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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梯一体化控制器快捷调试说明书 

一、调试流程 

1、 按照随机图纸连接电源线、电机线、抱闸线以及制动电阻线。 

 

图 1 

2、 安全回路封线。为了保证前期安装开关时能检修运行，允许安全回路封线（接

触器 KJT-A2 或 TB2-A18与空开 F4-2 封线），调试完成后务必拆除封线。 

3、 设置参数。按照主机铭牌设置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参数：功率 F5-03、额定转速

F5-04、额定电流 F5-08，空载电流 F5-09（按额定电流的 1/3 设置）。以上参数

设置完后，如果出现 ER00（安全回路检测点异常）则需调整输入类型 F3-00，

观察主板 x9 ~ x25 输入灯，灯亮设置 ON，灯灭设置 OFF。设置完毕后保存参数。 

4、 检修运行，安装开关及传感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光电对射开关；钥匙盒开

关；梯级缺失传感器；扶手带测速传感器；齿轮测速传感器。 

 光电对射开关安装：上下出入口各装一套对射开关； 

 钥匙盒开关：上下各安装一个； 

 梯级缺失传感器：上下各装一个，感应梯级边沿，安装距离 2~4mm，如

图 2：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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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手带测速传感器：左右扶手带滚轮各装一个，每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

滚轮如果是非金属材质需要在表面固定金属物，如果是金属材质可挖空

部分金属，截面应与传感器感应头截面大小相近，孔深至少 3mm。传感器

安装距离 1~3mm，如图 3： 

    
图 3 

 主齿轮测速：两个接近式开关安装在两个不同的轮齿上相位相差为 90°，

安装时一个对准齿峰，另一个对准齿峰间距的 1/4处，开关之间允许有

多个齿峰，但要尽可能指向齿轮的轴心。安装间距不超过 5mm。如图 4： 

  
图 4 

安装完成后为了验证安装质量，可通过手操器查看：在检修状态下运行

电梯，监视菜单中查看操作器中的 AB相位差，逐步调整 l的大小使操作

器中显示 AB两相相位差上行在 10%~40%范围（25%最佳），下行在 60%~90%

范围（75%最佳）。传感器位置调好后上下运行都显示 OK，否则显示 ERR，

如图 5：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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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修运行时给定方向与实际不一致可调整 F6-03参数，如果两个钥匙盒箭头方

向都不正确可调整 F1-06参数，如果只有一个不正确可将内部设置跳线移除。 

安装限位开关，完成后拆除封线，如果安全回路不导通，按照随机图纸查找原

因，直至安全接触器吸合，主板 X9~X25以及 X29点亮。然后恢复 X9-X25输入

类型为 ON，最后验证每个安全开关是否可以切断安全回路。 

6、 调试安全电路板。 

 如果无闸臂反馈需要将安全电路板的 J12-5与 J12-6 短接； 

 按实际设置主齿轮直径和主齿轮齿数； 

 设置扶手轮直径，实际设置值=扶手轮直径/扶手轮检测点； 

 快车运行时如果报 E-02，对调测试开关； 

 报 E-03，E-04扶手带异常，运行时观察 X13，X14是否闪烁。如果正常

闪烁，检查扶手轮直径设置参数； 

 报 E-05，E-06梯级缺失故障，运行时观察 X15，X16 是否闪烁，如果正

常闪烁，按实际调整梯级宽度； 

 以上参数修改完成后需要手动保存。 

7、 快车运行。 

 测试入口处光电开关有效后能否顺向加速，如果顺向不加速且反向入口

有效加速，则对调主板 X5，X6 输入；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节能时间，参数 F2-07，默认 60秒后节能； 

 测试上下部启动与停止。 

8、 模拟故障。 

 超速故障：扶梯最高速度一般为 0.5m/s，为了实现超速故障只能降低保

护值，即给定速度由 0.5m/s降低至 0.3m/s，安全板检测实际梯速大于

0.3m/s 即为超速故障，安全板显示 E-01故障码； 

 逆行故障：调换两个齿轮测速传感器的信号，调换 GU4 和 GU5两个插件

即可实现，电梯启动后模拟出逆行故障，安全板显示 E-02故障码； 

 梯级缺失故障：拆除一个梯级或者运行时切断梯级传感器信号。上梯级

缺失显示 E-05，下梯级缺失显示 E-06； 

 扶手带速度异常故障：运行时切断扶手带传感器信号，安全板报故障，

数码块显示 E-03左扶手带故障或 E-04右扶手带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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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体机逻辑侧故障代码说明及处理方法 

表 1 逻辑侧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说明 处理方法 

01 安全回路接地保护故障   检查电源输入线路。 

02 驱动链断开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驱动链部分，若驱动链断，更换驱动链。 

03 左右梯级链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梯级链部件，损坏应更换。 

04 左右下梳齿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下梳齿部件，损坏应更换。 

05 左右下出入口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下出入口部件，损坏应更换。 

06 左右下围裙板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下围裙部件，损坏应更换。 

07 下部停止/下控制箱急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下部停止或者急停部件，损坏应更换。 

08 下前沿板/下检修插座 
检查输入线路和下前沿板或者检修插座部件，损坏应更

换。 

09 下部梯级下陷 检查输入线路和下部梯级部件，损坏应更换。 

10 上部梯级下陷 检查输入线路和上部梯级部件，损坏应更换。 

11 
上前沿板/上控制箱检修

插座 

检查输入线路和上前沿板或者上控制箱检修插座部件，损

坏应更换。 

12 上部停止/上控制箱急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上部停止或者上控制箱急停部件，损坏应

更换。 

13 左右上围裙板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上围裙部件，损坏应更换。 

14 左右上出入口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上出入口部件，损坏应更换。 

15 左右上梳齿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上梳齿部件，损坏应更换。 

16 主机盘车开关/热敏故障 
检查输入线路和盘车开关或者热敏开关部件，损坏应更

换。 

18 PES安全保护故障 请查看安全电路板上的故障。 

30 
安全回路接触器线圈与反

馈触点不一致故障 

检查输入类型，输入线路和安全接触器，如接触器损坏，

应更换。 

32 抱闸与其触点动作不一致 
检查输入类型（X7），抱闸监测开关及接线，无此开关应

将抱闸反馈检测使能（Break，Feedback）设为 OFF。 

33 变频器运行故障 
检查变频器方向、使能信号及运行信号输出回路，检查变

频器相关参数设置。（注意扶梯为开环控制）。 

34 运行与其触点动作不一致 
检查输入类型(X3)，输入线路与运接触器,若运接触器损

坏，更换接触器。 

35 给定方向多故障 查找上向和下向输入电路。 

37 变频器故障 
查找变频器故障代码，确定原因。发生变频器故障时，变

频器掉电复位 2次，如仍有故障，变频主接触器掉电。 

40 休闲模式未设置休闲时间 请设置休闲时间。 

98 驱动侧程序锁定 程序升级后未解锁。请返厂或联系售后。 

99 逻辑侧程序锁定 程序升级后未解锁。请返厂或联系售后。 

注：扶梯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故障，立即停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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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体机驱动侧故障代码说明及处理方法 

表 2 驱动故障列表  

故障 

代码 
显示 名称及内容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DF1 UV 

欠压 

主回路直流母线电压
低于欠压保护设定值
（400V 级，母线欠压
保护值约 DC380V；
200V 级，母线欠压保
护值约 DC220V）。 

输入电源缺相，瞬时停电； 

输入电源的电压波动过
大； 

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
动； 

浪涌电阻未脱开； 

低压备用电源应急运行，
X18 信号无效。 

1.上电后报 UV 故障：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 

检查输入电源接线端子； 

检查主板与电源板的接线
件。 

2.空载上行正常，下行报故
障： 

检查浪涌电阻状态。 

3.应急时报故障： 

检测主板X18信号线是否正
常。 

4.系统掉电后报 UV 故障： 

每次掉电均记录 UV 故障，
正常。 

DF2 OV 

过压 

主回路直流母线电压
高于过压保护设定值
（400V 级，母线过压
保护值约 DC760V；
200V 级，母线过压保
护值约 DC410V）。 

输入电源电压过高； 

制动异常或无外接制动电
阻或制动电阻阻值失配； 

减速曲线过急。 

检查输入电源； 

检查制动电阻接线； 

检测制动电阻阻值； 

延缓减速曲线。 

DF3 OH 

散热片或驱动模块过
温 

检测到模块温度高于
预设值且持续一段时
间报故障； 

检测到模块温度低于
零度且持续一段时间
报故障。 

环境温度过高； 

周围有发热体； 

冷却风扇故障； 

当前温度低于零度； 

主板与电源板连线不良。 

降低环境温度； 

移开周围发热体； 

检查冷却风扇接线及风道； 

将 FX-21(负温度报警使能)

关闭； 

检测主板与电源的接插件。 

DF4 IF 

IPM 故障 

检测到驱动模块发生
严重短路故障，系统自
动触发硬件过流保护，
需先排查外围短路故
障，且不可直接重试。 

IPM 过流或短路； 

IPM 过温； 

IPM 控制电源异常（欠
压）； 

电机线粘连或对地短接； 

封星接触器触点动作异
常。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 

检查电机是否短路； 

否则请与厂家联系； 

检测封星接触器触点动作状
态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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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驱动故障列表（续）  

故障 

代码 
显示 名称及内容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DF5 OC 

过流 

控制器相电流瞬
时值超过了过流
检出值且持续时
间超过规定时限。 

输出短路（线间短路、电机
短路）； 

负载过大； 

曲线过急； 

编码器信号连接不良； 

电机参数和编码器参数设置
不正确： 

1.同步主机原点值不正确； 

2.异步主机滑差频率过大； 

3.主机极数设置不正确； 

4.编码器线数设置不正确； 

5.PI 调节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检查输出及电机是否短路； 

检查负载是否与一体机功率匹配； 

检查曲线是否过急，过急改缓； 

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连接正常； 

检查电机参数或编码器参数设置
是否正确： 

1.检查同步主机编码器原点值是
否正确； 

2.检查异步电机滑差频率是否正
确； 

3.检查电机极数是否正确； 

4.检查编码器线数是否正确； 

5.检查 PI 调节器参数是否不正确。 

DF6 CF 
CPU 故障 

控制器工作异常。 
电磁干扰过强。 请与厂家联系。 

DF7 OS 

超速 

电机速度反馈超
过最大速度限制
值且持续时间超
过规定时间。 

最大速度限制值及其持续时
间值设置不当； 

速度超调过大； 

编码器反馈不良； 

电机和编码器参数设置不正
确。 

检查最大速度限制值及其持续时
间参数设置； 

检查速度环 P、I 参数； 

检查编码器； 

检测电机和编码器设置参数。 

DF8 OE 

速度超差 

速度偏差过大，速
度超过偏差设定
值 [F9-03] 且持续
时间超过规定时
间。 

编码器不良； 

电机抱闸动作异常； 

电机和编码器参数设置不正
确； 

电机线序和编码器线序不对
应 

负载过大； 

曲线过急； 

偏差值及其规定时间设置不
当。 

检查编码器； 

检查电机抱闸开合状态； 

检查电机和编码器参数； 

调换电机线序或调换编码器 A+，
A-或 B+，B-信号线； 

检查机械系统，减轻负载； 

减缓曲线； 

调整其参数设置。 

DF10 FF 

闪存错误 

保存参数时，数据

错误。 

板载数据存储器工作异常。 请与厂家联系。 

DF11 BF 

基极封锁错误 

系统检测到基极
封锁有效时，接收
到电机运行指令，
不满足运行条件。 

外部基极封锁接线错误； 

基极封锁电平类型设置错
误。 

检查基极封锁端子接线； 

更改基极封锁电平类型设置。 

DF12 OL 

过载 

电机过载：电机电
流超过电机额定
值 150％且持续 

60S 或超过 200％
且持续 10S。 

控制器过载： 

电机电流超过驱
动器额定值 150％
且持续 60S 或超
过 200％且持续
10S。 

负载过大； 

控制器容量过小； 

电机容量不足。 

减小负载； 

更换适宜容量控制器； 

更换适宜功率的主机或适当提高
F5-08[额定电流]数值，提高电机过
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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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驱动故障列表（续）  

故障 

代码 

显

示 
名称及内容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DF13 MC 

控制器主回路 MC(接触
器)动作不良 

给出吸合命令，在规定
时间未吸合。 

主回路 MC 的接线不良或
损坏； 

FX-23[浪涌反馈类型]设置
出错； 

底壳电源板驱动电源异常。 

尝试断开再接通控制器电源； 

如连续出现此保护，则与厂家联
系或更换控制器； 

修改 FX-23[浪涌反馈类型 ]状
态； 

系统掉电，重新上电，查看故障
是否重复。 

DF14 BR 

制动故障 

系统检测到母线电压达
到制动范围时，制动管
持续打开，超过预设超
时时间。 

制动 IGBT 损坏或制动电阻
缺损； 

主板和电源板连接不良。 

检查制动电阻及其接线或更换
控制器； 

检查主板和电源板连接件。 

DF15 OF 

输出缺相 

系统检测到输出开路或
缺相后，不满足电机控
制条件。 

输出断线，输出端子松动；
电机绕组断线； 

系统检测过于灵敏，造成误
检出。 

检查输出线及其端子，检查电机
绕阻是否断线； 

通过设置 FD-21.BIT2 为 1，来取
消输出缺相检测。 

DF16 SCF 

停车时输出电流未阻断 

系统执行停车指令后，

检测到输出电流不为零

且持续预设时间。 

电梯控制柜工作异常； 

驱动控制器损坏。 

检查电梯控制柜接线； 

更换驱动控制器。 

DF17 SRF 

停车时溜车故障 

系统执行停车指令后，

检测到编码器反馈速度

不为零。 

抱闸力不足或编码器松动

及受干扰。 

调整抱闸，紧固编码器，消除或

阻断干扰。 

DF21 DF 

参数设置错误 

系统检测到电流额定电

流或电机空载电流或电

机滑差频率，电机极对

数，编码器线数设置异

常。 

参数设置错误，重点排查电

机额定电流，电机空载电

流，电机极对数，电机滑差

频率，编码器线数等。 

检查相关设置参数。 

DF22 SDF 

内部自检错误 

系统检测到不可归类到

常规故障号的故障类

型。 

厂家内部错误。 请与厂家联系。 

DF23 150 

电流采集传感器异常 

电梯起动时，系统检测

到电流传感器电流瞬时

值不在零点附近。 

主板和驱动电源连接不良； 

电流传感器硬件故障。 

检测主板和驱动电源板连线； 

请与厂家联系。 

DF24 151 

零速状态超时 

系统检测到电梯控制器

一直给定零速状态且超

过零速超时时间。 

电梯控制器速度给定异常。 
检查检修速度或额定梯速设置

是否合理。 

DF25 152 

主板内基极封锁故障 

驱动控制器检测到系统

有基极封锁信号且无法

进行故障复位。 

主控板板内控制部件之间

连线异常； 

主控板与电源板连线异常。 

检查主控板连线或更换主控板； 

检查主板与电源板排线是否连

接正常。 

 



一体机快捷调试使用说明书 

第 8 页 共 9 页 

表 2 驱动故障列表（续）  

故障 

代码 
显示 名称及内容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DF26 153 

负载补偿时序异常 

带称重装置补偿启动时，

系统检测到电机转动。 

电机抱闸力不足或提前开

闸时间过短。 

检测电机抱闸是否正常或系

统提前开闸时间是否设置过

短。 

DF27 154 

角度自学习失败 

系统检测到带载角度自学

习未能正常完成。 

带载角度自学习中途因故

障停止，未正确进行自学

习。 

排除角度自学习遇到的故

障，重新进行角度自学习。 

注：不可在带载角度自学习

失败前提下，强行起车，存

在飞车危险。 

DF28 155 

内部总线通讯异常 

系统检测到主控板内部通

讯存在异常。 

主控板内部控制器之间连

线异常； 

电梯控制器命令给定异常； 

主控板相关元件工作异常。 

更换主板，或是否存在强电

磁干扰或与厂家联系； 

检查主板或更换主板，排除

故障。 

DF29 156 

电机运行模式异常 

速度来源选择 F9-01 与当

前执行控制逻辑不匹配。 

F9-01[速度来源选择]设置

错误。 

当电梯正常运行时，需要确

认 F9-01=2。 

DF30 157 

底壳功率识别异常 

主控电脑板无法正确识别

底壳配置信息。 

主板与电源驱动板连接不

良； 

主板相关元件工作异常； 

电源板相关元件工作不良。 

检查主控板与驱动电源板之

间的连线是否正常； 

更换主板，排查故障； 

更换电源板，排查故障。 

DF31 158 

底层驱动通讯异常 

检测到板内底层驱动芯片

通讯异常。 

主控板部件之间连线异常。 

检查是否存在强电磁干扰或

与厂家联系； 

更换主板，排查故障。 

DF33 160 

起车前，反馈速度异常 

电梯在刚起车前，检测到

此时编码器反馈速度超

限。 

编码器信号异常； 

电机抱闸力不足或抱闸已

打开。 

检测编码器 A 与 B 信号是否

正常； 

检测电机抱闸。 

DF34 161 

系统在进行抱闸力侦测

时，检测到编码器反馈位

移值过大 

抱闸力不足或抱闸已打开； 

编码器反馈信号异常。 

检测抱闸是否正常； 

检测编码器信号是否正常。 

DF35 162 

安全保护时，电机蠕动位

移过大 

在系统进行安全保护状态

时，检测到编码器反馈位

移值过大。 

抱闸力严重不足或抱闸已

打开； 

编码器反馈信号异常； 

控制参数设置不合理。 

检测抱闸是否正常； 

检测编码器信号是否正常； 

安全保护的相关参数设置不

合理。 

DF36 163 

三相动力线输入缺相 

系统运行过程中，检

测到输入缺相； 

系统运行过程中，检

测到底壳驱动电源工作异

常。 

三相动力线缺相或三相相

电压幅值过低； 

查看故障记录是否存在 IF

故障，按照 IF 故障进行处

理； 

主板与电源板连接线不良。 

检测三相电源动力线是否缺

相； 

检测三相输出线是否发生短

路； 

检测主板和驱动电源板的连

接线是否牢固； 

使用 单相电源时 ，设置

FD-21.BIT0=1，屏蔽输入缺

相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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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驱动故障列表（续）  

故障 

代码 
显示 名称及内容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DF37 164 

三相输出线短路 

一体机三相输出线之间

或相对地，相对 N 线存

在短路故障。 

三相输出线相间短路； 

三相输出线相对地短

路； 

三相输出线相对 N 短

路； 

电机和控制器功率匹配

失衡。 

检测一体机三相输出线相间短路； 

检测一体机三相输出线对地短路； 

检测一体机三相输出线对 N 短路； 

检测电机和控制器功率匹配是否正

常，可通过 FD-21.BIT3=1，屏蔽该

故障。 

注：不建议屏蔽该保护功能，存在

驱动模块烧毁的风险。 

DF38 165 

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 

系统检测三相输出电流

和不在电流零区附近且

超过预设时间。 

三相输出线某一相对地

或对 N 短路； 

三相电流反馈通道存在

异常。 

检测一体机三相输出对N或对地短

路故障； 

检测电流的电流传感器反馈通道。 

DF39 166 

输出电压饱和 

系统运行过程中，检测

到一体输出电压已经饱

和。 

三相电源电压过低； 

电机额定转数与实际转

数不符； 

异步电机滑差频率设置

过低； 

异步电机负载过大。 

检测母线电压，排查电源； 

检测电机额定转数是否与铭牌一

致； 

微调异步电机滑差频率； 

检查电梯平衡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