个人将两个柜
子一一御了下来。

宋新振对来往东营的日子
终生难忘。1997年5月，胜利油田
纯梁采油厂的两台柜子运行一
年多了。为了模清楚节电方面的
技术数据，宋新振和同事带着测
量仪表、工具、器件一起来到纯
梁采油厂对正在运行的节电器
进行有关数据的测试。没有钱住
招待所，他们两个人住在每人每
天伍块钱的马车站，每人又租了
一辆一天一块钱的自行车，带着
测量仪表，工具到现场去搞测
试。晚上回来后，二人又讨论如
何改进，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测
试，就这样测了以后改，改了以
后测，他俩一直在马车店坚持了
六天，五月份东营蚊子多，没少
被蚊子吸了血。就这样，宋新振
一步步攻克技术难关，让自己的
产品日臻完善。

“智能节电启动器”

荣获国家专利

宋新振发明的“电动机智能

节电启动器”是在不改变电动机
运行状态的前提下实现节电的。
一般的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不
管负载多少，总是在全压下运
行的，电动机的电流是励磁电
动机磁场所需的电流和驱动负
载所需电流的矢量和。产生机
械转矩和驱动负载的电流几乎
是与电压同相；而磁化电流除
绕组具有一些小的电阻外，几
乎是纯电感的，它滞后与电压
近90度。实际运行中的电动机，
从空载到满载甚至超载，磁场
几乎不变。因此总电流中的磁
化电流部分，在所有负载下近
似相同，驱动负载所需的转矩
电流在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
化，负载增加，转矩电流增加，
负载减小，转矩电流减小。无论
负载增加还是减小，磁化电流
却保持不变。因此，合成电流的
功率因数是低的，负载越小，负
载电流越小，功率因数也就越
低。“电动机智能节电启动器”
就是根据电动机的这一特点而
设计的。因为一个较小的磁场
能够提供轻载时所需的转矩，
并且一个较小的磁场能够提供
空载时克服摩擦力所需必须的
小转矩。“电动机智能节电启动
器”利用自设程序自动检测电
压与电流的相位角，根据负载
变化情况，在正、负半周上仅有
相对应的一部分时间施加电压。
施加电压的时间随负载的变化
而变化，跟踪调整加在电机上的
有效电压值。由于有效电压值减
小，磁化电流随之减小，磁场也
随之减弱，但转矩电流并未减小。
这样既能使电动机随时保持最佳
工作状态，又减小了电机的磁化
电流铜损、铁损、涡流和线损，达
到了节电的目的。

2011年1月10日，“电动机智
能节电启动器”经山东省科学技
术情报研究所在“科技查新报
告”中认定：“经检索，国内外未
见有与该查新课题研究内容相
同的文献报道”。2011年1月22
日，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组织专家
对该产品进行科学技术成果鉴
定，鉴定结论是：鉴定委员会认
为，该项目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2012年12月，该项

目荣获聊城市科学技术奖。2013
年12月被聊城市科学技术局认
定为：“聊城市节能减排主推技
术和装备”。2013年1月2日“一种
电动机智能节电启动器”获国家
使用新型专利，2014年8月13日，
这种“电动机智能节电启动器”
又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实践证明“节电器”

节电效果良好
2018年5月24日，中国石化

油田企业能源监测中心胜利油
田监测站对应用在抽油机上的
智能节电启动器进行现场检测，
检 测 结 果 显 示 ：有 功 节 电 率
20 . 97%，无功节电率19 . 82%，一
台抽油机每年节电13578kwh。该
产品可广泛用于油田抽油机、汽
车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的冷板压
力成型设备，冲、剪、切设备，龙
门刨床，平面磨床，摩擦压力机，
折弯机、空气压缩机等工业设备
上。凡是工作在变载、轻载、间断
轻载和间断空载状态下的交流
异步电动机，均具有良好的节电
效果。

该产品的节电效果在已实
施的项目中得到验证。对胜利油
田采油厂225台使用660V电压的
抽油机采用ZJR-B-2055智能节
电启动器进行了节能技术改
造，投资 5 2 6 . 5万元，年节电
160 . 3万kwh，节约资金131 . 5
万元。对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
130台使用380V电压的输油泵
和注水泵采用ZJR-A-2180智
能节电启动器进行了节能技术
改造，投资613万元，年节电188
万kwh，节约资金154万元。对
胜利油田孤东采油厂90台使用
380V电压的抽油机采用ZJR-
A-1055智能节电启动器进行
了节能技术改造，投资 1 4 4万
元，年节电43万kwh，节约资金
36万元。对莱芜钢铁集团公司
废钢厂10台使用380V电压的
废渣破碎机采用ZJR-A-111O
智能节电启动器进行了节能技
术改造，投资26 . 6万元，年节电
8 . 1万kwh，节约资金6 . 6万元。
一般情况下，企业四年就可以收
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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