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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B7000 电梯一体化控制柜是具有先进水平的全新设计的一体化的电梯专用控制柜。B7000

一体柜结构上采用全新的模块化、高集成度设计，简明优化的内部元器件排布。电气设计上

最简化设计，全插件设计，全预制线设计，采用接插件板方案代替线束等元器件；相比传统

控制柜，B7000 一体柜具有如下特点： 

 

●高颜值，高集成 

家居化外观风格，造型精制深度集成，体积小巧，大气天成。 

 

●节能舒适 

最先进的驱动、控制技术，降低能耗；无噪音技术应用，静音无扰。 

 

●安全无忧 

采用全新的故障救援技术，集停电放人、松闸救援、一键拔号等功能为一体，为每次乘

坐保驾护航，安稳无忧。 

 

●智能互联 

配置最新电梯物联网技术，轻松实现远程监控、故障报警和丰富的多媒体功能，智慧懂

人。 

 

本手册是一本该 B7000 电梯一体化控制柜的操作手册，它为电梯技术工程人员在选型、

设计、调试及维修时提供简捷的参考信息。 

如果想要获得 B7000电梯一体化控制柜更多、更详细的知识和信息，请通过本公司网

站：www.stepelectric.com 下载并阅读“B7000电梯一体化控制柜使用说明书”。用户也可

向本公司有关部门联系，获取“B7000电梯一体化控制柜使用说明书”的光盘或纸面文件。 

 

二、型号和规格 

B7000电梯一体化控制柜的规格如下所示。 

 

200V 级 

型号 B7000 

适用电机容量（kW） 1.1 

额定输出 
额定输出电流（A） 8 

最大输出电压（V） 三相 200～240（对应输入电压） 

输入电源 

相数、电压、频率 单相 200~240V  50/60Hz 

允许电压变动 -15%～+10% 

允许频率变动 -5%～+5% 

 

图 2.1 产品规格说明 

http://www.step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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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结构 

 

 

 

 

图 3.1 产品结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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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产品结构说明 

 

 

名称 功能 

一体机 一体化控制柜控制核心 

主控板 一体化控制柜控制核心 

接插件板 对外接口及操作界面 

物联网模块 远程监控 

制动电阻 在制动过程中消耗多余能量 

滤波器 抑制高次谐波 

SPB 电源板 提供安全回路，系统 24V，抱闸电源 

EPS 逻辑板 应急救援 

电池 应急救援电池（锂电池） 

STO 控制板 仅 STO 版本时配置 

接触器 仅接触器版本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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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制柜安装： 

安装尺寸 

 

 

 

图 4.1 别墅梯 B7000 控制柜安装尺寸示意图 

 

 

B7000- A H W D 

2S02P2S 230 519 300 160 

 

 

 

安装指导 

B7000别墅梯控制柜底部和背面均设有进线孔位，控制柜支持有嵌入式安装和壁挂式安

装两种安装方式。为了不降低 B7000电梯控制柜的冷却效果，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安

装方向一般垂直安装。安装的间隔距离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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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安装 

 

图 4.2 嵌入式安装的间隔距离示意图 

 

● 壁挂式安装 

  

用 2 个 M6 膨胀螺栓将控制柜安装在墙上。如下控制柜壁挂式安装固定： 

 

 

图 4.3 别墅梯 B7000 控制柜壁挂式安装固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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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气接口 

5.1  对外电气接口 

B7000 别墅梯一体化控制柜为客户提供了固化的插件接口，方便用户接线。对外电气接口

位于控制柜下方系统接插件板的底部。 

 

外部接口 

 

插件号 端子定义 

 

主电源 

N 系统电源接入—N 

L 系统电源接入—L 

PE 接地 

501 
照明电源输入（AC220V） 

502 

U 电机 U 相 

V 电机 V 相 

W 电机 W 相 

PE 接地 

 

 

 

 

301 电源 DC24V+ 

302 电源 DC24V- 

CANOH 轿厢 CAN 通讯信号 

CANOL 轿厢 CAN 通讯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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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电缆 

116 轿门锁回路终点 

122 安全回路紧急电动信号 

PE 接地 

507 轿顶照明，风扇 

207 门机电源 

C02 对讲信号 

C01 对讲信号 

T01 对讲电源 DC12V 

X5 上平层信号 

X6 下平层信号 

118 轿门锁回路起点 

110 安全钳开关起点 

202 门机电源 

504 轿顶照明，风扇 

 

井道电缆 

301 电源 DC24V+ 

302 电源 DC24V- 

CANOH 井道 CAN 通讯信号 

CANOL 井道 CAN 通讯信号 

116 厅门锁回路起点 

120 厅门锁回路终点 

PE 接地 

702 井道照明电源—L 

301 电源 DC24V+（公共端） 

X4 上强迫减速信号 

X3 下强迫减速信号 

108 井道安全回路起点 

112 井道安全回路终点 

138 紧急电动底坑短接点 

PE 接地 

504 井道照明电源—N 

701 井道照明电源—L 

504 底坑照明电源—N 

507 底坑照明电源—L 

 

机房电缆 

301 电源 DC24V+（公共端） 

X12 左抱闸开关检测 

X13 右抱闸开关检测 

301 电源 DC24V+（公共端） 

X14 主机温度检测 

 

 

110 限速器开关终点 

PE 接地 

207 限速器测试公共端 

207 限速器复位公共端 

C01 对讲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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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电缆 

C02 对讲信号 

T01 对讲电源 DC12V 

Y3 消防输出 

M3 消防输出 

112 限速器开关起点 

PE 接地 

ZQ1 抱闸电源输入+ 

ZQ2 抱闸电源输入- 

212 限速器测试 

211 限速器复位 

 

市电检测 

L0 

EPS 市电检测 

N0 

   

5.2  主控板输入输出端口定义 

输入输出端口定义表 

X0 紧急电动 Y0 抱闸输出 

X1 紧急电动上行 Y1 接触器/STO输出 

X2 紧急电动下行 Y2 封星输出 

X3 上行减速 Y3 消防输出（可重新定义） 

X4 下行减速 Y4 电磁门刀（可重新定义） 

X5 上平层信号 Y5 门回路短接检测安全继电器 

X6 下平层信号 Y6 门区输出（可重新定义） 

X7 电动机电源接触器检测 Y7 限速器测试 

X8 抱闸继电器 1检测（电源板） Y8 限速器复位 

X9 抱闸继电器 2检测（电源板） Y9 自动松闸继电器（可重新定义） 

X10 封星检测 1 Y10 松闸超速控制继电器（可重新定义） 

X11 封星检测 2 Y11 SPB电源输出控制（可重新定义） 

X12 左抱闸开关检测   

X13 右抱闸开关检测   

X14 温度检测（可重新定义）   

X15 门旁路检测（可重新定义）   

X16 封门继电器检测   

X17 手动松闸检测点（可重新定义）   

X18 自动松闸继电器检测 1（可重新定义）   

X19 自动松闸继电器检测 2（可重新定义）   

X59 安全回路   

X51 轿门锁回路   

X52 厅门锁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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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操作面板 

 

 

标识 名称 使用说明 

FSK1 主电源开关 开关按到 ON 状态时，系统电源接通；按到 OFF 状态时，

系统电源断开。 

FSK2 照明电源开关 开关按到 ON 状态时，照明电源接通；按到 OFF 状态时，

照明电源断开。 

FSK3 井道照明开关 井道照明双控开关。 

SBB 松闸启动开关 / 

EPS 电源启动开关 启动旋钮，3S 后 EPS 板电源芯片激活 

SRP 紧急电动开关 / 

STOP 急停按钮 / 

SBB1 电动松闸按钮 1 激活松闸启动旋钮 SBB 并同时按下松闸按钮 SBB1 和

SBB2，持续约 2S，电动松闸回路输出，系统溜车运行。 SBB2 电动松闸按钮 2 

S1 限速器测试按钮 S1 及 S2 同时按下，限速器测试继电器 Y7 输出。 

S3 和 S2 同时按下，限速器复位继电器 Y8 输出。 S2 限速器中性按钮 

S3 限速器复位按钮 

SBPU 检修上行按钮 紧急电动状态下，同时按下检修上行和中性按钮，系统

紧急电动上行；同时按下检修下行和中性按钮，系统紧

急电动下行。 

SBPR 检修中性按钮 

SBPD 检修下行按钮 

FU1 门机电源保险丝 / 

FU2 照明电源保险丝 / 

PL2 正常插件 短接插头 PL1 插入 PL2 时，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PL3 旁路插件 短接插头 PL1 插入 PL3 的 1~4 脚时，旁路轿门锁；插入

2~5 脚时，旁路厅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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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操作应用 

 

● 旁路功能操作说明 

 

 B7000 控制柜标配门锁旁路功能，旁路功能通过接插件板插件组合实现，使用方法如下： 

PL2 插件为正常状态； 

PL3 插件为旁路状态，短接插头 PL1 插入 PL3 的 1~4 脚时，旁路轿门锁；插入 2~5 脚时，旁

路厅门锁。 

 

PL1 插头含两组短接线，当插入 PL2 插件时，1、2 用于导通主板 X0 检修信号；3、4 用于导

通主板 X15 门旁路检测信号。拔出 PL2 上的插头后，系统进入旁路状态，只能紧急电动运行。

  

当 PL1 插头插入 PL3 插件时用于人为短接轿门锁或厅门锁：上方 1~4 脚为旁路轿门锁、下方

2~5 脚为旁路厅门锁。 

 

 

 

● 电动松闸操作说明 

 

若进行电动松闸，需在电源启动旋钮 EPS 右旋至 ON 的情况下，手动激活接插件板上的松

闸启动旋钮 SBB 右旋至 ON 状态，并同时按下松闸按钮 SBB1 和 SBB2，持续约 2S，电动松

闸回路输出，曳引机抱闸打开，轻载方向低速运行，期间任意一个松闸按钮松开，将停止输

出。 

 

 

● 限速器测试操作说明 

 

将限速器测试按钮 S1 及限速器中性按钮 S2 同时按下，限速器测试继电器 Y7 输出。 

 

● 限速器复位操作说明 

 

将限速器复位按钮 S3 及限速器中性按钮 S2 同时按下，限速器复位继电器 Y8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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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B7000 家用梯控制柜调试指南 

7.1  接线 

7.1.1  连接应急电源装置和应急电源板的‘+’、‘-’电源线； 

 

7.1.2 连接电机的编码器信号线注：请检查编码器线是否插紧； 

 

 

编码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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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正确接入 T1 端子线及 T8 端子线；  

     
                                                    

①“T1-N”与“T1-L”接外围线 2根 AC220V主电源输入； 

   

②“T1-U”与“T1-V”“T1-W”----电机动力线 U、V、 W ； 

 

③“T8-L0”与“T8-N0”----AC220V市电检测。  

 

                                                    

7.1.4 正确连接接插件板外部 CA、RB、HA、RA 接线（请仔细检查，防止错插）； 

 
 

 

 

CA RB HA RA 

T8 端子 T1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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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后控制柜如图，急停拔出，旋钮如图所示 

 

 

7.2  上电检查 

1）动力线、抱闸、编码器线接线完毕，安全、门锁、检修回路接通； 

2）控制柜中电源线对地无短路现象，各级电压正常。 

3) 将接口板主电源开关（FSK1）拨至 ON状态； 

4) 将接口板上电源启动旋钮（EPS）右旋至 ON状态； 

5）急停松开（右旋） 

6）将控制柜的“紧急电动 SRP”开关向右旋至检修位置； 

 

 

 

 

 

 

 

 

 

7.3  慢车调试 

1）主控板 STATE工作指示灯应快速闪动、安全、门锁回路导通。（检查检修回路状态确

认，即主板输入 LLED灯 X0不点亮（点亮代表自动状态）； 

检查安全回路应畅通，即主板输入 LED灯 X50亮；检查门锁回路应畅通，即主板输入

LED灯 X51,X52亮。 

2）确认减速开关闭合，X3和 X4对应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3）通过检修上下行按钮进行检修上下行。 

 

注意事项 

1）检修运行时系统会有 3秒钟左右的主机自动整定，有电磁声响，整定完成后主机以检

修速度运行； 

 

紧急电动 

SRP 

急停 

右旋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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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出现 71#、91#等故障，更换电机的 V/W 接线后，重新上电检修运行； 

   71#、91#故障的原因还有主机参数设置错误以及抱闸未可靠打开； 

3）如果电梯运行方向与给定方向反了，则将 F234（电机反相）由 0修改为 1。 

 

参数 参数名称 缺省值 范围 单位 备注 

F06 电梯额定速度 0.2 0.100～10.000 m/s  

F10 偏置实层数 0 0～64 ×  

F11 预设总层数 7 2～64 ×  

F12 检修速度 0.1 0～0.630 m/s  

F49 应急平层定向模式 0 0～3 ×  

F58 Xmy 检测模式 0 0～1 × 
F58=0（使用 KMY 接触器） 

F58=1（使用 STO 模块） 

F112 故障自动救援 15 0～65535 mm 

非 0 开通，设置为 0 时关
闭，默认 15mm，故障溜
车自救延时距离，提前
F112 距离到达门区切断自
动松闸输出 

F182 减速开关级数 0 0～10 ×  

F183 井道自学习速度 0.05 0～1.000 m/s  

F202 电机类型 0 0/1 × 0：异步；1：同步 

F203 电机额定功率 根据变频器参数 0.40～160.00 KW 

根据电机实际参数来设置 

F204 电机额定电流 根据变频器参数 0.0～300．0 A 

F205 电机额定频率 50.00 0.00～120.00 Hz 

F206 电机额定转速 1460 0～3000 rpm 

F207 电机额定电压 根据变频器参数 0.～460 V 

F208 电机极数 4 2～128 × 

F209 电机额定转差频率 1.40 0～10.00 Hz 

F210 编码器类型 0 0/1/2 × 

0：增量型编码器 

1：正弦/余弦型编码器 

2：Endat 型编码器 

F211 编码器脉冲数 1024 500～16000 PPr  

I/O 端口常开常闭可通过 F25～F28的参数根据实际接线设置。 

7.4  快车调试 

1）电梯机械安装到位，安全、门锁都接通，动作正常（不可以短接）； 

2）门机工作正常，开关门动作正常，开关门到位信号工作正常（通过手持操作器监控门

机输入输出状态）； 

3）平层信号、井道上下减速开关安装到位，工作正常（通过手持操作器监控菜单各开关

输入状态）； 

4）主板上对应的 X3（上强减），X4（下强减）必须工作正常，平层位置的时候 X5（上

平层），X6（下平层）动作； 

检修上行时，X6先动作，X5后动作，检修向下运行时相反； 

电梯到达上端站时，X3动作，同时保证 X3动作后一直保持动作状态，直到上端站平层，

下端站时同理； 

5）电梯在任何位置，都可以进入井道自学习菜单，通过手持编程器进入自学习菜单，按

菜单提示操作，找到有井道自学习的界面。然后将光标移到井道自学习命令后按 Enter键，

将检修开关转正常状态，电梯会自动返回到一楼，然后上行，自动测楼层高度，到顶楼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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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停止运行；调试器会显示自学习完成，转下检修，再转正常，就可以快车运行了；   

6）通过手持操作器等级电梯运行快车，单层、双层、多层逐层运行，调整平层；  

7）正常后，接好外呼通讯线，装上外呼面板设定每层楼的外呼地址；  

8）舒适感 PI值调整：F212=100）（零速 P），F213=50（零速 I），F215（低速 P），F216

（低速 I），F218=100（中速 P），F219=10（中速 I），F221=140（高速 P），F222=5（高速

I）； 

9）调试完毕。 

八、B7000 故障分析 

8.1 控制系统故障 

表 8.1  B7000 控制系统故障代码表 

故
障
代
码 

故障内容 子代码 故障原因 
需记录的特殊故障信

息 

02 
运行中门锁脱开 

（急停） 

01 运行中安全回路在但门锁高压点不在  

02 运行中安全回路在但门锁低压点不在  

03 电梯上行越层 
01 

自动运行时，上下限位开关同时动作并且电梯不
在最高层  

03 电梯非检修上行时冲过顶层平层 

04 电梯下行越层 
01 

自动运行时，上下限位开关同时动作并且电梯不
在最低层  

03 电梯非检修下行时冲过底层平层 

05 门锁打不开故障 

01 

前门开门信号输出连续 15 秒没有开门到位，如果
换站停靠，则 3 个楼层，如果不能换站停靠，前
门开 8 次 

3 次记录：楼层、前门
or 后门，之后会报故障
05 

03 

后门开门信号输出连续 15 秒没有开门到位，如果
换站停靠，则 3 个楼层，如果不能换站停靠，前
门开 8 次 

 

06 门锁闭合不上故障 

01 

关门信号输出连续 15 秒没有关门到位（门锁信
号在除外），出现超过 8 次 

故障保护后关门按钮闪烁 

3 次记录楼层、前门 or

后门 or 门锁闭合不上 

02 

关门限位后 4s 内门锁未闭合（连续 4 秒有关门限
位与门锁不一致）判定为关门超时，出现超过 8

次。 

故障保护后关门按钮闪烁。 

关门保持参数（F130）中增加门锁防颤参数（门
力矩保持），关门到位后 0.5s 保持输出。 

3 次记录楼层、前门 or

后门 or 门锁闭合不上 

08 CAN 通讯故障 01 

连续 4 秒与轿厢板 SM-02 通讯不上：1）运行中不
检测；2）检修旁路时检测，否则不检测；3）自
动安全回路断开时不检测 

 

10 上减速开关错位 

01 
1 级下减速开关以上的减速开关动作时，未学习到
1 级下减速开关 

 

02 

当减速开关级数大于 1 级，1 级下减速开关动作位
置低于底层楼层高度位置的 3/5 

否则，1 级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最短减速距离 

 

03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
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 100mm 

就近停靠 

04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
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 150mm 

就近停靠 

05 
停车时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动作且当前位置低
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 100mm 

 

06 停车时检查：单层上减速开关未动作且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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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代
码 

故障内容 子代码 故障原因 
需记录的特殊故障信

息 

高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上减速开关位置 150mm 

07 
自动状态下，上减速开关和下减速开关同时动作，
且电梯不在最顶层 

 

08 电梯在最高层，但上减速开关 1 未动作  

11 下减速开关 1 错位 

03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高于
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 100mm 

 

04 
运行过程中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位置低于
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 150mm 

 

05 
停车时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动作且当前位置高
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 100mm 

 

06 
停车时检查：单层下减速开关未动作且当前位置
低于井道学习的单层下减速开关位置 150mm 

 

07 
自动状态下，上减速开关和下减速开关同时动作，
且电梯不在最底层 

 

08 电梯在最底层，当下减速开关 1 未动作  

19 开关门限位故障 

01 
自动状态下，电梯停止时，前门开门限位开关和
关门限位开关同时动作超时 1.5s 时间 

 

02 

自动状态下或者检修旁路时，电梯停止时，后门
开门限位开关和关门限位开关同时动作超时 1.5s

时间 

 

20 打滑保护 

01 
运行中(检修除外)超过 F62(防打滑时间)设定的时
间，平层开关无动作（非应急平层） 

 

02 

l 慢车运行时共有三种速度：通过参数设置的检修
速度 V1，通过平层插板长度和平层开关长度计算
出的速度 V2，通过最大楼层距和防打滑时间计算
出的速度 V3. 

ALP 返平层时，根据最大楼层距除以 V1，V2，
V3 中的最小值然后再加上 5s 进行保护 

 

21 电机过热 01 电机过热输入点有输入信号  

22 电机反转 

01 
持续 0.5 秒出现倒溜现象(上行时速度反馈
<-150mm，下行时速度反馈>150mm) 

 

02 

开闸溜车模式下（ARD 并且 F49=3）持续 0.5 秒
出现倒溜现象(上行时速度反馈<-500mm，下行时
速度反馈>500mm) 

 

23 电梯超速 01 

<1ms,按 0.2s 保护，>1ms,按 0.1s 保护，过度阶段
按照加权计算时间， 

当给定速度小于 1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
+0.25m/s 

当给定速度大于 1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
*1.25 

 最大允许速度<额定速度*108% 

记录6个给定和反馈数
据，最多记录 3 组 

24 电梯过低速 01 

速度反馈值小于允许值持续 0.5 秒，报故障 24。 

当给定速度小于 0.5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
0.25m/s 

当给定速度大于 0.5m/s 时，允许速度=给定速度
*0.5 

保护条件和现在一致 

 

27 上平层感应器故障 

01 
电梯上行时，下平层开关 OFF 期间上平层开关未
发生变化。 

 

02 高速运行停车后，上平层感应器未动作。 
运行中下平层开关动
作次数 

03 

上平层感应器动作距离大于最大有效保护距离 

当平层插板长度小于 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
护距离=300mm 的 4 倍 

当平层插板长度大于 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
护距离=平层插板长度的 4 倍 

上平层感应器动作距
离 

04 上平层感应器未动作距离超过最大无效保护距离 上平层上感应器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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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代
码 

故障内容 子代码 故障原因 
需记录的特殊故障信

息 

当最高楼层小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
大楼层高度的 1.5 倍 

当最高楼层大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
大楼层高度的 2.5 倍 

作距离 

05 
当电梯上行冲过顶层后，返平层时，当下平层从
off 到 on 状态时，上平层开关未动作。 

 

28 下平层感应器故障 

01 
电梯上行时，下平层开关 OFF 期间上平层开关未
发生变化。 

 

02 高速运行停车后，下平层感应器未动作。 
运行中上平层开关动
作次数 

03 

下平层感应器动作距离大于最大有效保护距离 

当平层插板长度小于 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
护距离=300mm 的 4 倍 

当平层插板长度大于 300mm 时：最大有效动作保
护距离=平层插板长度的 4 倍 

下平层感应器动作距
离 

04 

下平层感应器未动作距离超过最大无效保护距离 

当最高楼层小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
大楼层高度的 1.5 倍 

当最高楼层大于 3 时：最大无效动作保护距离=最
大楼层高度的 2.5 倍 

下平层上感应器未动
作距离 

05 
当电梯下行冲过底层后，返平层时，当上平层从
off 到 on 状态时，下平层开关未动作。 

 

29 AFE 故障 01 AFE 故障输入点动作  

30 平层位置误差过大 01 

停车时会对平层位置的误差做检测：1)参数设置通
过寻端站校正楼层:当检测到误差超过该 F146 设
置的值时，报此故障。2)参数设置通过楼层数据校
正楼层:与磁豆楼层位置不一致，报此故障 

 

32 运行中安全回路断 
01 运行中安全回路高压点断开  

02 运行中安全回路低压点断开  

35 抱闸接触器触点故障 

01 
抱闸继电器粘连：主板对抱闸继电器无驱动信号，
但输入检测点有输入信号，且抱闸开关有输入 

 

02 

报闸继电器不吸合：主板对抱闸继电器有驱动信
号, 但输入检测点没有输入信号，且抱闸开关没有
输入 

 

03 

抱闸检测接线断：主板对抱闸继电器有驱动信号,

且抱闸开关有输入信号，但输入检测点没有输入
信号， 

 

04 

抱闸检测接线短接：主板对抱闸继电器无驱动信
号，且抱闸开关没有输入信号，但输入检测点有
输入信号 

 

36 输出接触器触点故障 

01 
主板对主回路接触器无驱动信号，但输入检测点
有输入信号（粘连故障） 

请根据控制柜接触器
/STO 版本，对 F58 参
数进行正确设置： 

F58=0（有接触器时）/ 

F58=1（无接触器时） 

02 
主板对主回路接触器有驱动信号，但输入检测点
无输入信号（不吸合故障） 

37 门锁接触器触点故障 

01 门锁高压检测点无，低压检测点有，粘连故障  

02 

总门锁短路：前门开门到位且厅门锁断开 X24，
或者后门开门到位且后门检测 X25 断开，总门锁
输入持续 1S 

 

38 抱闸开关故障 

01 
抱闸开关粘连：主板对抱闸接触器无驱动信号，
且输入检测点无输入信号，但抱闸开关有输入 

 

02 
报闸开关不吸合：主板对抱闸接触器有驱动信号, 

且输入检测点有输入信号，但抱闸开关没有输入 
 

40 运行信号故障 
01 

一体机控制部分给出运行信号，而未收到驱动部
分的运行信号反馈 

 

02 电机自学习持续 5S 未完成  

41 封芯检测故障 01 封芯检测输入输出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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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障
代
码 

故障内容 子代码 故障原因 
需记录的特殊故障信

息 

42 减速开关动作错误 01 
上行越层并且下一级强慢开关同时动作， 

或下行越层同时上一级强慢开关同时动作 
 

43 
自动松闸继电器触点

检测故障 
01 

自动松闸继电器输出与自动松闸继电器输入检测
不一致 

必须检修或断电复位 

45 
提前开门继电器检测

故障 

01 

提前开门继电器输出跟提前开门检测输入不一致
超过 0.5s， 

即：提前开门输出点没有输出，但提前开门检测
点有输入（粘连） 

具体的 IO 点可以重定
义 

02 
短接门锁继电器有输出但短接门锁检测没有输入;

（不吸合） 

具体的 IO 点可以重定
义 

03 
短接门锁失败：门回路检测输出短接门锁时，2S

内没有检测到总门锁闭合 
 

04 2 个平层都不在，门区在持续 1S，门区粘连保护  

05 

停车时，首次变为 2 个平层都在，门区不在持续
2S，连续 3 次，故障保持； 

冲出门区然后返回，门区输入点不会动作，返平
层之后，断一下提前开门供电继电器，再恢复，
还没有，直接故障保护 

 

49 通讯故障 01 驱动和控制部分通讯故障  

50 参数读取故障 

01 上电读取主控板参数故障  

02 CPU EEPROM 校验错误  

03 CPU Flash 校验错误  

51 轿厢意外移动保护 01 

1、提前开门或开门再平层时运行出门区；(测试
UCM 时运行出门区) 

2、电梯停车时遛出门区 

 

52 UCMP 参数设置错误 01 

同步电梯自动状态下，不在设置参数界面，且电
梯井道自学习已经完成，接收到变频器 UCM 参数
设置错误标志 

 

54 门锁短接故障 

01 
正常状态下，轿门锁短接。开门过程中，或者开
门到位轿门锁输入，厅门锁没有输入，超过三秒 

B7000 一体柜目前仅
支持单门情况下的门
锁短接检测 

02 
正常状态下，厅门锁短接。开门过程中，或者开
门到位厅门锁输入，轿门锁没有输入，超过三秒 

05 安全回路接通时，非检修时旁路 

06 
正常状态下，非关门输出，关门限位不动作，总
门锁不在在但是后门锁 X25 在 

60 基极封锁故障 01 
运行中检测到输出接触器触点或 STO 断开，立即
关断一体机输出 

 

61 启动信号故障 01 
抱闸打开后，没有收到驱动部分返回的零伺服结
束信号 

 

62 无速度输出 01 启动后，电梯给出速度一直是 0，电梯不动。  

64 抱闸制动力严重不足 01 抱闸制动力严重不足，小力矩测试位移超过 10mm  

65 抱闸制动力轻微不足 01 抱闸制动力轻微不足，大力矩测试位移超过 10mm  

67 RTC 错误 01 主板硬件 RTC 错误，仅记录故障，不保护  

68 

自学习平层插板长度
和平层开关距离的组
合不符合要求故障 

01 
电梯上行时，1 级下减速开关从 on 到 off，两个平
层开关都未变化 

 

02 
上，下平层开关状态从 ON，ON 到 OFF，ON，出
现这种情况认为平层开关反接 

 

03 (平层插板长度 + 平层开关间距)/2 大于 900mm.  

04 (平层插板长度 + 平层开关间距)/2 小于 100mm  

05 (平层插板长度 – 平层开关间距)/2 大于 100mm  

06 (平层插板长度 – 平层开关间距)/2 小于 10mm  

69 

自学习的插板数与设
电梯总层数和层楼偏
置数的设定不一致故

障 

01 

安装的插板数 = 预设总总数(F11) － 偏置实层
数(F10)； 

但安装的插板总数和上式计算所得的数值不同，
则系统记录 69 号故障 

 

02 最大楼层高度大于 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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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驱动系统故障 

表 8.2  B7000 驱动系统故障代码表 

代码 故障显示 可能原因 对策 

71 模块过流保护 

直流端电压过高 
检查电网电源，检查是否大惯性负载无能耗制动快
速停机 

外围有短路现象 检查电机及输出接线是否有短路，对地是否短路， 

输出有缺相 检查电机及输出接线是否有松动 

编码器故障 检查编码器是否损坏或接线是否正确 

编码器相位错 检查编码器相位 

电动机相位错 检查电动机相位 

相位角自学习不正确 重新自学习相位角 

相位自学习时电流不够 增加 F247 自学习时电流增益 

硬件接触不良或损坏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变频器内部插接件松动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72 ADC 故障 
电流传感器损坏 更换电流传感器 

电流采样回路有问题 更换控制板 

73 散热器过热 

环境温度过高 降低环境温度，加强通风散热 

风道阻塞 清理风道灰尘、棉絮等杂物 

温度检测电路故障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74 制动单元故障 
制动单元损坏 更换相应驱动模块 

外部制动电阻线路短路 检查制动电阻接线 

75 熔丝断故障 电流过大导致熔断保险丝 检查保险丝回路是否断路，或连接点松动 

76 输出过力矩 

输入电源电压过低 检查输入电源 

电机堵转或负载严重突变 防止发生电机堵转，降低负载突变 

编码器故障 检查编码器是否损坏或接线是否正确 

输出有缺相 检查电机及输出接线是否有松动 

77 速度偏差 

加速时间太短 延长加速时间 

负载太大 减轻负载 

电流限制太低 在允许范围内适当提高限流值 

78 

（加速运行中）母
线过压保护 

输入电源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 

电机高速旋转中再次快速启动 电机转动停止后再启动 

（减速运行中）母
线过压保护 

负载转动惯量过大 使用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减速时间太短 延长减速时间 

制动电阻阻值太大或没有接 连接合适的制动电阻 

（恒速运行中）母
线过压保护 

输入电源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 

负载转动惯量过大 使用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制动电阻阻值太大或没有接 连接合适的制动电阻 

79 母线欠电压 

电源电压低于设备最低工作电压 检查输入电源 

发生瞬时停电 
检查输入电源，待输入电压正常，复位后重新启动 

输入电源的电压变动太大 

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 检查输入接线 

内部开关电源异常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在同一电源系统中存在大启动电
流的负载 

改变电源系统使其符合规格值 

80 输出缺相 

变频器输出侧接线异常，漏接或存
在断线 

按操作规程检查变频器输出侧接线情况，排除漏
接、断线 

输出端子松动 

电机功率太小，在变频器最大适用
电机容量的 1/20 以下 

调整变频器容量或电机容量 

输出三相不平衡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完好 

断电检查变频器输出侧与直流侧端子特性是否一
致 

81 

电机低速过流（加
速运行中） 

电网电压低 检查输入电源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常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电机运转中直接快速启动 电机转动停止后再启动 

电机低速过流（减 电网电压低 检查输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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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故障显示 可能原因 对策 

速运行中） 负载转动惯量过大 使用合适的能耗制动组件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常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减速时间太短 延长减速时间 

电机低速过流（恒
速运行中） 

运行中负载突变 降低负载突变频率和幅度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常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82 编码器故障 

编码器连接不正确 更改编码器接线 

编码器无信号输出 检查编码器好坏及电源供给情况 

编码器连线断线 修复断线 

功能码设置异常 确认变频器编码器相关功能码设置正确 

83 
停车时检测到电

流 
电机停车时电流流动未有效阻断 

同步电机有溜车现象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84 运行中速度反向 

运行时速度逆向 检查外部负载是否突变 

编码器与电机相序不一致 改变电机或编码器相序 

启动时电机反转，电流到达限制电
流 

电流限制过低，或电机不匹配 

85 
停车时检测到速

度 

抱闸松，电梯溜车 检查抱闸 

编码器受干扰，或编码器松动 紧固编码器，排除干扰 

86 电机相序错 电机线接反 反线或者调节参数 

87 
同向超速（最大速
度允许范围内） 

同步电机失磁状态产生飞车 检查电机 

同步电机角度自学习不对 重新自学习 

编码器参数设置错误或受干扰 检查编码器回路 

正向负载过大或负载突变 检查负载突变外界原因 

88 
反向超速（最大速
度允许范围内） 

同步电机失磁状态产生飞车 检查电机 

同步电机角度自学习不对 重新自学习 

编码器参数设置错误或受干扰 检查编码器回路 

反向负载过大或负载突变 检查负载突变外界原因 

89 
UVW编码器相序

错 

编码器连线有问题或参数设置有
误 

检查接线或更改参数 

90 编码器通讯故障 编码器有故障 检查编码器接线并重做编码器自学习 

91 
abc 过电流（三相

瞬时值） 

电机单相对地短路 检查电机及输出线回路 

编码器故障 检查编码器是否损坏或接线是否正确 

编码器相位错 检查编码器相位 

电动机相位错 检查电动机相位 

相位角自学习不正确 重新自学习相位角 

相位自学习时电流不够 增加 F247 自学习时电流增益 

驱动板检测回路出错 更换驱动板 

92 制动器检测故障 

输出继电器没有动作 检查继电器控制回路 

继电器动作制动器没有打开 检查制动器动力线是否松动断线 

反馈元件没检测到信号 调节反馈元件 

93 输入过电压 
进线电压过高 检查进线电压是否和变频器匹配 

开关电源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94 UVW编码器断线 编码器接线回路问题 接线端松动或者线路中有损坏断裂 

96 编码器未自学习 同步电机未学习编码器角度 进行编码器自学习 

97 
输出过电流（有效

值） 

过多时间运行在过载状态下，负载
越大，时间越短 

停止运行一段时间，如果运行后再次出现，要检查
负载是否在允许范围 

电机堵转 检查电机或抱闸 

电机线圈短路 检查电机 

编码器故障 检查编码器是否损坏或接线是否正确 

编码器相位错 检查编码器相位 

电动机相位错 检查电动机相位 

相位角自学习不正确 重新自学习相位角 

相位自学习时电流不够 增加 F247 自学习时电流增益 

输出短路 检查接线或电机 

98 
SIN/COS 编码器

故障 
编码器损坏或线路有错 检查编码器及其线路 

99 输入缺相 
输入侧电压异常 

检查电网电压 
输入电压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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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故障显示 可能原因 对策 

输入侧接线端子松动 检查输入端子接线 

100 
超速保护（超过最
大速度保护限制） 

编码器参数设置错误或受干扰 检查编码器回路 

负载突变 检查负载突变外界原因 

超速保护参数设置错误 检查参数 

101 电机高速过电流 

电网电压低 检查输入电源 

运行中负载突变 降低负载突变频率和幅度 

电机参数设置不正常 正确设置电机参数 

编码器参数设置错误或受干扰 检查编码器回路 

102 接地保护 

接线错误 对照用户手册说明，更正错误接线 

电机异常 更换电机，需先进行对地绝缘测试 

变频器输出侧对地漏电流过大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103 电容老化 变频器电容老化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104 外部故障 外部有输入故障信号 检查外部故障原因 

105 输出不平衡 

变频器输出侧接线异常，漏接或存
在断线 

按操作规程检查变频器输出侧接线情况，排除漏
接、断线 

电机三相不平衡 检查电机 

106 参数设置错误 参数设置不正确 修改变频器参数 

107 电流传感器故障 驱动板硬件故障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108 制动电阻短路 外部制动电阻线路短路 检查制动电阻接线 

109 电流瞬时值过大 
Ia、Ib、Ic 不运行时三相电流瞬时
值过大报警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112 IGBT 短路保护 外围有短路现象 

检查电机及输出接线是否有短路，对地是否短路； 

检查抱闸是否打开，做打滑试验时，可以先把此参
数设大，做完实验再设回来 

113 一体机通讯故障 
变频器内部插接件松动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硬件接触不良或损坏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114 充电继电器故障 

充电继电器损坏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三相输入电源电压瞬间跌落值超
过 46V 

检查输入电压跌落原因 

115 I2t 瞬时值过流 
检查散热器温升是否太高，环境温
度是否太高；检查风扇是否有问题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116 I2t 有效值过流 电机持续过功率运行 检查电机持续过功率运行的原因 

121 STO 故障 
接线错误 对照电气原理图及用户手册说明，更正错误接线 

STO 板硬件故障 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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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客户通知书 

亲爱的客户： 

 

RoHS是《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的英文缩写。欧盟在 2006年 7

月 1日实施 RoHS指令，其内容规定了：在新投放市场的电子电气设备产品中，限制使用铅、

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等六种有害物质。  

我国 2006年 2月 28日由国家信产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

局、环保总局七个部委联合颁布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成为中国版的 RoHS

指令，并进行强制推行。2008年 2月 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电子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已经开始执行，管理办法中明文规定电子电器产品的使用者应当

将电子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列入名录（包括临时名录）的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拆解利用处置

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进行拆解、利用或者处置。 

本公司产品在电子元器件、PCB光板、线束材料、结构部件选型采购等方面均按《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及（RoHS指令）的要求，严格控制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

苯和多溴二苯醚等六种有害物质，同时在生产过程中 PCB元器件焊接在欣驰无铅焊接生产线

上进行，使用无铅焊接工艺。 

下列组件产品中可能包含的有毒有害元素。 

 

组件种类 电子元件 电子印制电路板（PCB 板） 钣金件 散热器 塑料件 导线 

可能包含的有毒有害元素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等六种有害物质 

 

1）环境影响分析。本公司的电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量，可能会导致个别有

害物质的微量散发，但不会造成对周围环境严重影响，当电子产品一旦生命周期结束，丢弃

后，其中的重金属和化学有毒有害物质，会对土壤、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 

2）电子产品和设备的生命周期。任何一件电子产品和设备都有使用寿命，都会损坏报

废，即使还能使用，也会被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而淘汰，本公司的电子产品和设备的生命周

期一般不超过 20年。 

3）电子产品报废处理方式。当各类电子产品报废，如处理不当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我公

司要求客户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回收系统，不得作为一般生活垃圾或一般工业固废予以

丢弃处置，应该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以环境

无害化方式贮存、利用或请有资质处理的单位统一回收处理，禁止任何缺乏资质的个人和单

位从事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的活动。 

请勿将电子废物随普通家庭废弃物一起丢弃。请致电当地废品处理机构或环境保护机

构，获取关于处理电子废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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