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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障现象
公司的一号门机的驱动系统采用日本安川公司的

CIMR-G7 系列变频器 袁 其中变幅变频器型号为
CIMR要G7A4055袁采用 V/F 控制方式袁同上位机通过
PROFIBUS-DP 通讯遥 2014 年一天门座起重机司机反
映变幅不能动作袁 笔者登机后检查发现变频器报 PUF
故障遥

二、故障分析
变频器的主电路原理图和一相逆变部分原理图如

图 1尧图 2 所示遥
查阅 Varispeed G7 使用说明书袁 在第七章故障诊

断的表 7.1 中袁对 PUF 故障有如下描述院

首先确认进线电源接在输入端袁 电机接在变频器
输出端袁不可能是输入输出电源接反遥那么问题缩小为
输出侧短路或是接地短路问题遥在断电状态下袁拆下变
频器输出端子袁 测量电机及连接电缆三相绕组阻值以
及对地绝缘电阻均正常遥 拆下面板尧控制板及驱动板袁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主回路的两个保险丝袁 确认
两个直流保险已经烧毁开路袁 再根据下表 1 测量 PA-
U袁V袁W 之间尧NA-U袁V袁W 之间袁发现 IGBT 模块 W 相
Q5尧Q6 短路击穿遥 遵循变频器拆卸步骤袁拆下相应部

件袁发现最上端下桥 IGBT 有粘稠状液体流出袁近一步
判断 IGBT 内部已被击穿遥 测量其余两相的 4 个 IG鄄
BT袁绝缘检测值均在 50M赘 以上袁模块未损坏遥 根据以
往维修经验袁IGBT 的短路可能由主控板或触发版的故
障引起的袁需要同时更换主回路保险丝尧IGBT 模块尧主
控板尧触发板遥

三、故障处理
在更换主控板前通过参数 O3要01 渊设置为 1冤导

出旧主控板内的参数设置到数字操作面板中袁并将操
作模式改为校验模式袁然后用笔将与出厂值不同的参
数记录下来遥 然后更换主回路保险丝 渊A70P300-4冤尧
IGBT 模块 渊CM300YE2P-12F尧CM300YE2N-12F冤尧主
控板 渊ETC618046-S1039 旧尧ETC618046-S3023 新冤尧
触发板 渊ETC617423冤遥 更换过程中分别对充电电阻
(R1500W/2.2赘)尧 电解电容尧 阻容吸收尧 充电接触器
渊SC-W2S-Z408 冤分别检测判断遥 更换完毕后根据表 1
检测确认整流尧逆变元件及接线的完好遥

1援充电电阻和充电接触器的检测
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图 1 中+1尧+3 之间的阻

值袁因变频器使用的充电电阻为 1500W/2.2赘) 若阻值
为 2.2赘 且观察电阻无发热变色现象袁则完好曰若阻值
为 0 且充电接触器触点有发黑拉弧现象则说明充电
接触器触点粘死曰若阻值为无穷大袁则说明充电电阻开
路袁此时要检查充电接触器的触点尧线圈和电解电容袁
只有充电接触器未工作工作电流流过充电电阻或电解
电容短路才会烧毁充电电阻遥

2援电解电容的检测
电解电容拆下后先进

行外观检查有无漏液尧鼓
包遥 因电解电容的容量较
大袁 我们没有专门测量仪
表袁 因此无法对其容量测
定袁只能依靠万用表的欧姆
挡根据电解电容的充放电
特性来判断电解电容有无
开路尧短路袁并根据每个电
解电容的充放电时间比较

来判断容量渊电解电容共 4 个袁两两串联袁再并联冤遥
3援阻容吸收的检测

根据图 2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分别测量 R/E2尧R/C1袁
根据二极管正向导通袁反向截止的原理来判断渊导通时
为 350赘 左右袁 注意上桥和下桥的阻容吸收内部结构
不同冤遥测量正常后上电袁变频器自学习状态渊静态自学
习冤袁参数输入主控板遥 在未接负载时袁在频率为 10尧
20尧30尧40尧50Hz 下袁测得输出各相间的电压如附表遥

由附表数据可以看出袁在频率较低时袁三相电压有一
定差距渊用万用表测量时袁因电压输出为方波信号袁测
量值同实际值有所偏差冤袁在频率较高时袁三相基本平
衡遥 连接电机试车袁运行正常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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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变频器输出侧的短路、接地短路，使输出

晶体管被破坏。确认以下的端子间是否短路。
如短路则引起晶体管的损坏。 

B1 （+3）〈——〉U，V，W 

（-）〈——〉U，V，W 

从输出侧接入了输入电源。 

 

门座起重机变幅变频器故障排除过程

淤

于

机械万用表 REF/Hz 

UV/V UW/V VW/V 

数字万用表/V 

（9802 A＋） 

变频器操

作面板/V 

10 260 240 240 380 80 

20 340 320 320 440 155 

30 320 320 320 380 230 

40 380 380 380 410 305 

50 460 450 450 520 380 

 

所谓微机保护装置就是在供电系
统中用来对一次线路进行监视尧测量尧
检测和保护的一套专门的自动装置遥
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袁 故障电气量
通过模拟量输入系统转换成数字量袁
而后送入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袁 对故
障信号按相应的保护算法和程序进行
运算遥 将运算结果随时与给定的整定
值进行比较袁判别是否发生故障遥一旦
确认故障发生袁 根据开关量输入的当
前断路器和跳闸继电器的状态袁 经开
关量输出系统发出跳闸信号袁 以达到
保护电力系统的目的遥

10kV 供电系统能否安全尧 稳定尧
可靠的运行袁 不但直接关系到企业用
电的畅通而且涉及到电力系统能否正
常的运行遥 10kV 供电系统包含一次线
路和二次线路袁 一次线路比较简单直
观袁而二次线路由于有微机保护尧自动
装置袁相对较为复杂遥

一、10kV 供电系统中应配置微机
保护

按照工厂尧 企业供电系统的设计
规范要求袁在 10kV 供电线路上尧配电
变压器和分段母线上袁 一般应设置保
护装置院

1.10kV 线路应配置微机保护遥
10kV 线路一般均应装设过电流保护遥
当过电流保护的时限不大于 0.5s~
0.7s袁并没有保护配合上的要求时袁可
不装设电流速断保护遥 自重要的变配
电所引出的线路应装设瞬时电流速断
保护遥 当瞬时电流速断保护不能满足
选择性动作时袁 应装设略带时限的电
流速断保护遥

2. 当 配 电 变 压 器 容 量 小 于
400kVA 时袁 一般采用高压熔断器保
护遥 当配电变压器容量为 400kVA~
630kVA袁高压侧采用断路器时应装设
过电流保护袁 而当过流保护时限大于
0.5s 时袁还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袁对于

车间内油浸式配电变压器袁 还应装设
气体保护 遥 当配电变压器容量 为
800kVA 及以上时袁 应装设过电流保
护袁而当过电流保护时限大于 0.5s 时袁
还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袁 对于油浸式
变压器还应装设气体保护和温度保
护遥

3.10kV 分段母线应配置微机保
护遥对于不并列运行的分段母线袁应装
设电流速断保护袁 但在断路器合闸的
瞬间投入袁合闸后自动解除遥 另外袁应
装设过流保护遥 如采用的是反时限过
电流保护的袁其瞬动部分应解除袁对于
负荷等级较低的配电所可不装设保
护遥

二、对微机保护装置的基本要求
电力系统微机保护必须满足 4 个

基本要求院即可靠性尧选择性尧灵敏性
和快速性遥 可靠性是指微机保护在需
要动作时不拒动袁 不需要动作时不误
动遥 而选择性是指微机保护在电力系
统发生故障时袁 应该有选择性地切除
故障部分袁让非故障部分继续运行袁使
停电范围尽量缩小遥 灵敏性是指微机
保护装置对保护范围内故障的反应能
力遥 即微机保护装置对保护设备可能
发生的故障和不正常运行方式应能灵
敏地感受和灵敏的反应遥 快速性是指
微机保护要求快速切除故障袁 这样可
以把故障部分控制在尽可能轻微状
态袁 减小系统电压因短路故障而降低
的时间袁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遥

三、电力系统故障的特点
电力系统中的故障种类很多袁但

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应属各种类型的短
路事故袁一旦出现短路事故袁电流将急
剧增大袁电压将急剧下降袁电压与电流
之间的相位角将发生变化遥

四、微机保护的类型
反映电流变化的电流保护袁 有定

时限过电流保护袁反时限过电流保护袁

电流速断保护袁 过负荷保护和零序电
流保护曰反映电压变化的电压保护袁有
过电压保护和低电压保护曰 既反映电
流的变化又反映电压与电流之间相位
角变化的方向过电流保护袁 反映电压
与电流之间比值袁 也就是反映短路点
到保护处阻抗的距离保护袁 反映输入
电流与输出电流之差的差动保护曰反
映系统中频率变化的周波保护袁 反映
变压器内部故障的气体保护和温度保
护遥

五、几种常用电流保护
1援反时限过电流保护院微机保护

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有关袁
短路电流越大袁动作时间越短遥短路电
流越小袁动作时间越长遥 2援定时限过电
流保护院 微机保护的动作时间与短路
电流的大小无关袁时间是恒定的遥时间
是靠定时器整定获得的遥 3援电流速断
保护院 电流速断保护是一种无时限或
带时限动作的一种电流保护袁 它能在
最短的时间内讯速切除短路故障袁减
小故障持续时间袁防止事故扩大遥 4援零
序电流保护院 电力系统中变压器中性
点运行方式遥有中性点不接地的袁中性
点经消弧线圈接地和中性点直接接地
三种方式遥 10kV 电力系统采用的是中
性点不接地的运行方式遥 系统运行正
常时袁三相是对称的袁三相对地间均匀
分布有电容袁在相电压作用下袁每相都
有一个超前 90毅的电容电流流入地中袁
这三个电流数值相等袁相位相差 120毅袁
其矢量和为零袁中性点电位为零遥

六、线路过电流保护整定
1援电流保护整定计算公式院
Iset=Krel伊Ien.max/ITA.P ITAS
式中院Krel-可靠系数袁 取 2~2.5曰

Ien.max-最大允许电流袁渊A冤曰 ITA.P-电
流互感器一次电流袁渊A冤曰TTAS-电流互
感器二次电流袁渊A冤遥

2援反时限保护整定时间计算院

反时限保护整定时间计算公式院
tset=top/{K/[(Kuax/Krel)琢-1]+L} 式中院
top-反时限保护动作时间袁渊s冤; Kuax-
最大负荷系数, 取 2.5;K 尧琢尧L-标准特
性反时限常数遥

七、变压器过电流保护整定
1援I1 段保护整定院
整 定 计 算 公 式 院I1 =Krel 伊IINT/IPIn袁式中院Irel- I1 段保护可靠系数袁取 2

曰 IINT - 配电变压器一次额定电流 袁
渊A冤曰IP-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袁渊A冤曰
In-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和保护装置的
额定电流值袁渊A冤遥

2援I2 段保护整定院
作为低压侧后备保护袁 躲过变压

器最大负荷电流适用的整定值院
I2= KTmax伊IINT /IP

式中院KTmax- 配电变压器最大
负荷系数袁 取 3曰

定时限整定值取 院t2 =tocse +0.1
(s)遥

式中院tocse- 配电变压器二次电
流保护动作时间遥 复位定时器 tRese
应设为 0 s遥

3.I3 段保护整定院
应躲过最大运行方式下配电变压

器低压母线三相短路周期分量有效
值袁整定值为院I3=Krel伊IKmlx/IP

式中院Krel- I3 段保护可靠系数袁
取 1.3~1.4遥

IKmlx- 最大运行方式下袁变压器
低压母线三相短路时袁 流过高压侧的
短路电流遥 定时限 tI3 应设为 0s遥

4援零序过电流保护整定院
零序过电流保护整定值计算公

式院Ie=IN/Ien
式中院IN- 读出电流值袁渊A冤曰Ien-

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袁渊A冤 遥动作
时间通常为 tIe 应取 0.35s 遥 复位定时
器 tReset 应设为 0.5s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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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蓝舰影音精品渊2冤

1.数字家庭影音娱乐中心渊64 位 4 核处理
器袁支持 4K X 2K 高清解码袁一机多用院1.
高清点歌机;2.3D 蓝光高清硬盘播放机曰3.
高清网络播放机曰4. 数字音频播放机曰5.家
用影音库遥支持智能手机尧平板电脑遥控操
作点歌遥 歌库 4T+数字母带音频 4T 硬盘冤
接受订制遥 2. WAV尧APE尧FLAC 插卡数字
音频播放机 渊音频 DSP 处理,96KHZ/24BITDAC, 蓝牙 4.0 音频接收冤 套件 198 元/台
起遥 3.发烧 CD 机 998 元/台遥 4.发烧 5 寸两
分频书架箱 1680 元/对曰 配套音频解码器
与功放 1398 元/台遥 5.电子管前级渊马兰士7尧和田茂士尧JP200尧马蒂斯等线路冤遥 6.10-
400 瓦发烧功放渊甲类功放尧数字功放尧功
放套件冤遥 7. 7.1 声道解码器与解码板遥 8. 4
寸全频音箱套件 398 元/对遥 9.50W-2000W
专业功放与音箱曰 如双 15 寸音箱 998 元/
对曰15 寸专业音箱 680 元/对遥 10. 4-12 路
调音台曰双 31 段均衡器曰卡拉 OK 处理器曰
无线话筒曰19尧22 寸触摸屏遥 11. 全新 2G 手
机 75 元/台起曰供 4 寸尧5 寸尧6 寸屏高清摄
像智能手机曰9 寸屏平板电脑遥12.13.3 寸屏
全新笔记本电脑 渊双核 1.87G 处理器,2GB
内存 500GB 硬盘)1398 元/台遥 13.供 4/8/16/32 路 1080P 家用或工程用高清监控录像
系统曰 手机远程监控摄像头 398 元/套起遥
电话邀请读者加入蓝舰公司影音技术交流
网袁服务更多袁优惠更多浴 通讯地址院广
州市荔湾路 94 号 A1原79 室 广州蓝舰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秦福忠曰
电话:13246490885曰
网站WWW.LJAV.net 或 WWW.LJAV.net.cn

成 都 欧 赛 特 电 子 通 讯 有 限 公 司

低价批发 IPTV 网络播放机. 高清机. 赛米两用
机.138 度香港艺华 A.B.C.套餐及艺华全开高清
机遥 台湾 138 数码.A.B.C 套餐及数码全开高清
机遥 76.5 度华人直播.A.B.C.套餐袁及全开高清
机遥122 欧美专用机遥佳讯放大器袁1.35 米网状天
线遥 双本振单出.双出.四出高频头.四.六.八功分
器.线放遥华达玻璃钢天线系列均有遥更多有线电
视器材和卫星天线器材请来电咨询遥
028要83222203尧13060017565遥
QQ院804969822
地址: 成都城隍庙金房电器商城 A 座 5 楼 518
号,
邮储卡号:606510123200095450袁
户名:李晓蓉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