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J、YDEJ、YVF2-(E)系列
80-90 三相异步电动机
使用维护说明书
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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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检查部位和方法

采取措施

1.用万用表测量线圈二个头有无断裂或损

1 重绕线圈或换电磁铁（7）

坏。
2、检查制动电机配套的整流器是否损坏。

2. 换相应损坏电子元件或
换新整流器

制动器不
1

吸

内

3、制动器引出线接到整流器流器的接线板
上的接线头是否脱落。

部

4、检查制动器气隙是否符合正常工作气
隙。

重新接牢

3、

重新调整气隙

4、

资

5、长期限不用的制动器由于环境影响摩擦

5、 拆开制动器，清除锈斑，

片会吸上一定水分，造成电机端盖和衔铁

即能正常工

二个摩托车擦面部分生锈与摩擦片锈牢。

不会产生此故障

1、摩擦片摩损，使用权工作气隙超过规定

1 重新调整气隙或换制动盘

料

作，经常使用

的最大值。
制动不灵
2

刹不牢

，

2、 制动力矩减少。

2、

重新调节力矩

3、摩擦片损坏。

3、

换新制动盘

4、衔铁推出去，行程不够。衔铁与在常态

4. 适当旋出螺母（16）使其

下行程不够，达 1.5~2mm。

行程能符合要求
5 重新考虑制动电机的选型

制动时间太

3

长(刹车太慢)

制动器与电机配套的整流器接线错误，造

按电机接线盒内线路图接

成慢速制动。

线。

使摩擦盘脱离制动状态，要求恢复制动状态，只要旋出调节螺
钉（11）即可。释放盘利用弹簧（18）会自动复位的，要特别注意的是调节螺
钉（11）不能旋得太进（深）
，只要制动磨擦盘脱离即可，就是说电机转轴能转
动就行了，否则将内部凸轮挤压得变形，造成释放不能复位；如果发生了上述
情况，制动电机采取应急措施后仍能临时投入运行。具体方法是，将螺钉（11）
旋出，将释放盘（13）向内敲进，使制动能恢复正常[或将释放环（10）拆去，
牵引杆螺母（17）旋松]即可临时应急使用，并不影响运转与制动；但手动释放
已损坏，不能使用了，请及时与我厂或我厂联系，以便寄损坏的零件及时更换，
确保电机使用功能完整。

YEJ、YDEJ 系列制动电动机，YVF2-(E)(变频调速电磁制动电机)，可用于
各种机械主运动和辅助传动，以及各种要求快速停止和准确定位的场合。
例如：起重运输机械和输送设备，各类金属切削机床、印刷机床、工具机
床、包装机械、纺织机械、木材加工机械、减速器（机械）商店自动卷门机以
及有定位要求各种机械设备，作一般传动之用。
YEJ、YDEJ、YVF2-(E)系列使用环境要求：1、环境温度不超过 40℃。2、
海拔不超过 1000m 3、能防止滴水、滴油、无粉尘、无破坏绝缘的气体和蒸
汽的环境中使用。
一、结构及工作原理
YEJ、YDEJ(YVF2-(E))系列制动电动机是由基本系列（Y、YD、YVF2 系
列）电动机加 DZM 系列直流电磁制动器组合成的产品，电动机部分的防护等级
为 IP44(IP54)。
制动器部分为 IP23。如果适用于恶劣环境也可把制动器做成 IP44，
但用户必须在订货时提出特殊要求，制造厂方可专门设计制造。80-90 时无生动
装置；其结构为图 1(Y、YD 制动示意图)和图 2(YVF2 变频调速示意图)，图 1、
2 为带手动释放装置制动电机结构。其工作原理是，当制动线圈（6）接通直流
电源后，由于电磁力作用，电磁铁（7）吸引衔铁（5），并压缩弹簧（24），使
制动盘（2）与衔铁（5）和电机端盖（26）的摩擦面脱开（电机即可正常运转）
。
当制动器线圈（6）的直流电源切断后。电磁铁（7）失去电磁吸引，弹簧（24）
把衔铁（5）推出压紧制动盘（2）
，制动盘（2）受到衔铁（5）和电机端盖的二
个摩擦力矩作用。迅速刹住（电机转轴），使电机停止转动，第二次接通电源将
重复上述动作。
二:电动机的安装
2.1 电动机开箱前应检查包装是否完整无损，有无受潮迹象。
2.2 检查电动机铭牌数据是否与实际需要相符。
2.3 仔细检查电动机在运输过程中，有无变形或损坏，紧固件是否松动脱
落。借助手动制动释放装置的螺钉暂时释放制动盘，用手转动电动机主轴
是否灵活。
2.4 用 500 伏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其阻值应不低于 0.5 兆欧。否
则要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处理温度不允许超过 120℃。
2.5 电动机宜采用联轴器及正齿轮传动，安装时电机轴中心线与负载轴中
心线应重合，电动机应妥善接地，电动机的安装位置应良好的通风冷却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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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电动机接线应根据铭牌上的电源接线要求，以及接线盒内的接线图正
确接线，接线方法如下：
a.电机 Y 接法，配上相应电压（170V）的制动器，按图二连接。
b.当电机为双速、多速时，配上相应电压（170V）的制动器，按图 5 连接。(图
5-1，YD 接法是Δ/YY；图 5-2，YD 接法是 Y/Y)
d:当电机为变频调速时，配上相应电压（170V）的制动器，按图三连接
三、制动器调节
制动器调节，主要对制动器的衔铁行程（气隙Δ）和摩擦力矩的调节，这
二条对制动时间和制动力矩影响较大，YEJ 制动电机出厂时已经调整好。
气隙（Δ）分为工作气隙和最大气隙二种，工作气隙制动电机出厂时已经
调整好，制动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摩擦片磨损，使衔铁和电磁铁之间气隙增大，
当气隙超过规定数值时，制动力矩就明显下降，制动时间就延长了。为使制动
器能继续正常工作，必须重新调节气隙，工作气隙和最大气隙范围参考表 1 规
定。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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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型号

制动电机型号

工作气隙（mm） 最大摩损气隙

DZM 08

YEJ 80

0.35~0.45

1.00~1.10

mm

DZM 16

YEJ 90

0.35~0.45

1.00~1.10

mm

，

3.1 气隙（Δ）调节
电动机出厂时，气隙已经调节好；如用户使用一段时间或维修，气隙应该
重新调整，其方法如下：
a． 将制动器装上电机后端盖后，均匀地旋紧固定螺钉（4）
，用塞尺测量实际的
气隙，并记录三个（或六个）等分位置的实测值。
b． 先旋松拼紧螺母（21）
，再旋松固定螺钉（4），退出支撑螺钉（22）
，按表 1
规定选用工作气隙的塞尺，塞进第一个支撑点，旋紧固定螺钉（4）
，再旋进
螺钉（22），然后少许旋松螺钉（4）
，拔出塞尺，再少许旋进螺钉（22）约
1/4 圈，然后旋紧螺钉（4）
，用同样方法再调其他几点，要分别轮流给予调
正，直至气隙符合要求后，才将螺母（21）拼紧，调整气隙工作要细心微调，
切莫过急，否则反而费时。
3.2、制动力矩调节
用内六角板手旋进调节螺钉（23）
，使弹簧（24）压缩，力矩增大，反之
旋出，力矩减少，电动机出厂时，制动力矩均已调好。

3.3、手动释放装置调节
手动（制动）释放装置是为解决制动电机与主机组装后能作主机的手动调试和
维修方便之用。它是利用凸轮原理，能使制动状态暂时脱开的一种装置。调节
方法是，旋进调节螺钉（11）推移释放环（10），顶出释放盘（13），通过牵引
杆（8）
，把衔铁（5）拉过来压缩弹簧（24），
四、整流器的使用
电机使用时因意外原因，造成整流器损坏，如用户重新配上时，必须配上
专用整流器（我厂另有专用整流器供应）
，使用时，务必按图 3、4 正确接线。
五、电动机的运转：
5.1 电动机应可靠接地。
5.2 电动机的接线板上的 6 个接线柱，分别杯有下列标志：U1，V1，W1，U2，V2，
W2，接线时应按铭牌上的接线图接线。当电源相序 ABC 分别与接线标志 U1，V1，
W1 相对应时，电动机的转向，从主轴伸视之为顺时针；更换电源相序，电动机
的转向随之改变。
5.3YDEJ 时，接线板上的 6 个接线柱，分别杯有下列标志：1U，1V，1W，2U，2V，
2W，接线时应按铭牌上的接线图接线。当电源相序 ABC 分别与接线标志 U，V，W
相对应时，电动机的转向，从主轴伸视之为顺时针；更换电源相序，电动机的
转向随之改变。
5.4:YEJ，YDEJ 电磁制动三相异步电动机只允许满压启动，满压启动时的电流值
约为 5～7 倍的额定电流。
5.5:YVF2-(E)电机是根据 SPWM 变频装置设计的，
必须按正确的接线方法来接线；
制动器(励磁)电压和风机电压为满负荷，
5.5:连续工作的电机，不允许过载运行。轴承温度不应超过 95℃。
（温度计法）
六:制动器的维修
(１) 制动器的摩擦盘（2）是易损件，摩擦片经较长时间使用后。当摩擦片磨损
到约剩 1mm 时（出厂时 3 .5mm）应给予更换，由于摩擦片贴到制动盘上需
要一定的工装和工艺，用户自行贴有一定难度，故可将制动盘一起更换，用
户需要更换或作备件时，可直接与我厂联系，只要讲清制动器型号和制动力
矩等到参数，我厂将通过邮局快寄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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