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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Easy-con 中分永磁变频门机是一种采用永磁同步电机驱动、无级调速变频控制的门驱动系统，

能达到最佳的开关门速度曲线，高效、可靠、操作简单、机械震动小，Easy-con 中分永磁变频门机

适用于净开门宽度为（700~1200）mm的门系统。 

主要有以下特点： 

1  同步电机转角自学习(静态) 

2  门宽自学习 

3  自动开关门演示 

4  故障报警及自动保护功能 

5  夹入检出可选择功能 

6  故障记忆功能 

7  同/异步门刀选择功能 

1.1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220V±20%； 

b)  变频器: 

        额定频率：50/60Hz； 

        额定电流：2.5A； 

        最大电流：5.0A 

        输出电压：0～220V； 

        输出频率：0～50Hz 

c)  电机： 

额定电压：AC100/125/125V； 

额定电流：0.73/0.94/1.35A； 

额定转速：180r/min； 

额定转矩：2.3/3.5/5.0N·m；  

额定功率：43.5/66/94.5W 

d)  编码器： 

采用 360°范围内的无接触式、高分辨率、旋转位置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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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12 位绝对值输出 

输出接口：同步串行接口（SSI） 

工作温度：-40℃—125℃ 

采用屏蔽电缆 

1.2  工作条件 

a)  海拔高度  1000m以下，100%额定电流输出； 

              1000~2000m ，95%额定电流输出； 

              2000~3000m ，85%额定电流输出； 

b)  运行地点的最湿月平均最高相对湿度为 95%，同时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不高于25℃； 

c)  供电电压相对于额定电压的波动应在±15%的范围内； 

d)  环境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与易燃性气体及导电尘埃存在； 

1.3  工作原理 

Easy-con 中分永磁变频门机以永磁同步电动机为动力，采用同步带传动，通过变频无级调速控

制技术来控制开关门动作。同步带传动带动门挂板运动，轿门与挂板连接，从而控制轿门的开、关门动

作。 

当配置摆臂式异步门刀时：摆臂式异步门刀安装在轿门上，可动刀片的凸轮柄与摆臂连接。当轿

门动作时，可动刀片的凸轮柄在摆臂作用下使可动刀片向固定刀片合拢，夹紧层门锁钩的滚轮，打开层

门门锁装置，从而带动层门运动；门运动过程中，门刀始终夹紧滚轮；关门到位后，门刀在摆臂作用下

张开，松开滚轮使锁钩锁住层门，此时轿厢可离开层门。 

当安装同步门刀时：同步门刀安装在门机挂板上，在轿门动作时，两扇刀片在同步带的作用下同

时夹紧层门锁钩的滚轮，打开层门门锁装置，从而带动层门运动。门运动过程中,门刀始终夹紧滚轮，

关门到位后，在门刀附件作用下张开，此时轿厢可离开层门。 

当安装一体式防扒异步门刀时：门刀安装在门机挂板上。其中可动刀片通过连杆和连杆轴固定

在门刀底板上，同时可动刀片上装有滚轮组件，轿门动作时，可动刀片的滚轮组件在门刀附件的作用下

使可动刀片向固定刀片合拢，夹紧层门锁钩的滚轮，打开层门门锁装置，从而带动层门运动；门运动过

程中,门刀始终夹紧滚轮，关门到位后，异步门刀的滚轮组件在门刀附件作用下张开，松开滚轮使锁钩

锁住层门。其中防扒工作原理是：一体式防扒异步门刀的防扒门刀通过连接臂和轴固定在门刀底板上，

同时防扒门刀上装有防扒钩子，关门及平层状态时，由于防扒门刀和防扒附件中的滚轮的作用，防扒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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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防扒附件上的钩子处于脱离状态，门机可以被打开。在门机打开的过程中，在厅门门头上装有的解

锁滚轮组件的作用下，防扒门刀一直随门机挂板作水平平移运动，无垂直方向上的运动。但当在关门而

非平层状态时，在门机在外力（人为扒开）作用下，轿门被逐渐打开，在此过程中防扒门刀在门机挂板

的水平平移运动和自身的重力的作用下有垂直运动的过程，此时防扒门刀上的钩子与防扒附件上的钩子

逐渐啮合，最后当门板被扒开一定距离时（小于 100mm），防扒门刀上的钩子与防扒附件上的钩子钩住，

门板将无法被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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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门机安装说明 

2.1  门机安装总图 

门机安装总图：见图 2-1、图 2-2、图 2-3 

 

图 2-1门机安装总图（摆臂式异步门刀、立柱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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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门机安装总图（一体式防扒异步门刀、直粱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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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门机安装总图（同步门刀、轿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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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门机的安装与调整 

2.2.1 门机安装支架的安装 

2.2.1.1 立柱安装   

将两个横杆分别通过固定螺栓安装在两个轿厢直粱上，并用调节螺栓将直粱顶住。将两个门机安装支架

分别通过紧固螺栓安装在两个横杆上，并将两个立柱的两端分别通过紧固螺栓安装在门机安装支架和轿底

平台上。见图 2-4  

                  

图 2-4门机横杆和立柱的安装 

2.2.1.2 直粱安装 

    将两个横杆用紧固螺栓分别安装在轿厢直粱上，并用调节螺栓顶住轿厢直粱。将两个拉杆的两端分别

用拉钩固定在横杆和直粱上，并用螺母固定。然后将两个门机安装板分别安装在两个横杆上，并用紧固螺

栓固定。见图 2-5 

 
 
 
 
 
 
 
 

 
 
 

图 2-5门机横杆和拉杆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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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轿顶安装 

      将门机轿顶安装支架通过紧固螺栓固定在轿顶的 C型槽上。见图 2-6 

 
 

 
图 2-6门机安装支架的安装（轿顶安装） 

2.2.2 Easy-con 门机的安装和调试 

     预先将连接螺栓装入门机门头的安装孔上，然后通过连接螺栓将门机与门机安装支架连接。安装完毕

后调整门机位置，要求门机导轨与轿门地坎平行，并用线锤保证门机的垂直，必要时可用塞片调整平行度，

平行度、垂直度要求偏差不大于 1mm.。同时调整门机中心与轿厢出入中心，使两者一致；调节门机高度，

确保门板的安装。见图 2-7门机立柱安装图、图 2-8门机直粱安装图、图 2-9门机轿顶安装图 

 
图 2-7门机立柱安装图 

门机轿顶安装支架 

连接螺栓 

连接螺栓 

连接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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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门机直粱安装图 

 
图 2-9门机轿顶安装图 

2.2.3 轿门板安装和调整 

2.2.3.1 轿门板的安装 

  先装门滑块，见图 2-10。然后调整偏心轮 

和门导轨的间隙。要求在 0.2~0.5mm. 

用塞尺测量。见图 2-11 

 

 

 

 

 

图 2-10门滑块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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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挂板下靠轮的调整 

安装轿门板 

 

 

 

 

 

 

 

图 2-12轿门板安装 

2.2.3.2 轿门板的调整 

1. 用线锤检查并调整门板的垂直度，使门板上下的差别在 1mm以内。见图 2-13轿门板装配主视图 

 

 

 

 

 

 

 

 

 图 2-13轿门装配主视图                      图 2-14轿门装配侧视图 

2. 轿门门扇下端与地坎面的间隙为 3-6mm，轿门扇与小旁（轿厢前壁）间隙为 4-6mm(两边间隙相

差不大于 1mm);见图 2-14轿门装配侧视图。 

导轨 

下靠轮 

门机 挂

垫片 

轿门板 

轿厢前壁 

轿门板 

轿门地坎 

a’-a ≤1mm.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ÿ   ÿ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1  

3. 门扇之间的间隙不大于 2mm，即 a、a’≤2mm..且上下均匀,要求 a’-a ≤0.5mm.。见图 2-15轿门装

配主视图 

4. 中分门合拢时两门面的共面度不大于 1mm.。见图 2-16轿门装配俯视图 

 

 

 

 

 

 

 

          图 2-15轿门装配主视图                                 图 2-16轿门装配俯视图 

5. 调整完毕后，上紧所有螺钉，用手推动轿门，确保轿门灵活滑动自如。 

6. 当轿门全开时，轿厢前壁与轿门应齐平。 

2.2.4 门刀的安装调试 

2.2.4.1 摆臂式异步门刀安装  

 摆臂异步门刀安装在轿门板上，见图 2-17，连杆的一端与门刀曲柄连接，另一端与门头连接，且门刀转动

部分及摆臂应转动灵活。 

安装要求： 

a.门刀与厅门地坎的间隙为 5-10mm(注意门刀 

与上坎罩壳的间隙)。 

b.门刀与厅门锁滚轮的咬合量为 7-9mm, 在平 

层处，门锁滚轮在门刀两刀片居中位置，电 

梯运行时滚轮与刀片不相碰. 

c.门刀垂直度在 0.5mm以内，轿门完全关闭 

时两刀片间距为 70-72mm。 

d.门刀与门扇的固定处加 6mm的定位螺丝， 

门刀不能打磨过。 

e.门刀与提刀块无撞击现象，门刀坑与提刀 

块位置合适. 

图 2-17摆臂式异步门刀的安装 

左轿门 右轿门 

a’≤2mm； 

a≤2mm； 

a’-a ≤0.5mm. 

轿门板 

摆臂异步门刀 

门机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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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防扒异步门刀的安装  

    防扒异步门刀通过紧固螺栓安装在门机挂板上，见图 2-18 

 

 图 2-18防扒异步门刀的安装                          图 2-19防扒叶片的装配 

安装要求： 

1.门刀与厅门地坎的间隙为 5-10mm(注意门刀与上坎罩壳的间隙)。 

2.门刀与厅门锁滚轮的咬合量为 7-9mm, 在平层处，门锁滚轮在门刀两刀片居中位置，电梯运行时滚轮与刀

片不相碰. 

3.门刀垂直度在 0.5mm以内，轿门完全关闭时两刀片间距为 70-72mm。 

4.门刀与提刀块无撞击现象，门刀滚轮与提刀块位置合适. 

5.关门到位时，止动滚轮（安装在厅门挂板上）与防扒开叶片的相对位置如图 2-19所示，且叶片处于抬起

状态（叶片在关门过程中，叶片上的滚轮在门机上的支架作用下抬起），需确保止动滚轮和叶片距离大于

5mm。此时，叶片上的支架与门机上的支架相互脱离。 

6. 电梯在平层状态时，当轿门在手动扒开状态时，叶片开始随着两摆杆向门的中心位置偏转下移，止动滚

轮开始和叶片接触，此时，虽然叶片往下移，但由于止动滚轮的作用，确保叶片上的支架与门机上的支架

相互脱离。 

7.当电梯在非平层状态时，当轿门在手动扒开状态时，叶片开始随着两摆杆向门的中心位置偏转下移，这

时，如果门板继续被扒开，叶片上的支架 将与门机上的支架扣在一起，使门不能被打开。 

 

 

防扒异步门刀 

门机挂板 

紧固螺栓 

防扒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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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 同步门刀的安装 

     同步门刀通过紧固螺栓安装在门机挂板上，见图 2-20 

 

                                                      图 2-20同步门刀的安装 

2.2.5 门保护走线 

2.2.5.1 安全触板走线 

 
当门机装有坦克链时，安全触板走线按图 2-21；当门机无坦克链时，安全触板走线按图 2-22。 

 

图 2-21安全触板走线(有坦克链)          图 2-22安全触板走线(无坦克链) 

 

安装要求： 

a.门刀与厅门地坎的间隙为 5-10mm(注意门刀

与上坎罩壳的间隙)。 

b.门刀与厅门锁滚轮的咬合量为 7-9mm, 在平

层处，门锁滚轮在门刀两刀片居中位置，电

梯运行时滚轮与刀片不相碰. 

c.门刀垂直度在 0.5mm以内，轿门完全关闭时

两刀片间距为 70-72mm。 

d.门刀与提刀块无撞击现象，门刀坑与提刀块

位置合适. 

挂板 
同步门刀 

紧固螺栓 

套管 
套管 

接控制回路 接控制回路 
接控制回路 接控制回路 

II 

I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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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线要求： 

1.电缆线在轿门上用倒拉式扎带扎紧；按图 2-21或图 2-22走线； 

2.对于图 2-22中Ⅰ、Ⅱ位置处的电缆线，为防止在频繁的开关门过程中电缆芯线被折断，要先用套管（要

求是软管，可采用类似三芯电缆线的外套管）或胶布保护后，再用扎带固定，固定时不要扎的太紧，只要

保证开关门过程中，电缆线在该处不会移动即可； 

 

3. Ⅰ到Ⅱ之间的电缆线圆弧长度，以能保证关门到位时有一定的余量即可，如果过大，容易造成电梯上下

运行时电缆线被勾断； 

2.2.5.2 光幕走线 

当门机装有坦克链时，安全触板走线按图 2-23；当门机无坦克链时，安全触板走线按图 2-24。 
 
 

 

图 2-23光幕走线(有坦克链)          图 2-24光幕走线(无坦克链) 

 

光幕安装要求： 

1.光幕的下端面与固定支架的下端面齐平，光幕固定支架的下端面到轿门板下端面的距离应大于 10mm；两

接控制回路接控制回路 

接控制回路 接控制回路 

套管 
套管 

II 

I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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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光幕在门关闭时距离应保持应保持 10－20mm;光幕所有装配孔都应和门扇固定。 

2.光幕线沿门板加强筋用倒拉式扎带扎紧，并连接到轿顶光幕接线盒。 

3.光幕安装完必须接地，接地线用螺钉与轿门连接，并与轿顶接地线回通。 

光幕走线要求： 

1.对于图 2-24中Ⅰ、Ⅱ位置处的电缆线，为防止在频繁的开关门过程中电缆芯线被折断，要先用套管（要

求是软管，可采用类似三芯电缆线的外套管）或胶布保护后，再用扎带固定，固定时不要扎的太紧，只要

保证开关门过程中，电缆线在该处不会移动即可； 

 
2. Ⅰ到Ⅱ之间的电缆线圆弧长度，以能保证关门到位时有一定的余量即可，如果过大，容易造成电梯上下

运行时电缆线被勾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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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气调试 

3.1 变频器的接线方式 

3.1.1  配 DO/DC信号的系统 

变频器输入输出口端口如图 3-1所示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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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配 RSL信号的控制系统 

变频器输入输出口端口如图 3-2所示 

图 3－2 

3.1.3 输入输出口定义和说明 

如表 3－3和 3－4所示 

输出口： 

端子名称 端子定义 

P1-1 输出继电器的公共端 

P1-2 开到位的常开点输出 

P1-3 开到位的常闭点输出 

P1-4 关到位的常开点输出 

P1-5 关到位的常闭点输出 

P1-6 故障信号的常开点输出 

P1-7 故障信号的常闭点输出 

                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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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口 

 

端子名称 端子定义 

P2-1 24V 

P2-2 开门信号/ST1 

P2-3 关门信号/ST2 

P2-4 安全感应信号/ST3 

P2-5 关门到达磁开关信号 

P2-6 COM 

P2-7 0V 

 
表 3-4 

 

3.2 控制器外观图 

 
注：图上的圆圈代表各个功能所对应的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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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器的使用 

3.3.1 服务器使用简介                          

采用专用服务器，操作简单，效率高。服务器图如下： 

 
 
 

                                  图 3-5   服务器 

      服务器右边三列按键共有上下两排，如果要用上边的功能，则直接按此按键；如果要用下边的功

能，则用转换键+此按键。下文调试文件中所述的 GO ON和 GO BACK以及 CLEAR和 ENTER须特别注意。 

3.3.2 操作举例 

      上电后，服务器操作屏显示如下 

 
 

 
 

 
 

主操作屏 

返回原始界面 

返回一级菜单 

转 换键

（shift） 

上翻/下翻键 

清除/确认键 

数字键 

        DOOR-Menu
        Drive =3
              Door -Menu 
              Drive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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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服务器主界面 

 

此界面为服务器的主界面。按键盘左上角的         可以直接返回此界面。 

例：进入菜单 3311（曲线参数） 

在主菜单界面下按 

进入界面      

                  

                            图 3-7   一级菜单 

 

再按 进入界面 

 

图 3-8   二级菜单 

再按 ，进入界面 

                       

                                    

图 3-9  三级菜单 

再按 ，即进入所需菜单。按（向下翻页）或 + （向上翻页）查看数据。 

3.3.3  修改数据 

服务器操作界面可以显示两排数据，原数据(old,简化为 o)在第二排的左边显示，新数据(new,简化

为 n)可在右边输入。如图 3-10所示： 

 

 

 

图 3-10  参数界面 

输入数据的方法：比如输入 40，则先按数字键“4”，再按两次“0”，这时可以看到右边显示为 40.00，

        DOOR-Menu
        Drive =3
     Contract Data=1
     Tune=2   Pr.ini=3 >

        DOOR-Menu
        Drive =3
     Open low dis   mm/s
          o : 20.00       n :

        DOOR-Menu
        Drive =3<进程名称>

     MONITOR=1  DIAGNO 
     STICS=2     SETUP=3 >

        DOOR-Menu
        Drive =3<进程名称>
    Door paramete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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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好这是需要输入的数据后，按 + 即可。如果不小心输入了 400.00，则按 即可

清除掉一个“0”。 

参数输入完成后，按     回到初始界面。 

3.4 调试说明 

Ⅰ、使用 ST码通讯时按如下操作方式进行： 

使用 ST码通讯时只有在检修状态下门机才能被调试，所以在调试门机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使电梯轿厢的轿顶运行至和你人所站楼层地面大致齐平的高度(方便人从侯梯厅到轿顶)，用三角钥
匙打开厅门。然后在厅门前： 
① 将轿顶检修盒上的轿顶照明打开 
② 按下的急停按钮 
③ 将检修开关旋转至检修位置 
④ 旋开急停按钮 

2) 根据图纸，检查变频器与 RS14，变频器与轿顶接线箱，RS14 与轿顶接线箱的插件，并确保各插
件间的接触良好，通信正常。 

3) 此时观察变频器的输入端口 ST1/ST2/ST3的状态是否是只有 ST3灯亮，只有 ST3灯亮的时候检修
信号才有效，若检修信号无效，则检查检修回路和 RS14接线。 

4) 用服务器的 D型端头插入变频器的 P6端口 
 

以上四个步骤完成后，就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3.4.1  定位  

定位要求：空载（不能连皮带，出厂之前已定好，工地不需再定位） 

若需要更换电机或变频器，则换后必须重新定位； 

定位步骤：进入电机定位菜单 332 

 

按 + ，电机动一下即定位结束，为静态定位。（注意：电机线上 U、V、W已经标明，按

顺序接即可）。 

3.4.2 定位检验 

定位完成后，在电机安装之前，必须以不同的转动方向运行电机，以确认电机不会发生飞车。具体

方法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试用版本创建     ÿ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2  

按         返回初始界面，进入菜单 311，按 + 键，此时电机开始转动， 按

键电机停止。                                   

    更改电机旋转方向的菜单为 3311（0、1之间修改） 

 

做完上述步骤后，进入菜单 333，按 ENTER键，参数初始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以上几步调试

时修改了某些不需要修改的参数。 

3.4.3  判定电机旋转方向（使开门命令对应开门、关门命令对应关门） 

修改操作模式，准备调试。进入菜单 3311中更改 run comd source=0。 

把门拉开一点，进入菜单 311，按 + ，2s左右后，再按 ，电机停止，确认电机是

否向开门方向运行，如果方向相反，则进入菜单 3311，改变 

                     

3.4.4  自学习 

     进入菜单 3311中确认 run comd source=0，如果 run comd source不为 0。则修改 run comd source=0。 

进入菜单 334，按 ENTER开始自学习  

                         

自学习时门的运行方向为： 

关门过程-关门到位→开门过程→开门到位→关门过程→关门到位→自学习结束（停止） 

注：自学习完成后，即最后一次关门到位后，由于门机保持力矩失去，因此会出现“格蹦”的一声响，

此时门刀松开。 

3.4.5  试运行 

      为了确保调试时候的安全，在演示运行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所以在演示试运行之前，应进入

3311菜单，翻到 Password参数，输入密码 4321。然后把 run comd source改为 2，此时门慢慢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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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门完全关到位为止，进入菜单 313，并按 + 键，此时，门在演示模式下运行。在演

示模式下不可以修改 3311中的参数值，也不可以调整曲线参数。 

取消演示运行可以直接把 run comd source改为 0或者在 313菜单中翻到 Stop press ENTER，

按 + 键。 

3.4.7  调试完成 

当运行曲线调试满意后，为了使门机在电梯控制作用下运行，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① 把 3311菜单中的 run comd source更改为 5 

② 拔去变频器上的服务器 D型端头 

③ 把轿顶检修盒上的检修打到正常位置 

④ 关闭轿顶照明 

⑤ 把厅门轻轻关上 

这样，整个调试全部完成。 

 

注：  

※ 假如运行时撞门，判断是开门撞门还是关门撞门，然后相应增大 3311菜单中 open low dis或

者 close low dis的值。一般取 5~40。 

※ 参数只有在 run comd source值为 0的时候才能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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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使用 DO/DC信号时按如下操作方式进行： 

此门机在调试之前，请按以下顺序操作： 
1、 使电梯轿厢的轿顶运行至和你人所站楼层地面大致齐平的高度(方便人从侯梯厅到轿顶)，用三角钥
匙打开厅门。然后在厅门前： 
① 将轿顶检修盒上的轿顶照明打开 
② 按下的急停按钮 
③ 将检修开关旋转至检修位置 

2、 根据图纸，检查变频器与轿顶接线箱之间的插件以及变频器各端子间的接触是否良好，通信正常。 
3、 用服务器的 D型端头插入变频器的 P6端口 
4、 进入菜单 3311，向上翻页，在参数 Password中输入密码 8888。 
5、 进入菜单 3312，向上翻页，把参数 feedback mode更改为 0，返回主菜单。 

以上五个步骤完成后，就可以进行以下操作。    

3.4.1  定位  

定位要求：空载（不能连皮带，出厂之前已定好，工地不需再定位） 

若需要更换电机或变频器，则换后必须重新定位； 

定位步骤：进入电机定位菜单 332 

 

按 + ，电机动一下即定位结束，为静态定位。（注意：电机线上 U、V、W已经标明，按

顺序接即可）。 

3.4.2 定位检验 

定位完成后，在电机安装之前，必须以不同的转动方向运行电机，以确认电机不会发生飞车。具体

方法为： 

按         返回初始界面，进入菜单 311，按 + 键，此时电机开始转动， 按

键电机停止。                                   

    更改电机旋转方向的菜单为 3311（0、1之间修改） 

 

做完上述步骤后，进入菜单 333，按 ENTER键，参数初始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以上几步调试

时修改了某些不需要修改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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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检查接线 

按图纸接线。保证插件和端子等牢固。  

3.4.4  判定电机旋转方向（使开门命令对应开门、关门命令对应关门） 

修改操作模式，准备调试。进入菜单 3311中更改 run comd source=0。 

把门拉开一点，进入菜单 311，按 + ，2s左右后，再按 ，电机停止，确认电机是

否向开门方向运行，如果方向相反，则进入菜单 3311，改变 

                     

3.4.5  自学习 

     进入菜单 3311中修改 run comd source=0  

进入菜单 334，按 ENTER开始自学习  

                         

自学习时门的运行方向为： 

关门过程-关门到位→开门过程→开门到位→关门过程→关门到位→自学习结束（停止） 

注：自学习完成后，即最后一次关门到位后，由于门机保持力矩失去，因此会出现“格蹦”的一声响，

此时门刀松开。 

3.4.6  试运行 

      在试运行之前，进入 3311菜单，把 run comd source改为 2，此时门慢慢关上。等门完全关到

位为止，进入菜单 313，并按 + 键，此时，门在演示模式下运行。在演示模式下不可

以修改 3311中的参数值，也不可以调整曲线参数。 

取消演示运行可以直接把 run comd source改为 0或者在 313菜单中翻到 Stop press ENTER，

按 + 键。 

3.4.7  调试完成 

当运行曲线调试满意后，为了使门机在电梯控制作用下运行，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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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 3311菜单中的 run comd source更改为 3 

② 拔去变频器上的服务器 D型端头 

③ 把轿顶检修盒上的检修打到正常位置 

④ 恢复急停按钮 

⑤ 关闭轿顶照明 

⑥ 把厅门轻轻关上 

这样，整个调试全部完成。 

 

注：  

※ 假如运行时撞门，判断是开门撞门还是关门撞门，然后相应增大 3311菜单中 open low dis或

者 close low dis的值。一般取 5~40。 

※ 参数只有在 run comd source值为 0的时候才能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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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开关门曲线 

3.5.1  开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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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关门曲线 

 

3.5.3 重开门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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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数列表 

功能号 名称 SVT显示 设定范围 出厂值 

M311（监视参数组 A） 

0 软件版本 Easy-CON  001.30 

1 运行频率 Freq out hz 0~50.00 ※ 

2 电机转速 Motor Speed RPM  ※ 

3 转子位置 Rotor position 0~359.9 ※ 

4 速度给定 Dictated V mm/s  ※ 

5 输出电压给定 Output voltage 0~900V ※ 

6 转矩电流给定 Mtr trq PU 0～4.84 ※ 

7 输出电流 Output  current 999.9A ※ 

8 运行次数高位 Run count(10000)  ※ 

9 运行次数低位 Run Count1  ※ 

M312（监视参数组 B） 

0 直流母线电压 DC link V 9999v ※ 

1 ST码状态 ST1 ST2 ST3 00000 ※ 

2 编码器位置 ENCODER POSITION 0~65536 ※ 

3 当前位置 POSTION 00000 ※ 

4 INPUT1 INPUT1  ※ 

5 INPUT2 INPUT2  ※ 

M313（监视参数组 C） 

0 开门输入 Key open door  ※ 

1 关门输入 Key close door  ※ 

2 停止 Stop press ENTER  ※ 

M3311（现场调整参数 Field Adjust）EEPROM 

0 障碍点记忆功能 Obistruction REM 
0：无 

1：有 
0 

1 运行方向取反 Rotate dir 1/0 0,1 1 

2 运行命令来源 RUN comd source 0~5 0 

3 门幅度 DR half range mm 0~65535  

4 开门到达低速运行距离 Open low dis mm 0～100 5 

5 开 启动解锁速度 Open unlock mm/s 5~100mm/s 45/60 

6 开 启动解锁距离 Open unlock s ％ 0~30.0% 3.0%/5.0% 

7 开 加速度 Open Accel mm/s2 10~2048mm/s/s 1000 

8 开 加速圆角 Open Jerk0 mm/s3 10~2048mm/s/s/s 1000 

9 开 减速度 Open Decel mm/s2 10~2048mm/s/s 800 

10 开 减速圆角 Open Jerk1 mm/s3 10~2048mm/s/s/s 800 

11 关 到达速度 Close arrive mm/s 5~100mm/s 15/30 

12 关门到达低速运行距离 close_low_dis mm 5~100 15/50 

13 关 加速度 Close Accel mm/s2 10~2048mm/s/s 800 

14 关 加速圆角 Close Jerk0 mm/s3 10~2048mm/s/s/s 800 

15 关 减速度 Close Decel mm/s2 10~2048mm/s/s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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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号 名称 SVT显示 设定范围 出厂值 

16 关 减速圆角 Close Jerk1 mm/s3 10~2048mm/s/s/s 600 

17 关 启动解锁速度 Close_unlock_mm/s 5~150mm/s 35 

18 关 启动解锁距离 Close_unlock_s% 0~30.0% 0 

19 密码 Password  0~9999 8888/4321 

1、标※的参数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2、标■的参数是通过自学习得到，也可以手动输入修改。 

3、若为同步门刀，则 Open unlock mm/s为 60，Open unlock s ％为 5，Close arrive mm/s为 30，

close_low_dis mm为 50。 

3.7  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用服务器可以查看故障代码。进入菜单 321，可以查看当前故障，进入菜单 322，可以查看历史故障，

进入菜单 324按 ENTER键，可清除故障。 

3.7.1 门机不开门 

    控制系统发出开关门信号但是门机不能开关门 

     进入 3311，把 run commd source=3，然后把 P1、P2插件全部拔下来，再分别短接 P2-2（开门信号）、

P2-1(公共端)和 P2-3（关门信号）、P2-1，如果还不能开关门则判定为变频器故障。如果短接能开关门，

则请查线。 

3.7.2 控制系统接收不到到达信号 

关门或开门到达后，控制柜接受不到门机的开关门到达信号 

     步骤 1：门开到达或关到达时，观察变频器上的到位灯是否亮。 

 1 ：开到达信号灯    2：关到达信号灯      3：故障指示灯 

     步骤 2：由电气原理图可知，P1-1、P1-2、P1-3分别为开到达继电器的公共、常开、常闭端，因此，

在门机运行过程中，只要量 P1-1和 P1-2或者 P1-1和 P1-3之间通断正常即可。关到达和故障继电器用同

样的方法去测试即可。  

3.7.3 门运行到开门限位处无停止 

此时在一般情况下会发出尖锐的皮带滑牙声，有两种可能： 

1，手动操作即 run commd source=0时，运行指令发出后，门会按一个方向运行，按 clear 键

门机才能停止。这是正常现象。 

2，在演示模式或者在电梯控制模式如果出现此类情况，说明是设置曲线的减速位置较小，和减

速时间太大，造成减速距离短，时间太长，来不及在规定的距离之内减速到零，而以一定的速度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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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进入菜单 313，向下翻两次，在 key stop door界面上按 + 后，进入菜单 3311，

增大 open low dis 的值，然后重新启动。 

 3.7.4 开门到位或关门到位时撞门 

    进入菜单 3311，调整开减速圆角（Open Jerk0 mm/s2）或关减速圆角（Close Jerk1 mm/s3），

在默认值的基础上增大，一般开减速圆角的数值为 500～1000，关减速圆角的数值为 300～800。 

 3.7.5 开始开门或开始关门时速度过快 

    进入菜单 3311，调整开加速圆角（Open Jerk0 mm/s3）或关加速圆角（Close Jerk0 mm/s3），在

默认值的基础上增大，一般开关门加速圆角的数值为 700～1000。 

3.7.6 电机堵转 

在开门过程中，如存在某处机械阻力特别大，有可能会导致电机堵转情况，变频器输出力矩一直增

大，当增大到大于 150％且持续 1s钟后，门机向关门方向运行。 

3.7.7 门刀噪声  

关门最后一段或刚开始开门时门刀声音很响：根据说明书的机械调试说明调试门刀。 

3.7.8 查看故障 

用服务器查看故障代码（322）。故障相关信息见下表： 

 

故障名称 可能的故障原因 解决措施 

变频器有杂物掉入 清除杂物 
BASE FAULT 

电机三相中的任意两项短路 检查电机电源线 

DC link OVT 输入电压过高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 

变频器的编码器回路异常 更换变频器 
PVT lost 

编码器连接线断线或短路 检查编码器连接线 

开关门过程中受阻 检查是否有异物或机械卡阻 
MOTOR OVERLOAD 

门机运行中，电机缺相 检查电机电源线 

POWER LOST 电机三相中任意一相对地短接 检查电机电源线 

 

4  维护与保养 

4.1  门机定期维护与保养项目 

a) 在电梯保养时擦拭门导轨，导轨面应加油脂润滑。同时检查门挂板滚轮磨损量，超过 1.5mm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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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调整或更换。 

b) 同步带应定期进行松紧度调整，同步带松紧度要求见图 4-1。 

 

15N ＜20

 

图 4-1  同步带松紧度要求  

4.2 门机日常维护与保养项目 

a) 看开关门是否平稳，运行有无异响。 

b) 应经常检查各紧固件拧紧程度。 

若上述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门机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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