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型软起动说明书 

J6.0 版本 

一、 菜单 

1. 总菜单 

总菜单 提要 

停机信息 记录最后一次停机时刻的信息 

故障记录 记录最近 10 次故障信息 

运行信息 记录运行时间 

用户设置 设置用户参数 

高级设置 设置工厂参数等数据 

轻载试机 小负载（例如灯泡等）试机 

本机信息 显示本机的软件版本、互感器比例、最大电流、ID 号 

退出  

1.1 停机信息主要用于查询停机时刻的各个主要数据。其记录的是收到停机指令或发生故障时刻的各个

变量的数值。当遇到起动困难、莫名停机等情况时，该信息可以为分析问题提供参考。达到快速解

决问题的目的。 

停机信息中显示的信息有： 

序号 项目 显示内容 

1 停机状态 起步、加速、在线、旁路 

2 停机原因 面板停机、端子停止键停机、端子瞬停键停机、故障停机 

3 故障 若因故障停机，则显示故障信息 

4 运行时间 本次运行的总的时间（8 分钟以内显示具体时间，否则显示“>8 分钟”） 

5 输入电压 停机时刻的输入电压 

6 输出电压 停机时刻的输出电压 

7 最大电流 本次运行过程中的最大电流 

8 最小电流 本次运行过程中的最小电流 

9 平均电流 停机时刻的平均电流 

10 U 相电流 停机时刻的各相电流 

11 V 相电流 

12 W 相电流 

1.2 故障记录。记录最近 10 次故障信息： 

序号 项目 显示内容 

1 故障 故障现象 

2 运行状态 发生故障时的运行状态：起步、加速、在线、旁路 

3 起动次数 电路板记录的总起动次数 

4 输入电压 发生故障时的输入电压 

5 输出电压 发生故障时的输出电压 

6 平均电流 发生故障时的平均电流 

7 最大电流 本次运行过程中的最大电流 

8 最小电流 本次运行过程中的最小电流 

9 U 相电流 发生故障时的各相电流 

10 V 相电流 

11 W 相电流 

1.3 运行信息主要用于设备管理，用户或服务方可根据设备起动次数、运行时间等信息进行相应管理。 

1.4 用户设置。这里有用户需要根据应用情况设置的数据。例如额定电流、起动模式、各项保护功能的

开启与关闭等。可根据应用场景设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设备首次启用前，必须设置额定电流。 

1.5 高级设置。 

输入 333333+1（3 表示面板起动键，1 表示确定键），进入工厂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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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轻载试机。“轻载试机”开关每次上电时，自动进入屏蔽状态（即关闭）。当使用远小于额定电流的

轻负载（例如灯泡、小电机等）运行前，应打开“轻载试机”。开启后，运行过程中，和电流相关的保护功

能失效。 

1.7 本机信息。本机信息中显示版本号、互感器比例、最大电流以及电路板的编号。这些信息可用于设

备管理和服务管理。 

2 用户参数菜单 

关于参数设定范围的声明：由于现场情况的复杂性与用户诉求的多样性，很多参数的设定范围是超

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例如过欠压的电压值）。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部分用户的应急需要。所以在

调整的时候需要谨慎使用。若确有需要设置，在外部条件满足后应尽快调回到合理范围。 

用户设置列表： 

序号 参数名称 提要 

2.1 额定电流 电机的额定电流。初次使用必设 

2.2 起动模式 电压、限流起动模式的选择 

2.3 缺相保护 判断输出输入缺相依据的设置（下设开路保护） 

2.4 短路保护 瞬时大电流的保护 

2.5 欠流保护 电流太小的保护 

2.6 失衡保护 电流不平衡保护 

2.7 过载保护 超额定电流运行的保护 

2.8 过热保护 可控硅散热器过热的保护 

2.9 过压保护 输入电压太高的保护 

2.10 欠压保护 输入电压太低的保护 

2.11 键盘 键盘按键起动及停止模式的设置 

2.12 端子 接线端子起动及停止模式的设置 

2.13 K1 编程 K1 继电器功能设置 

2.14 K2 编程 K2 继电器功能的设置 

2.15 K3 编程 K3 继电器功能的设置 

2.16 直流表 外接 0~20mA、4~20mA 直流表的选择 

2.17 电源相序 可限定何种输入相序方可起动 

2.18 软停设置 有关软停过程参数的设置 

2.19 起动延时 收到起动指令后，延时起动时间 

2.20 屏幕复位 用于防止液晶屏显示乱屏（需显示面板支持） 

2.21 恢复出厂设置 额定电流恢复到出厂设置，其它参数恢复到缺省值 

2.7 额定电流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2.1 额定电流 10~最大电流 1（A） 140（A） 

说明：最大电流指的是本软起动器（柜）所允许的最大电流。该参数在工厂参数中设定。 

额定电流是限流电流、欠流保护、过载保护等功能的重要依据。所以首次运行前必须按照所匹

配的电机额定电流正确设置。 

2.8 起动模式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2 起动模式 电压起动、限流起动 电压起动 

说明： 

电压起动的起动过程是：起动开始，输出电压由低到高，当达到所设定的“起动电压”后，由

“缓增速率”决定缓慢增长输出电压的速度。直到时间达到设定的“起动时间”，之后按设定的“加

速时间”加速到全压输出，起动过程结束。 

其中任一情况下，只要达到全压输出状态，即行退出起动状态而进入在线（旁路）运行状态。 

电压起动模式下设四个参数：起动电压、起动时间、缓增速率、加速时间。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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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电压 150~300V 1V 200V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起动时间 1~90S 1S 25S 

当“缓增速率”<>0 时，这段时间也是缓慢增长电压的时间。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缓增速率 0~500 1 0 

无量纲。通常不需要“缓增速率”，仅在起动负荷较重的场合下，可配合“起动电压”

适当调整。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加速时间 1~10S 1S 3S 

限流起动的起动过程是：起动开始，输出电压由低到高，在电压增长过程中保持对电机电流的

检测，当电流达到限定的数值时，停止增加输出电压；当电流低于限定的数值时，继续增加输出电

压，如此往复，直到全压输出。起动过程结束。 

限流起动下设三个参数：限流倍数、限流时间、加速速率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限流倍数 150~500% 1% 250% 

限流电流=额定电流*限流倍数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限流时间 10~90S 1S 40S 

限流时间是全压输出前的最大限定时间，若超时仍未完成起动，将停机。 

 

参数 设置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加速速率 1~100 1 10 

加速速率无量纲，数值越大，加速越快。太大的加速速率可能会导致限流效果不好 

2.9 缺相保护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3 缺相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缺相保护，下设 4 个参数：缺相阈值、缺相延时、开路阈值、开路延时 

开路指的是三相电流均<开路阈值时的情况。开路阈值应设置得小于缺相阈值。同时，开路延时应设置

得短于缺相延时。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缺相阈值 30~50% 1 30%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缺相延时 20~1000mS 20mS 500mS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开路阈值 1~30% 1 5%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开路延时 20~1000mS 20mS 200mS 

延时的长短，表现在保护的灵敏度。为了防止干扰，延时不宜过短，过于灵敏。 

 同理，其它的保护延时亦如此。 

2.10 短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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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4 短路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短路阈值 100~800% 10% 600% 

任一相电流>额定电流*短路阈值时，触发短路保护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短路延时 20~500mS 20mS 100mS 

 因为程序处理顺序的关系，当存在两相以上电流同时短路时，故障依“U、V、W”顺序报出。

因此，需要根据情况排除故障。 

2.11 欠流保护 

欠流保护，主要用于水泵应用。当水源水位下降泵腔缺水时，电流变小。当电流小于欠流电流

并达到欠流延时，触发欠流保护。 

欠流保护下设两个参数：欠流阈值、欠流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5 欠流保护 开启、关闭 关闭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欠流阈值 10~70% 1% 30% 

当平均电流<额定电流*欠流阈值时，触发欠流保护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欠流延时 1~30S 1S 3S 

2.12 失衡保护 

失衡保护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 

失衡保护下设两个参数：失衡阈值、失衡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6 失衡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失衡阈值 5~50% 1% 30 

当(最大相电流-最小相电流)/三相平均值>失衡阈值时，触发失衡保护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失衡延时 5~30S 1S 5S 

2.13 过载保护 

过载指的是在线或旁路运行时，电机电流大于其额定电流的情况。 

过载保护下设三个参数：过载投入延时、过载阈值、过载延时。 

过载投入延时，是从起动过程进入到全压输出时刻起，再延时一段时间，投入过载保护监测 

本参数主要应对的是有些现场电源比较“软”的情况，由于起动时因电流大而导致电源电压降低，设

备可能很快就进入了全压输出状态。实际上此时电机速度尚未达到全速，电流也还没有降下来。因

此，需要延时一段时间，等电机全速到运行时，再投入过载保护监测。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7 过载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载投入延时 0~30S 1S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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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载阈值 100~150% 1% 130% 

当平均电流>额定电流*过载阈值时，触发过载保护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载延时 1~240S 1S 20S 

2.14 过热保护 

过热指的是可控硅散热器温度过高。 

过热保护下设一个参数：过热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8 过热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热延时 1~30S 1S 5S 

2.15 过压保护 

过压指的是电源电压过高的情况。 

过压保护下设两个参数：过压电压、过压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9 过压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压电压 400V~450V 1V 430V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压延时 1~30S 1S 5S 

2.16 欠压保护 

欠压指的是电源电压过低的情况。 

过压保护下设两个参数：欠压电压、欠压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0 欠压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欠压电压 150~350V 1V 270V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欠压延时 1~30S 1S 5S 

2.17 键盘起停 

键盘起停，指定了面板起动、停止的模式，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1 键盘起停 软起软停、点动软停、软起瞬停、点动瞬停、

禁止起动、禁止起停 

软起瞬停 

2.18 端子起停 

端子起停，指定了接线端子起动、停止的模式，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 

端子起停下设 1 个选项。用于设定端子起动的触发方式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2 端子起停 软起软停、点动软停、软起瞬停、点动瞬停、

禁止起动、禁止起停 

软起瞬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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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选项 缺省值 

触发方式 由断到通、接通起动 由断到通 

关于触发方式的说明：选项“由断到通”指的是只有在端子起动按钮（常开按钮），由断开到接通

时起动；选项“接通起动”指的是端子起动按钮在接通的时候起动。 

触发方式参数的设立，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当设置为“接通起动”时，若端子起动按钮处于接通

状态时上电，则经初始化后即行起动；当设置为“由断到通”时，上电后，端子按钮必须经历从断开到

接通的过程，才会起动（换言之，若上电时端子起动按钮处于接通状态，是不会起动的）。 

可见，“由断到通”触发方式可以防止因端子起动按钮粘连、短路而引发上电自行起动的现象发生。

而如果软起动柜（器）用于浮球供水的场合，则应当设置为“接通起动”：当停电后，水塔水位因用水

而下降并接通浮球开关，来电后就会自行起动泵水了。 

点动软停或点动瞬停+“接通起动”可用于浮球供水（即两线起停方式）。 

2.19 K1 编程 

K1 编程是对 K1 继电器的接点进行定义，共有 13 种模式。下设一个参数：K1 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3 K1 编程 0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1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时断开 

2 开始起动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3 起动到顶（在线或旁路）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断开 

4 发停止命令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5 故障状态闭合，其它断开 

6 发起动命令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7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时断开 

8 开始起动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9 起动到顶（在线或旁路）断开，收到停止命令闭合 

10 发停止命令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11 故障状态断开，其它闭合 

12 电流控制型 

3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K1 延时（选项 0~11 使用） 0~120S 1S 0S 

例如“K1 编程”=0，“K1 延时”=3S，则当收到起动命令时开始延时 3S 后闭合。 

说明：因 K1 继电器是常开型继电器。故尽量设为：0~5 或 12。 

电流控制型主要用于“喂料机”的起停控制：其工作原理是通过破碎机的电流大小，判断是否运行或

停止喂料机构。当电流小于“闭合电流”并持续达到“闭合延时”时，本继电器闭合，通知喂料机运行；当

电流大于“断开电流”并持续达到“断开延时”时，本继电器断开，通知喂料机停止。 

电流控制型下设 4 个参数：闭合电流率、闭合延时、断开电流率、断开延时：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闭合电流率 0~80% 1% 30% 

闭合电流=额定电流*闭合电流率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闭合延时 0~5000mS 20mS 500mS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断开电流率 50~100% 1% 80% 

断开电流=额定电流*断开电流率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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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延时 0~5000mS 20mS 500mS 

2.20 K2 编程 

K2 编程是对 K2 继电器的接点进行定义，共有 13 种模式。下设一个参数：K2 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4 K2 编程 0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1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时断开 

2 开始起动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3 起动到顶（在线或旁路）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断开 

4 发停止命令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5 故障状态闭合，其它断开 

6 发起动命令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7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时断开 

8 开始起动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9 起动到顶（在线或旁路）断开，收到停止命令闭合 

10 发停止命令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11 故障状态断开，其它闭合 

12 电流控制型 

0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K2 延时 0~120S 1S 0S 

例如“K2 编程”=3，“K2 延时”=3S，则当起动到顶时开始延时 3S 后闭合。 

说明：因 K2 继电器是常开型继电器。故尽量设为：0~5。 

电流控制型与 K1 编程相同。 

2.21 K3 编程 

K3 编程是对 K3 继电器的接点进行定义，共有 12 种模式。下设一个参数：K3 延时。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5 K3 编程 0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1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时断开 

2 开始起动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3 起动到顶（在线或旁路）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断开 

4 发停止命令时闭合，运行结束断开 

5 故障状态闭合，其它断开 

6 发起动命令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7 发起动命令时闭合，收到停止命令时断开 

8 开始起动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9 起动到顶（在线或旁路）断开，收到停止命令闭合 

10 发停止命令时断开，运行结束闭合 

11 故障状态断开，其它闭合 

5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K3 延时 0~120S 1S 0S 

例如“K3 编程”=5，“K3 延时”=0S，则当发生故障时立即闭合。 

说明：K3 继电器是常闭型继电器。通常被用于故障报警。K3 继电器推荐设为“5”，这样，当出现

供电故障、电路板故障时，也具备故障报警功能。 

2.22 直流表 

为了方便用户 0~20mA 和 4~20mA 直流表的应用，本参数提供了两个选项：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6 直流表 0~20mA、4~20mA 0~20mA 

当平均电流达到额定电流时，直流表达到满幅输出（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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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电源相序 

电源相序功能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选择。当设置为“顺序”时，只有当电源接入的相序满足“U-V-W”相

序时才能起动。同理，当设置为“逆序”时，只有当电源接入相序满足“U-W-V”相序时才能起动。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17 电源相序 顺序、逆序、不限 不限 

2.24 软停设置 

软停参数里含有三个参数：软停电压、降压速率、软停时间。 

当执行软停停机时，先将输出电压按照“降压速率”下降到“软停电压”，再保持这个电压一段“软

停时间”，然后停机。 

 

 

 

 

 

 

 

 

 

 

2.25 起动延时 

收到起动指令后，可经过延时后再起动电机 

 

 

 

2.26 屏幕复位 

当屏幕复位开启时，将按“复位周期”定时对液晶屏进行复位操作。若显示乱屏，则复位后则可恢

复正常显示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2.20 屏幕复位 开启、关闭 关闭 

 

 

 

 

3 工厂参数菜单 

工厂参数通常由整机厂根据电路板所匹配的软起动柜（器）进行设置。 

  工厂参数列表： 

序号 参数 提要 

3.1 互感器 按照软起动柜（器）所配互感器设置 

3.2 最大电流 按照软起动柜（器）所配置的可控硅设置最大允许额定电流 

3.3 单管电流 按照软起动柜（器）所配置的可控硅标称电流设置 

3.4 温度开关 根据所使用的温度开关类型设置常开型或常闭型 

3.5 显示屏 按照液晶屏配置设定两行或四行 

 

3.1 互感器 

  互感器是电路板采集、计算电流的重要依据。因此互感器设置正确与否将影响到一系列相关的性能。

所以整机厂在软起动柜（器）首次使用或试机前必须正确设置。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3.1 互感器 50A:5A~3000A:5A 50A 200A:5A 

3.2 最大电流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2.18 软停电压 260~350V 1V 300V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降压速率 1~100 1 10 

降压速率无量纲，数值越大降压越快。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软停时间 1~10S 1S 3S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2.19 起动延时 0~60S 1S 0S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复位周期 5~600S 1S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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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电流是组装好的软起动柜（器）所适用的最大电流。通常，当设置了互感器比例后，系统会自

动按照“互感器”的 70%计算而给出初始值和最大值。整机厂可按照需要进一步进行设置。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3.2 最大电流 10A~互感器*0.7 10A 140A 

3.3 单管电流 

  单管电流是指反并联的一组可控硅中的一个管子的标称电流值。本参数的设立，是为了实时监测流

过可控硅的电流，避免因长时间大的电流导致可控硅损坏。至于该可控硅能否安全运行在标称电流值，

不在这里讨论。 

在起动、软停、运行过程中，程序实时监测电流。尤其是起动和软停时，当电流达到“单管电流”

时，输出电压将停止主动增长和降低，直到电流小于“单管电流”时，再恢复增长和降低。 

  需要注意的是：当电流持续大于等于“单管电流”且达到一定时间，会引发“过流保护”，详见高

级参数中的“过流保护”。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3.3 单管电流 10A~最大电流*3A 10A 210A 

3.4 温度开关 

  可以适配常开型、常闭型温度开关：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3.6 温度开关 常开、常闭 常开 

3.5 显示屏 

  可以适配 2 行液晶屏、4 行液晶屏： 

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3.7 显示屏 2 行、4 行 4 行 

 

4 高级参数菜单（进入密码：2233456+1） 

高级参数菜单是一些基础参数的组合。通常不需要调整。为了避免恶意使用，建议整机厂不要写入

设备说明书中。例如，在现场情况未明确时，为了越过过流保护，有意关闭“过流保护”，导致电流可

能超过可控硅的标称电流而得不到保护，有可能导致可控硅损坏等。 

高级参数列表： 

序号 参数 提要 

4.1 起步速率 起动初期增加输出电压到“起动电压”或“限流电流值”的速率 

4.2 最大移相 限制起步初期的最大移相角度 

4.3 过流保护 当相电流达到“单管电流”时的保护功能 

4.4 有效电流率 设置电流的有效起点 

4.5 起动滤波 用于防止因干扰导致的起动 

4.6 静态校正 用于校正输入电压、三相电流时，选择是否需要运行电机。一般用户可

忽略 

 恢复原始参数 使高级参数恢复到缺省值 

 4.1 起步速率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4.1 起步速率 1~200 1 10 

无量纲，用于控制励磁后增加输出电压的速率，较小的速率有助于减小电流的增长率。 

4.2 最大移相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4.2 最大移相 250~750 10 691 

无量纲。本参数数值越小，越易“直起”；反之数值越大，起步时越易导致时而“缺相”。在起步初

期，受电源电压下跌严重的影响，若出现时有时无的缺相现象，可适当调小。但不宜太小。 

4.3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下设一个“过流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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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 选项 缺省值 

4.3 过流保护 开启、关闭 开启 

开启时，在运行全过程，任一相电流达到单管电流的两倍，即触发过流保护。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过流延时 1~10S 1S 3S 

 4.4 有效电流率 

由于电路噪波的存在，当实际电流等于零时，测得值不一定为零。尤其是使用大比例的互感器，依

算法会进一步放大。导致待机状态下三相电流或其中一、两相不等于零。为了避免此情况出现，特设此

参数。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4.4 有效电流率 5‰~200‰ 1‰ 10‰ 

有效电流>有效电流率*互感器/1000 

 4.5 起动滤波 

  本参数主要用于防止因外部干扰（例如变频器）而导致的自行起动。当设置为 200ms 时，需要持

续按下起动键 200ms，方可起动。 

序号 参数 设定范围 步进值 缺省值 

4.5 起动滤波 0~500mS 10mS 200mS 

设置时间越长，抗干扰效果越好 

二、 故障信息 

序号 故障信息 解决方法 

1 U 相缺相 1. 检查电源 

2. 检查电机连线 

3. 检查缺相相关设置 

4. 更换电路板 

2 V 相缺相 

3 W 相缺相 

4 电机开路 1. 检查电机连线 

2. 检查电流互感器设置 

3. 检查缺相保护中有关开路的设置 

5 U 相短路 1. 检查电机及其连线、检查电流互感器 

2. 检查“额定电流”、“短路率”等设置 

3.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保护 

4. 更换电路板 

6 V 相短路 

7 W 相短路 

8 限流起动超时 1. 检查设置“限流倍数”、“起动时间”、“加速速率”、“额定电流”等 

2. 改为“电压模式”起动 

9 电流不平衡 1. 检查电流互感器 

2. 检查设置“失衡率”、“失衡延时” 

3.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项保护 

4. 更换电路板 

10 欠流故障 1. 检查电流互感器 

2. 检查设置“欠流率”、“欠流延时”、“额定电流”等 

3.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项保护 

4. 更换电路板 

11 过载故障 1. 检查电流互感器 

2. 检查设置“过载率”、“过载延时”、额定电流等 

3. 过低的电压电流也会变大，所以也要考虑是否由电压过低引起的。 

4.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项保护 

5. 更换电路板 

12 过压故障 1. 检查电源及设置“过压电压”、“过压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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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项保护 

3. 更换电路板 

13 欠压故障 1. 检查电源及设置“欠压电压”、“欠压延时” 

2.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项保护 

3. 更换电路板 

14 过热故障 1. 检查温度开关 

2. 检查温度开关设置 

3. 在允许的情况下，关闭本保护 

4. 更换温度开关或电路板 

15 可控硅过流 1. 调换更大的软起动柜“器” 

2. 检查设置“互感器”、“最大电流”、“单管电流”、“过流延时”等 

3. 更换电路板 

 

三、 使用时间 

设立使用时间的目的是防止恶意欠费。使用时间一旦设定，即从设定时刻起，对该电路板的实际运行时

间开始记录。当运行时间记录达到或超过设定的时间时，拒绝启动。运行期间若超时，不会因超时而停机。

为了提前给出预警，提前三天在每次起动时，会显示设定期即将到期的提示，经过 5 秒的显示后再予以起动。

程序内部计算时，每月按 30 天计算。 

关于是否有必要使用时间的限制，仁者见仁，请斟酌使用。 

需要设置时间与密钥。特别警示：密钥就是解除时间限制的密码，必须牢记！一旦设定使用了时间，必

须经特定途径予以解除，别无他法！ 

时间设定范围：0~12 月；0~29 日。密钥设定范围是一共 6 位数，每位数 0~F。 

1. 设定时间限制操作方法： 

1.1 待机状态下，按设置键进入主菜单，选择“本机信息”进入。 

1.2 持续按下设置键 3 秒，屏幕显示“按确定键进入时间设置”。按确定键后即进入设置时间的界面。 

1.3 进入设定界面后，显示月、日、密钥。使用设置键、停止键左右移动光标（下划线）；上下键改

变光标所在位置的数值。设定结束按确定键退出。 

1.4 当光标移到密钥时，屏幕左侧会显示这块电路板的 ID 号的后 6 位，显示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使用

者进行管理。电路板的 ID 号在“本机信息”界面中最下面一行有完整的显示。电路板的 ID 号是主

芯片的 ID 号。据芯片厂家资料，该 ID 号具有唯一性。 

1.5 退出时，若月和日均等于零，将不予保存（即本次设置无效）。无论保存与否，均有提示告知。 

1.6 若已经有效设置了使用时间，在解除限制之前，不能再次进入该界面。 

2. 解除时间限制操作方法： 

2.1 待机状态下，进入主菜单，选择“高级设置”后输入密码，再按确定键。 

2.2 进入界面后，屏幕左侧显示这块电路板的 ID 号的后 6 位供参考。 

2.3 输入设定“使用时间”时输入的密钥。输入完毕按确定键即可。操作按键可参照设置使用时间

介绍。 

2.4 使用时间是否已解除，屏幕会给出相应显示。 

2.5 在有效设置了使用时间后，方可进入解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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