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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3、YE4 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使用维护说明书 

 

无锡市亨达电机有限公司 

一、概述 

YE3、YE4 系列电机是供一般用途的全封闭自扇冷式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YE3、YE4 系列电动机在下列条件下使用： 

1、海拔不超过 1000 米 

2、环境空气温度不高于 40℃ 

3、额定电压：380V，额定频率：50HZ 

4、防护等级：IP55，绝缘等级：F 

5、接   法：3 千瓦及以下采用 Y 接法，其它功率采用△接法 

电机标配有三片连接片，Y 接法时叠装在一起（将接线板上 W2-U2-V2 连接形成星点）； 

                        Δ接法时分别连接 U1-W2，V1-U2，W1-V2。 
6、工作方法：S1（连续） 

7、定子绕组温升限值（电阻法）：80K 

二、检查及安装 

电机安装前应进行认真检查：检查铭牌上所载各项技术数据是否符合要求。电机在运输

过程中，有无损坏及电机轴伸转动是否灵活，以及电动机机械部分有无异常现象。然后用

500V 兆欧表测量电机绝缘电阻，应不低于 0.5 兆欧，否则必须进行干燥处理，但温度不允

许超过 120℃。电机的接线是否符合要求；外壳是否可靠接地。 

电机允许用联轴器，正齿轮及皮带传动。但对于 5.5 千瓦以上的 2 极电动机和 30 千瓦

以上 4 极电动机不能采用皮带传动。双轴伸电动机的风扇端，仅允许用联轴器传动。 

采用皮带传动时，电动机轴中心线与负载中心线平行切要求皮带中心线与轴中心线垂

直，采用联轴器传动时，电动机轴中心线与负载轴中心线应重合。 

电机安装后应保证其良好的通风冷却条件，并应保证良好的接地。电机接线时，应按铭

牌上或出线盒盖内接线指示图所示接法进行。 



五、运转 

电机安装完毕先进行空载运行，运行正常后，方可进行负载运转。电机允许满压直接起

动或降压起动，由用户根据电网容量决定。（Y-△起动只适用于△接法的电机） 

当电源电压，频率与铭牌上的额定电压，频率数值偏差分别超过±5%，±1%时，电动

机不能保证连续输出额定功率。电机一般不允许连续过载使用。 

六、维护与保养 

使用环境应经常保持干燥，电动机表面应保持清洁，进风口通畅无阻。电动机在运行中，

如发现有任何异常及不正常声响，应立即停车检查，在故障未查明及排除前切勿再作起动尝试。 

应保持电动机在运行中有良好润滑，轴承已填充润滑脂，在允许期内不再加润滑脂，连

续原转 5000 小时后应拆检补充润滑脂（封闭轴承除外），轴承温度不应超过 95℃否则应更

换润滑脂（润滑脂按电机加油标识提示）。当电机运行时振动及噪声明显增大时，则应更换

同型号轴承。 

七、电动机的常见故障与处理方法 

电动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序号 常见故障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1 不能起动 1、电源未接通。 

 

 

2、电源电压过低。 

 

 

3、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或过

电流限值调节不当。 

4、负载过大。 

1、检查电源电压，以及熔断器、

开关触点及电机引接线有无

断路，若有应加以纠正。 

2、检查电压；在减压起动情况下，

若起动电压太低，应适当提

高。 

3、校正接线或将过电流限值调到

合适值 

4、更换较大功率的电动机或减轻

负载。 

 2 转速不正常，

远低与额定

转速 

1、电源电压过低。 

 

2、负载过大。 

1、用电压表、万能表、检查电动

机输入端电源电压。 

2、选择功率较大电动机或减轻负

载。 

3 电机绝缘电

阻过低或外

壳带电 

1、电源线与接地线搞错。 

2、电动机绕组受潮绝缘老

化或引出线与接线盖相

碰。 

1、纠正接线错误。 

2、电动机绕组干燥处理，绝缘老

化严重者更换绕组或引出线。 



4 电动机运转

时有异常噪

声 

1、机械摩擦（包括定、转

子相擦）。 

2、缺相运行。 

 

 

3、轴承缺油或损坏。 

1、检查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间

隙，找出相擦原因，进行校正。 

2、断电，再合闸，如果不能起动，

则可能有一相断电，检查电源

或电动机并加以修复。 

3、清洗或更换轴承、更换润滑油

5 电动机振动

过大 

1、 转子不平衡。 

2、联轴器连接松动。 

3、轴伸弯曲。 

4、安装基础不平或有缺陷 

1、校平衡。 

2、查清松动处，把螺栓拧紧。 

3、校直或更换转轴。 

4、检查基础和底板的固定情况加

以纠正。 

6 轴承过热 1、轴承损坏。 

2、轴承润滑脂质量不好或

填充量不当。 

3、皮带过紧或联轴器装配

不良。 

4、轴承与轴配合（走内圆）

过松或过紧。 

5、轴承与端盖配合（走内

圆）过松或过紧。 

6、电动机两侧端盖或轴承

盖未装平。 

1、更换轴承。 

2、更换润滑脂，填充量不宜超过

轴承容积的 70%。 

3、调整皮带张力，校正联轴器。 

4、过松时可将轴颈喷涂金属；过

紧时重新加工。 

5、过松时将端盖镶套；过紧时重

新加工。 

 

6、将端盖或轴承盖按止口装进、

装正，并拧紧螺栓或螺钉。 

7 电动机温升

过高或冒烟 

1、过载。 

 

 

2、缺相运行。 

 

3、通风不畅。 

4、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 

1、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定子电流，

发现过载时，减轻负载或选择

较大功率的电动机。 

2、检查熔体，控制装置接触点，

排除故障。 

3、清除风道油垢及灰尘。 

4、用电压表、万能表检查电动机

输入端电源电压。 

  无锡市亨达电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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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3 、 YE4 Series three-phase asynchronous 

motors Maintenance manual 

Wuxi City HengDa Electric Motors Co., Ltd 

 

1、Generalization 

YE3、YE4 series is for general purposes totally enclosed fan-cooled 

three-phase squirrel cage induction motor efficiency 

YE3、YE4 series motor us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Not more than 1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2)、The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is not higher than 40 ℃ 

3)、Rated voltage：380V，Rated frequency：50HZ 

4)、Protection class：IP55，Insulation class：F 

5)、Connection：3kw and below using the Y connection 

               4kw And above using the △ connection 

6)、Duty：S1 

7)、The stator winding temperature rise limit（Resistance method）：80K 

2、checking and fixing: 

The motor should be checked carefully before assembly to find that 

if the date of nameplate apply comply the request, if there is any damage 

during transport, if motor axle cycle actively, then test the motor with 



500Volt-Megohm meter, the resistance should less than 0.5Megohm. 

Axle coupler, front gear and belt driving are permitted to be used for 

motor, but belt driving can not be adopted for 2 poles motors upper 

5.5KV and 4 poles motor of upper 30KV. At the fan end of the two axle 

extending, only axle coupler can be used to drive. 

    You must check before the fixing:check the numbers check the axle 

to see if it is quick .Then measure the power to make it below 0.5 million 

ohm,check the installing. 

    You can use the axle couple,pass with the belt .When the belt is 

moving loading,make sure the line of electrical axle and the loading axle 

on an equal rank,when the axle couple 

Is moving,make sure the line of electrical axle and the loading axle 

coincide. 

    Keep the good ventilation,good ground connection,when you 

connect the line,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n the card. 

3、Revolve: 

After the installing,revolve it with nothing first,to make it in a good 

condition,then revolve it .When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wer 

pression and the specified pression(±5%,±1%),don’t continues use the 

electric machinery.。 

4、Maintenace of This Machinery: 

Keep the surroundings clean, dry, ventilation, write down the numbers of 



change-frequency devices，the time of moving, the result of checking. 

When you hear the unusual sound, stop it at once. There’s enough 

lubrication oil in it, you needn’t put any during the limited period .Put 

more lubrication oil in it after 15000 hours continued revolving .The 

temperature must below 95℃ ,or you must change the lubrication 

oil .When there’s  a louder sound of moving,change the ax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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