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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加熱器，低壓電動機則視需要設置空間加熱器，當電動機停止運轉時即自

動通電加熱，使繞組溫度比空氣溫度高約 3~5℃。 

    

b.b.b.b.  因為空間加熱器送電使用，電動機設備接地線必須接上。 

    

c.c.c.c.  亦可將白熱光燈泡置於電動機內部提供熱量，但是燈泡不可與任何零件接

觸，以防止集中熱點產生。 

    

2.3.3.42.3.3.42.3.3.42.3.3.4  長期存放（超過三個月以上）： 

    

a.a.a.a.  使用滑動軸承之電動機，軸承油箱之油位必須比正常值高約20mm，每3個

月一次轉動轉子至少10圈，以防止軸承生銹。存放結束時須特別注意，將油位

恢復至正常油位。 

    

b.b.b.b.  使用滾動軸承之電動機，每3個月一次轉動轉子至少10圈，以確保油脂均

勻分布於軸承。 

    

c.c.c.c.  軸承使用油霧潤滑之電動機，電動機停止時，軸承油封無法完全阻擋外部

水氣的入侵，所以存放期間必須每隔兩週以油霧潤滑之。不可拆除入、出油口

之塞頭，以防止水氣、灰塵等入侵。 

    

d.d.d.d.  每三個月量測絕緣電阻值一次，並做成記錄。 

 

e.e.e.e.  附空間加熱器者於存放期間須持續送電加熱，以免繞組受潮致絕緣劣化。 

 

2.2.2.2.4444    交流感應電動機安裝交流感應電動機安裝交流感應電動機安裝交流感應電動機安裝、、、、配線配線配線配線、、、、送電試車及驗收送電試車及驗收送電試車及驗收送電試車及驗收    

    

2.4.12.4.12.4.12.4.1  安裝： 

    

2.4.1.12.4.1.12.4.1.12.4.1.1  安裝環境與場所： 

    

aaaa....  周溫：-20℃ ~ ＋40℃。 

水冷式電動機或水冷式軸承之電動機，周溫不得低於 5℃，避免冷卻水結冰。 

    

bbbb....  濕度：相對濕度 9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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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海拔高度 1,000 公尺以下。 

    

dddd....  無有害氣體、無液體污染、灰塵異物少、無濺水、無淹水環境。 

    

eeee....  基礎剛性足夠、無共振（基座自然共振頻率不得在馬達轉速頻率±20％內

）、無衝擊之虞的環境。 

    

ffff....  通風良好，通風不良易導致周溫上升，影響散熱效果。 

    

gggg....  電動機周圍應有適當的空間，以供吸、排氣通風循環及保養維護。 

    

2.4.1.22.4.1.22.4.1.22.4.1.2  吊運前及安裝前之檢查： 

    

aaaa....  核對電動機銘牌內容是否正確。 

    

bbbb....  檢查電動機外觀有無損傷。 

    

cccc....  軸端押板確實將軸心固定，以防止吊運過程中轉子軸向移動致軸承損壞。 

    

dddd....  確認安裝方式及洩水孔位置適合於使用場合。 

    

eeee....  吊耳及其他吊重裝置，使用前必須確實旋緊。 

    

2.4.1.32.4.1.32.4.1.32.4.1.3  安裝： 

 

a.a.a.a.  吊運作業須依 2.3.2 搬運要求進行。 

 

b.b.b.b.  注意事項請參考「附件一  交流感應電動機技術彙編  第 17 節  電動機

安裝注意事項」。 

    

2.4.1.42.4.1.42.4.1.42.4.1.4  其它注意事項： 

    

aaaa....  確認安裝位置方向符合原電動機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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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電動機如使用於高振動（如振動篩）、高濕度（超過 95％）、非正常周溫

（非-20℃ ~ ＋40℃）、防爆區、高腐蝕、高粉塵、高棉絮等場所，確認該電

動機規格的適用性。 

    

cccc....  高壓電動機之電纜線遮蔽層於電動機接線箱（非接地端）應使用高壓絕緣

膠帶包覆妥當，以避免產生感應電壓火花。 

 

d.d.d.d.  所有固定螺栓之長度須配合設備實際需要，原則上螺栓鎖緊後，須凸出螺

帽 2～5 牙，凸出長度不可過短或過長，以確保安全距離及施工品質，施工時

須使用扭力扳手進行鎖固，扭力扳手校正要求等規定，詳「FGES-T-ESG00 高壓

配電盤設備規範」螺栓鎖固要求。 

 

2.4.22.4.22.4.22.4.2  配線： 

 

2.4.2.12.4.2.12.4.2.12.4.2.1  請參考「附件四  交流感應電動機配線」。 

 

2.4.2.22.4.2.22.4.2.22.4.2.2  安全增防爆電動機之過電流保護裝置，須確實依防爆電氣設備型式

檢定合格證明書/製造廠商標示之堵轉時間及堵轉電流設定，選用經主管機關

型式驗證合格之斷路器（符合 CNS 14985-1、CNS 14816-2、IEC 60898），確

保電動機於堵住時，於堵轉時間內進行跳脫保護。 

 

2.4.32.4.32.4.32.4.3  送電試車： 

    

2.4.3.12.4.3.12.4.3.12.4.3.1  送電前檢查： 

 

a.a.a.a.  保養部門參照「附表一  交流感應電動機試車前檢查記錄表」與廠商建議

事項，建立交流感應電動機試車前檢查記錄表，並配合試車排程執行檢查與記

錄 

    

b.b.b.b.  套裝設備或統包（Turn-key）工程等由廠商責任施工案件，設備廠商須負

責試車作業時，保養部門須先制訂本記錄表，由設備廠商配合生產部門試車進

度需要，實施各項檢查與記錄，工程部門與保養部門須協助相關聯繫與配合作

業，並督導設備廠商確實檢查詳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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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當電動機安裝完成，試車人員要對線路進行檢查，在檢查當中務必依照線

路圖逐一核對，不可草率，同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aaaa))))  確認各線路接線正確無誤。 

    

((((bbbb))))  使用導線線徑是否正確，確認壓接端子壓接良好且接線鎖緊無鬆脫、絕

緣及各相線之間隔位置等是否完善。 

    

((((cccc))))  接線端子接續後可使用包覆式電動機引線接頭（Motor Lead Connection

）包覆，以減輕接續工作的負擔及達到良好的絕緣效果；除了接線端子外，其

餘線路部份也應有絕緣保護。 

    

((((dddd))))  確認無熔絲開關、電磁接觸器或高壓起動盤各項器具的容量是否符合，

接觸器有無沾污，熱動電驛或保護電驛設定值是否正確。 

    

((((eeee))))  在電動機之接線箱內（或腳座上）是否有實施設備接地。 

    

((((ffff))))  起動方式是否適當。 

    

((((gggg))))  依線路圖逐一檢查其電源、起動裝置（變頻器、緩衝啟動器、Ｙ-Δ、電

抗器、補償器等）、附屬裝置（空間加熱器、測溫體、比流器 CT）等之配線與

相序是否正確。 

    

((((hhhh))))  空間加熱器在電動機運轉中應自動斷電，待停止時才會通電加熱。 

    

((((iiii))))  確認安全增防爆高壓電動機起動前吹驅（Purge）空氣源（壓縮空氣或氮

氣）正常。 

    

dddd....  絕緣電阻量測： 

詳「附件一  交流感應電動機技術彙編  第 18 節 電動機檢查與保養」。 

    

eeee....  電源部份： 

    

(a)(a)(a)(a)  使用電源的容量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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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使用電源的電壓及頻率應與銘牌標示相符。 

    

(c)(c)(c)(c)  電動機端之電源電壓變動不可超過額定值±10％，且其三相電壓不平衡率

應小於 1％。 

    

ffff....  軸承潤滑： 

    

(a)(a)(a)(a)  潤滑油（Lube Oil）潤滑型式電動機： 

    

ⅠⅠⅠⅠ  電動機油箱必須注入潤滑油至正確的油位，自冷式的平面軸承之靜態油位

是在油位計的中心線處，適用的潤滑油是防銹、抗氧化的渦輪機油（其油品黏

度依製造廠商手冊規格使用）。 

    

ⅡⅡⅡⅡ  使用潤滑油之電動機，長期存放超過三個月，起動前必須再注入少許新油

，以防止起動時軸承因乾摩擦而燒損。注入少許新油後可洩掉少許舊油，以維

持油位於中心線處。 

    

(b)(b)(b)(b)  油霧（Oil Mist）潤滑型式電動機： 

    

ⅠⅠⅠⅠ  注意油壓與油量，依廠商建議使用，避免油壓過大致使油霧進入電動機內

部破壞絕緣或逸出外部。 

    

ⅡⅡⅡⅡ  電動機初次運轉前，或長時間未運轉後再次起動前，請先起動油霧產生器

潤滑軸承至少 5 小時以上。若以中央控制油路系統連接至電動機，請確認整個

油路系統連續運轉至少 48 小時以上。起動前先盤車轉子 5 圈，確保軸承完全

潤滑。 

    

(c)(c)(c)(c)  滑脂（Grease）潤滑型式電動機： 

    

ⅠⅠⅠⅠ  電動機安裝後開始運轉前，重新加入油脂，加至舊油脂全部排出為止，以

確保初期正常潤滑。 

    

ⅡⅡⅡⅡ  使用滾柱軸承者，若於軸承處發出悉悉或沙沙（類似鳥鳴聲）的聲音，請

先嘗試補充少量油脂，若是補充油脂後聲音消失，這是正常現象，只要軸承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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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正常即可繼續使用。 

 

ⅢⅢⅢⅢ  自動給油器運作正常，出油口無阻塞情形，出油口廢脂排出正常。 

 

gggg....  水冷式電動機之冷卻水，在電動機運轉前必須確認是否已經送水，循環水

量是否足夠，水質與水溫是否正常，第一次送水時水箱上方之逸氣閥要打開徹

底將空氣排出。 

    

hhhh....  電動機因運輸的需要，於軸端設有轉子部份鎖緊裝置（軸端押板），運轉

前必須將之拆除，並以人力將轉子轉動，以確認能夠正常回轉。 

    

iiii....  檢查動力傳動部份之狀態是否良好，皮帶張力之情況、各部位之螺栓、螺

帽等之鎖緊情況及有無打入定位梢等，須再確認之。 

    

jjjj....  軸端鍵以膠帶包紮固定於軸端，僅係避免於般運過程中掉落遺失。若要在

聯軸器未安裝前運轉電動機，軸端鍵必須取下，以避免飛出傷人或損傷機械。 

    

kkkk....  確認各線路接線正確無誤後，在動力無熔絲開關未投入前，先測試控制線

路動作是否正確。 

    

2.4.3.22.4.3.22.4.3.22.4.3.2  作業安全預防措施及使用場所安全規定，須依「N00004 電氣安全管

理辦法」與廠區相關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作業。 

    

a.a.a.a.  作業時請遵守以下安全預防措施： 

    

(a)(a)(a)(a)  電動機未正確安裝、操作或保養會造成嚴重或致命的傷害，負責安裝、

操作、保養及汰換的人員須接受完整的訓練，以了解其對個人及其他人員之危

險性。 

    

(b)(b)(b)(b)  維修時，所有連接到電動機及其他附屬配件之電源必須切離及上鎖掛牌

。 

    

(c)(c)(c)(c)  電動機附有吊掛裝置（如吊環、吊耳）時，其僅供吊掛電動機本體使用

，吊掛電動機時，非電動機本身之組裝物件必須拆除，當有一個以上之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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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時，則必須一起使用以分擔重量。 

    

(d)(d)(d)(d)  接近噪音場所之機器設備時，必須配戴防護耳罩。 

    

(e)(e)(e)(e)  安全防護及其他保護裝置不可旁路或規避使用。 

    

(f)(f)(f)(f)  電動機必須設備接地。 

    

(g)(g)(g)(g)  電動機轉動部位須有適當的防護罩以防止遭捲入。 

    

(h)(h)(h)(h)  電動機起動前，必須確認所有軸鍵已穩固裝妥。 

    

(i)(i)(i)(i)  確認已有適當之安全防護，避免煞車失效時所導致的不安全事件。 

    

(j)(j)(j)(j)  電動機使用於可變速場合時，必須確認未超過最大安全速度運轉，同時

請確認電動機未過載使用（低速時，採軸心自帶外扇者，其散熱能力降低，或

須確認是否要加裝輔助冷卻風扇）。 

    

(k)(k)(k)(k)  防止電動機過載使用造成繞組燒損，最好裝設繞組溫度監測裝置。 

    

(l)(l)(l)(l)  電動機裝置突波電容器者，當與主電源切離後，仍可能殘留有電荷，做

任何接線前，請先將電容器放電及端子接地（高壓電容器放電時間至少 5 分鐘

，及確認殘留電壓下降至 50V 以下）。 

    

(m)(m)(m)(m)  電動機補充潤滑油時，必須由受過適當訓練之人員執行，且帶電體及轉

動部位需有完整的防護。    

    

b.b.b.b.  交流感應電動機使用之場所： 

    

(a)(a)(a)(a)  半密閉防滴型的電動機適用於乾淨、乾燥、通風良好及非腐蝕性的環境

。 

    

(b)(b)(b)(b)  全密閉型的電動機或可適用於骯髒、濕氣或塵埃存在及室外的場所。 

    

(c)(c)(c)(c)  危險的環境可能含有許多不同氣體，經常性或非經常性的存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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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電動機有許多不同的類別，個別的國家、使用者對於安全性需求可能有差

異。防爆電動機在特定危險場所的適用性，必須依該場所之標準及規範做評核

，除非已經確定符合該標準及規範的要求，否則不可以使用。詳「FGES-T-

EEE03 危險場所電氣防爆規範」。 

    

(d)(d)(d)(d)  勞動部公告自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新安裝或換裝的防爆燈具、防爆

電動機、防爆開關箱等防爆電氣設備，應使用經公告認可的機構認證，並張貼

認證合格標識（TS）的合格品，至於通過其他國外具公信力檢定機構之防爆認

證，經勞動部認可者可辦理換證作業；目前為止經勞動部認可的檢定機構共有

：工業技術研究院、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產業安全技術中心、台灣電子

檢驗中心等四家。 

    

(e)(e)(e)(e)  在危險區使用之防爆型變頻電動機，其變頻器（不需防爆認證）必須隨

電動機一同送驗，確保電動機防爆性能及運轉安全，認證書須載明變頻器廠牌

及型號（耐壓防爆型電動機除外）；變頻器應放置於安全區域或電氣室內。 

    

(f)(f)(f)(f)  腐蝕性物質可能侵入及高濕氣的場所，必須使用防化學性侵蝕的全密閉

型電動機。 

    

(g)(g)(g)(g)  安裝場所的四周不得有阻礙電動機正常通風循環之情形。 

    

2.4.3.32.4.3.32.4.3.32.4.3.3  起動及運轉： 

    

a.a.a.a.  保養部門參照「附表二  交流感應電動機試車運轉記錄表」與廠商建議事

項，建立交流感應電動機試車運轉記錄表，並配合排程執行試車與記錄 

    

b.b.b.b.  套裝設備或統包（Turn-key）工程等由廠商責任施工案件，設備廠商須負

責試車作業時，保養部門須先制訂本記錄表，由設備廠商配合生產部門試車進

度需要，實施各項試車與記錄，工程部門與保養部門須協助相關聯繫與配合作

業，並督導設備廠商確實詳細記錄。 

    

cccc....  電動機空轉聯軸器安裝前應注意下列事項： 

    

((((aaaa))))  安全增防爆高壓電動機起動前必須吹驅，吹驅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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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ⅠⅠⅠ  吹驅時間依廠商提供之「認證時間」為主（不同電動機容量所需吹驅時間

不同，與電動機體積、吹驅氣體壓力及管徑有關）。 

    

ⅡⅡⅡⅡ  如果操作人員想提早起動電動機（吹驅時間未達到），可使用氣體偵測器

量測，在確認無可燃性氣體後方可起動。    

    

(b)(b)(b)(b)  特殊單轉向或單軸承設計的電動機於送電前，須注意原設計圖面的線號

標示與現場實物相同。 

    

(c)(c)(c)(c)  一般電動機之初次運轉，原則上係以電動機空轉，確認無異常現象後，

再與負載機械連接運轉。 

    

(d)(d)(d)(d)  寸動運轉 3秒鐘檢查轉向。 

    

((((eeee))))  開關盤動作是否正常（如電源投入、控制程序、保護電驛設定等）。 

    

((((ffff))))  空轉測試是否圓滑轉動、是否有火花、異味、異聲等現象。 

 

(g)(g)(g)(g)  電動機停機後觀察慣性，轉軸餘轉是否順暢緩慢降速，如發生急停請再

檢查轉軸是否卡住。 

 

(h)(h)(h)(h)  電動機空轉之振動值管制標準，詳「附件一  交流感應電動機技術彙編  

第 14 節 電動機空轉振動檢測與管制」。 

 

dddd....  電動機加載聯軸器安裝後應注意下列事項： 

    

(a)(a)(a)(a)  電動機之運轉，除特殊情況外，一般都以輕負載起動，至全速時始慢慢

加以全負載運轉為原則。 

    

(b)(b)(b)(b)  大馬力電動機起動以後若停下來，在第二次起動以前需要間隔一段時間

讓電動機充分冷卻，尤其是幾千馬力以上的大型電動機，有的甚至一天只能起

動二次，早上起動一次不成功的話，下午才可以再次起動，以免繞組燒毀，故

對於大馬力電動機之起動規定必須遵從製造商的操作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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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高壓大容量電動機若起動過於頻繁，會損傷電動機（由於起動電流大而

導致一次、二次導體過熱），故必須受到下列限制： 

    

ⅠⅠⅠⅠ  原則上於冷態時可以連續起動二次（待轉軸慣性自然停止後起動第二次）

，如果第二次起動仍然失敗，則必須再次等待自然停止後間隔 60 分鐘（或依

廠商規定）才能再進行第三次起動，若第三次起動仍失敗的話，則該電動機須

冷卻至周溫後才能再起動，如圖 2.4-1 所示。 

 

靜止狀態 慣性自然停止 待隔日使之冷卻至周溫

第1次起動 第2次起動 第3次起動 第1次起動(冷態)

冷態(電動機於室溫靜止狀態)

起動失敗 起動失敗 仍起動失敗

慣性自然停止後
靜止60分鐘

 

圖2.4-1  冷態時電動機起動次數限制 

 

 

ⅡⅡⅡⅡ  電動機在正常運轉（熱態）情況下停止運轉，須待轉軸慣性自然停止後即

可再起動，若再起動失敗則必須再次等待自然停止後間隔 60 分鐘（或依廠商

規定）才能再進行第二次起動，若第二次起動仍失敗的話，則該電動機須冷卻

至周溫後才能再起動，如圖 2.4-2 所示。 

 

待隔日使之冷卻至周溫

第1次起動 第2次起動 第1次起動(冷態)

熱態(電動機於正常運轉狀態)

慣性自然停止 慣性自然停止後
靜止60分鐘

起動失敗 仍起動失敗

 

圖2.4-2  熱態時電動機起動次數限制 

 

 

ⅢⅢⅢⅢ  兩次寸動起動，應視為相當於一次正常起動。 

    

(d)(d)(d)(d)  如果電動機在 2 秒內無法開始運轉，應立即關閉電源，徹底檢查並排除



台塑企業規範 
交流感應電動機設備規範 

 

總管理處規範組                   2-18                  2018年08月06日第1次修訂 

異常後，才可以再次起動。 

    

(e)(e)(e)(e)  起動失敗可能原因如下： 

    

ⅠⅠⅠⅠ  電源接線未接妥。 

    

ⅡⅡⅡⅡ  電源欠相。 

    

ⅢⅢⅢⅢ  電動機出口線端子處的電壓太低（電源電壓太低或線路壓降太大）。 

    

ⅣⅣⅣⅣ  負載過大使得轉子無法加速。 

    

ⅤⅤⅤⅤ  負載被機械式的鎖住。 

    

ⅥⅥⅥⅥ  控制電路互鎖（起動條件不足）。 

    

ⅦⅦⅦⅦ  上述各項因素之組合。 

    

(f)(f)(f)(f)  需要有固定之旋轉方向，此時電動機上附有旋轉方向之箭頭指示銘牌，

必須特別注意。 

    

(g)(g)(g)(g)  如果旋轉方向相反必須改變時，待電動機完全停止後，將三相接線中之

任意二相交換接線即可，如有裝置比流器 CT要注意相序不要錯亂。 

    

(h)(h)(h)(h)  電動機端之電源電壓與電動機銘牌上之額定電壓要一致，電壓允差小於

額定電壓±10％以內（額定頻率下），且三相電壓不平衡率應小於 1％。 

    

(i)(i)(i)(i)  頻率之變化以額定頻率之±5％以內為準（於額定電壓下）。 

    

((((jjjj))))  於空轉時量測各相電流，各相空轉電流與其平均值之差不得超過±5％。 

    

(k)(k)(k)(k)  對於 GD� 大之負載機械（例如風車）起動時間通常會較長，然而一般之

機械起動，如果起動時間特別長或很難完成起動，或起動時有異常大的聲響發

出時，請勿運轉電動機且儘速與製造廠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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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  任何異常噪音或振動產生時，必須立刻檢查異常原因並排除之。 

    

(m)(m)(m)(m)  轉子零件損壞致不平衡、定子繞組有問題、電動機和負載機械安裝對心

不良或改變等，皆有可能導致振動加大。 

    

(n)(n)(n)(n)  各種不同設備，依負載機械（風車、泵…）規定之基準量測電動機振動

值，以建立背景資料。 

    

2.4.3.42.4.3.42.4.3.42.4.3.4  交流感應電動機試運轉注意事項： 

    

aaaa....  3 分鐘運轉檢查：（起動後運轉 3 分鐘，若正常則繼續做 30 分鐘運轉檢查

，運轉期間若發生異常應立即停車） 

    

(a)(a)(a)(a)  起動電流及運轉電流是否正常。 

    

(b)(b)(b)(b)  起動時間設定是否正確。 

    

(c)(c)(c)(c)  起動壓降之影響如何。 

    

(d)(d)(d)(d)  運轉是否圓滑、穩定，振動是否正常。 

    

bbbb....  30 分鐘運轉檢查： 

    

(a)(a)(a)(a)  無載電流及負載電流是否正常，有無脈動或搖擺不定現象，三相電流是

否平衡。 

    

(b)(b)(b)(b)  使用平面軸承其油環是否自由旋轉，是否有漏油現象。 

    

(c)(c)(c)(c)  潤滑油循環及供油是否正常、充分。 

    

(d)(d)(d)(d)  平面軸承之主軸游隙（Axial clearance）指針與磁力中心線是否對齊、

正常。 

    

(e)(e)(e)(e)  軸承或其他部位，是否感覺到異常聲響、異常振動、異常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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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f)  冷卻通風系統、潤滑系統、控制保護系統是否正常。 

 

(g)(g)(g)(g)  觀察線圈與軸承溫度上升幅度不可太快，如發生找出原因予以排除。 

 

cccc....  起動後運轉中檢查： 

    

(a)(a)(a)(a)  注意核對各儀表是否穩定。 

    

(b)(b)(b)(b)  注意使用感官（聽、看、聞、觸、摸）檢查，是否有異常現象。 

    

(c)(c)(c)(c)  軸承、外殼及其他重要部位，溫度是否正常，有無局部過熱。 

    

(d)(d)(d)(d)  電流是否正常，電動機聲音是否有變化。 

    

(e)(e)(e)(e)  若三相電流不平衡，注意是電動機或電源影響，是否一直持續此異常。 

    

(f)(f)(f)(f)  注意負載機械運轉情況： 

    

ⅠⅠⅠⅠ  連結及安裝調整之精度對振動影響是否良好。 

    

ⅡⅡⅡⅡ  皮帶張力是否適當、有無振動、打滑現象。 

    

dddd....  三相感應電動機之空轉電流約為滿載電流之 30～50％，一般極數愈多，或

馬力愈小者，其空轉電流百分比愈大；最佳運轉效率通常設計於負載率（負載

電流/滿載電流）75～100％之範圍，負載率低於 50％時效率下降相當嚴重，過

低的負載率也會造成功率因數的低落，進而造成線路損失增加。 

    

eeee....  電動機空間加熱器在停車時是否會自動送電加熱。 

    

ffff....  無熔絲開關、熱動電驛、高壓斷路器或其他保護電驛跳脫時，須立即關掉

電源，徹底檢查並排除異常後，才可以再次起動。 

 

g.g.g.g.  電動機連結負載後試運轉時須量測振動值，若振動值異常，可視需要實施

共振測試（撓性軸更需要），共振為工廠內電動機最常碰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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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52.4.3.52.4.3.52.4.3.5  電動機之起動時間與起動頻度： 

詳「附件一  交流感應電動機技術彙編  第 13 節 電動機之起動時間與起動頻

度」。 

    

2.4.3.62.4.3.62.4.3.62.4.3.6  長期不運轉： 

    

aaaa....  新擴建或改善工程購買的電動機於送電前若經長期儲存或處於潮濕環境中

，送電前應先確認其繞組絕緣是否劣化，同時補充軸承潤滑油，若軸承已生銹

則須更換新品。 

    

b.b.b.b.  當絕緣電阻未達管制標準時，建議可依下述程序烘乾，如經烘乾後，絕緣

電阻仍未達管制標準時，則電動機必須送修。 

    

(a)(a)(a)(a)  置於上限 90℃之烘乾爐中，並確保爐內、外之通風良好。 

    

(b)(b)(b)(b)  堵住轉子不動，以低電壓電源接至電動機繞組，逐漸提高電壓至電流約

等於三分之一的銘牌額定電流值。須隨時注意依溫度變化調整電壓，確保繞組

溫度低於 90℃，當絕緣電阻停止變化時，則烘乾完成。 

    

2.4.42.4.42.4.42.4.4  驗收： 

    

2.4.4.12.4.4.12.4.4.12.4.4.1  依請購規範規定試驗項目核對。 

    

2.4.4.22.4.4.22.4.4.22.4.4.2  依「附表五  交流感應電動機出廠試驗報告書」檢查所有試驗項目

均合格。 

    

2.4.4.32.4.4.32.4.4.32.4.4.3  依「附表六  交流感應電動機驗收檢查表」所有項目皆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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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交流感應電動機委外檢修施工說明 
 

1. 1. 1. 1. 委外委外委外委外檢檢檢檢修保養作業流程圖修保養作業流程圖修保養作業流程圖修保養作業流程圖，，，，如圖如圖如圖如圖 3333----1111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建立基本資料

檢修前量測及試運轉

噴砂除鏽

電動機分解

分解後檢查量測

建立檢修通知單

定子線圈拆除 軸頸噴焊車修 配件及電裝表
整修或更新

轉子損壞處理

轉子清洗、乾
燥、噴塗凡立
水

轉子動平衡校正

定子清洗、乾
燥、噴塗凡立
水

電動機組裝

檢修後試運轉

風(水)箱除鏽噴漆

全部整新噴漆

完成檢修報告書

定子線圈電氣
量測定子線圈重繞

定子線圈VPI
處理

定子線圈電氣
量測

EEM00-01

EEM00-02

EEM00-03

EEM00-04

EEM00-03

EEM00-03

EEM00-05

EEM00-02
EEM00-05

註：電動機檢修照片，使用
表單 EEM00-06。

EEM00-05

EEM00-05

定子鐵心測試

EEM00-05

 

圖3-1  交流感應電動機委外檢修保養作業流程圖 

2. 2. 2. 2. 檢修作業說明檢修作業說明檢修作業說明檢修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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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12.1  建立基本資料： 

 

1.使用表單 EEM00-01，填寫電動機銘牌

資料。 

2.檢修前拍照。 

2.22.22.22.2  檢修前量測及試運轉： 

 

1.使用表單 EEM00-02。 

2.靜態電氣量測(繞組電阻、繞組絕緣電

阻...)。 

3.空轉試運轉(空轉電流、振動...量測)

。 

2.32.32.32.3  噴砂除銹： 

 

1.此項目依委託部門要求施作，並非每

台電動機皆需要。 

2.噴砂作業必須採取防範措施，避免砂

粒侵入電動機內部。 

3.銘牌及軸心需要加以防護。 

2.42.42.42.4  電動機分解： 

 

1.托架及軸承拆卸(軸承取下不可用火烤

，須使用專用拔出工具)。 

2.轉子小心取出(不可傷及定子繞組及鐵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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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52.5  分解後檢查量測： 

 

1.使用表單 EEM00-03。 

2.軸心軸頸及托架孔量測。 

3.轉子銅棒端環裂痕檢查(使用目視及敲

擊法檢測)。 

2.62.62.62.6  建立檢修通知單： 

 

1.使用表單 EEM00-04。 

2.利用此表單通知委託部門，使其了解

電動機狀況，及決定該做哪些檢修與

處理對策。 

2.72.72.72.7  定子清洗、乾燥、噴塗凡立水： 

   

2.7.12.7.12.7.12.7.1  使用 80℃熱水，水壓 2Kg/cm2，清洗定子繞組以去除油污粉塵，壓力不

可過高以免傷及絕緣。 

    

2.7.22.7.22.7.22.7.2  將定子置入恆溫乾燥爐內，以 110℃持續乾燥 12 小時以上，以去除水

份。 

    

2.7.32.7.32.7.32.7.3  出爐後冷卻至室溫時須做絕緣電阻量測及 AC耐壓試驗（絕緣電阻量測

合格後實施，耐壓試驗後需再次量測絕緣電阻），如對地絕緣不良，則需要重

複清洗、乾燥。 

    

2.7.42.7.42.7.42.7.4  檢查電動機出口線外皮，若有龜裂現象，則可能造成出口線與線圈端

面間產生電弧放電，應將出口線更換為矽質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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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2.7.2.7.5555  以 80℃持續加熱 30 分鐘後，噴塗紅色凡立水，以加強保護繞組及鐵心

表面，提高絕緣抵抗污染。 

 

2.82.82.82.8  轉子清洗、乾燥、噴塗凡立水： 

   

2.8.12.8.12.8.12.8.1  使用 80℃熱水，水壓 2Kg/cm2，清洗轉子去除內部及通風道油污粉塵。 

    

2.8.22.8.22.8.22.8.2  將轉子置入恆溫乾燥爐內，以 110℃持續乾燥 12 小時以上，以去除水

份。 

 

2.8.32.8.32.8.32.8.3  高壓大容量之往復式壓縮機，可視需要在電動機轉軸兩端實施 PT檢測

，以檢出其表面之缺陷。 

 

2.8.2.8.2.8.2.8.4444  噴塗紅色凡立水，以加強保護表面，提高絕緣抵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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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92.92.9  轉子動平衡校正： 

 

 

1.必須檢附動平衡報告書。 

2.以下情況轉子須做動平衡校正： 

⑴空轉量測振動＞2.3 mm/s 

⑵軸頸噴焊車修 

⑶轉子彎曲 

⑷轉子損壞處理 

⑸風扇葉片更新或加工 

3.動平衡校正時，須將聯軸器與風扇裝

上，以符合實際運轉狀況。 

4.同速度 G2.5 級。 

5.動力平衡機須每年由原廠校驗與認證

，操作人員須取得原廠認證合格。 

2.102.102.102.10  配件及電裝表整修或更新： 

 

1.使用表單 EEM00-03。 

2.托架孔是否需要噴焊車修。 

3.空間加熱器、RTD 等檢查量測(20 MΩ

/250V 以上)。 

2.112.112.112.11  定子繞組拆除： 

 

1.重繞拆除舊繞組時不得使用脆化爐加

熱定子、不得使用揮發性氣體或瓦斯

燃燒鐵心，以免損傷鐵心矽鋼片間絕

緣及避免造成鐵心退磁，大幅增加定

子鐵損。 

2.絕緣材料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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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122.122.12  定子繞組重繞： 

   

2.12.12.12.12.12.12.12.1  定子內部鐵心銹蝕噴砂處理、矽鋼片整理及防銹處理。 

 

2.12.22.12.22.12.22.12.2  定子鐵心整理完成後，須實施鐵心矽鋼片缺陷測試，採 Loop test 或

EL-CID 測試（合格標準：Loop test 為溫差 5℃以下/通電流 30 分鐘後量測， 

EL-CID 為 100mA 以下）。 

 

2.12.2.12.2.12.2.12.3333  噴塗紅色凡立水。 

    

2.12.2.12.2.12.2.12.4444  繞組加工完成後，安裝置入槽楔內（使用表單 EEM00-05）。 

 

2.132.132.132.13  定子繞組 VPI 處理： 

 

1.使用表單 EEM00-05。 

2.定子框體必須經過噴砂處理。 

3.整個定子置入真空含浸槽，含浸樹脂

高度必須高過定子，槽內抽真空後再

氮氣加壓、加溫。 

2.142.142.142.14  定子繞組電氣量測： 
    

2.14.12.14.12.14.12.14.1  定子繞組清洗： 

 

1.使用表單 EEM00-03。 

2.繞組電阻量測、絕緣電阻量測、PI測

試、突波比較試驗、AC耐壓試驗(試驗

電壓 1.5E)。 

2.14.22.14.22.14.22.14.2  定子繞組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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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表單 EEM00-05。 

2.繞組電阻量測、絕緣電阻量測、PI測

試、突波比較試驗、AC耐壓試驗(試驗

電壓 2E+1000V)。 

    

2.152.152.152.15  電動機組裝： 

    

2.15.12.15.12.15.12.15.1  滾動軸承： 

 

 

1.轉子置入定子，注意轉子不可以碰觸

到定子繞組。 

2.新的滾動軸承加熱，溫度控制 110℃以

下，不可以有剩磁，趁著滾動軸承溫

度高時套入軸心。 

3.不可敲擊軸承以套入軸心。 

4.軸承填滿適用之滑脂。 

5.軸承為精密零件，安裝組立時注意防

止灰塵、異物入侵。 

6.安裝托架，以牙條平均壓入，禁止敲

打以免損壞軸承。 

7.組裝完成以手轉動須順暢。 

2.15.22.15.22.15.22.15.2  滑動軸承： 

   

2.15.2.12.15.2.12.15.2.12.15.2.1  將軸承及油槽組件清洗乾淨。 

    
2.15.2.22.15.2.22.15.2.22.15.2.2  下軸瓦置入後安裝上軸瓦及上蓋鎖入，盤車數圈，下軸瓦拆出，整

修磨合面。 
    
2.15.2.32.15.2.32.15.2.32.15.2.3  再置入下軸瓦後安裝上軸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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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42.15.2.42.15.2.42.15.2.4  油封安裝後，密封膠塗抹(綠色 Curil T)，安裝軸承上蓋。 

 

2.162.162.162.16  檢修後試運轉： 

   

2.16.12.16.12.16.12.16.1  定子繞組清洗使用表單EEM00-02，定子繞組重繞使用表單EEM00-05。 

    

2.16.22.16.22.16.22.16.2  試運轉前再量測一次繞組電阻、絕緣電阻及AC耐壓試驗，並確認合格

。 

    

2.16.32.16.32.16.32.16.3  全壓空轉 30 分鐘以上，記錄振動、溫度...。 

    

2.16.42.16.42.16.42.16.4  定子繞組重繞，加做商頻堵住試驗，並計算出電動機特性。 

 

2.172.172.172.17  風(水)箱除銹噴漆： 

   

2.17.12.17.12.17.12.17.1  電動機本體、散熱風箱及風罩，因周遭環境處於高鹽分及高濕度下，

極易產生銹蝕現象，長期下來會導致穿孔產生、散熱不良、水氣鹽份進入使繞

組絕緣不良。 

    

2.17.22.17.22.17.22.17.2  散熱風箱使用高壓水柱清洗熱交換管，並以硬質刷子通管清潔。 

    

2.17.32.17.32.17.32.17.3  散熱風箱清洗完成後，管內部份手工除銹，然後塗裝防銹底漆。 

 

2.182.182.182.18  全部整新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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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2.18.12.18.12.18.1  依委託部門之要求進行除銹油漆作業。 

    

2.18.22.18.22.18.22.18.2  無指定需噴砂作業時，採用手工局部除銹，除銹後補底漆(50μm)與

面漆(50μm)。 

    

2.18.32.18.32.18.32.18.3  若有噴砂處理時，則比照新品之油漆塗裝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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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報告書 
 

3-Phase Induction Motor 

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 

工程名稱  

客戶名稱  工程編號 2980EE3D 

電動機編號 P-1308A 送修日期 2013/04/12 

廠牌   東元 

容量   150 HP    110 kW 

型式   AEEL-XL 

框號   315MB 

電壓   3300 V 

電流   24.8 A 

頻率   60 Hz 

極數   4 

轉速   1775 rpm 

絕緣等級   F 

滿載效率   93.5 % 

滿載功因   85 % 

時間額定   CONT. 

環境溫度   40 ℃ 

軸承號碼   負載側(DE)：6320      非負載側(NDE)：6316 

製造編號   C127001-1 

製造日期   2010/04/12 

重量   910 Kg 

EEM00-01      主管：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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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測試運轉記錄表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檢修前      □檢修後 

測試項目 量測結果 判定基準 判定結果 

繞組電阻 
U-V V-W U-W 

平均值±3％以內  
7.8 Ω 8.0 Ω 8.2 Ω 

絕緣電阻 

(1 分鐘) 

試驗電壓 1000 Vdc 

1000 MΩ以上  U-E V-E W-E 

1100 MΩ 1120 MΩ 1130 MΩ 

極化指數 

(P.I.) 

試驗電壓 2500 Vdc 2.0 以上 

(絕緣電阻 5000MΩ

以上，不需要做極

化指數。) 

 U-E V-E W-E 

2.8 2.9 3.0 

耐壓試驗 

試驗電壓 AC 2E+1000 V 未破壞 

(試驗電壓：繞組重

繞 AC 2E+1000，未

重繞 AC 1.5E) 

 U-E V-E W-E 

OK OK OK 

運轉電壓 3350 V 額定電壓±10%以內  

空轉電流 
U V W 

平均值±5%以內  
7.4 A 7.5 A 7.6 A 

振動 

(mm/s) 

水平 DE：1.0 NDE：1.1 

依 IEC 60034-14 

8.1 標準 
 垂直 DE：1.3 NDE：1.5 

軸向 DE：1.1 NDE：1.4 

軸承溫度 
負載側(L) 風扇側(F) 運轉時間 依 CNS 1373 標準 

溫升 40℃以下 
 

35 ℃ 36 ℃ 1 HR 

繞組溫度 
U V W 依 CNS 1373 標準滿

載溫升 80℃以下 
 

40 ℃ 42 ℃ 41 ℃ 

EEM00-02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主管：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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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量測記錄表(1/4)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一、轉軸頸尺寸量測： 

 
     

 
項目 

量測值 

量測位置 1 2 3 4  

 
直徑標準值 

±公差值(mm) 
檢修前量測公差值(mm)  

 DE 側       

 NDE 側       

 
項目 

量測值 

量測位置 1 2 3 4  

 
直徑標準值 

±公差值(mm) 
檢修後量測公差值(mm)  

 DE 側       

 NDE 側       
        

二、托架孔尺寸量測： 

 
     

 
項目 

量測值 

量測位置 1 2 3 4  

 
直徑標準值 

±公差值(mm) 
檢修前量測公差值(mm)  

 DE 側       

 NDE 側       

 
項目 

量測值 

量測位置 1 2 3 4  

 
直徑標準值 

±公差值(mm) 
檢修後量測公差值(mm)  

 DE 側       

 NDE 側       
        

EEM00-03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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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量測記錄表(2/4)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檢修前      □檢修後 

檢查項目 檢查方式 檢查結果 V 處理方式 

兩端托架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裂損   

 目視 3.積油泥   

 目視 4.接合面變形   

 內徑規 內徑：DE        mm 、 NDE        mm (最大值) 

兩端油室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裂損   

 目視 3.洩漏   

 目視 4.積油泥   

 目視 5.油位計洩漏   

 目視 6.油位計裂損   

 目視 7.油位計積垢   

導風板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有磨損現象   

 目視 3.破裂變形   

冷卻管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裂損   

 目視 3.洩漏   

接線箱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銹蝕   

 目視 3.防水不良   

 目視 4.接地線不良   

 目視 5.三相引線不良   

空氣濾網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積灰   

 目視 3.銹蝕   

兩端軸承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過熱磨損   

 高阻計 250V 3.絕緣不良   

 目視 4.滾珠不良   

 目視 5.導油環變形   

EEM00-03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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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量測記錄表(3/4)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檢修前      □檢修後 

檢查項目 檢查方式 檢查結果 V 處理方式 

兩端軸封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接合面不良   

 目視 3.磨損現象   

 目視 4.墊片不良   

 量測 5.間隙過大   

 目視 6.積油泥   

 量測 7.調整   

定子繞組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裂損   

 目視 3.積油泥   

 目視 4.通氣孔堵塞   

 目視 5.過熱現象   

 目視 6.磨損現象   

 目視 7.槽楔鬆脫   

 目視 8.繞組紮帶鬆脫   

 三用電表 電阻：U-V     Ω  V-W     Ω  U-W     Ω 

 高阻計 絕緣電阻：U-E    MΩ  V-E    MΩ  W-E    MΩ 

 突波比較器 突波比較測試：        V 、 OK 

 耐壓試驗器 AC 耐壓：      V/1min.、未破壞 

 耐壓試驗器 P.I.指數： R10/R1 =  

定子矽鋼片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過熱現象   

 目視 3.磨損現象   

定子 RTD 檢查 三用電表 1.良好   

 三用電表 2.斷線   

 三用電表 3.電阻量測   

空間加熱器檢查 三用電表 1.良好   

 三用電表 2.斷線   

 高阻計 250V 3.絕緣不良   

EEM00-03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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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量測記錄表(4/4)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檢修前      □檢修後 

檢查項目 檢查方式 檢查結果 V 處理方式 

轉子外觀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積灰泥   

 目視 3.積油泥   

 目視 4.絕緣剝落   

轉子矽鋼片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過熱現象   

 目視 3.磨損現象   

轉子短路環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凹陷不平   

 目視 3.螺絲鬆動   

轉子短路棒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斷裂   

風扇葉片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斷裂   

 目視 3.歪斜   

 目視 4.螺絲鬆動   

 目視 5.配重片鬆動   

軸承 RTD 檢查 三用電表 1.良好   

 三用電表 2.斷線   

 三用電表 3.電阻量測   

兩端軸頸檢查 目視 1.良好   

 目視 2.磨損現象   

 外徑規 外徑：DE        mm 、 NDE        mm (最小值) 

轉子曲度檢查 校直機 DE 側     mm  矽鋼片處     mm  NDE 側     mm 

EEM00-03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主管：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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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通知單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額定資料 150HP x 4P x 3300V x 60Hz x S.F. 1.15 x AEEL-XL x 315MB 

檢修項目或

材料 
部位 數量 

量測內容或

檢查結果 

檢修項目或

材料 
部位 數量 

量測內容或

檢查結果 

定子繞組重

繞、VPI 
   聯軸器磨損    

定子繞組清

洗、乾燥、

噴塗凡立水 

   皮帶輪破裂    

轉子繞組重

繞 
   

風扇葉片更

新 
   

轉子二次銅

棒檢查及數

目 

   
風扇外罩更

新 
   

轉子清洗、

乾燥、噴塗

凡立水 

   
轉子動平衡

校正 
   

立式軸承座    接線箱更新    

直度校正    空間加熱器    

托架磨損、

破裂 

□DE 

□NDE 
  

接線端子座

更新 
   

擋油蓋、擋

油板、油封

蓋磨損 

□DE 

□NDE 
  聯軸器 

□凸 

□平 

□凹 

 

mm  

mm  

mm  

軸承更新 
□DE 

□NDE 
  繞組 RTD    

油封更新 
□DE 

□NDE 
  軸承 RTD    

軸心磨損、

彎曲、折斷 

□DE 

□NDE 
  

出口線處理

、更新 
   

軸心鍵位、

風葉位、聯

軸器位磨損 

□DE 

□NDE 
  

腳座焊補、

車修 
   

EEM00-04   主管：    業務：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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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定子繞組重繞檢驗記錄表(1/2)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項次 檢查項目 判定標準 檢查結果 

一、繞組置入槽前中間檢查(業主可會同) 

1 鐵心疊片缺陷試驗： 

□Loop test 

□EL-CID 

 

溫差 5℃以下/通電流 30 分鐘後量測 

鐵心渦電流損失必須為 100mA 以下 

 

2 平角銅線尺寸 原規格±3%以內  

3 單繞組突波比較試驗 

Surge Compared Test 

試驗電壓為(匝數 N x 500) V 

顯示波形無變形 
 

4 單繞組耐壓試驗 

AC Hi-Pot Test 

試驗電壓為 1.5E 

試驗 1分鐘無擊穿 
 

二、繞組置入槽後試驗 

1 繞組耐壓試驗 

AC Hi-Pot Test 

試驗電壓為 1.5E 

試驗 1分鐘無擊穿 
 

三、定子繞組真空加壓含浸 VPI 前試驗 

1 繞組電阻量測 

Resistance Meas. 

平均值±3%以內 
 

2 絕緣電阻量測 

Insulation Meas. 

20 MΩ以上 

記錄溫度及濕度 
 

3 繞組耐壓試驗 

AC Hi-Pot Test 

試驗電壓為 1.5E 

試驗 1分鐘無擊穿 
 

4 極性量測 極性分布均勻 N-S-N-S  

5 三相突波比較試驗 

3-Phase Surge  

Compared Test 

試驗電壓為 2E+1000V 

顯示相間波形無變形  

6 三相感應電流量測 

3-Phase Induction 

Current Meas. 

平均值±5%以內 

 

7 RTD 檢測 電阻對照溫度正常 

絕緣電阻 20 MΩ(250V) 以上 
 

四、定子繞組完成後試驗(靜態電氣試驗) 

1 繞組電阻量測 

Resistance Meas. 

平均值±3%以內 
 

2 絕緣電阻量測 

Insulation Meas. 

100 MΩ以上 

記錄溫度及濕度 
 

3 極化指數量測 

Polarization Index 

P.I. = R10/R1 ＞ 2.0 
 

EEM00-05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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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定子繞組重繞檢驗記錄表(2/2)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項次 檢查項目 判定標準 檢查結果 

四、定子繞組完成後試驗(靜態電氣試驗) 

4 繞組耐壓試驗 

AC Hi-Pot Test 

試驗電壓為 2E+1000V 

試驗 1分鐘無擊穿 

(P.I.＞2.0 方可試驗) 

 

5 三相突波比較試驗 

3-Phase Surge  

Compared Test 

試驗電壓為 2E+1000V 

顯示相間波形無變形  

6 RTD 檢測 電阻對照溫度正常 

絕緣電阻 20 MΩ(250V) 以上 
 

7 空間加熱器檢測 電阻與功率核對正常 

絕緣電阻 20 MΩ(250V) 以上 
 

五、電動機組裝完成後試驗(動態電氣試驗、業主可會同) 

1 商頻堵住試驗 

Locked Rotor Test 

將轉子堵住輸入電流，記錄電壓、電流

、功因、視在功率、虛功率、實功率。 
 

2 空轉試驗 

No Load Running Test 

額定電壓運轉，記錄電壓、電流、功因

、視在功率、虛功率、實功率。 
 

3 特性試驗計算 依 CNS 1373 標準，使用電腦程式計算

出：滿載電流、滿載功因、滿載效率、

滿載轉矩、最大輸出、崩潰轉矩、起動

電流、起動轉矩。 

 

4 振動頻譜分析量測 

Vibration Spectrum 

Analysis Meas. 

依 IEC 60034-14  8.1 標準 

 

5 軸承溫升記錄 

Bearing Temp. Rise 

Record 

依 CNS 1373 標準，溫升 40℃以下。 

 

6 噪音量測 

Noise Meas. 

周圍 1公尺處，85 dBA 以下。 
 

EEM00-05                                註：表單內不適用之項目填寫 N/A 即可 

 

主管：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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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感應電動機檢修照片 

電動機編號  工程編號 2980EE3D 

檢修前 檢修後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EEM00-06      主管：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