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感应加热电源常见故障与维修
中频电源广范应用于熔炼 透热 淬火 焊接等领域 不同的应用领域对中频
电源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 中频电源的控制电路和主电路有不同的结构形式 只有
在熟练掌握这些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功率器件的基本特性的基础上 才能快速
准确地分析 判断故障原因 采取有效的措施排除故障 在此仅对典型电路和常见
故障进行探讨
1 开机 设备不能正常起动
1.1
故障现象 起动时直流电流大 直流电压和中频电压低 设备声音沉闷 过流
保护
分析处理 逆变桥有一桥臂的晶闸管可能短路或开路 造成逆变桥三臂桥运行 用
示波器分别观察逆变桥的四个桥臂上的晶闸管管压降波形 若有一桥臂上
的晶闸管的管压降波形为一线 该晶闸管已穿通 若为正弦波 该晶闸管
未导通 更换已穿晶闸管 查找晶闸管未导通的原因
1.2
故障现象 起动时直流电流大 直流电压低 中频电压不能正常建立
分析处理 补偿电容短路 断开电容 用万用表查找短路电容 更换短路电容
1.3
故障现象 重载冷炉起动时 各电参数和声音都正常 但功率升不上去 过流保护
分析处理
1 逆变换流角太小 用示波器观看逆变晶闸管的换流角 把换流角调
到合适值
2 炉体绝缘阻值低或短路 用兆欧表检测炉体阻值 排除
炉体的短路点
3 炉料 钢铁 相对感应圈阻值低 用兆欧表检测炉
料相对感应圈的阻值 若阻值低 重新筑炉
1.4
故障现象 零电压它激 无专用信号源 起动电路不好起动
分析处理
1 电流负反馈量调整得不合适
2 与电流互感器串联的反并二极
管是否击穿
3 信号线是否过长过细
4 信号合成相位是否接错
5 中频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是否损坏 特别要注意变压器匝间短路
重新调整电流负反馈量 更换已损坏的部件
1.5
故障现象 零电压它激扫频起动电路不好起动
分析处理
1 扫频起始频率选择不合适 重新选择起始频率
2 扫频电路有
故障 用示波器观察扫频电路的波形和频率 排除扫频电路故障
1.6

故障现象

起动时 各电参数和声音都正常 升功率时电流突然没有 电压到额定
值 过压过流保护
分析处理 负载开路 检查负载铜排接头和水冷电缆
2. 设备能起动 但工作状态不对
2.1
故障现象 设备空载能起动 但直流电压达不到额定值 直流平波电抗器有冲击声
并伴随抖动
分析处理 关掉逆变控制电源 在整流桥输出端上接上假负载 用示波器观察整流
桥的输出波形 可看到整流桥输出缺相波形 缺相的原因可能是
1
整流触发脉冲丢失
2 触发脉冲的幅值不够 宽度太窄导致触发功率
不够 造成晶闸管时通 时不通
3 双脉冲触发电路的脉冲时序不对
或补脉冲丢失
4 晶闸管的控制极开路 短路或接触不良
2.2
故障现象 设备能正常顺利起动 当功率升到某一值时 过压或过流保护
分析处理 分两步查找故障原因
1 先将设备空载运行 观察电压能否升到额定
值 若电压不能升到额定值 并且多次在电压某一值附近过流保护 这
可能是补偿电容或晶闸管的耐压不够造成的 但也不排除是电路某部分
打火造成的
2 若电压能升到额定值 可将设备转入重载运行 观察
电流值是否能达到额定值 若电流不能升到额定值 并且多次在电流某
一值附近过流保护 这可能是大电流干扰 要特别注意中频大电流的电
磁场对控制部分和信号线的干扰
3. 设备正常运行时 易出现的故障
3.1
故障现象 设备运行正常 但在正常过流保护动作时 烧毁多支 KP 晶闸管和快熔
分析处理 过流保护时 为了向电网释放平波电抗器的能量 整流桥由整流状态转
到逆变状态 这时如果а 1500 就有可能造成有源逆变颠覆 烧毁多支
晶闸管和快熔,开关跳闸 并伴随有巨大的电流短路爆炸声 对变压器产
生较大的电流和电磁力冲击 严重时会损坏变压器
3.2
故障现象 设备运行正常 但在高电压区内某点附近 设备工作不稳定 直流电压
表晃动 设备伴随有吱吱的声音 这种情况极容易造成逆变桥颠覆 烧
毁晶闸管
分析处理 这种故障较难排除 多发生于设备的某部件高压打火
1 连接铜排接
头螺丝松动造成打火
2 断路器主接头氧化导致打火
3 补偿电
容接线桩螺丝松动引起打火 补偿电容内部放电 阻容吸收电容打火 (4)
水冷散热器绝缘部分太脏或炭化对地打火 (5)炉体感应线圈对炉壳 炉

底板打火 炉体感应线圈匝间距太近
线圈的绝缘柱因高温炭化放电 打火
3.3
故障现象

匝间打火或起弧 固定炉体感应
6 晶闸管内部打火

设备运行正常 但不时地可听到尖锐的嘀—嘀声 同时直流电压表有轻
微地摆动
分析处理 用示波器观察逆变桥直流两端的电压波形 可看到逆变周期性短暂 一
个周波 失败或不定周期短暂失败 并联谐振逆变电路短暂失败可自恢
复 周期性短暂失败一般是逆变控制部分受到整流脉冲地干扰 非周期
性短暂失败一般是由中频变压器匝间绝缘不良产生
3.4
故障现象 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 设备出现异常声音 电表读数晃动 设备工
作不稳定
分析处理 设备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异常声 工作不稳定 主要是设备的电气元器
件的热特性不好 可把设备的电气部分分为弱电和强电两部分 分别检
测 先检测控制部分 可预防损坏主电路功率器件 在不合主电源开关
的情况下 只接通控制部分的电源 待控制部分工作一段时间后 用示
波器检测控制板的触发脉冲 看触发脉冲是否正常
在确认控制部分没有问题的前提下 把设备开起来 待不正常现象
出现后 用示波器观察每支晶闸管的管压降波形 找出热特性不好的晶
闸管 若晶闸管的管压降波形都正常 这时就要注意其它电气部件是否
有问题 要特别注意断路器 电容器 电抗器 铜排接点和主变压器
3.5
故障现象 设备工作正常 但功率上不去
分析处理 设备工作正常 只能说明设备各部件完好 功率上不去说明设备各参数
调整不合适 影响设备功率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有
1 整流部分没调好
整流管未完全导通 直流电压没达到额定值 影响功率输出
2 中频
电压值调得过高过低 影响功率输出
3 截流 截压值调节得不当
使得功率输出低
4 炉体与电源不配套 严重影响功率输出
5
补偿电容器配置得过多或过少 都得不到电效率和热效率最佳的功率输
出 即得不到最佳的经济功率输出
6 中频输出回路的分布电感和谐
振回路的附加电感过大 也影响最大功率输出
3.6
故障现象 设备运行正常 但在某功率段升降功率时 设备出现异常声音 抖动
电气仪表指示摆动
分析处理 这种故障一般发生在功率给定电位器上 功率给定电位器某段不平滑
跳动 造成设备工作不稳定 严重时造成逆变颠覆 烧毁晶闸管

3.7
故障现象 设备运行正常 但旁路电抗器发热 烧毁
分析处理 造成旁路电抗器发热 烧毁的主要原因有
1 旁路电抗器自身质量不
好
2 逆变电路存在不对称运行 造成逆变电路不对称运行的主要原
因来源于信号回路
3.8
故障现象 设备运行正常 经常击穿补偿电容
分析处理 故障原因
1 中频电压和工作频率过高
2 电容配置不够
3
在电容升压电路中 串联电容与并联电容的容量相差太大 造成电压不
均 击穿电容
4 冷却不好 击穿电容
3.9
故障现象 设备运行正常 但频繁过流
分析处理 设备运行时各电参数 波形 声音都正常 就是频繁过流 当出现这样
的故障时 要注意是否是由于布线不当产生电磁干扰和线间寄生参数耦
合干扰 如 强电线与弱电线布在一起 工频线与中频线布在一起 信
号线与强电线 中频线 汇流排交织在一起等
4. 直流平波电抗器
故障现象 设备工作不稳定 电参数波动 设备有异常声音 频繁出现过流保护和
烧毁快速晶闸管
分析处理 在中频电源维修中 直流平波电抗器故障属较难判断和处理的故障 直
流平波电抗器易出现的故障有
1 用户随意调整电抗器的气隙和线圈
匝数,改变了电抗器的电感量 影响了电抗器的滤波功能 使输出的直流
电流出现断续现象 导致逆变桥工作不稳定 逆变失败 烧毁逆变晶闸
管 随便调小电抗器的气隙和减少线圈匝数 在逆变桥直通短路时会降
低电抗器阻挡电流上升的能力 烧毁晶闸管 随意改变电抗器的电感量
还会影响设备的起动性能
2 电抗器线圈松动 电抗器的线圈若有松
动 在设备工作时 电磁力使线圈抖动 线圈抖动时电感量突变 在轻
载起动和小电流运行时易造成逆变失败
3 电抗器线圈绝缘不好对地
短路或匝间短路 打火放电 造成电抗器的电感量突跳和强电磁干扰
使设备工作不稳定 产生异常声音 频繁过流 烧毁晶闸管 造成线圈
绝缘层绝缘不好短路的原因有 a. 冷却不好 温度过高导致绝缘层绝缘
变差 打火 炭化 b. 电抗器线圈松动 线圈绝缘层与线圈绝缘层之间
线圈绝缘层与铁心之间相对运动摩擦 造成绝缘层损坏 c. 在处理电抗
器线圈水垢时 把酸液渗透到线圈内 酸液腐蚀铜管并生成铜盐 破坏
绝缘层
5. 晶闸管

5.1
故障现象 更换晶闸管后 一开机就烧毁晶闸管
分析处理 设备出故障 烧毁晶闸管 在更换新晶闸管后 不要马上开机 首先应
对设备进行系统检查 排除故障 在确认设备无故障的情况下 再开机
否则 就会出现一开机就烧毁晶闸管的现象 在压装新晶闸管时 一定
要注意压力均衡 否则 就会造成晶闸管内部芯片机械损伤 导致晶闸
管的耐压值大幅下降 出现一开机就烧毁晶闸管的现象
5.2
故障现象 更换新晶闸管后 开机正常 但工作一段时间又烧毁晶闸管
分析处理 发生此类故障的原因有
1 控制部分的电气元器件热特性不好
2
晶闸管与散热器安装错位
3 散热器经多次使用或压装过小台面晶闸
管 造成散热器台面中心下凹 导致散热器台面与晶闸管台面接触不良
而烧毁晶闸管
4 散热器水腔内水垢太厚 导热不好 造成元件过热
烧掉
5 快速晶闸管因散热不好 温度升高 同时晶闸管的关断时间
随着温度地升高而增大 最终导致元件不能关断 造成逆变颠覆 烧掉
晶闸管
6 晶闸管工作温度过高 门极参数降低 抗干扰能力下降
易产生误触发 损坏晶闸管和设备
7 检查阻容吸收电路是否完好
5.3
故障现象 更换新晶闸管后 设备仍不能正常工作 烧晶闸管
分析处理 设备出现故障后烧掉晶闸管 换上新晶闸管后 经静态检测设备一切正
常 但仍不能正常稳定工作 易烧晶闸管 这时要特别注意脉冲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 中频变压器 中频隔离变压器是否出现初级线圈与次级线
圈之间 线圈与铁心之间 匝与匝之间是否绝缘不好
6. 结束语
中频电源的故障现象是多种多样 千奇百怪的 对具体故障要做具体分析 随
着中频电源技术的发展和功率的增大 中频电源维修人员必须要具备相当的电路理
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最后我们一定要切记 在更换晶闸管后 一定要仔细检测设备 即使在故障排
除后 也要对设备进行系统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