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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动机的检修模式

为了提高电动机的综合运行效率，需要判断电动机

的维护方式，了解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及时处理机

械故障，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电动机在故

障时会显示出异常运行状态。出现异常症状时，计算

机的健全性维修过程信号也会相应改变。在检修设备

时，应及时发现机械设备异常状态，更准确地判断设备

故障原因，保证电动机稳定运行。在进行电动机运行

状态检测时，需要科学的模型检测和诊断技术的应用。

设计和规划测试步骤，以确保机械设备始终正常工作。

更准确地监测设备异常运行，重点关注故障情况，提

高机械设备来改进优化管理效果。制定电动机定期检

查管理方案，首先要准确判断设备检查时间，保证设

备使用和维护效率。在规划控制项目时，必须明确规

定设备维护目标，以确保稳定的生命周期和高质量的

运行结果。电动机运行管理系统的修订和电动机运行

方式的测试，需要建立综合管理系统、设备测试系统

和故障排除系统，以便更好地检测电动机的异常运行。

2    工程实例

神华天津国华盘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盘

电）#2 增压风机电动机 2008 年 6 月 9 日投入运行，到

跳闸时共运行 380h，电动机型号为 YKK900-8 ，功率

4300kW，额定电压 6000kV，额定电流 489A，转速为

747r/min，绝缘等级为 F 级绝缘，冷却方式为空空冷却，

防护等级为 IP54。2008 年 6 月 26 日 00:19 脱硫集控室

CRT 画面发出 SOE 报警，#2 增压风机掉闸，引发开关

柜差动保护动作。#2 增压风机、#1 润滑油、#1 液压油

泵跳，切为 #2 泵运行。旁路挡板快开，将 #2 增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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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源开关 OBK02-02 停电，测开关、电动机绝缘相

对地 8MΩ，相间 0。打开电动机接线盒后内部有大量

烟气，并带有大量焦煳味，测量电动机相间绝缘 AC 为

0.64ΜΩ，BC 为 640ΜΩ，AB 为 840ΜΩ。

3    电动机运转中的常见故障

3.1    电动机启动故障

如果电动机已经发生故障，那处理起来就十分困难

了，不仅费心费力还不一定能修好。因此应尽量在故

障形成前防患于未然，出现故障及时消除，积累经验

并总结。现对三个电动机的缺陷分析及处理介绍如下。

主要原因是电动机启动故障或短路。因此，在电动

机故障时，通常需先对电动机启动进行故障排除，然

后再对电动机的内部绕组进行故障排除。对电动机内

部部件进行故障排除时，工人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各

线圈的电阻，以确定电动机内部故障位置，提高维修

效率和精度。

3.2    电动机机械故障

一般电动机的机械故障表现主要包括轴承异常振动

过热引发的故障，或者是电动机损坏故障等，其中以异

常振动故障最为常见。导致该故障的原因主要是电动

机转动过程中定子和转子之间的空气间隙较小，因此

容易出现相互摩擦和碰撞，引发异常振动问题。当出

现该种类别的故障时，应当迅速查找出现振动的区域，

才能够做到对于故障的及时排除和维修。振动故障带

来的危害主要包括噪声污染以及导致电动机承受过多

的负荷，很有可能出现寿命缩短或者是内部零件损坏

等问题，危害极大。

3.3    电动机电气故障

电动机电气故障通常由定子线圈反转、断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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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不平衡和转子断裂引起，其中定子线圈反转和断

相运行是造成电动机电气故障的最重要因素。当电动

机定子线圈连接到头部、尾部时，电动机启动后，可

能会出现转速下降、电流不稳定、剧烈振动、温升过

快等情况。如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线圈很容易被烧毁。

定子线圈分离，通过系统中配置单个热继电器来组装过

载保护的方法虽然可以避免异步动机的单一运行，但

由于热继电器的动作值不能进行高质量的调整，线圈

的引线容易被折断，导致电动机过热。遇到严重危险时，

电动机直接燃烧。

4    电动机故障的诊断方式

4.1    借助感官功能诊断电动机故障

靠人的感官诊断分析交流电动机的故障，是一种实

用技术。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只要认真摸索、总结，就

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电动机运行时，可以直观地判断是

否存在振动超标，如果有这种现象，需要立即关闭电源，

以便更深入地检查。电动机运转时，可以听到电动机

运转部位发出的声音是否异常，如果确定存在声音异

常的现象，立即关闭电源，以便进一步检查。电动运

行时，可以用手摸电动机外壳，确定电动机是否过热，

如果确定存在发动机过热现象，应立即关闭系统电源，

以便进一步检查。电动机运转时，嗅闻是否有异常气味，

如绝缘挥发气味及焦煳、油烟气味，如果发现这种情况，

则必须立即关闭电源，以便进一步检查。

4.2    借助信号处理诊断电动机故障

随着信息技术在电动机中的应用，日常运转过程中

已经能够实现数字字母以及图形等信号的转换，有利

于操作人员对于设备状态的直观分析和处理，用于对

电动机故障位置进行快速准确判断，保证维护工作的

及时性。并且操作运行人员还可以通过相关信息针对

风险进行预测，提前实施保护，能够有效避免各类故

障的出现。目前关于电动机信号的分析方法一般有时

域信号分析法、频域信号分析法等。

4.3    借助智能系统诊断电动机故障

使用智能系统针对电动机的故障进行诊断是近几年

新兴的技术手段，主要原理是借助信息技术展开电动

机设备的智能自动化诊断过程。在大数据技术以及云

计算技术的支持之下，通过模拟人类思维逻辑的方式，

借助信息收集分析实现对故障的排除，并给出相应的修

复建议。大幅度提高了关于电动机故障诊断的准确率，

现阶段已经将智能诊断系统和电动机的工作数据进行

连接，目的在于形成关于电动机故障的数据库，方便

各项数据的收集和比较，能够实现对于各种故障发生

原因以及位置的准确判断。但是使用该种方法进行诊

断的缺陷在于对于新出现的故障类型的识别效率不高，

这是因为在数据库中缺少对于新故障的数据记录。

4.4    拆卸检查零部件问题

针对电动机进行拆卸，目的在于仔细观察各部件

的磨损情况，如果发现有破损问题，应当针对破损程

度进行判断，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应对。例如，零件

更换或者是维修，同时还需要关注轴承滚动体内外钢

圈包括其他零部件的完整性，仔细检查是否存在腐蚀

痕迹或者是裂痕，如果轴承出现较为严重的磨损情况，

应当及时进行更换。

5    电动机机械常见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5.1    定子和转子铁芯故障检修

定子和转子由互相分离的硅钢片组成，它们是电动

机的磁性部分。造成定子和转子铁芯损坏的原因主要

有：（1）人为装配操作失误而导致定子和转子之间存在

摩擦，导致铁芯表面损坏引发短路问题；（2）在进行拆

除过程中用力过大导致反向差，无法向外侧打开，可

以采用钩钳、木槌工具重置便槽，同时需要在硅片之

间添加绝缘材料；（3）湿度过大会导致铁芯表面生锈问

题，在进行清洗之后还需要使用砂纸进行研磨，并涂

抹绝缘漆进行保护。

5.2    转轴故障检修

轴弯曲如果曲率不大，可通过磨削轴直径和定位环

来修复；如果曲率大于 0.2mm，则可将轴置压机下方，

施加压力并在曲线处进行修正，且轴表面可通过车床

进行切割和抛光；如果曲率太大，则需要更换新轴。当

轴的横向裂纹深度不超过轴直径的 10% ～ 15%，且纵

向裂纹不超过轴长度的 10% 时，可通过楔体修复，然

后优化到所需大小。如果轴裂纹严重，则需要更换新轴。

5.3    机壳和端盖的检修

如果外壳和盖子上有裂纹，则必须用设备修复。如

果轴承孔间隙过大，则可以使用冲头均匀地磨出轴承孔

壁，然后将轴承推入接合端。对于大功率电动机，轴

承所需的尺寸最终可以通过镶件进行加工。

6    电动机缺陷分析及处理方法

通常电动机发生故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

行维修，并且存在一定的概率维修不好。故此关于电

动机故障的处理应当以消除缺陷为主，通过日常良好

的养护实现对故障的有效预防，一般而言关于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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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陷处理包含以下几种方法。

6.1    脱硫氧化风机电动机缺陷分析及处理方法

（1）事件概述。某火电厂脱硫 A 氧化风机电动机

在检修期间发现 B 接线柱压接处有发热变色现象，温

度测试贴显示已经超过 70℃。随后对直流电阻进行测

量，发现直流电阻不合格标准要求。

（2）处理方法。对 A 氧化风机电动机进行拆解，

拆除电源接线柱引线后，重新对接点进行压接制作，最

后安装测试符合要求。

6.2    磨煤机电动机缺陷分析及处理方法

（1）事件概述。某电厂 3D 磨煤机电动机后轴承运

行中有异音。

（2）处理方法。对 3D 磨煤机电动机进行拆解，拆

除后发现后轴承已损坏，更换同型号轴承。

7    提高火电厂电动机故障处理质量的有效措施

考虑到火电厂日常运行过程中会涉及较多电动机

的投入使用，并且电动机本身承受着较大的运行负荷。

出于预防故障以及保证系统运行稳定性的考虑，有必

要运用状态检修的方式，实时把握电动机的运行情况，

落实日常养护工作，做到对故障和缺陷的有效预防以

及处理，避免故障的发生。

7.1    加强电动机运行状态的监控

主要是运用监控设备，针对电动机的运行状态进行

实时监测，监控设备能够获得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对应的

电压，电流温度以及振动等多项数据，通过记录和统

计的方式获得较为完整的电动机运行数据，以此作为

电动机运行状态的参照依据。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往

往会出现上述数据的变化，能够及时对异常情况进行

发现和处理，避免异常情况的加重演变为严重的故障。

7.2    合理制定检修方案

通过对电动机运行状态的监控，能够对电动机的运

行情况更加了解，在进行检修和故障处理时借助监测

设备得到的电动机运行状况数据，对电动机的运行情

况进行分析，随后根据电动机的异常或者是故障情况

具体表现，制定对应的检修方案。一般而言，关于电

动机温度过高的检查和处理方法如下：首先，针对变压

器的分接接头进行改变和调整，或者是更换更粗的电压

线，也可以采用减轻负载的方式来防止温度的升高；其

次，部分情况下可以通过工作环境的通风改善，或者

是使用润滑油，达到降温的效果；最后，更换轴承。通

过上述方案能够实现对故障的快速分析以及处理，并

结合监控数据，做到对于解决方案的实时调整，以保

证检修工作的质量。

7.3    科学规划检修周期

由于火电厂的电动机需要保持持续运行，必然会

面临较为严重的磨损或者老化问题。因此，除了日常

必要的检修工作之外，还应当对于一些常见的故障类

型进行重点关注。例如，轴承温度的异常升高或者是

振幅异常等情况，需要着重进行检修，重点部位的检

修周期应当适当缩短，能够实现对于各种故障的有效 
预防。

8    结语

由于电动机故障产生的影响较大，除了影响相关系

统的运行安全，也会对火电厂的整体经济效益产生负

面影响。考虑到电动机所处的运行环境较为复杂，表

现出的故障类型较多。因此，有必要把握电动机常见

故障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处理办法，随后针对电动机的

缺陷采取妥善的应对措施，以降低故障发生率，确保

对于运行中的电动机状况的准确把握，为电动机本身

的安全稳定运行以及火电厂的生产稳定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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