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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变频器问题对策 V2.0 

一、漏电保护器动作导致断电 

解决步骤 备注 

1.按图 1，左旋 3圈，松开变频器 EMC螺钉 优选对策 

2.降低载波频率，减小 F00.23 的值 不方便断开

EMC 螺钉时 

3.更换适配变频器应用的漏电保护器 前两步无效时 

4.以上无效时，加装漏电抑制设备、选配 EMC 滤波器 

二、故障/保护与对策 

当变频器发生异常时，键盘将显示对应的故障/保护代码，

故障输出继电器动作，变频器停止输出或按设定方式停机。 

用户发现键盘显示故障/保护代码时，在寻求服务之前，可

以按照如下提示分析故障原因，寻找解决办法。 

A．立刻停止运行，找到对应报故障/保护的变频器。 

B．根据当前的故障信息，对应下表的故障/保护代码，查找具体

原因与对策，尝试解决问题。 

C．若无法排除故障，请查看变频器 F19 组当前故障的故障信息

(F19.00~F19.05)并记录下来，反馈给服务工程师。 

注 1：所有功率端子接线检查，都必须断电 10 分钟后再执行，

防止触电。 

注 2：每完成一个步骤后观察现象，若未解决问题，才需要实施

下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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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01 短路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相间短路 检查电机电缆接线之间是否短路 

2.对地短路 检查电机电缆是否有破皮、对地短路 

3.外接制动电阻

短路 

1.检查变频器 PB 对+端子之间是否短路 

2.检查制动电阻是否与电阻箱外壳短路 

4.加减速时间太

短 

加速过程保护则增大加速时间 F00.14， 

减速过程保护则增大减速时间 F00.15 

5.现场干扰过大 1.调查原因实施对策后，复位、运行 

2.再次报故障则寻求技术支持 

6.逆变模块损坏 寻求技术支持 

2、E02、E04 过流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加减速时间太

短 

加速过程保护则增大加速时间 F00.14， 

减速过程保护则增大减速时间 F00.15 

2.启动时电机处

于旋转状态。 

复位故障，等电机停止，再次运行 

3.电机运行时，

制动器未打开 

在空钩条件下，检测制动器是否能正常

打开，若不能正常打开，检查线路 

4.电机参数不合

适，需参数辨识 

参考回转调试指导，进行电机参数辨识 

5.变频器输出侧

相间短路 

检查电机电缆是否有短路现象 

6.逆变模块损坏 寻求技术支持 

3、E03、E05 过压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 减 速 时 间 太

短，电机再生能

量太大 

增大减速时间 F00.15 的值 

2.能耗制动功能

未开启 

确认 F15.30=1 开启能耗制动（内置制动

单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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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动单元或制

动电阻开路 

检查外置制动单元、制动电阻接线是否

牢固 

4、E06 欠压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输入电源接线

端子松动 

检查输入电源及接线，旋紧输入接线端

子螺钉 

2.输入电源上的

开关触点老化。 

检查空气开关、接触器 

3.输入电源电压

降低太多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低于 340Vac 

5、E07 输入缺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输入电源缺相 

2.输入电源波动大 

1.观察三相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输入电源接线是否松动 

6、E08 输出缺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输出 U、V、W 缺

相 

1. 检查变频器 UVW 端子螺钉是否松动 

2.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 

7、E09 变频器过载，E13 电机过载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加减速时间过

短 

加速过程保护则增大加速时间 F00.14， 

减速过程保护则增大减速时间 F00.15 

2.制动器未打开

运行，导致过载 

空钩检测制动器是否能正常打开，若未

打开，请检查线路 

3.负载太重 1.适当减轻负载 

2.若回转机构逆风启动，参考逆风启动难

问题对策 

4.电机功率/电流

设置错误 

双电机回转时，检查电机额定功率 F01.01

和额定电流 F01.03 是否为两台电机之和 

5.制动时间过长/ 减小直流制动时间 F04.22 及直流制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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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强度过大 /

反复直流制动 

流 F04.21（每次以 10%为单位调整） 

8、E10 变频器过热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周围环境温度过

高 

1.打开电控柜们，散热一会 

2.复位故障，关闭电控柜门防止雨淋 

冷却风扇故障 检查风扇，更换冷却风扇或寻求技术支

持 

9、E11 参数设置冲突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参数设置逻辑冲突 查看故障前设置参数是否有逻辑

不合理地方 

10、E12 电机过热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电机温度传感器检
测温度大于设定阈值 

确认电机热保护阈值是否合适 

2.电机温度传感器断
线 

检查传感器是否断线 

3.环境温度过高 加强电机散热 

4.负载过重 电机选型不合适，更换电机 

5.电机冷却风扇故障 检查电机冷却风扇 

11、E13 电机过载 

     参见 E09 变频器过载对策 

12、E14 外部设备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外部设备故障端子动

作 

检查外部设备故障情况，排除外部

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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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15 变频器存储器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干扰使存储器读写错

误 

按 STOP/RESET 键复位，重试 

控制器反复写内部存

储器，导致存储器损坏 

寻求厂家技术支持，使用指导： 

1.在连续通讯前，将 F10.56 设置为

11，则通讯写操作不会写入变频器

EEPROM，避免频繁写入造成的变

频器损坏 

2.频率给定等常用给定量，请通过

控制命令 7001H-7019H 给定 

3.对频率给定等需要经常修改的

参数，使用 0x41 命令写寄存器 

4．对于频繁变更的功能码，请将

该功能代码的地址+8000H 

14、E16 通讯异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在非连续通讯的系统

中，启用了通讯超时 

1.在非连续通讯的系统中，确认

F10.03= 0.0 

2.连续通讯系统中，请调整 F10.03

通讯超时时间 

通讯断线 检查通讯线缆是否断开 

15、E17 变频器温度传感器异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变频器温度传感器断

开或短路 

1.检查变频器温度传感器接线是

否接好。 

2.寻求技术支持。 

16、E18 软启动继电器未吸合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运行中断电 1.直接复位故障。请在变频器停机后再断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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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是运行中跳漏电保护导致断电，则

按图 1 断开变频器的 EMC 螺钉 

2.输入电源缺相

或输入电源电压

降低太多 

观察三相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3.输入电源接线

端子松动 

旋紧输入接线端子螺钉 

4.输入电源上的

开关触点老化 

检查空气开关、接触器 

17、E19 电流检测电路异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驱动板或控制板检测

电路损坏 

寻求技术支持 

18、E20 失速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减速时间设置过短 延长减速时间 

减速停车能耗制动异

常 

1.内置制动单元产品，检查

F15.30=1启动内置制动单元 

2.检查制动电阻接线 

3.检查外接制动单元接线 

负载太重 检查电机是否被别的负载带动无

法停止 

19、E21 PID 反馈断线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PID 反馈断线 查看反馈线路是否断开 

PID 反馈端子损坏 检查反馈输入端子是否损坏 

反馈用传感器异常 检查传感器是否工作异常 

PID 反馈断线保护检测

值设置不当 

1.PID反馈大于上限值 F09.24，增

大 F09.24 

2.PID反馈小于下限值 F09.25，减

小 F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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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 PID 反馈断线检测时间

F09.26 

20、E22 编码器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编码器与 PG

卡之间的线没有

接好 

2.编码器线数参

数与实际不符合 

1.设置 F00.01=0(V/F 控制),给定 1 挡

速，空钩状态上下行各运行一次，查看

F18.02（PG 卡反馈频率）是否等于

10.00Hz（1 档速） 

2.按照电机铭牌，现场核对电机参数

（F01.01~F01.06)，编码器参数

（F01.24=0，F01.25=1024）,核对完成

后做静止自学习 

3.检测 PG 卡和编码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3.PG 卡未装好 检查 PG 卡是否插好 

4.现场干扰 尝试拆掉 PG 卡上的 PE 接线 

5. PG 卡损坏 更换 PG 卡 

6.编码器损坏 更换电机编码器 

21、E23 键盘存储器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干扰使存储器读写错

误 

按 STOP/RESET 键复位，重试 

键盘内部存储器损坏 寻求技术支持 

22、E24 电机参数辨识异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参数辨识过程中按

了 STOP/ RESET 键 

按 STOP/RESET 键复位故障 

2.未接电机做辨识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接线 

3.旋转自学习电机未

脱开负载。 

旋转自学习电机要脱开负载，若带载

自学习选择静止自学习（F01.34=1） 

4.电机故障 检查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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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25 电机超速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编码器线数

F01.25 设置不对 

1. 正确设置编码器线数(F01.25) 

2. 设置 F00.01=0(V/F 控制),给定低速，

运行一次，查看 F18.02（PG 卡反馈频

率）是否等于设定的低速 

未接 PG卡 接上 PG卡或者换为 V/F 控制 

AB 相序 F01.27

不对 

交换编码器 AB 相序的接线 

由于负载过大造

成电机实际速度

比变频器给定速

度大或者负载将

电机拉反了 

将负载减小或者换大一档的变频器和电

机 

24、E26 掉载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出现了掉载情况 检查机械设备工作情况 

掉载保护参数设置不

合理 

合理设置掉载检测水平 F07.22 和

检测时间 F07.23 

未接电机，或电机不匹

配 

检查接线，更换匹配的电机 

25、E27 累计上电时间到达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变频器维护保养时间到 请联系经销商安排技术支持 

26、E28 累计运行时间到达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变频器维护保养时间到 请联系经销商安排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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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30 制动器传感器异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当 F20.17=2 启

动制动器反馈功

能时，未在设定

时间内收到制动

器反馈信号 

1.增加反馈时间 F20.08=1.50s，

F20.13=2.0s 

2. 设置 F20.17=0（该方法最有效，但是

此时不进行制动器反馈检测）                      

当 F20.17=2

时，变频器未运

行，制动器闭合

反馈信号异常 

1.通过变频器的数字输入端子状态查看，

正确的反馈状态为：起升变频器未运行

时，F18.22=00100，起升变频器运行后

F18.22=01000。其它状态为异常，请检查

制动器反馈相关线路 

2. 设置 F20.17=0（该方法最有效，但是

此时不进行制动器反馈检测）   

28、E32 启动检查异常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制动器磨损或者故障，导致开闸

时间达到后，没有达到设定的开

闸电流门限 

检查制动器是否磨损，调

紧制动器 

29、E33  CANopen 通讯超时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1.通讯接线异常 检查 CAN 通讯卡接线是否正确 

2.CAN 通讯卡受

到干扰后离线 

1.通信使用双绞线接线 

2.尽量保证通讯线与功率线路分开走线； 

3.CAN 通讯卡损

坏 

寻求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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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43 断料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收卷或放卷断料 1.线速度输入方式是否正确 

2.校准最大线速度 

3.检查卷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收

卷或者放卷初始卷径是否正确 

4.卷径计算相关参数 F23.53、

F23.54、F23.55、F23.57、F23.58 是

否合适正确 

5.检查 F24.19、F24.10 是否合适 

31、E44 排线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排线检测端子有效时

间过长 

检查传感器是否能正常动作 

排线检测端子无效时

间过长 

检查端子是否能正常判断闭合断

开 

32、E57 管网超压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供水应用中管网超压

保护动作时间过短 

增加 F09.42 超压保护动作时间 

供水应用中反馈压力

过大 

1.检查传感器是否有异常。 
2.检查模拟端子是否能正常检测
模拟输入 
3.管网超压 

33、E76 输出对地短路保护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输出对地短路 1.检查输出线缆是否破皮 

2.检查电机绕组是否对外壳击穿 

3.排除故障后复位 

逆变模块损坏 寻求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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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81 编码器线数故障 

故障/保护原因 对策 

编码器线数设定错误 1.检查电机编码器类型 F01.24 是

否正确 

2.检查电机编码器线数 F01.25 是

否正确 

电机编码器接线错误 检查电机编码器接线是否正确 

其它故障/保护，请寻求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