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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手册的使用
本手册是产品的组成部分，手册中包含操作和维修的重要说明。本手册主要针对所有从
事设备装配、安装、调试和维修作业的人员而编写。

手册必须字迹清晰并且易于理解。确保设备和设备运行负责人及设备操作人员已仔细阅
读并理解本手册。若对手册内容存在疑问或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SEW-EURODRIVE
公司。

当前的操作手册补充文件只能与操作手册 “防爆交流电机、异步伺服电机 ”和 “EDR.71～225
型防爆交流电机 ”结合使用。

1.2 安全提示的组成
1.2.1 提示语含义

下表对安全提示、财产损失提示和其它提示的提示语进行分级并说明含义。

1.2.2 针对不同章节的安全提示的组成

针对不同章节的安全提示不仅适用于特定操作，也适用于同一主题内的多种操作。所使
用的图标表示一般或特殊危险。

以下是针对不同章节的安全提示的结构：

提示语 含义 不遵守提示引发的后果

危险！ 直接面临的危险 死亡或重伤

警告！ 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 死亡或重伤

当心！ 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 轻伤

注意！ 可能出现的财产损失 损害驱动系统或周围环境

防爆提示 关于防爆的重要提示 无防爆措施及由此造成的危险

提示 实用的提示或技巧：
简化驱动系统的操作。

提示语！

危险类别和原因。

不遵守提示可能引发的后果。

• 危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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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包含在操作步骤内的安全提示的组成

包含在操作步骤说明内的安全提示是在介绍危险操作步骤前着重强调的安全提示。

以下是包含在操作步骤说明内的安全提示的结构：

•  提示语！危险类别和原因。

不遵守提示可能引发的后果。

• 危险防范措施。

1.3 质保承诺
遵守操作手册是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履行质保承诺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操作设备前，请先
阅读本手册！ 

1.4 质保范围
遵守操作手册是确保 DR63/eDR63 和 DVE250/280 型防爆交流电机正常运行并达到规定
的产品性能和效率特征的前提条件。对不遵守技术文件而造成的人员伤害和财物损失，
SEW-EURODRIVE 公司不承担责任。在这类情况下质保承诺失效。

1.5 版权标注
© 2012 – SEW-EURODRIVE。保留一切权利。

未经许可，严禁对本操作手册进行复制、更改、传播和用于其它用途。 

1.6 产品名称和商标
本手册中涉及的商标和产品名称是相关产品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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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提示
以下基本安全提示用于避免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操作人员必须阅读并遵循基本安全
提示。确保设备负责人、运行负责人以及在设备上独立工作的人员均已仔细阅读并理解
此文件。若对手册内容存在疑问或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SEW-EURODRIVE 公司。

2.1 前言
下列安全提示主要涉及下列组件的使用：DR63/eDR63 和 DVE250/280 型防爆交流电机
在使用减速电机时，要注意下列设备操作手册中的安全提示：

• 电机

• 减速器

请同时遵守本说明书各章中补充的安全提示。

2.2 概述

详细信息参见相应文件。

警告！

电机或减速电机运行过程中， 带电、裸露 (如果插头或接线盒打开 )以及活动或转动的
部件和高温表面可导致生命危险或较高的受伤危险。

表面高温可导致烫伤危险。

死亡或重伤。

• 所有与运输、库存、安装、装配、接线、调试、维护和保养有关的作业均须由具备
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

• 在运输、库存、安装、装配、接线、调试、维护和保养过程中，务必注意下列文件：
• 电机 /减速电机上的警告和安全提示牌
• 所有与驱动设备相关的其他设计资料、调试手册和线路图
• 与设备相关的特别规定和要求
• 有关安全和事故防范的国家 /地区性规定

• 严禁安装受到损坏的产品。
• 严禁在缺少必要的保护罩或箱体的情况下运行设备或为设备通电。
• 必须恰当使用设备。
• 注意正确的安装和操作方法。

提示

如果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受损，请立即向承运公司就损坏的部分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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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目标群体
所有机械作业仅允许由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执行。本操作手册中所提及的专业人员是
指熟悉设备结构、机械安装、产品的故障排除与维护并具备下列资质的人员：

• 接受过机械专业的培训（如机械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并通过结业考试。

• 了解本操作手册。

所有电气作业仅允许由接受过培训的电气专业人员执行。本操作手册中所提及的电气专
业人员是指熟悉电气安装、调试、产品的故障排除与维护并具备下列资质的人员：

• 接受过电气专业的培训（如电气工程师、电子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并通过结业考试。

• 了解本操作手册。

所有其他作业，如运输、存放、运行和废弃处理等，仅允许由接受过相应培训的专业人
员实施。

所有专业人员都必须穿着合适的防护服。

2.4 按规定使用
防爆电机规定用于工业设备。 

如安装在机器内，则只有在确定机器符合欧盟准则 94/9/EC（ATEX准则）后，方可对电
机进行调试（即电机投入规范使用）。

通过空气进行冷却的电机只能用于 –20°C至 +40°C的环境温度，且安装高度必须 ≤ 海拔
1000 m。请注意铭牌上的特殊说明。使用地的条件必须符合铭牌上的所有说明。

防爆提示

• 电机只能在 “调试 ”章节规定的前提条件下使用。
• 电机只能在符合样品检验证书和 /或本操作手册要求及电机铭牌规定（如果有）的
变频器上使用！

• 周围环境中不允许存在可能会对涂漆和密封件造成侵蚀的腐蚀性材料。
• 不得将电机用于可在电机罩上引起强力电荷的工作场合，例如作为风扇电机在管道
内部使用。当管道内有灰尘流经时，可在涂漆表面产生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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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它适用文献

另外 ,还请注意下列手册和文件：

• 同电机一起交付的接线图

• 变频供电电机的变频器操作手册

• 减速电机的 “防爆减速器 R..7、 F..7、 K..7、 S..7系列， SPIROPLAN® W” 操作手册

• 操作手册 “ 防爆无级调速减速器 VARIBLOC® 及附件 ” / “ 防爆无级调速减速器
VARIMOT®及附件 ”

• 选装件操作手册

• “防爆交流电机 ”产品目录和 /或

• “防爆驱动装置 ”产品目录

请注意我公司主页中的完整技术文档 :

www.sew-eurodrive.com

2.6 运输 /仓储
收货后请立即检查有无运输损坏。如有损坏请立即通知承运公司。此情况下不能进行
调试。 

应将起重吊耳拧紧。起重吊耳的设计负荷只包括电机和减速电机的重量。禁止额外增加
负荷。 

已经安装好的吊环螺栓符合 DIN 580 标准的规定。原则上必须遵守标准中指定的负载和
规定。如果减速电机上装有两个吊环或者吊环螺栓，则运输时必须用两个吊环同时进行
吊装。根据 DIN 580规定，吊装件的拉力方向不得超过 45度斜角。 

必要情况下，应使用相应的、有足够承载力的运输工具。在以后的运输中重复使用。

如果您不能立即安装电机 /减速电机，请将其存放在一个干燥和无尘的地方。不能露天存
放电机 /减速电机，不能将电机 /减速电机放在风扇外罩上。电机 /减速电机可以持续存
放 9个月，调试运行前无需进行特殊处理。

2.7 安装 
注意要将设备摆放平稳，固定好底脚和法兰，并精确校准直接连接的联轴器。防止安装
不当造成带旋转频率和双倍电源频率的谐振。释放制动器（针对装有制动器的电机），
用手旋转转子，注意摩擦声有无异常。在未联接的状态下检查转向。

只用合适的工具安装或拆卸皮带轮和联轴器（预热！）并用防接触保护装置隔离。避免
不允许的皮带张力。

完成必要的管路连接。轴端向上的电机型号需要由安装方自行装配一个防护罩，防止异
物落入风扇。排气不得受阻，并防止重新吸入排出的废气（包括临近设备排出的气体）。

注意章节 “机械安装 ”中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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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电气连接
所有操作必须由合格的专业人员，在低压设备断电停机且不会意外重新启动的前提条件
下执行。对于辅助电路（如电加热带或强冷风扇）也是如此。

检查设备是否完全不带电！

超出 EN 60034-1标准（VDE 0530标准第 1部分）规定的公差（电压 +5%、频率 +2%、
曲率、对称性），会导致设备升温并影响设备的电磁兼容性。并请务必遵守DIN IEC 60364
和 EN 50110（并注意现行国家特别规定，例如德国的 DIN VDE 0105）。

除一般低压电气设备安装规定外，还必须遵守爆炸危险区域内电气设备装配的特殊规定
（德国的适用安全条例； EN 60079-14； EN 61241-14和设备相关规定）。

注意铭牌上的接线说明和其它说明以及接线盒中的设备线路图。

接线时，必须确保电路持续、安全（不得有线缆末端暴露在外），使用对应的电缆封头。
安全接地。在连接状态下，带电部件之间及带电和导电部件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
DIN EN / IEC 60079-7 和 -15 及相关国家规定中的最低值。不能低于相关标准中的最低
值，见下表：

接线盒必须保持清洁、干燥，盒内不得有异物。封好不用的电缆进线口，关闭接线盒，
防尘防潮。试运行时，若未安装输出部件，则应紧固平键。运行前，必须检查低压设备
的功能是否正常。 

注意章节 “电气安装 ”中的提示！ 

2.9 调试 /运行
如运行时设备出现异常情况如高温、噪音或震动等，请查找原因。必要时请和生产商联系。
即使在试运行过程中也不能停用保护装置。如有疑问，应中断电机电源。

如果粉尘较多，应定期清洁通风道。

额定电流 UN 3类电机的距离 
(DIN EN / IEC 60079-15)

2类电机的距离 
(DIN EN / IEC 60079-7)

≤ 500 V 5 mm 8 mm

> 500 V 至 ≤ 690 V 5.5 mm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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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机构造

3.1 电机基本构造
下图举例显示 DR63/eDR.63的基本结构：

提示

下列插图为原理图。这些插图仅是对零部件清单的补充。根据电机的规格和型号的
不同，可能有差异！

[1] 转子 [32] 卡环 [113] 十字槽盘头螺钉 [143] 中间板
[2] 卡环 [35] 风扇外罩 [114] 外锯齿锁紧垫圈 [144] 螺钉
[3] 键 [36] 风扇 [115] 端子 [216] 六角螺母
[7] 法兰轴承座 [41] 填隙垫圈 [116] 接线柱 [230] 六角螺母
[9] 密封螺栓 [42] 后端盖 [117] 六角头螺栓 [572] 密封垫
[10] 卡环 [44] 深沟球轴承 [118] 弹簧垫圈 [823] 止动垫片
[11] 深沟球轴承 [100] 六角螺母 [123] 六角头螺栓 [829] 螺钉
[12] 卡环 [101] 止动垫片 [126] 接线柱
[13] 圆柱头螺栓 [103] 双头螺栓 [129] 密封螺栓
[16] 定子 [104] 补偿垫圈 [131] 顶盖密封圈
[19] 螺钉 [106] 油封 [132] 接线盒盖
[22] 六角头螺栓 [107] 甩油环 [134] 密封螺栓
[30] 油封 [108] 铭牌 [139] 六角头螺栓
[31] 键 [109] 铆钉 [140] 弹簧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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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示举例显示 DVE250/280的结构：

3.2 铭牌，型号描述
3.2.1 铭牌

下面的图示举例显示一台 3GD类 DVE电机的铭牌：

1 转子、全套 35 风扇外罩 128 接地端子
3 键 36 风扇 129 密封螺栓
7 法兰轴承座 42 后端盖 134 密封螺栓
9 密封螺栓 44 深沟球轴承 160 密封垫
11 深沟球轴承 105 碟簧 262 端子
16 定子、全套 108 功率铭牌 615 端子
30 油封 111 密封垫 616 端子
32 卡环 127 接地端子 1213 接线板（完整）　 

44 3530

32361691 7

105

11

108

3 42 131

134129

128

127

111

160

1213

615
262

616

X X

2439213579

铭牌上缘的标记只在电机获得有关认证或含有相关组件时出现。

6306-2Z-J-C3

6205-2Z-J-C3

EDRE90M4/2GD 0102
82,501.1151928301.0001.11 PTB 10 ATEX 1234 / 01

50 1430 220-240    / 380-420Y 6,9

160,773,481,5

PTB 10 ATEX 1234 / 02 86,4
II2G Ex e IICT3 Gb II2D Ex tb IIIC T120°C Db
Kundenartikel-Nr. 13A47B911

B3 65 155 (F)
19 -20..+40 130 (B)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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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型号名称

下图是型号描述示例：

3.3 附加装置
3.3.1 交流电机系列

下表列出了交流电机的类型：

3.3.2 机械安装件

下表列出了机械安装件的类型：

 e DR63 M  4 /2GD /TF 

电机保护选件：

• 温度传感器 TF
• 温度探测 / KY

防爆类别： 

• 2G, 2GD, 3D 或 3GD

极数 :
• 4, 6

电机铁芯长度 : 

• S: 短
• M: 中
• L: 长

电机规格：

• 63、 250、 280

电机系列，带标识字母： 

• E:节能型电机 IE2 (DVE250/280)

类别 2的标识字母 
• eDR63

名称 类别

eDR.., DR.. /2G, /2GD, 

/3D, /3GD

ATEX电机

DVE.. ATEX节能型电机 , 高效 IE2

63、 250、 280 电机的规格

S ～ L 长度：

S =短 / M = 中 / L = 长

LC = 带铜隔离罩的转子

4, 6 极数

名称 类别 选件

/RS /3GD 逆止器 (仅在电源供电运行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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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温度传感器 /温度探测

下表列出了温度保护的类型：

3.3.4 接头

下表列出了接头的类型：

3.3.5 通风装置

下表列出了通风装置的类型：

3.3.6 防爆电机

下表列出了各种防爆类别：

3.3.7 其他额外配置

下表显示一个额外配置：

名称 类别 选件

/TF /2G, /2GD, 

/3D, /3GD

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或 PTC热敏电阻）

/KY 一个 KTY84 ～ 130传感器

名称 类别 包括在供货范围内

/2G, /2GD, 

/3D, /3GD

笼式弹簧 (DT14): eDR63, DR63

端子板 (DT13): DVE250/280

名称 类别 选件

/VE /3D, /3GD 强冷风扇，用于符合 94/9/EC标准的电机， 3类（气体 /粉尘）
DVE250/280

/AL /2G, /2GD, 

/3D, /3GD

金属风扇 : eDR63, DR63

/C 风扇外罩的防护罩

名称 选件

/II2G 符合 94/9/EC准则 2类（气体）标准的电机

/II2GD 符合 94/9/EC准则 2类（气体 /粉尘）标准的电机

/II3D 符合 94/9/EC准则 3类（粉尘）标准的电机

/II3GD 符合 94/9/EC准则 3类（气体 /粉尘）标准的电机

名称 类别 选件

/2W /2G, /2GD, 

/3D, /3GD

电机上的第二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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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械安装

4.1 开始安装前

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后方可安装驱动装置：

• 铭牌上的参数与电源或变频器输出电压一致

• 驱动装置未受损伤（无运输或仓储损伤）

• 已拆下所有运输固定件。 

• 确保符合下列条件：

• 环境温度在 –20°C和 +40°C之间。 

注意减速器可能的温度范围限制（参阅减速器操作手册）

请注意铭牌上的特殊说明。使用地的条件必须符合铭牌上的所有说明。

• 不可有油污、酸液、瓦斯、蒸汽、辐射等。

• 安装位置的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米。

注意章节 “电气安装 ” > “运行过程中的环境条件 ” > “安装高度 ”。

• 注意编码器的使用限制

• 特殊结构设计：驱动装置的设计符合环境条件

上述说明以标准订单为准。当订购不同于标准订单的驱动装置时，所涉及的条件可能
不同。关于不同的条件，请参阅合同确认。 

提示

进行机械安装时，请务必注意本操作手册章节 2中的安全提示！

注意！

请注意根据铭牌上的说明规范地安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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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机的长期存放

• 请注意，若电机存放时间超过一年，则球轴承的润滑脂使用寿命会以每年 10％的速度
缩短。

• 带再润滑装置的电机如果存放时间超过 5年，应该在投入运行前重新润滑。注意电机
润滑标牌上的说明。 

• 检查长期存放后的电机是否受潮。必须检测绝缘电阻（检测电压为 500 V）。

绝缘电阻（见下图）与温度有很大关系！如果绝缘电阻不够大，就必须对电机进行干燥
处理。

4.2.1 对电机进行干燥处理

加热电机：

• 使用热空气或者 

• 用隔离式变压器

• 按照顺序接通绕组（见下图）

• 辅助交流电源电压最大为额定电压的 10%、最大电流为额定电流的 20%

线路图 R13中的连接：

当超过最小绝缘电阻要求时，即可结束干燥过程。

检查接线盒，是否：

• 内部干燥、清洁

• 连接件和紧固件无锈蚀

• 密封圈和密封面未受损伤

• 电缆接头是否密封，否则应清洁或更换

173323019

100

10

1

0,1
0 20 40 60 80

[˚C ]

[M   ]

2336250251

[1] 变压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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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关电机安装的提示

• 必须彻底清除电机轴端的防锈剂、脏物或类似物体（使用常见的溶剂）。溶剂不得进
入轴承或密封圈，否则会损坏材料！

• 请将减速电机安装在平坦、无震动并抗扭曲变形的底座上。

• 确保客户方对向轴承转动灵活。

• 仔细对齐电机和工作设备，以免电机轴负荷超出允许范围。注意允许的径向和轴向力。

• 避免撞击和敲击轴端。

当心！

开放键槽导致的锐边。

轻伤。

• 将键放入键槽。
• 将保护套管拉过轴。

当心！

安装不当，可能损坏电机。

可能出现财产损失！

• 注意下列提示。

注意！

请注意根据铭牌上的说明规范地安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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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确保电机/制动电机的冷却空气输送通畅，且不会吸入其它设备排出的热空气。并
请注意下列最小距离：

• 最后还要使用半键来平衡套装在轴上的零件（电机轴已用半键平衡）。

• 如果在调试过程中使用回弹式手动释放装置的手柄，在运行前则必须将其再次取下。
在电机壳外侧有一个支架可用来存放。

4.3.1 安装在潮湿场所或者户外

• 按照进线安装规定采用合适的电缆密封套（必要情况下采用转换件）。

• 安装接线盒时，要让电缆进线孔指向下方。

• 正确密封电缆进线孔。

• 在重新装配之前，将接线盒和接线盒盖的密封面清理干净。更换变脆的密封圈！

• 如有必要对表面防锈漆进行修补（特别是在起重吊耳上）。

• 检查防护等级。

• 采用合适的防锈剂对轴进行防腐蚀保护。

电机型号 h（mm）

eDR63, DR63 15

DVE250
40

DVE280

h

提示
• 使用皮带轮时要注意下列事项：

• 只采用不会产生静电载荷的皮带。

• 不可超过最大允许径向力，对于不带减速器的电机，则要参见章节 “ 径向力 ”
(→ 48 页 )。

• 采用垂直安装方式的电机（例如 M4 / V1）按标准配置防护罩 /C。

交货时也可以根据客户需要不安装防护罩。此种情况下，在安装驱动装置时必须
在设备 / 机器上安装一块盖板，以阻挡物体滑落进入设备。此情况下请注意
EN / IEC 60079-0和 EN / IEC 60079-7的要求。此盖板不允许阻挡冷却气流的供给。 

• 对于电机输出轴向上的安装位置（例如 M2 / V3）必须用一块合适的盖板阻挡零件
落入风扇外罩，另见 EN / IEC 60079-0。此盖板不允许阻挡冷却气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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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装配公差

4.5 安装输入部件
套在电机轴端的输入部件如小齿轮等必须加热安装，以防损坏单电机上的编码器。

4.6 旋转接线盒
4.6.1 带接线板和抗扭动框的接线盒 

下图举例显示带抗扭动框的接线盒的结构：

轴端 法兰

直径公差根据 EN 50347标准

• ISO j6，当 Ø ≤ 28 mm
• ISO k6，当 Ø ≥ 38 mm 至 ≤ 48 mm
• ISO m6，当 Ø ≥ 55 mm
• 中心孔根据 DIN 332 标准， DR 型

法兰公差根据 EN 50347标准

• ISO j6，当 Ø ≤ 250 mm
• ISO h6，当 Ø ≥ 300 mm

K1M6 / K1M8 （铝或灰口铸铁结构） K1M12S（灰口铸铁结构）

27021600583288587

[119]

[140]

[2]

[1213][1213]

[131]
[a]

[a1]

[a2]

[113]

[119]

[117]

[140]

[11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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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排的类型与数量根据接线盒结构和选件不同而各异。

按照以下方法旋转接线盒：

1. 松开接线盒盖上的螺栓 [123]，拆下盒盖。 

2. 松开接线盒的固定螺钉 [119]。

3. 清洁定子肩密封面、接线盒底座和盖子。

4. 检查密封件 [111和 131] 是否有损伤，必要时进行更换。

5. 从接线盒中取出将由接线板和抗扭动框组成的单元。

如有可能，在取出单元之前先拆卸已连接的电缆。

6. 将接线盒旋转到需要的位置。

7. 将由接线板和抗扭动框组成的单元像旋转接线盒一样旋转并重新插入。

接线板标记 U1、 V1和W1必须在插入后重新指向电缆输出方向。

8. 用螺钉 [119]和止动垫片以下列拧紧扭矩将接线盒底座拧紧：

• EDR.71 ～ 132: 5 Nm [44.3 lb-in]

• EDR.160 ～ 225: 25.5 Nm [225.7 lb-in]

9. 必要时根据下表重新连接已拆卸的导线：

用相应的拧紧扭矩将螺母拧紧在端子螺栓上。

[2] 端子螺栓的螺母
[111] 密封垫
[113] 接线盒固定螺钉 +止动垫片（各 4个）
[117] 六角头螺栓，内接地
[119] 接线盒固定螺钉 +止动垫片（各 4个）
[123] 接线盒盖固定螺钉 +止动垫片（各 4个）
[131] 密封垫
[140] 六角头螺栓，外接地
[a] 端子排 1
[a1] 选件端子 / 整流器的螺钉
[a2] 选件端子平头螺栓
[b] 端子排 2
[1213] 套件（1个抗扭动框、 1块接线板、 4根套管、 2个螺钉、 2个螺母）

黄色 白色 棕色

W2/T4 U2/T5 V2/T6

黑色 红色 蓝色

U1/T1 V1/T2 W1/T3

提示

连接后必须确保导线无弯折、扭曲等情况。

请注意连接零件的正确顺序，参见章节 “电机通过接线板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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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用螺钉 [123]和使用相应拧紧扭矩的止动垫片拧紧接线盒盖。注意密封垫安放正确！

4.6.2 拧紧扭矩

下表列出了所有用于接线盒旋接的拧紧扭矩：

4.7 喷涂

警告！

接线板旋转时可能对电机电源线造成损坏。

可能出现财产损失。

• 为了确保导线不受损坏，在组装后进行绝缘检查，参见章节 “ 电机的长期存放 ”
(→ 16 页 )。 

编号
螺钉 适用范围

拧紧扭矩

单位 Nm 单位 lb-in

[2] 端子螺栓的螺母 M6螺栓 3 26.6

M8螺栓 6 53.1

M12螺栓 15.5 137.2

[61] 选件端子的十字槽盘头螺钉 EDR.71 ～ 225 1.8 16.0

[113] 十字槽盘头螺钉，固定导轨 EDR.71 ～ 132 5 44.3

[117] 六角头螺栓，内接地 EDR.71 ～ 132 4 35.4

EDR.160 25.5 225.7

EDR.180 ～ 225
（铝结构）

25.5 225.7

EDR.180 ～ 225
（灰口铸铁结构）

50 442.5

[119] 接线盒的十字槽盘头螺钉 EDR.71 ～ 132 5 44.3

EDR.160 ～ 225 25.5 225.7

[123] 接线盒盖的六角头螺栓 EDR.71 ～ 132 4 35.4

EDR.160 10.3 91.2

EDR.180 ～ 225
（铝结构）

10.3 91.2

EDR.180 ～ 225
（灰口铸铁结构）

25.5 225.7

[140] 六角头螺栓，外接地 EDR.71 ～ 225 4 35.4

[a1] 选件端子 / 整流器的螺钉 EDR.71 ～  225 1.8 16.0

[a2] 选件端子平头螺栓 EDR.71 ～  225 1 8.9

防爆提示

SEW-EURODRIVE的驱动装置供货时涂有满足防静电充电要求（根据EN / IEC 60079-0
标准）的涂漆。为电机或减速电机重新涂漆时，必须注意防静电充电的要求（根据
EN / IEC 60079-0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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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安装

• 安装时请务必注意第 2章中的安全提示！

• 采用使用类别为 AC-3（按照 EN 60947-4-1标准）的开关触点连接电机。

• 如果是变频供电的电机，必须遵守变频器制造商的相关接线提示。

• 注意变频器操作手册。

5.1 其它规定
装配电气设备时，必须注意常规通用低压电气设备安装规定（例如 DIN IEC 60364、
DIN EN 50110）。

5.2 使用接线图和端子配置图
须按照电机附带的接线图连接电机。如果缺少该接线图，则不得连接或使用电机。请向
SEW-EURODRIVE公司免费索取适用的线路图。

5.3 检查导线截面
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现行安装规定和使用地的特殊要求检查导线横截面。

5.4 电缆进线孔
接线盒具有符合 EN 50262 标准的公制螺纹孔或符合 ANSI B1.20.1-1983 标准的 NPT 螺
纹孔。在出厂状态，所有的孔都配有防爆密封栓。

为正确完成电缆进线，应使用经有关防爆区域认证的防拉电缆密封套替换密封栓。电缆
密封套的选择要符合所使用电缆的外径。电缆进线孔的拧紧扭矩请参考操作 /安装手册或
电缆密封套的欧盟样品检验证书。电缆进线孔的 IP 防护等级必须至少符合电机的 IP 防
护等级。

警告！

电击可导致人员受伤。

死亡或重伤！

• 注意下列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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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使用螺钉头与预先设计的沉孔相匹配的连接螺旋接头。 

下表显示沉孔尺寸与相应的螺栓尺寸：

所有不需要的电缆进线孔必须在安装工作结束后用密封栓密封，以符合防护等级。更换
密封栓时，必须重新使用防爆塞。 

5.5 等电位连接
根据 EN 60079-14和 IEC 61241-14标准，可能需要连接到一台电位均衡设备上。注意章
节 “电气安装 ” / “改善接地 (EMC)”。

5.6 布线提示
安装时请注意安全提示。

5.6.1 防止电机保护装置受干扰

为了防止 SEW电机保护装置（温度传感器 TF）受到干扰：

• 只能将独立屏蔽的电源线与开关型电源线共同敷设在一根电缆中。

• 不可将没有屏蔽的电源线与开关型电源线共同敷设在一根电缆中。

沉孔（单位 mm） 螺旋接头 

19 M12 

24 M16 

30 M20

35 M25

45 M32

56 M40

64 M50

75 M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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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使用变频器运行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如果是变频器供电的电机，必须遵守变频器制造商的相关接线提示。务必注意章节 “ 运
行方式和极限值 ”以及变频器操作手册。

5.8 改善接地（EMC）
高频情况下，为了使接地得到更佳的低阻抗效果，我们建议对交流电机 DR/DV(E)采用下
列连接方式：

• DVE250和 280:吊环螺栓孔中的 M16螺钉和 2个外锯齿锁紧垫圈。

5.9 开关操作的特别注意事项
当电机处于开关操作状态时，必须采取适当的接线措施来杜绝开关设备可能产生的干扰。
根据 EN 60204准则（机械的电气设备），要求电机绕组必须具有防干扰功能，以保护数
字或可存储编程控制系统。 SEW-EURODRIVE 建议在开关部分配备保护线路，因为开关
过程是主要的干扰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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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运行过程中的环境条件
5.10.1 环境温度

如果铭牌上没有其它说明，应确保温度保持在 –20°C 至 +40°C范围内。 

如果电机适用于更高或者更低的环境温度，则铭牌上会有特殊说明。

如果电机在高于 +40°C（最高 +60°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所使用的导线和线缆固定头
必须适用于 ≥ 90°C的温度条件。

5.10.2 电机功率与安装高度有关

下面的图表显示因数 fH，在该因数影响下，电机功率发生与安装高度相关的降低现象。

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PH = fH × PN

要设定的电流的计算方法如下：IH = fH × IN

5.10.3 有害辐射

不得将电机置于有害辐射之下（如电离辐射）。必要时请与SEW-EURODRIVE公司联系。

5.10.4 有害气体、蒸汽及粉尘

防爆电机在规范使用的情况下不会点燃具有爆炸性的气体、蒸汽或粉尘。但仍然不可将
其置于气体、蒸汽或粉尘环境下，影响运行安全：

• 腐蚀

• 保护层损坏

• 密封材料损坏等

密封垫的选择 当电机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运行时（比如增加的臭氧值），电机可以选装高品质密封件。
有关密封件对环境污染的耐抗性，如有疑问请咨询 SEW-EURODRIVE。

5408843275

0

0.2

0.4

0.6

0.8

1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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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有关电机连接的提示

连接电机时请遵守以下几个要点：

• 检查电缆截面

• 正确布置接线电桥

• 用螺栓拧紧接头和接地线

• 不要压住连接导线，以防电线绝缘性能受损 

• 保持要求的气隙

• 在接线盒中：检查绕组接头，如果需要，将其拧紧

• 根据附带的线路图进行连接

• 不得有线缆末端暴露在外

• 按照规定的旋向连接电机

5.12 连接 2G和 2GD类电机
可以按照电机的订购号（参见详细的操作手册章节 “铭牌 ”），向 SEW-EURODRIVE 索
要接线图：

5.12.1 电机连接

插口接触弹簧 对于规格为 63的电机，进线要按照接线图固定在插口接触弹簧内。接地线应固定在接地
线接头上，电缆线鼻与罩壳材料之间通过一个垫圈隔开：

提示

请务必参照有效的接线电路图！如果缺少该资料，则不得连接电机或将电机投入使用。
请向 SEW-EURODRIVE公司免费索取适用的线路图。

提示

接线盒必须保持清洁、干燥，盒内不得有异物。封好不用的电缆进线口，关闭接线盒，
防尘防潮。

系列 极数
相关线路图
（名称 /编号）
X =版本通配符

eDR63 4 DT14 / 08 857 X 03

Ö连接 Õ连接 地线连接

TF TF 3 2 14 TF TF 3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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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连接 3G和 3GD类电机
可以按照电机的订购号（参见详细的操作手册章节 “铭牌 ”），向 SEW-EURODRIVE 索
要接线图：

5.13.1 电机连接：

根据规格和电气类型的不同，电机以不同的方式供货和连接。请注意下表中的连接方式。 

连接电源线时要注意遵守允许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系列 极数 连接
相关线路图
（名称 /编号）
X =版本通配符

DR63 4, 6 Ö / Õ DT14 / 08 857 X 03

DVE250/280 4 Ö / Õ DT13 / 08 798 X 06

系列 接头

DR63 通过插口接触弹簧连接电机

DVE250/280 通过接线板连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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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63 – 插口接触弹簧

对于规格为 63的电机，进线要按照接线图固定在插口接触弹簧内。接地线应固定在接地
线接头上，电缆线鼻与罩壳材料之间通过一个垫圈隔开：

规格 250/280 – 接线板

• 根据附带的线路图

• 检查电缆截面

• 正确布置接线电桥

• 用螺栓拧紧接头和接地线

• 在接线盒中：检查绕组接头，如果需要，将其拧紧

Ö连接 Õ连接 地线连接

TF TF 3 2 14 TF TF 3 2 14

接线电桥的布置 Õ连接时）

U
1

V1

W
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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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机连接的接
线盒

根据电气类型的不同，电机以不同的方式供货和连接。应根据线路图布置接线电桥并
旋紧。注意下表中的拧紧扭矩。 

以黑体字显示的类型在S1运行模式下适用于产品目录中规定的标准电压和标准频率。其
它类型可能采用不同的连接，如不同的端子螺栓直径和 /或不同的供货范围。这些类型在
下面几页中有详细说明。

接线电桥的布置 Ö连接时）

电机规格 DVE250/280： 

[1] 接线电桥
[2] 接线柱
[3] 法兰螺母

[4] 接线板
[5] 用户接头
[6] 用户接头（带分开的连接电缆）

U
1

U
2

V2

V1

W
1

W
2

[1]

[2]

[3]

[4]

[5]

提示

接线盒必须保持清洁、干燥，盒内不得有异物。不使用的电缆进线口和接线盒必须至
少按照电机防护等级封闭好。

电机规格 DVE250/280

端子螺栓 六角螺母的拧
紧扭矩 

用户接头 类型 连接方式 供货范围 PE

端子螺栓
类型

Ø 截面 Ø

M10 10 Nm ≤ 95 mm2 3 环形电缆线鼻
附在包装袋里的连
接零件

M10 5

M12 15.5 Nm ≤ 95 mm2 3 环形电缆线鼻 预先装配的连接件 M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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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2G、 2GD、 3D 和 3GD类电机
5.14.1 概述

SEW-EURODRIVE提供的防爆电机适合以下使用范围：

5.14.2 特殊标志 “X”

如果认证或样品检验证书的证书号后面有特殊标志 “X”，则证书中会指明电机安全应用的
特别条件。

5.14.3 温度组别

电机许可的温度组别为 T3和 T4。 

有关 3D和 3GD型电机的温度组别，请参考附带的铭牌或认证声明。 

有关 2G和 2GD型电机的温度组别，请参考各电机附带的样品检验证书。

5.14.4 表面温度

有关电机表面温度，请参考铭牌或者认证或样品检验证书。 

1139608587

[1] 六角螺母
[2] 垫圈
[3] 带电缆线鼻的 PE导线
[4] 外锯齿锁紧垫圈
[5] 双头螺栓
[6] 接线盒

[1]

[1]

[5]

[5]

[4]

[3]

[6]

[2]

[2]

[4]

[3]

[6]

电机类别 应用范围

2G 针对区域 1并符合 II组、 2G类的设计要求。

2GD 针对区域 1或 21并符合 II组、 2GD类的设计要求

3D 针对区域 22并符合 II组， 3D类的设计要求

3GD 针对区域 2或 22并符合 II组， 3GD类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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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 防止出现不允许的表面高温

正常运行条件下防爆电机可确保运行安全。发生过载时，电机必须安全断开以避免表面
温度超过允许范围。

电机保护必须符合有关许可。共有 2 种基础电机保护类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选择
加装额外配置：

下表显示需要批准的电机保护规定类型：

与电机保护相关的允许运行模式在章节 “允许运行模式 ”中列出。3D和 3GD类制动电机
在出厂时由 SEW-EURODRIVE配备了热敏电阻传感器（TF）。

5.14.6 仅采用电机保护开关进行保护

按照 EN 60947标准安装电机保护开关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类别 2G和 2GD：根据铭牌上所列启动电流比 IA/IN， 电机保护开关的反应时间必
须短于电机的加热时间 tE。

• 当某一相位断电时，电机保护开关必须关闭所有极。

• 电机保护开关必须得到某一指定部门许可并设置相应的防爆标志。

• 电机保护开关必须按照铭牌上的参数设置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对于类别 2G和 2GD，
在样品检验证书上注明了电机的允许额定电流。

5.14.7 仅采用热敏电阻传感器（TF）进行保护

热敏电阻传感器需通过一个的相应设备来进行评估。必须遵守相关的适用安装规定。

热敏电阻传感器符合 DIN 44082标准。

电阻测量检查（测量仪器的电压 ≤ 2.5 V或电流 < 1 mA）：

• 标准测量值：20 ～ 500 Ω，热阻 > 4000 Ω 

热敏电阻传感器（TF）被用于保持传感器回路处于安全的绝缘状态和进行温度监控。

温度监控的评估功能连同温度传感器的测量电路必须处于激活状态并且在温度过高时必
须启动。

电机保护类型 额外配置

A:电机电流保护断路器 TF

B:热敏电阻传感器 
（PTC电阻：SEW名称 TF）

无

类别 2 (2GD / Gb Db 或 2G / Gb) 3 (3GD / Gc Dc 或 3G / Dc)

操作：
电源 变频器 电源 

• 变频器 
• 软启动

周期结束

标志 
（见铭牌）：

Te时间 Te时间 无 无 无

电机保护通过： A B A B B

当心！

电压过高损坏温度传感器。 

可能毁坏温度传感器。

• 电压不得 > 3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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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8 用电机保护开关和额外的热敏电阻传感器进行保护

仅采用电机保护开关进行保护时必须满足的条件也适用于此。用（PTC）热敏电阻传感
器（TF）进行保护只是一种辅助措施。采取此措施对带有爆炸危险环境条件下的使用前
提条件无任何影响。

5.15 附加装置
必须按电机附带的接线电路图连接附加装置。如果缺少该接线电路图，不得连接或使用
附加装置。您可以向 SEW-EURODRIVE公司免费索取适用的线路图。  

以下附加装置和各类别有关，见下表：

5.15.1 温度传感器 /TF

热敏电阻传感器符合 DIN 44082标准。

电阻测量检查（测量仪器的电压 ≤ 2.5 V或电流 < 1 mA）：

• 标准测量值：20 ～ 500 Ω，热阻 > 4000 Ω 

使用热敏电阻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时，必须使分析功能处于激活状态，以保持传感器回
路处于安全的绝缘状态。出现过热时，热保护功能必须启动。

如果温度传感器 TF有第 2个接线盒，必须在该接线盒内连接温度传感器。

连接温度传感器 TF 时请务必注意线路图。如果缺少该线路图，您可以向 SEW-
EURODRIVE公司免费索取。

提示

调试时检查保护装置的启动能否正常切断驱动装置

附加装置 2类 3类

温度传感器 /TF x x

强冷风扇 /VE 无 x

注意！

由于过热导致温度传感器损坏。

驱动系统可能受损。

• 请勿将 > 30 V的电压施于温度传感器 TF。

提示

温度传感器 TF的电压不得 > 3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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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 TF的特征曲线，参照额定响应温度 (在这里表示为 TNF) 。

5.15.2 强冷风扇 /VE

II3D和 II3GD型电机可以选装一个强冷风扇。连接和安全运行的说明请参见 VE强冷风扇
的使用说明书。 

V强冷风扇不得用于防爆交流电机 EDR..的运行。 

5.15.3 II3D类电机的电加热带

当防爆电机在低于 –20°C的环境温度下运行，必须使用电加热带。 

高于 –20°C时如果出现水汽凝结的情况，可选择使用电加热带。

在连接电加热带时请注意电机铭牌和接线图上标明的允许用于加热带的供电电压。

另外请注意，电机开启状态下严禁接通加热带。

547015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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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模式与极限值

6.1 许可的运行模式

6.1.1 在变频器运行时允许的电压负荷

SEW电机可以和变频器联合使用，但电机接线端子上的脉冲电压不能超过下图中给出的
数值：

电机型号与设备
类别

防止不允许的高温，通过： 许可的运行模式

eDR63
II2G
II2D
II2GD

电机保护开关
• S1
• 无法重载启动1)

1) 当在正常条件下所选择和设定的电机保护开关已经在启动时断开，则出现重载启动。通常情况是，启动时
间大于时间 tE的 1.7倍。

电机保护开关和（PTC）热敏电
阻传感器 (TF)

• S1
• 无法重载启动 1)

DR63
DVE250/280
II3GD/II3D

电机保护开关
• S1
• 无法重载启动 1)

（PTC）热敏电阻传感器 (TF)

• S1
• 重载启动 1)

• 变频器运行按照说明进行 
• 带软启动装置

[A] 允许的脉冲电压 ULL ，单位为 V
[B] 上升时间，单位为 µ}s
[1] 许可的脉冲电压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A]

[B]
0 0,2 0,4 0,6 0,8 1,0 1,2 1,4

[1]

防爆提示

在 IT网络运行时即使出现故障，也严禁超出 1200 V的允许最大导线接地电压。 

防爆提示

如果脉冲电压高于允许的数值，则必须采取限制性措施。相关信息请咨询变频器生
产商。

P
i

f
kVA

H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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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EURODRIVE变频器

当使用 SEW-EURODRIVE变频器及供电电压至 500 V时，必须符合电机的允许最大极
限值。 

许可的最大电机电缆长度为 100 m。 

必须设有一个制动电阻并且对设备进行 4Q调试，以防止 1Q运行出现故障时直流环节电
压超出允许范围。不得使用外部组件，如输出电抗器。

再生电源 对于带有必要选件的 MOVIDRIVE®电源反馈模块的使用可以没有限制。再生电源避免了
高直流环节电压并确保不超过允许的最大极限值。

其他制造商生产的变频器

如果无法符合由其他制造商生产的变频器的允许最大极限值，则必须采取限制性措施。
相关信息请咨询变频器生产商。

IT网络 在 IT网络中允许出现相地之间的绝缘故障。在发电工作状态中，电机的接地可能导致超
过 1200 V的相 /地允许最大极限值。为了有效地避免这种现象，必须在变频器和电机之
间设置相应的保护线路。这种情况下，通常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使用正弦滤波器。关于
组件选择和接线的细节的说明，请咨询变频器生产商。

6.2 应用

6.2.1 2G和 2GD类电机

与此相关的必要数据请参见铭牌。

提示

使用变频器运行时电机的最大许可额定电压为 500 V。

防爆提示
• 不允许多台电机在一台变频器上运行。

• 为了避免电机出现不允许的过热，必须在电机接线板上设计电压。

• 电机电压过低（负补偿）会造成滑差增加，由此导致电机转子温度过高。 

• 同等机械负载情况下，变频器的运行会由于电流、电压的谐波含量引起电机发热。

防爆提示

• 变频器运行仅针对按照欧盟样品检验证书对此运行方式认证许可的电机。

• 调试时必须证明，电机电压与欧盟样品检验证书中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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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3类电机的安全运行
设计选型是防爆电机安全运行的基本条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遵守热扭矩极限特性曲线

• 遵守动态极限扭矩

• 遵守电机极限频率

• 选择合适的变频器

• 检查单电机时电机轴的径向力和轴向负荷

• 注意最大减速输入转速 , 参见铭牌上的 nemax

• 注意最大减速输出转矩 , 参见铭牌上的 Mamax　

6.3.1 最大许可扭矩

热扭矩极限特性曲线显示了可以进行电机持续运行的最大许可扭矩。 

当有效工作点在温度特性曲线以下时，允许短时间超过该扭矩值。

３类电机的最大动态极限力矩不可超过 MN的 200%。

最大许可频率 务必遵守在电机－变频器组合对照表中所列的最大频率。不可超过表中所列数值。

变频器选择 请按照章节 “电机 -变频器配置：MOVIDRIVE® 和 MOVITRAC®”中的表格选择正确的变
频器。

6.3.2 电机 -变频器配置：MOVIDRIVE® 和 MOVITRAC®

电机类型 II3GD 电机连接 Õ 电机连接 Ö 

PFU [kW] n最大
[1/min]

PFU [kW] n最大
[1/min]

DR63S4  0.251)

1) 仅 MOVITRAC® B

2100  0.251) 3600

DR63M4  0.251) 2100  0.251) 3600

DR63L4  0.251) 2100  0.371) 3600

DVE250M4 55 2100 (90)2) , 1103)

2) 括号中的值 : 可选

3) 仅 MOVIDRIVE® B

2500

DVE280S4 75 2100 (110)2), 1323)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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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热极限特性曲线 – 类别 3GD

热扭矩极限特
性曲线 

在 Ö连接中， 4极交流和交流电制动电机变频器运行时的热扭矩极限特性曲线：

Õ连接中， 4极交流和交流电制动电机变频器运行时的热扭矩极限特性曲线：

[1] 104 Hz 极限特性曲线
[2] 87 Hz 极限特性曲线

[1] 60 Hz 极限特性曲线
[2] 50 Hz 极限特性曲线

[1]

[2]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2400 2800 3200 3600

n [1/min]

M/Mrated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n [1/min]

M/M rated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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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安全操作提示

概述 在有爆炸危险的气体环境外安装变频器。 

热电机保护 为了确实避免超过许可的极限温度，变频器的运行只能采用配备有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TF)的电机。必须采用一部适宜的仪器对其进行评测。 

适用于在变频器上运行的电机配有一块额外的变频器铭牌。 

EMC－措施 MOVIDRIVE® 和 MOVITRAC® 系列变频器可以采用下列组件：

• NF...-...系列电源滤波器

• HD...结构系列的输出扼流圈

• HF..结构系列的输出滤波器（正弦滤波器）

当采用输出滤波器时，必须要考虑到滤波器上的电压降。 

减速器 对变频器控制的减速电机进行参数设定时必须考虑减速器特性值 nemax 和 Mamax 。

6.4 软启动装置
当３类电机配有热敏电阻传感器 TF且运行条件符合 EN 60079-14标准时，可以采用软启
动装置。温度监控的有效性和电机的正确起动必须在调试时进行检测和记录。当保护装
置作出反应时，必须切断电机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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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试

• 用 EN 60947-4-1标准规定的使用类别为 AC-3的开关触点连接电机。

• 如果是变频器供电的电机，必须遵守变频器制造商的相关接线提示。

• 注意变频器操作手册。

7.1 调试之前
进行调试前必须确保：

• 驱动装置没有损坏和卡死

• 经过长时间存放之后，已采取了 “准备工作 ”章节中所述的措施

• 已规范完成所有连接

• 电机 /减速电机的转向正确

• （电机顺时针转：U、 V、W 对应于 L1、 L2、 L3）

• 已经正确安装所有防护罩

• 激活所有电机保护装置并调整到电机的额定电流

• 如果是升降驱动装置，要使用制动器的回弹式手动释放装置

• 没有其它危险源。

提示

• 电机的调试和操作只可由专业人员按照现行事故防范规定和当前操作手册中的说明
进行。

警告！

电击可导致人员受伤。

死亡或重伤！

注意下列提示。

当心！

运行过程中驱动装置表面可能会达到很高的温度。 

烫伤危险。

• 操作前先冷却电机！ 

注意！

在变频器上限制最大转速和电流极限。关于操作步骤的提示请参阅变频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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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调试期间
在进行调试过程中要确定

• 电机运转正常（无过载、转速波动和强烈噪音等）

• 根据应用情况相应地正确设置制动力矩（参见章节 “技术数据 ”）

如有问题请参阅章节 “运行故障 ”。

7.3 参数设定：3类电机的变频器

7.3.1 MOVITRAC® B调试过程

调试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调试时请使用 5.70版本或更高版本的 MOVITOOLS®-MotionStudio软件。

• 3类电机的调试和操作可通过参数组 1和 2实现。 

• 系统配置只允许单驱动装置。 

• 控制方式可以设为 “V/f”或 “矢量控制 ”。

• 应用项可以设为转速控制和提升装置应用。不允许使用选项 “DC制动 ”或 “快速启动 ”。

• 操作模式总是设为 “4象限运行 ”。

• 在窗口 “电机类型 ”内选择相应的电机系列。

• 在窗口 “ 电机选择 ” 内，除电机的选择外，还必须选择设备类别、电源电压、电机电
压和连接方式。 

电流极限 参数电流极限通过调试在应用窗口内设为 150% IN 电机。必须根据减速器的最大允许输出
扭矩 Mamax降低该值。 

提示

调试变频器时必须遵守相应的操作手册，如果是减速电机，还必须遵守减速器操作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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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转速 在窗口 “系统极限 ”中设置最高电机转速。设置参数最高转速时请注意：

• 最高转速 ≤ 电机极限转速且

• 最高转速 ≤ 减速器最高输入转速　nemax (见减速器铭牌 )

自动补偿 参数自动补偿通过调试激活。每次使能时变频器自动设定参数 IxR值。禁止手动修改。

7.3.2 MOVIDRIVE® B调试过程

调试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调试时请使用 5.70版本或更高版本的 MOVITOOLS®-MotionStudio软件。

• 3类电机的调试和操作可通过参数组 1和 2实现。

• 第一次调试时总是完整执行调试过程。

• 电机配置只允许单驱动装置。控制方法可以设为 “V/f”或 “矢量控制 ”。

• 在窗口 “电机类型 ”内选择相应的电机系列。

• 在窗口 “SEW电机类型 1”内，除电机和设备类别选择外，还必须选择电机额定电压、
电机额定频率和电源电压。 

• 应用项只能选择“转速控制”和“提升装置”功能。不能启用功能“DC制动”和“快速启动”。

电流极限 参数电流极限通过调试在应用窗口 1 内设为 150% IN 电机。必须根据减速器的最大允许输
出扭矩 Mamax降低该值。 

最高转速 在参数窗口 2内设置最高电机转速。设置参数最高转速时请注意：

• 最高转速 ≤ 电机极限转速且

• 最高转速 ≤ 减速器最高输入转速　nemax (见减速器铭牌 )

自动补偿 参数自动补偿通过调试激活。每次使能时变频器自动设定参数 IxR值。禁止手动修改。

操作模式总是设为 “4象限运行 ”（参数 P820 / P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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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改变配有逆止器的电机的逆止方向

7.4.1 装配后的尺寸 “x”

[1] 风扇外罩

[2] 风扇

[3] 内六角螺栓

[4] V形圈

[5] 毡垫圈

[6] 卡环

[7] 螺纹孔

[8] 花键套

[9] 夹紧件

[10] 填隙垫圈

6107

1243589

X

电机 装配后的尺寸 “x”

DV(E)250 ~ 280 1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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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逆止方向上起动电机（注意接线相位）。将电机安装到减速器上时，要注意从动
轴的旋转方向和级数。可以一次性施加一半电压在逆止方向上驱动逆止器来检查旋转
方向：

1. 拆下风扇外罩 [1]和风扇 [2]，拆下内六角螺栓 [3]。

2. 将 V形圈 [4]和带有毡垫圈 [5]的密封法兰去掉（收集流出的润滑脂以备再次使用）。

3. 取出卡环 [6]（DT71/80没有），如果是 DV(E)132M～ 160M还要取出填隙垫圈 [10]。

4. 将花键套 [8]和夹紧件 [9]通过螺纹孔 [7]完整拆下，转动 180°并重新压紧。

5. 重新注入润滑脂。

6. 重要 : 不要压或者敲击夹紧件——会造成材料损坏！

7. 在压入过程中（在将夹紧件压入外环之前），用手使转子轴沿着旋转方向缓慢转动。
夹紧件就会轻轻滑入外环中。

8. 从第 4到第 2的相反顺序装配逆止器的其余零件，注意 V形圈 [4]的装配尺寸 “x”。

警告！

驱动装置意外启动可导致挤压危险。 

死亡或重伤。

• 开始工作前，先将电机和强冷风扇（如果存在）断电。
• 做好防止意外重启的措施。
• 严格遵守以下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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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修 /维护

电机的维修或改装只能由 SEW的维护人员或维修厂或具备必要专业技能的厂家执行。 

电机重新开机调试前，要检查电机是否符合规定并通过电机上的标志或签发检测报告来
确认。 

各项维护和保养作业结束之后，始终要进行安全和性能检查（热保护）。

警告！

由于升降工具坠落或不受控制的设备反应而产生的挤压危险。 

死亡或重伤。

• 紧固或者降低提升传动装置（有坠落的危险）
• 确保工作机器安全和 /或不被触摸
• 在开始作业前，请切断电机和强冷风扇（如果有）的电源并采取措施防止意外重新
接通！

• 只可根据有效的零件清单使用原厂备件！

当心！

运行过程中电机表面的温度可能会很高。 

烧伤危险。

• 操作前先冷却电机！ 

当心！

环境温度和油封在安装时不可低于 0°C，否则油封会被损坏。 

提示

安装前用油脂涂抹油封密封唇，见相应的详细操作手册中的章节 “润滑剂和防锈剂的订
购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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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检修和维护周期

防爆提示
• 只能采用符合各有效零件清单的原装备件，否则电机的防爆许可失效。

• 更换与防爆保护相关的电机零件时要重新进行零件检验。

• 维修和保养结束之后要注意，电机组装是否正确，各开口是否被仔细密封。

• 定期清洁防爆保护区域内的电机。要避免杂尘沉积超过 5 mm。

• 防爆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IP防护等级的遵守情况。因此，进行每项作业时都要
注意各密封件的正确位置及良好的状况。

• 只有在电机得到正确维护的情况下才能保证防爆。

• 重新给电机或减速电机涂漆时，必须满足EN / IEC 60079-0中有关避免静电产生的要
求，另见相应的详细操作手册中的章节 “涂漆 ”。

设备 / 设备部件 时间间隔 应做事项

电机 • 每隔 10000个运行小时 检查电机：

• 检查球轴承，需要时更换
• 更换油封
• 将冷却空气通道清理干净

配有逆止器的电机 • 更换逆止器的低粘度润滑脂

驱动装置 • 不定 （取决于外部因素） • 修补或者更换表面涂层 /
防锈涂层

电机以及必要情况下强冷风
扇的通风道和表面

• 不定 （取决于外部因素） • 清洁通风道和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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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更换中间板

下图为中间板示意图：

为了防止自动松动，在规格为 DR63/eDR63 的电机中可采用 LOCTITE® 或类似产品锁定
螺钉 [3]，以固定中间板 [2]。

8.3 逆止器的润滑
逆止器在出厂时已经使用防锈低粘度润滑脂 Mobil LBZ 进行过润滑处理。如果您要使用
另外一种润滑脂，就必须使用符合 NLGI 等级 00/000、40°C下的标准粘度为 42 mm2/s 的
锂基和矿物油基润滑脂。温度使用范围为 –50°C ～ +90°C。下表所示为所需的润滑脂量。

259726475

[1]

[2]

[3]

笼式弹簧

中间板

螺栓

[2]

[3]

[1]

电机型号 250/280

润滑脂 [g]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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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安装 VE强冷风扇

1. 安装强冷风扇 [1]前检查风扇叶轮和风扇电机是否受损。

2. 安装完成后，通过旋转风扇叶轮来确保叶轮不能划到其他部位。风扇叶轮与固定部件
之间的间距至少为 1 mm。

[1]

提示

注意强冷风扇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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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数据

9.1 最大允许径向力
下表给出了防爆保护交流电机的许可横径向力（上方值）和轴向力（下方值）：

9.1.1 偏心受力时的径向力换算

当受力偏离轴端中心时必须采用下面的公式计算许可的径向力。两个值 FxL （按照轴承
寿命）和 FxW （按照轴强度）其中较小的一个是 x位置的许可值。注意，该计算适用于
Ma 最大 。

FxL按照轴承寿命

FxW按照轴强度

结构
[1/min]

极数

许可的径向力 FR [N]
许可的轴向力 FA [N]; F轴向 _拉伸 = F轴向 _压力

规格

63
250
280

底脚安装电机
1500
4

无
无

8000
2500

法兰安装式电机

1000
6

600
150

无
无

1500
4

500
110

9000
2600

F F a
b x

NxL R= ×
+

[ ]

FR = 许可的径向力 (x = l/2) [N]

x = 轴环至受力位置的距离 [mm]

a, b, f =径向力换算时的电机常数 [mm]

c =径向力换算时的电机常数 [Nmm]

图 1: 偏心受力时的径向力 FX

F c
f x

NxW =
+

[ ]

l

l/2

x

F
R

F
x

F
A

d

l

l/2

x

F
Ra

F
x

F
A

d

R

P
i

f
kVA

H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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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力换算时的电
机常数

2.电机轴端 请与 SEW-EURODRIVE联系以获知有关电机后出轴端的许可负载的信息。

9.2 允许使用的球轴承型号
9.2.1 类别３

下表列出了允许使用的球轴承型号：

9.3 拧紧扭矩
下表列出了所有用于接线盒旋接的拧紧扭矩：

规格
a

[mm]

b

[mm]

c f

[mm]

d

[mm]

l

[mm]
4极

[Nmm]
6极

[Nmm]

DR63、 eDR63 161 146 16.8 • 103 19 • 103 13 14 30

DVE250 658 588 630 • 103 无 0 65 140

DVE280 658 588 630 • 103 无 0 75 140

电机型号

驱动侧轴承
（交流电机）

B 轴承
（底脚安装式电机、法兰安装式电

机、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
法兰安装式电机与底脚

安装式电机
交流电机

DR63、 eDR63 6303 2RS J C3 6203 2RS J C3 6202 2RS J C3

DVE250/280M 6316 2RS J C3 6315 2RS J C3

编号 螺钉 适用范围 拧紧扭矩 (Nm)

[113] 固定导轨的十字槽盘头螺钉 DR63/eDR63 3

[117] 六角头螺栓，内接地 DR63/eDR63 3

[123] 接线盒盖的六角头螺栓 DR63/eDR63 3.5

[140] 六角头螺栓，外接地 DR63/eDR63 3.5

[119] 接线盒底座的六角头螺栓 DVE250/280 55

[123] 接线盒底座的六角头螺栓 DVE250/280 55

P
i

f
kVA

H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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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行故障

10.1 电机上的故障

故障 可能原因 解决办法

电机不起动 电源线中断 检查接线，必要时请纠正

熔断器熔断 更换熔断器

电机保护装置已报警 检查电机保护装置的设置是否正确，必要时请排除故障

电机保护装置不能关闭，控制系统中出
现故障

检查电机保护控制装置，必要时排除故障

电机不起动或者起动困难 电机应为三角形接线法，但却是星形连接 纠正接线方式

电压或者频率至少在起动时严重偏离额定值 设法改善供电情况；检查电源线的截面

电机以星形接线时不起动，
但只在三角形接线时才起动

星形接线时的扭矩不够 如果三角形接线的接通电流不够高，应直接接通，否则要
使用较大规格或者特殊规格的电机（咨询）

星形 /三角连接转换开关上有触点故障 排除故障

旋转方向错误 电机接线错误 交换两个相线

电机隆隆作响且电流消
耗较大

绕组损坏 电机必须送交专业厂家进行维修

转子碰到绕组

熔断器熔断或者电机保护装
置立即启动

导线短路 排除短路

电机中有短路 送交专业厂家排除故障

导线连接错误 纠正连接方式

电机接地端 送交专业厂家排除故障

负载时转速剧烈下降 过载 进行功率测定，需要时请使用较大功率的电机，
或者减小负载

电压下降 增大电源线的截面

电机剧烈升温（测量温度） 过载 进行功率测定，必要时请使用较大功率的电机，或者减小
负载

散热不充分 纠正冷却空气输入量，或者使冷却空气通畅，需要时加装
强冷风扇

环境温度太高 注意许可温度范围

以三角形接线方式代替原来的星形接线方式
来连接电机

纠正连接方式

电源线接触不良（缺一相） 排除接触不良

熔断器熔断 查找原因并且排除故障（见上文）；更换熔断器

电源电压与电机额定电压的偏差大于 5％。
较高的电压对高极数电机尤为不利，因为在
这种电极中，空转电流在正常电压下已经接
近额定电流。

调整电机使其与电源电压相匹配

超出额定工作状态（S1至 S10，
DIN 57530），例如开关频率太高

调整电机的额定运行模式使其与所需的运转条件相符；
需要时请专业人员来确定适当的驱动装置

噪声太大 球轴承扭曲变形、太脏或者受损 重新矫正电机，检查球轴承（→参见 “允许使用的球轴承
型号 ”一章），必要情况下要添润滑脂（参见 “SEW电机
滚柱轴承润滑剂表 ”），或更换轴承

旋转部件的振动 查找原因，必要时排除不平衡差度

冷却空气通道中有异物 将冷却空气通道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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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使用变频器运行时的故障
当使用变频器运转电机时，也有可能会出现 “电机故障 ”章节中所描述的现象。可在变频
器操作手册中查找相关的故障释义和解决方法。

10.3 客户服务部
10.3.1 客户服务部

如果您需要本公司客户服务部门的帮助，请向我们提供以下数据：

• 铭牌数据（完整）
• 故障的类型和程度
• 故障发生时间和伴随现象
• 您推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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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证声明

提示

欧盟样品检验证书与驱动装置一起供应。指定机构和技术细节参见随附的欧盟样品检
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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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GD类交流电机 eDR.63

3123013771

E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Bruchsal
Johann Soder

Place Date Managing Director Technology  a)  b) 

a)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issuing this declaration on behalf of the manufacturer  
b)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compiling the technical documents  

900460110

23.05.11

SEW-EURODRIVE GmbH & Co KG
Ernst-Blickle-Straße 42, D-76646 Bruchsal
declares under sol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motors of the series eDR63 / eDFR63

category 2GD

labeling II2G Ex e IIA .. IIC T3 Gb
II2G Ex e IIA..IIC T4 Gb
II2D Ex tb IIIC T120°C Db

are in conformity with

ATEX Directive 1994/9/EC

applied harmonized standards EN 60034-1:2004
EN 60079-0:2009
EN 60079-7:2007
EN 60079-31:2010



11 认证声明
3GD类交流电机 DR.63

54 操作手册 – DR63/eDR63、 DVE250/280型防爆交流电机

11.2 3GD类交流电机 DR.63

4112853387

E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Bruchsal
Johann Soder

Place Date Managing Director Technology  a)  b) 

a)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issuing this declaration on behalf of the manufacturer  
b)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compiling the technical documents  

901160011

11.07.11

SEW-EURODRIVE GmbH & Co KG
Ernst-Blickle-Straße 42, D-76646 Bruchsal
declares under sol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motors of the series DR63

category 3GD

labeling II3G Ex nA IIB T3 Gc
II3G Ex nA IIC T3 Gc
II3D Ex tc IIIB T120°C Dc
II3D Ex tc IIIB T140°C Dc
II3D Ex tc IIIC T120°C Dc
II3D Ex tc IIIC T140°C Dc

are in conformity with

ATEX Directive 1994/9/EC

Applied harmonized standards EN 60034-1:2004
EN 60079-0:2009
EN 60079-15:2010
EN 60079-3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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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3GD类交流电机 DVE250/280

6212581643

E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Bruchsal
Johann Soder

Place Date Managing Director Technology  a)  b) 

a)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issuing this declaration on behalf of the manufacturer  
b)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for compiling the technical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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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类别 3设置参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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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GD和 3G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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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定

3类变频器 ..............................................40

长期存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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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长期 ...................................................1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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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线连接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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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安装 ...................................................... 17

长期存放 ................................................ 16

干燥 ...................................................... 16

类别 2GD和 3GD .................................... 30

电机－变频器配置 ......................................... 36

电机保护 ................................................31, 38

电机保护开关 ......................................... 31

电机保护开关 ............................................... 32

类别 2G、 2D和 2GD ............................... 31

电机保护装置 ............................................... 23

电机构造 ..................................................... 11

电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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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和 3GD类 .......................................... 27

张力弹簧接线板 .................................26, 27

电加热带 ................................................25, 33

电缆进线孔 .................................................. 22

电气安装 ..................................................... 22

电气连接 ..................................................... 10

调试 ............................................................ 39

E

EDR型号描述

电机系列 ................................................ 13

防爆电机 ................................................ 14

机械安装件 ............................................. 13

连接形式 ................................................ 14

其他额外配置 ......................................... 14

通风装置 ................................................ 14

温度传感器和温度探测 ............................. 14
EMC ........................................................... 24

EMC标准 .................................................... 38

额外配置 ..................................................... 14

F

防爆电机 ..................................................... 14

防护等级 ..................................................... 45

防护罩 ......................................................... 18

粉尘 ............................................................ 25

附加装置 ................................................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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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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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装置 ......................................................33

检测报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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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电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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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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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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