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每年都有将 叶电子报曳 分前半年和后半年两
册装订收藏的习惯袁 近日在 叶电子报曳 装订本上查
阅关于电动机软启动的相关资料时袁 发现 2013年第
34期第 9版介绍了 野一款三相电动机软启动控制器
电路冶袁 该文对于电动机软启动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具
有积极意义袁 而文中提供的电路方案却有值得推敲
的地方遥 本文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遥

1. 电容 C2的充放电和单向可控硅的触发导通
为了分析讨论方便袁 将第 34期的电路复制为本

文图 1遥 原文在描述电容器 C2 充电对可控硅 V3 的

触发控制作用时说袁 野随着 C2上的电压逐步升高袁
可控硅 V3控制极 G的导通角逐渐加大袁 V3 慢慢开
始导通袁 发光二极管 LED的亮度逐步加强冶袁 此说似
有不妥遥 野可控硅 V3控制极 G的导通角冶 不会 野逐
渐加大冶袁 而且 野可控硅 V3 控制极 G冶 压根就没有
导通角问题袁 只有单向可控硅 V3作为一个电子元件
才有导通角问题遥 当可控硅控制极 G上的触发电压
和触发电流达到触发阈值时袁 可控硅由截止状态瞬
间变为导通状态袁 单向可控硅类似于电路开关袁 要
么导通袁 要么阻断袁 不会出现 野V3慢慢开始导通冶
的情况遥 也没有 野发光二极管 LED的亮度逐步加强冶
之可能遥

另外袁 由于电容器 C2 两端并联有电阻 R2袁 所
以放电元件 V1尧 R1尧 V2可以考虑删除遥 电阻 R2一
方面决定着 C2的充电终止电压 渊电阻 R4和 R2构成
一个分压电路袁 电阻 R2上的分压值就是 C2的充电
终止电压冤袁 同时在电动机停机后可对 C2放电遥

原电路使用了光耦 H1袁 据说 野目的是把 C2 的
充放电回路隔离开冶遥 其实隔离开来并无必要袁 真要
隔离袁 也可删掉电阻 R3和光耦 H1袁 在电阻 R4与电
容器 C2之间串接一只二极管 1N4148袁 C2接二极管
负极袁 如此即可遥 这样可以降低制作成本袁 也能减

小印制板的面积遥
2. 原电路的软启动功能不能实现
由以上分析可知袁 单向可控硅 V3要么阻断袁 要

么导通袁 导通后还能持续维持在导通状态 渊单向可
控硅 V3所处的回路是由三端稳压器 7812供电的一
个有持续电流的闭合通路袁 因此它在电源接通期间
不会关断冤遥 V3 导通后袁 光耦 H2尧 H3尧 H4 随即充
分导通袁 串接在主回路中的双向可控硅 V4尧 V5尧 V6
也会导通袁 用原文作者的话说就是 野全导通冶遥 实际
发生的电路效果就是袁 电容器 C2充电尚不能使 V3

被触发导通时袁 双向可控硅不
导通袁 电动机静止不启动曰 C2
充电使 V3被触发导通时袁 双向
可控硅也随即导通袁 电动机开
始启动袁 但没有软启动的效果袁
原文描述的软启动功能不能实
现遥 电容器 C2 充电至可控硅
V3被触发导通的时间实际上是
延迟了电动机的启动时刻袁 并
不是软启动的效果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注
意袁 双向可控硅 V4尧 V5尧 V6
在电源电压过零时需要重新触
发袁 且应在电源电压过零后尧
电压幅值升高到足以触发双向

可控硅时才有可能遥 因此袁 双向可控硅 V4尧 V5尧 V6
在每半个电源周期内的导通角必然小于 180毅袁 加在
电动机上的电压已经不是完整的正弦波袁 会给电源
带来谐波干扰袁 同时袁 34 期方案中的双向可控硅
V4尧 V5尧 V6由于启动完成后不能退出运行袁 也会因
为器件导通压降的原因而增加功率损耗遥

3. 实用的电动机软启动方案
厂家正规生产的软启动

器袁 都具有限流启动模式尧
电压斜坡启动模式尧 电压斜
坡+限流启动模式和突跳转
矩启动模式等遥 可以通过对
软启动器参数设置的方法选
用不同的启动模式遥

电动机在限流启动模式下的启动电流曲线见图
2袁 启动开始后袁 电流迅速增加袁 达到参数 野电流限
幅值冶 规定的电流值 Im时袁 启动电流停止增大袁 而
保持在 Im值的水平上遥 当转速升高至一定程度袁 启
动电流开始减小袁 直至电流稳定在额定值 IN袁 启动
过程结束遥 图 2中有三个关于 Im的曲线袁 是为了说
明 Im值设置不同袁 对启动时间会有一定影响袁 实际
上对于一台具体的电动机来说袁 只能设置一个 Im

值遥
电动机在电压斜坡启动

模式下的启动电压曲线见图
3遥 野初始电压冶 Ui袁 是合
闸瞬间加在电动机上的电压袁
也是电压斜坡开始的电压遥
合闸后 袁 电压迅速上升至
野初始电压冶 Ui袁 然后按照参

数设置的 野启动时间冶 t 平滑升高输出电压袁 并在
野启动时间冶 t的结束时刻刚好达到额定电压 UN遥 图
3中画了三条电压斜坡曲线袁 表示设置的 野启动时
间冶 不同袁 电压斜坡的陡度也会变化遥
电动机在电压斜坡+限流软启动模式下的启动曲

线见图 4遥 电动机启动初
期的电压曲线与电压斜坡
启动相同袁 首先电压迅速
上升至 野初始电压冶 Ui袁
然后按照 野启动时间冶 t规
定的升压速率平滑升高输
出电压袁 之后由于电压升
高使启动电流达到 Im 时袁

电压停止升高袁 从而保证电流能维持在 Im值上遥 随
着电动机转速提高袁 启动电流开始下降袁 电压再次
开始升高袁 直至达到各自的额定值袁 启动过程结束遥
突跳转矩软启动模式主要应用在静态负载阻力比

较大的电动机上袁 通
过施加一个瞬时较大
的启动力矩以克服大
的静态摩擦力遥 电动
机在突跳转矩软启动
模式下的启动电流曲
线见图 5遥 该启动模
式必须与其它软启动
模式配合使用袁 并设置配合模式
的相关参数遥 启动时电压瞬间达
到设置的突跳电压 UK袁 当 UK
电压持续到设置的突跳时间 Tk
结束时袁 电压下降为初始电压
Ui袁 然后按照配合模式的特性完
成启动过程遥
正规软启动器在启动完毕后袁

即将电动机的控制权交给交流接
触器 KM袁 如图 6 所示袁 这样可
以降低软启动器自身的功率消耗和设备内部大功率
半导体器件压降产生的损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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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薛福连先生的 叶应用动圈仪表实现水位控
制曳遥 此方法很好袁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采用遥
但是袁 该文的叙述和电路原理图都存在一些缺
点袁 对于未接触过水位控制以及初学的电子爱好
者很难读懂遥 笔者以前曾代私企设计过数款水位
控制仪袁 对此略知一二遥 拟对薛先生的原文中部
分段落予以说明并改写袁 以期使未接触水位控制
及广大初学者较清楚的了解袁 并和薛先生商榷遥

首先袁 薛先生的电路原理图很难让人看懂遥
而且水位控制最好能形象地予以表达袁 即三支电
极要依次画成不同的高度 渊但原图中 a电极和 b
电极画成等高冤曰 第二袁 野45V直流电源冶 应该标
注于两输入端子的中间位置 渊原图标注于其中一
个输入端的旁侧冤曰 第三袁 同理袁 野mV输出冶 应
标注于两输出端子的中间部位即电阻 R之旁
渊但原图却标于其中一个输出端之旁冤曰 第四袁
继电器触点之一若命名为 ZJ原1袁 则同一继电
器的另一触点应该命名为 ZJ原2 渊但原图却标
注了 ZJ原Z冤遥 另外袁 如有可能袁 电磁阀的铬
线圈最好和阀体画在一起袁 使读图更加容易遥
现把原图改画如图 1遥

利用动圈式仪表实现水箱水位自动控制袁
简单易行袁 可以节省人力和财力遥 原来动圈
式仪表大多用于工业炉的温度控制袁 所以其
表面刻度大多是温度值遥 例如某一动圈仪表
标明 K 型分度 渊即镍铬原镍硅热电偶输入冤
并且满量程为 1100益袁 则于其输入端加以
45.108mV 电压时袁 指针就从零位走至终点
渊最右端冤 附近遥 利用它的这一简单功能袁 就

可以实现水位自动控制遥
在实施水位自控工作时袁 先开启动圈仪表尧

电磁阀 DZ以及 45V 直流等的电源袁 并把动圈仪
表的设定指针调到略低于终点的位置 渊例如
1050益处冤遥 此时动圈表内部的电磁继电器 J 渊图
中省略未画出冤 随即得电吸合遥 于是其常开触点
J原1闭合使电磁阀 DZ得电打开袁 开始进水遥

进水过程使水面逐渐升高袁 一直越过 C电极
触及 b电极遥 但此时因常闭触点 J原2处于断开状
态袁 45V 直流电没有回路遥 动圈表输入仍为零遥
继电器维持原状袁 继续进水遥 直至水面触及 a电
极时袁 45V 电源经过电阻 R尧 a 电极尧 水阻 渊约
3k赘冤尧 c电极形成回路遥 在 R上有约 45mV 电压
降并送入动圈表遥 动圈表的指示指针随即移动并
超越控制指针遥 继电器因而失电复位袁 变为 J原1

断开袁 使电磁阀 DZ关闭袁 停止进水曰 这时 J原2
闭合袁 但 J原2的闭合对电路暂时没有影响遥 水位
降至 a 电极以下时袁 45V 电源才经过 J原2尧 b 电
极尧 水阻进行回路袁 使 R上仍维持原先电压降不
变袁 阀门仍旧处于关闭状态遥

一直等到水位降至 b电极以下时袁 45V回路
才断开遥 动圈表失去输入信号袁 表内的电磁继电
器恢复初始状态院 J原1又再次闭合袁 致使电磁阀
DZ又再次放水遥 如此周而复始袁 水箱水位就一直
维持于 b电极与 a电极的区间内遥

调节 a电极的高度袁 可以设定水位的最高度曰
调节 a电极与 b电极的高度差袁 就能固定水位变
化的区间曰 调节 b电极到水箱底的距离袁 就能限
制最低水位袁 十分灵活方便遥

当然袁 直流电源并非一定需要 45V袁 24V或
12V等也是可以的遥 但这时在电阻 R
上生成的电压降就减小到约 24mA或
12mA了遥 这时只要把动圈表的控制
指针调到略低于 580益刻度附近 渊对
应 24.05mV冤袁 或略低于 295益刻度附
近 渊对应 12mV冤 即可遥 甚至电源低
至 6V袁 也可以同样工作遥

顺便说明一下袁 动圈表用在此
处袁 系废物利用遥 是个不错的选择遥

但若仍把它用于炉温控制袁 恐怕已经不合时宜
了遥 它是上世纪 60年代末仿制日本的产品袁 至
90年代已逐渐停止生产遥 目前都被价格低廉尧 性
能优越的数显调节器代替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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