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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手册

1 注意事项

必须严格遵守本手册，确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电机

进行正确的安装、操作和维护。该产品必须由具有相关

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理，必须遵守健康安全要求以及国家

法律法规。无视这些说明条例的行为将使霍尔汽车公司

的所有适用保修条款失效。

1.1 通用说明

本手册所涉及的霍尔电机类型为如下标准低压感应电

机 ： HMA4、 HMC4、 HMA3、 HMC3、 HMA2、 HMC2、 HMD、

HMT、MS、Y2E1、Y2E2、YDT。本手册不包括防爆低压电

机。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所有电机均按照IEC/EN 60034-

1和IEC/EN 60072标准制造。

如果未达到IE3效率水平的电机在欧盟使用，必须在20

21年7月1日之前为其配备变频驱动器（VFD）。有关VF

D所需使用的信息必须显示在铭牌或附加标签或标牌上

，以及电机的技术文件中。

1.2 安全说明

调试、运输、维护或安装电机的人员应进行合格培训并

掌握相关安全知识。安全设备是防止事故发生的必要设

备。必须遵守当地法规和要求。操作失败可能导致人员

受伤和电机损坏。

必须遵守规定的数据和建议，以避免危险情况以及受伤

风险或损坏风险。

定制设计和其他非标准电机的技术细节可能有所不同。

如有疑问，请联系霍尔电机，说明电机的型号名称和序

列号。

电机的额定环境温度范围为 -20°C到 +40°C，海拔许

可上限高达1000米。低压电动机是安装在机械中的组成

部件。电机根据低压指令2014/35/EU进行CE标记。

1.2.1 操作

为了安全操作，必须确保没有外部零件干扰旋转轴。

电机启动前，必须将轴键牢牢固定在键槽中。如果电机

进行空载试验，则必须将轴键固定在键槽中或从键槽中

取下。

电机必须正确操作，避免在运行时发生事故。如果电机

运转不正常，请关闭电源。排除故障时必须关闭电源。

必须按要求定期进行维护，防止故障发生。

1.2.2 起吊

安全起见，所有机架尺寸大于等于100的霍尔电机都配

有吊环螺栓，用于起吊电机。起吊电机前，确保吊环螺

栓未损坏并处于拧紧状态。起吊电机时，确保电机没有

通过支脚、轴或法兰连接或安装到到任何设备上面。只

能使用电机机架上的主吊环螺栓来起吊电机。不要使用

已破损的吊环螺栓。如果使用起重机吊索起吊电机，应

防止吊索滑动，并在起吊电机时保持操作过程处于完全

可控状态。

1.2.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电机必须固定在托盘上（通过绳索、电

缆、螺栓等加以固定）。这意味着必须对电机加以固

定，以便在运输过程中不会造成电机移动或损坏。损坏

的设备和运行不稳定的机器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2 ExnA/ec电机和tc电机

以下信息是对Ex nA/ec电机和tc电机的特别说明。

电机命名符合EN/IEC标准：II 3D Ex tc IIIB T120°C 

Dc和 II 3G Ex nA/ec IIC T3 Gc。电机只能连接到经

过认证的Ex继电器。危险三相异步电机符合欧盟指令

2014/34/EU和国际标准EN/IEC 60079-0、 EN/ IEC 

60079-07、EN/IEC 60079-15和IEC 60079-31。在某

一特定地区（或区域）只能安装一台电气装置。对于Ex 

ec参数而言，必须考虑当地的时间计量标准E。

2.1电缆密封套和连接

只能使用Ex认证的电缆密封套。未使用的密封套必须用

获得Ex认证的盲盖进行封闭。

连接时，确保主电源和接地连接保持永久安全的电气连

接状态。安装必须符合在危险区域进行安装作业的实际

标准要求。

2.2维护和备件

用户负责根据工艺寿命更换零件，特别是：轴承、润滑

脂和轴用密封件的润滑。只能由具备相关资质的专家根

据欧盟指令99/92、EN/IEC 60079-14、EN/IEC 

60079-17和EN/IEC 60079-19对此类电机部件进行安

装、维护、修理和更换。

电机温度和电机表面的积尘情况，建议参照、遵循

IEC标准。表面灰尘不得导致电机温度升高。建议进行

定期清洁。径向轴密封圈是EX认证的组成部分。务必确

保密封圈完好无损。轴密封必须进行定期检查，如果密

封件干燥，则必须对其润滑。建议对电机进行定期润

滑。更换密封圈时，请使用原装密封圈。更换轴承也意

味着同时更换密封件。必须定期检查所有机器是否有机

械损坏情况。

2.3变频器运行

关于变频器使用，必须连接PTC 仅用于二次转矩应

用，频率范围为20-60Hz 开关频率为2000Hz 变频器

输出为du/dt 1350V/0 8µs 强绕组du/dt 

1560V/0 5µs

，且

， ，

，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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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收、运输和储存

3.1 接收和运输

收到电机并运输时：

  所有运输操作均需使用运输锁。

  运输过程中避免受潮和震动。

  检查电机是否有外部损坏。

  如果发现损坏，请通知霍尔电机代理商。

  检查所有铭牌数据，并将其与电机要求进行比较。

  拆除运输锁（如有）。

  用手转动轴，检查是否可以自由转动。

3.2 储存

  确保使用正确的吊耳。吊耳的尺寸与电机的重量相符。

  不要施加额外的重量。

  如有必要，使用适当的专用设备，如起重装置和吊索。

  将设备存放在干燥、无尘、无振动的地方。

  仔细考虑进行长期存储所需的各项举措。

短期储存（少于2个月）

电机应存放在环境可控的地方。良好的仓库或储存地点具

备以下特征： 

  空气流通，通风状况良好、清洁、无尘和无腐蚀性气

  体。

  防止有害昆虫、害虫和化学品驻留。

长期储存（2个月以上）

除了短期储存的措施外，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空气温度T(C)

上图左侧：露点T(C)            上图右侧：露点T(F)

即使存放时间很短，也需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和温

度，检查电机是否出现存放不当的情况。

稳定的温度，温度范围最好保持在10°C (50°F) to 

50°C (120°F)。如果防冷凝加热器通电且周围空气

温度高于50°C (120°F)，确保电机没有过热。

空气湿度低，最好低于75%。电机温度必须保持在图中

所示的露点以上，以防止水蒸气在电机内部凝结。如

果电机配有防冷凝加热器，则应将加热器通电。必须

定期检查防冷凝加热器是否正常运转。如果电机未配

备防冷凝加热器 则必须使用其他方法加热电机，以

防止水蒸气在电机中冷凝。

，

无过度振动和冲击的稳定支撑。如果预计振动级过

大，应在电机底座下方放置适当的橡胶块，以隔离电

机。

即使存放时间很短，也需测量绕组的绝缘电阻和温

度，以检查电机是否出现存放不当的情况。

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漆面状况。如果发现腐蚀，则将

其清除并涂上一层新的油漆。每三个月检查一次裸

露金属表面的防腐层状况。如果发现腐蚀，用砂布

轻轻地将其去除，并涂上防腐蚀涂层。

如果电机存放在木箱中，则应提供小通风口。防止

水、灰尘和异物进入木箱。

电机手册



室外储存

如果电机必须存放在室外，切勿将电机保存在标准运输包

装中。相反，必须对电机进行如下操作：

排放塞

电机配有排放塞，以排出冷凝水。存放时应打开排放塞。

水平安装：对于水平安装的电机，在电机的每端均安装排

放塞。

垂直安装：对于垂直安装的电机，在下端护罩上至少安装

两个排放塞。

从塑料包装中取出电机。

全方位覆盖电机机体，（”）防止雨水进入电机。封盖

应允许电机通风。

放置在至少00 mm 刚性支架上，确保水分不

会低处进入电机。

防止有害昆虫和害虫侵入电机。

采用特殊的户外包装装置。

（”）高的

电机手册



4 安装和调试

4.1通用说明

为确保正确防护和连接电机，需在安装和调试前检查铭

牌数据。操作电机前，断开并锁定电源。启动电机前，

拆除运输支架，清洗轴、支脚和法兰，去除保护涂层。

建议在初次试运行时根据表15润滑轴承。重新润滑、安

装间隔件。

进行安装和调试时，确保电机接地。在为调试进行绝缘

电阻测量时，在断开测试引线之前，应先短接绕组端

子，以避免触电的危险。如果电机绕组与海水接触，则

必须对其进行检查（与霍尔电机代理商或相关专员联

系）。

避免因装配在转动频率或两倍工频情况下发生共振。转

动转子并倾听是否有异常摩擦噪音。在电机未耦合的情

况下检查旋转方向。当安装或拆卸联轴器或其他驱动元

件时，用触摸式保护装置将其覆盖。

对于未耦合电机的试运行，固定或取下转子轴上的键。

避免过大的径向轴承负荷和轴向轴承负荷，滚柱轴承或

角接触轴承除外（见第6.2节）。

转子平衡：

  半键标准：联轴器必须是半键平衡的。如果轴键的一

  部分是可见的，一定要保持机械平衡。

  全键（非标准）：联轴器必须无键平衡。

确保通风情况、机体与其他物体的间隙符合相关要求；

见第8.4节。不要阻塞通风开口，并确保其他设备排出

的气体不会吸入通风口。否则，电机可能出现过热状

况。

4.2支撑和定位

终端用户全权负责支架的施工操作。电机支脚或法兰的

接触面必须无油渍、无污垢、无其他物体。否则，电机

高度可能出现误差或电机可能错位。

将电机安装在坚固、干净、平整的支架上。支架必须具

有足够的刚性以承受短路力。必须避免因装配在转动频

率或两倍工频情况下发生共振。

务必使用合适的工具安装或拆卸驱动部件。不要用锤子

敲击驱动部件，否则会损坏轴承或降低平衡性能。根据

ISO 21940-11标准，转子采用G2.5半键平衡。确保驱

动部件采用相同配置。确保各部位进行准确定位，这是

避免轴承故障、轴故障和振动故障的关键。仅使用合适

的定位方法进行组件定位。最终拧紧螺栓或螺柱后，重

新检查定位情况。检查排放孔和排放塞是否朝下，功能

是否齐全，是否通畅无阻。对于安装在室外或不进行连

续作业的电机，打开排放孔，使电机外壳通风。如果电

机中未安装加热器或未通电，这将有助于保持电机干

燥。

调整定位前检查如下这些测量值

-并非所有的变体都包括在内：

垂直定位：为避免电机倾斜和弯曲，请使用垫片稳定

电机。

水平定位：固定电机轴向位置，确保轴向间隙均匀。

固定支撑：无振动、精确的机器定位和平衡驱动。

底座/底座法兰安装：使用正确的螺栓和拧紧力矩安装

电机。确保电机支脚和/或法兰螺栓与安装面完全接触。

电机手册



4.3 测量绝缘电阻

调试前，检查数据表并在未连接任何电源线的情况下测

量绝缘电阻，因为它们可能会扭曲测量结果。如果在

25°C时测量的绝缘电阻小于10M 绕组就必须烘干。标

称值通常为100M。如果测量值小于2M 该绝缘电阻不可

用。当用烘箱烘干绕组时 将烘箱温度设置为大约

85℃ 持续10到18小时；然后将温度设置为100°C 持

续7到9小时。电机温度每升高 20°C 标称绝缘电阻下

降50%。必须每年对测量设备进行至少一次校准。注

意 在加热过程中 排放塞或阀门必须打开。加热完毕

后 确保重新安装插头。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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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连接和布线 

电机设计为随电源变化进行作业，符合IEC 60034-1标

准； A区：±5%电压和±2%频率。根据IEC 60034-1第

7.3节B区 的规定，电机的运行变化较大，性能变化也

较大。

 霍尔电机公司生产的三相电机按照IEC 60038和IEC 

60034- 1标准设计，可在A区和B区的电源电压和频率变

化范围内 以额定功率和转矩负载运行。

单相霍尔电机可以在这些条件下作业运行，即电源电压

和 频率变化分别控制在±5%和±1%。如果电压变化较

大，单 相电机只能在转矩负载与电压暂降成比例的情

况下运行。 在电机连接到电源电压之前，必须根据当

地法规进行接地。

5.1 旋转方向 

从驱动端看，电机为标准顺时针旋转。相序为L1、L2、 

L3 图1所示的端子相连。要改变旋转方向，可通过 

（例如）交换L1和L2来改变相序。如果电机是单向的  

确保轴的旋转方向与标记箭头方向相同。 

5.2 接线盒和接线板

接线盒包括接地端子、接线板以及加热元件端子和温度 

传感器（PTC和Pt100）端子。其他辅助装置也可置于 

接线盒中。霍尔电机标配三个PTC传感器。加热元件是 

常见的霍尔船用电机元件，框架尺寸大于等于160。 

操作电机或附属机械前：

  确保关闭所有电源电压并防止其重新激活。 

  关闭防冷凝加热器等附件的辅助电源电路。.

， 与

，

  通过与铭牌和数据表上的额定数据进行比较，检查  

  电源电压和频率。

  确保接线盒清洁干燥。

  用盲帽封闭未使用的电缆密封套。

  重新安装前检查接线盒封盖垫片。 

始终使用合适的电缆接线片连接所有主电源电缆和辅助 

设备电缆，并确保电缆准确无误地连接到正确的端子。

除非另有说明，电机仅适用于固定安装。入口点的电缆 

密封套/盲帽采用公制标准。如果更换电缆密封套或盲 

帽，更换件必须至少与现有零配件的IP等级相同。 

主电源和附件（如PTC传感器或加热器）的接线图位于 

接线盒内部或接线盒封盖中。 

所有压接连接操作应根据IEC 60352-2标准进行。 

接线板螺柱的拧紧力矩如下：

表1接线板拧紧力矩 

接线盒盖的拧紧力矩如下：

表2接线盒封盖拧紧力矩 

为了符合EMC标准要求并提供适当的接地，必须对电 缆

进行屏蔽，建议使用EMC电缆密封套。所有来料零 件必

须具有与电机相同的电位。 

电缆入口的电缆密封套和密封件必须适合相关电缆的类 

型和直径标准（夹紧范围）。建议在接线盒附近对电缆 

进行机械防护和夹紧固定，以满足IEC 60079标准和当 

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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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接线图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三相电机均适用于400V连接。 

  铭牌数据为D/Y 230/400V的电机呈现为星形连接

 （Y

铭牌数据为D/Y 400/690V的电机呈现为三角形连接

D）。

  接线图贴在接线盒内侧。 

通常，必须通过保护装置（如RCD、保险丝、MCB、 

MCCB等）为电机供电和提供防护。Y/D连接图如图1 

所示。

）。 

    

 （

左：Y连接图         右：  连接图 

图1 连接类型 Y/D

星三角启动 霍尔标准电机适用于星三角启动。Y模式下

的启动电流和 转矩约为D模式下启动电流和转矩的三分

之一。确保有足 够的启动扭矩来加速星形连接的总负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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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保护 

热防护用于防止电机过热，并达到监控目的。 

6.1带热敏电阻（PTC）的热保护 

所有标准电机（仅尺寸160及以上的IE1和IE2）的定子

绕 组中都有PTC热敏电阻。 

建议通过适当的方式将PTC热敏电阻连接到变速驱动器

或 其他保护设备上。 

PTC热敏电阻用于防止电机过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

每相内安装的PTC热敏电阻均为三个一组。20°C条件下

PTC电阻范围为60到750。电阻随温度成比例上升 在

最高温度时，电阻接近无穷大。这种类型的传感器与PL

C或电机保护继电器结合使用

6.2带双金属开关的热保护 

带双金属开关的热保护并非标准配置，可根据要求添加

到电机中。双金属开关用于防止电机过热。双金属开关

通常三个一组安装，串联连接。每个开关放置在一个相

绕组上，并在特定的绕组温度下打开或关闭。双金属开

关预设连接到一个外部保护继电器；如果电机过热，该 

继电器将自动关闭电源。

6.3使用Pt100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Pt100传感器并非标准配置，可根据要求添加。Pt100

传感器可以安装在电机的绕组和轴承中。Pt100传感器

可以跟踪安装位置的温升情况。这通常用于监控电机温

度，例如绕组或轴承的温度，它可以提示机体过热。这

些信 号可以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进行处理和使用。

6.4加热片

，

，

，

加热片可以安装在电机中。加热片可以使电机内部保持 

最低温度。这可防止电机冷却过程中出现湿气凝结。加 

热片有两种不同的额定电压（220–240 V和110–120 

V）。当电机不运行时，加热片可以通电。加热片是标

准的船用电机配置，尺寸大于等于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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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机数据和零件 

7.1电机分解图和横截面图 

下图2显示了铸铁电机分解图。 

下图3显示了铝制电机横截面图

注意：轴承固定板固定在驱动端的内侧。

图2铸铁电机分解图 

键

密封圈（轴伸端）

螺栓 

外轴承盖（轴伸端）

螺栓和O形圈 

润滑脂管 

弹性挡圈

抛油圈

轴承（轴伸端） 

B3护罩（轴伸端） 

螺栓和垫圈

内轴承盖 

带轴转子

绕组定子

螺栓和O形圈

B3外壳

螺栓和垫圈

内轴承盖（轴伸端）

轴承（非轴伸端）

B3端护罩（非轴伸端）

螺栓和垫圈（非轴伸端）

抛油圈 

弹性挡圈

弹簧波形垫圈 

外轴承盖（非轴伸端）

螺栓

密封圈（非轴伸端）

冷却风扇

弹性挡圈 

螺栓和垫圈

风扇罩

橡胶塞

有眼螺栓

螺栓 

接线盒盖 

垫片

接线盒底座 

盲帽 

电缆密封套 

接线板

螺栓

垫片 

注油嘴

B5外壳

B5法兰

编号 零件名称 编号 零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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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各种尺寸电机的适配轴承型号 

表2、表3、表5和表6分别显示了适用于各种尺寸电机且

符 合IE等级的通用轴承型号和尺寸。2Z和2RS型轴承或

等效 的封闭轴承需终身润滑。始终确保轴封完好无

损。注意： 轴承尺寸和实际机架尺寸之间可能存在差

异。 如果电机配备可再润滑轴承，必须按照第10.2节

和电机上 的润滑数据标牌进行润滑。如有疑问，请联

系霍尔电机公 司代理商或者相关负责人

图3：铝制电机横截面图

冷却风扇

扣环

风扇罩

支脚

键

转子和轴 

法兰（轴伸端） 

油封（轴伸端）

轴承（轴伸端）

轴承固定板（已固定）

接线盒 

电机外壳

定子绕组 

护罩（非轴伸端）

轴承（非轴伸端）

预紧垫圈

油封（非轴伸端）

零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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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输出

高输出

高输出

高输出

表2 Ie1霍尔电机的标准轴承尺寸

机架尺寸
驱动端（轴伸 端） 非驱动端（非轴伸端）

2-极 4/6/8-极 2-极 4/6/8-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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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Ie2霍尔电机的标准轴承尺寸

高输出

高输出

高输出

高输出

机架尺寸
驱动端（轴伸 端） 非驱动端（非轴伸端）

2-极 4/6/8/10/12-极 2-极 4/6/8/10/12-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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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Ie3霍尔电机的标准轴承尺寸

表5 Ie4霍尔电机的标准轴承尺寸

机架尺寸
驱动端（轴伸 端） 非驱动端（非轴伸端）

2-极 4/6-极 2-极 4/6-极

机架尺寸
驱动端（轴伸 端） 非驱动端（非轴伸端）

2-极 4/6-极 2-极 4/6-极

电机手册



机架尺寸 润滑油(g) 2-极(h) 4-极(h) 6-极  (h) 8-极(h)

表6 定期润滑间隔和数量

7.3许用轴向和径向轴承载荷 

本节提供标准霍尔IE3电机的径向和轴向载荷信息。值 

可能存在差异。如果根据其他IE等级或环境要求需要进 

行具体计算，请联系霍尔电机公司代理商或相关负责

人。 根据霍尔电机的要求，可提供许用轴向和径向轴

承载荷。 轴向和径向载荷的主要条件如下所示。许用

载荷在出现 条件偏差时会有所不同。 

  25°C环境温度（80°C轴承温度） 

  封闭轴承的WT润滑脂 

  纯轴向或径向载荷 

  常规轴承清洁（仅用于防护轴承计算（见L10h和润 

  滑脂有效期，尤其是垂直安装）

  振动等级低于IEC 60034-14规定的限值

  无轴承电流或轴承电流不显著

  波浪弹簧力处于最坏情况（最大可能值） 

注意以下几点： 

配备圆柱滚子轴承的电机只能在电机轴承受径向负载的

情 况下运行。确保符合最小负载和预载。安装其他型

号的轴 承可能会对轴承本身造成损坏。 

配备角接触轴承的电机只能在电机轴承受正确方向的轴

向 负载的情况下运行。荷载不得改变方向，否则轴承

可能损 坏。确保符合最小负载和预载。

深沟球轴承的许用径向载荷

X0      轴伸开始部位的容许径向载荷 

Xavg   轴伸中间部位的容许径向载荷 

Xmax   轴伸端部的容许径向载荷

表7荷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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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

尺寸 
轴承尺寸 电机信息 

极 频率 极数 20运行小时 40运行小时 

深沟球轴承的容许径向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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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

尺寸 
轴承尺寸 电机信息 

转速 频率 极数 20运行小时 40运行小时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37100小时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32700小时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288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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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

尺寸 
轴承尺寸 电机信息 

转速 频率 极数 20运行小时 40运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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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

尺寸 
轴承尺寸 电机信息 

转速 频率 极数 20运行小时 40运行小时 

电机手册



机架

尺寸 
轴承尺寸 电机信息 

转速 频率 极数 20运行小时 40运行小时 

表 8

请联系霍尔相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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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开式深沟球轴承的容许轴向载荷

请联系霍尔相关负责人

机架尺寸 轴承尺寸 

20运行小时 

极 极 极 极

(推)  (拉) (推)  (拉) (推)  (拉) (推)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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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尺寸 轴承尺寸 

40运行小时 

极 极 极 极

(推)  (拉) (推)  (拉) (推)  (拉) (推)  (拉)

请联系霍尔相关负责人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37100小时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32700小时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288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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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开式深沟球轴承的容许轴向载荷

机架尺寸 电机信息

40运行小时 

(推)  (拉)轴承尺寸 

20运行小时 

(推)  (拉)

垂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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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尺寸 电机信息

40运行小时 

(推)  (拉)轴承尺寸 

20运行小时 

(推)  (拉)

垂直安装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37100小时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327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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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尺寸 电机信息

40运行小时 

(推)  (拉)轴承尺寸 

20运行小时 

(推)  (拉)

垂直安装

L10润滑脂使用寿命288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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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尺寸 电机信息

40运行小时 

(推)  (拉)轴承尺寸 

20运行小时 

(推)  (拉)

垂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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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安装

机架尺寸 电机信息

40运行小时 

(推)  (拉)轴承尺寸 

20运行小时 

(推)  (拉)

请联系霍尔相关负责人

表11

电机手册



8 变频器操作 

通过使用带霍尔电机的VFD 您可以获得系统的最佳运 

行条件。VFD解决方案不仅可以节省能源，还可以降低 

应用噪音，从而改善周围的工作环境。VFD将确保对电 

机应用进行精确控制，从而确保最佳应用性能和降低系 

统的机械应力，从而延长系统使用寿命。 

使用变频器操作电机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8.1 运行速度 

可控操作速度很可能会优化应用程序性能和提高整体系 

统效率。使用VFD控制法可以在广泛的速度范围内驱动 

电机和应用。控制电机转速时，请考虑这些通用情况。

，

 1)

 2)

 3)  

低于额定转速运行时，电机的冷却能力将降低并可

能导致潜在的过热状况。

当高于额定转速运行时，输出转矩将减小，这会使

针对既定应用的电机尺寸设计复杂化。

当高于额定转速运行时，必须考虑轴转子的临界转

速，特别是对于极数较低的大型电机。如果连续速

度超出表1列出的值，请联系霍尔公司代理商或者相

关负责人。

电机尺寸 2极 4极 6极

表12 运行速度[RPM] 

请联系霍尔确认速度超过60赫兹的连续运行。霍尔电

机的VFD曲线可在http://hoyermotors.com网站进行

查询。

8.2绕组绝缘 

当使用VFD时，会产生电压峰值，从而加剧电机绝缘系

统的电气劣化。为防止劣化并延长电机绝缘系统的使用

寿命，建议将加强型绝缘系统用于500V以上的VFD电源

电压。在某些情况下，还建议在VFD的输出端使用滤波

器。霍尔的三种绝缘系统是根 据IEC 60034-17和IEC 

TS 60034-25设计的，其中规定了下表所示的电压应力

承受能力。

：最大

表13：电压应力承受能力 

8.3与VFD相关的轴承劣化情况 

利用电机的VFD控制可能会增加轴承电流的风险。持续 

的轴承电流通常会导致电机轴承的机械劣化，因此必须 

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以下因素影响持续轴承电流的产生但不限于此：         

  电机尺寸和结构。 

  具体应用和职责。

  轴承类型。

  VFD开关频率和模式。

  VFD输出滤波器。

  通过应用或应用轴承将轴接地。

  整体接地装置及高频电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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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电磁兼容性（EMC 有效性。

  建议使用适用于VFD操作的EMC防护设备，包 括：

  足够的电缆防护设备、电缆密封套接头、适  

  接地等。

为了降低轴承电流的风险和电机应用的相应停机时间， 

请参阅第8.5节霍尔VFD应用建议中有关运用VFD进行 

作业的电机应用的建议。

8.4限制轴承电流的附加解决方案

在轴承电流仍然存在的特殊情况下，或对于优化正常运 

行时间非常重要的关键应用，可建议采取其他措施。根 

据应用和安装要求，以下高级解决方案将确保相关操作 

具备高度可靠性： 

  可安装接地刷，确保电机外壳和轴之间的良好接地连

  接。 

  NDE（非轴伸端）和DE（轴伸端）中的绝缘轴承。      

  NDE（非轴伸端）或DE（轴伸端）中的混合陶瓷 

  球轴承。 

  NDE（非轴伸端）的混合轴承和DE（轴伸端）的 

  电刷之间的组合。

接地电刷安装在电机外壳外部，用于连接定子和轴。必 

须定期检查电刷的磨损情况，以确保其处于最佳保护状 

态。

由于绝缘轴承安装在驱动端和非驱动端，轴与定子电气 

绝缘，这意味着没有轴承电流从定子流到转子。推荐选 

择 陶 瓷 球 轴 承 作 为 最 可 靠 的 解 决 方 案 。  

注意应用中的任何轴承，以便电机轴承绝缘且不使用接 

地电刷时，轴承电流不会通过这些轴承。 

8.5 霍尔VFD应用建议

为确保VFD和电机可靠运行，请参见下表列出的建议。

）的保护

当的高频

一般来说，当电机功率大于75kW或电源电压大于500V 

时 ， 霍 尔 建 议 在 NDE 轴伸端）使用加强绝缘系统 

和绝缘轴承。当电机功率大于75kW时，建议使用共模 

滤波器；当电源电压超过500伏时，应采用dU/dt滤波

器。 霍尔可以根据要求提供所有类型的滤波器。

（ 非

*共模滤波器通常可推荐用于所有型号的电机 

霍尔高级加强绝缘系统可根据要求实施 

表14: 霍尔电机建议采用VFD控制来缓解轴承电流和滤波器

电源电压 功率 组绝缘绕 电机轴承 
驱动器 

滤波器* 

霍尔标准

绝缘 
标准轴承 

不需要

滤波器

共模

滤波器

标准轴承 
dU/dt

滤波器

非驱动

端绝缘

轴承 

dU/dt

滤波器和

共模滤波器

霍尔标准

绝缘 

霍尔标准

绝缘 非驱动

端绝缘

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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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操作 

9.1 注意事项 

在现场安装和操作期间，必须使用安全设备。电机仅适 

用于固定安装，仅允许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使用。只能 

根据电机铭牌上的额定标称值使用电机。

9.2检查表 电机通电前需检查以下各项事务：

9.3 冷却检查以下有关冷却的情况： 

  电机气流充沛。   

  附近物体不会散发额外热量。   

  阳光直射不会增加额外热量。对)于配备法兰的电机

 （例如B5、B35、V1)，确保机械结构允许充沛的气流沿

  着电机外壳的外表面流动。表13显示了电机风扇护罩

  到墙壁或其他物体的最小距离（参考图 4）。

所有机械和电气连接都已处于备好待启动状态。

绝缘电阻值与第4.3节中的数据保持一致。 

正确安装接地连接。

联轴器和变速箱充分对齐，以使机械平稳运行。 

电机在许用环境温度范围内运行。 

运行数据与铭牌标示保持一致。 

监控设备连接正确，功能齐全。 

确保电机运行速度不超过许用运行速度。 

输出功率与作业类型保持一致。 

螺钉和螺栓安装正确无误且已拧紧。 

转子可在不施加动力的情况下响应外力转动。 

从电机轴上拆下保护零件。

外部风扇按指定方向旋转。 

所有制动器/开关功能完备。 

图4到墙壁/物体的最小距离

IEC机架尺寸 
风扇护罩到墙壁的最小距离（X),

单 位：mm

表15到墙壁或物体的最小距离 

对 于 配 备 水 冷 的 特 殊 电 机 ， 环 境 温 度 必 须 至 少 为

+5°C 结冰而损坏电机。这也适用于

库存电 机。或者，冷却管可以注入水和乙二醇的混合

物。关于 混合物的比例，请联系霍尔相关负责人。

,避免冷却管中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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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使用VFD 变频驱动器）操作电机 

在使用VFD操作电机之前，确保VFD的参数已根据VFD 

制造商的说明书和电机参数正确配置。如果电机运行不 

平稳或产生异常噪音，请关闭电源并确保电机断电，然 

后找出问题的根源。 

9.5 运行速度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上运行时，确保电机转速不超过应 

用的最大许用转速和电机的最大许用转速。最大转速规 

定参见表18中IEC 60034-1所列信息（参见下文图5 最 

大许用转子转速）。可根据要求提供更高转速的电机； 

更多信息请联系霍尔电机代理商或相关负责人。

（

，

注：为了满足IEC 60079的要求，可能必须减小上述数值。 

表16最大许用转子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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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护 

10.1 概述 

必须对电机进行维护。忽视电机维护会降低电机的性能 

和使用寿命。电机的正确安装、电气保护/热保护和正 

确维护可实现最佳电机使用寿命。 

定期检查电机，保持电机清洁，确保通风畅通，检查轴 

封状况，必要时进行更换。轴封必须始终完好无损。检 

查电气连接和机械安装，必要时拧紧端子和紧固件。 电

机的所有维护工作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操 作

执行。

定期清洁电机外部，并考虑电机的IP额定值。

如果电机在风扇罩通风孔或散热片可能堵塞的环境中运 

行，则必须清除此类障碍物。对于任何偏离标称电机性 

能的情况或电机运行状态不规范（例如，电机电流增

加、 温度高于规定绝缘等级的规定值、振动增加、异常

噪音、 明显的绝缘气味、电机保护装置跳闸等），必须

仔细查 验并核定原因。

当电机无法运行时，接线盒内可能存在电压。例如， 

如果电机有加热条或直接绕组加热，便有可能发生 

此类情况。在对电机进行维护之前，请务必关闭辅 

助电源并防止重新启动。

通过VFD运行的电机即使在不运行时也可以通电。

即使电机未通电，单相电机中的电容器也能在电机端 

子上保留电荷。 

注意旋转部件。 

油脂会刺激眼睛和皮肤。遵循润滑油制造商的安全使 

用说明。 

不要超过电机的最大许用转速。

不要超过润滑脂和轴承的最高作业温度。 

有关备件，请联系霍尔电机代理商或相关负责人，联系

时请提供电机铭牌上的确切电机类型和序列号。

10.2 轴承和定期润滑

标准轴承组件为单列深沟球轴承（ZZ或2RS），间隙为

C3。轴承（ZZ或2RS）需保持终身润滑。如果轴承出现

故障或噪音，或定期更换轴承，必须使用适当的工具，

且不得施加过大外力或用力锤击。

开口轴承必须定期润滑。如果塞子已关闭，则打开润滑

脂出口。建议在试运行期间进行首次润滑。以下情况适

用于终身润滑轴承和定期润滑轴承：

60 Hz运行时，润滑脂使用寿命将减少约20%。

  60 Hz运行时，润滑脂使用寿命将减少约20%。

  垂直安装电机的值为规定值的一半。表中的数值为

  25℃环境温度下的参考数值（表14和表15）。

  轴承温度每升高15 K，润滑脂使用寿命就会相应缩短

  50%。

  高速运行状态下，例如：采用变速驱动，加油润滑的

  间隔时间会更短。速度加倍通常会使润滑脂的使用寿

  命缩短50%。

如果配备安装需定期润滑的轴承，请遵守表15《定期润

滑间隔和数量》中的定期润滑间隔时间。电机运行时，

可通过轴承护罩上的润滑脂嘴润滑轴承，使用手动润滑

脂 枪 确 保 润 滑 脂 量 一 致 。 霍 尔 建 议 在 -20°C至

+150°C的环境温度范围内使用以下润滑脂：聚脲基

EM2润 滑 脂 或 其 他 聚 脲 基 润 滑 脂 ， 滴 点 温 度 为 180-

200°C。如果使用其他类型的润滑脂，则必须具有相同

或更好的NLGI等级并由相同的增稠剂基组成，否则必须

与润滑脂制造商检查其兼容性。

轴承尺寸和类型在铭牌上面有标示，概述内容见第6.2 

节。HMA3和HMAC3型电机标配终身润滑轴承，机架尺寸

高达180（铸铁材质）和132（铝制）。HMA2和HMC2型电

机标配终身润滑轴承，机架尺寸高达225。MS和Y2E型电

机标配终身润滑轴承，机架尺寸高达160。终身润滑轴

承的具体作业时间如表14《润滑轴承使用寿命》所示。

轴封必须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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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润滑的操作流程建议如下：

1 .拆下风扇罩（如果无法通过NDE（非轴伸端）的风扇

   罩接近润滑脂进出口）。

2 .打开DE（轴伸端）和NDE（非轴伸端）润滑脂嘴入口

   和润滑脂出口的防尘盖。

3 .检查润滑脂嘴是否清洁无污垢。

4 .重新安装风扇罩（如果无法通过NDE（非轴伸端）的

   风扇罩接近润滑脂进出口）。

5 .运行电机，使其达到热状态，通常需要1-2小时（第

   一次启动时跳过此点）。

6 .使用手动或自动润滑脂枪，在电机运行时添加指定

   类型的润滑脂和数量（注意：电机运行时，风扇罩

   必须始终固定在电机上）。

7 .取下润滑脂枪，运转电机，以便将旧润滑脂取出，

   持续时长约1-2小时。

8 .停止运行电机并等待其完全停止。

9 .如果无法通过NDE（非轴伸端）的风扇罩接近润滑脂

   进出口，请拆卸风扇罩。

10 .关闭润滑脂注入口和润滑脂出口的防尘盖。

11 .清除旧油脂。

12 .重新安装风扇罩（如果无法通过NDE（非轴伸端）

    的风扇罩接近润滑脂进出口）。

注意：由于操作时存在危险，在维护过程中禁止接触转

动部件或带电部件。电机首次启动时，必须在启动前润

滑轴承，否则会损坏轴承。

表17润滑轴承使用寿命

配备定期润滑轴承的电机配有润滑铭牌。如果铭牌丢失

或信息不可读，请采用表15《定期润滑间隔和数量》中

所示的定期润滑间隔时间。

表15中的数值是基于最坏情况下计算的，因此它的适用

范围会更广泛；而铭牌上的值是针对各种电机规格计算

的。因此，电机润滑板上的数据可能会偏离表15中的

值。

基于同样的原因，具有相同轴承尺寸和类型的不同电机

也可能有不同的定期润滑周期。如有润滑铭牌遗漏或任

何疑问，请联系霍尔电机代理商或相关负责人。

机架尺寸 极数 具体使用寿命

机架
尺寸 

润滑油
(g) 

2-极
(h) 

4-极
(h) 

6-极
(h) 

8-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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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驱动端防尘盖下的润滑脂入口 

防尘盖/驱动端注油口 

非驱动端风扇罩 

驱动端出油口 

润滑脂出口 

*不一定能通过非驱动端的风扇罩接近 

图5定期润滑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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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处理与环境保护

11.1 产品处理信息

根据关于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的2012/19/EU 

指令，霍尔电机标有图6所示禁用轮式垃圾箱符号。

该符号可在电机铭牌或包装和相关文件上找到。

图6 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符号标记

该符号表示电气和电子设备不得与普通家庭垃圾一起处

理，必须作为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处理。电气和电子设

备（EEE）可能含有某些有害的材料、组件和物质，如

果未正确处理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则可能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

更详细的信息可从相关地方当局获得。

11.2《RoHS指令》和REACH标准

霍尔电机的所有电机均符合《RoHS指令》（即《电子

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和REACH 

标准（即“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标准）。

官方文件可从霍尔电机公司网站下载，网址为：

https://hoyermotors.com 

11.3 电机

电机由黑色金属（钢、铸铁）、有色金属（铜、铝）和

塑料制成。电机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必须按照国际和当

地法规进行处理。废物处理设施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

必须符合所在成员国的环境要求。图2显示了三相电机

的主要部件。表1列出了电机材料。

11.4 包装材料

霍尔电机公司的电机包装由纸板、塑料、钢材和木材组

成。这些材料都是可回收的，霍尔建议根据国家规定对

这些材料加以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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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 

油封

法兰

接线盒盖

垫圈

螺母、凸耳、螺柱、垫圈

接线板

接线盒

电缆密封套或盲塞

机架

定子组件

预紧垫圈

键

转子组件

轴

轴承

风扇

风扇罩

支脚

轴承盖

钢

橡胶和钢

铝/铸铁/钢

铝/铸铁

橡胶

黄铜/钢 

ABS/陶瓷/树脂 

铝/铸铁

黄铜/钢/塑料

铝/铸铁/钢

铜/钢/塑料 

钢

钢

钢和铝

钢

钢/钢和橡胶

塑料/铝

钢

铝/铸铁

铸铁/钢

编号 名称 原材料 

表18三相电机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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