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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 述

1.1 本手册使用指南

本手册介绍了 DTDH-P4及 DTDH-P4-3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以下简称电能回馈装置）的正确安装

方法、接线、原理及常见问题解答等有关内容。在使用电能回馈装置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理解

各项内容，以便能正确使用。

本手册为随机配置的附件，使用后请妥善保存，以备随时查看。

本手册可能随时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用户须知】：电能回馈装置属于电力电子产品，安装调试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危险】：错误操作，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请勿自行拆装，更改电能回馈装置内部连接或线路、零

件。

【注意事项】:

● 电能回馈装置及与其相连接的设备内部都有危及人身安全的高压，工作中请勿取下上盖，

以免发生危险。

● 安装和接线时，为确保安全请务必将电能回馈装置和与其相连的变频器电源全部断开，并

且等待 5～10 分钟，待变频器内部电容上储存的电能全部放电完毕后，才能操作。

● 电能回馈装置与变频器的距离尽可能靠近，距离不要超过 2m。

● 位于设备上的 PE 保护地接线螺钉，请连接真正的保护地，不可以连接电网的零线（中性线）。

1.2 开箱检查

■ 开箱前请确认产品包装箱有无运输中造成的破损现象；

■ 查看铭牌，确认与定货是否相同；

■ 检查包装箱内物品是否与装箱单相符；

■ 检查设备交付时有无损坏，如有损坏请立即与本公司联系。

1.3 产品型号

DTDH -□

具体型号

DH:电能回馈

DT：电梯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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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参数及安装、接线

2.1 外形及安装尺寸（单位：mm）

安装方式：1、挂式安装： 安装尺寸：410 mm×160 mm，孔：Ф10，上支架高度 30mm，下支架高

度 26mm。安装好支架后设备尺寸：430 ㎜×250 ㎜×200 ㎜。

2、立式安装：使用佩带的安装支架进行安装，支架高度 72mm。安装好支架后设备尺

寸：462 ㎜×250 ㎜×200 ㎜。

阈值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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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技术参数

制动方式 双向自动电压跟踪方式

制动响应时间 ﹤2ms

变频器输入电压 AC150V～460V，45～66HZ

适用功率 0～30kW

输入动作电压 DC270～780V （可调），误差 2V

输出方式 正弦波电流方式

电流畸变 ﹤5％

制动转矩 150%

设计工作制 长期

保护 过热，过电流，过压，过缺项

环境温度 －10℃～60℃ 通风良好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

相对湿度 ＜90％RH（不结露）

振动 1g(10～20Hz 时),0.2g(20～50Hz 时)

防护等级 IP00

外观尺寸

（不包括安装架）
390 ㎜×250 ㎜×200 ㎜

DC5V 电源输出 <150mA

设备供电模式
P4 三相交流供电

P4-3 直流母线供电

DTDH系列电梯电能回馈装置自动测量再生发电量的大小，并自动作出响应，除阈值调整外，

用户无需设定任何参数。

适用功率为电梯正常工作所匹配的最大功率，这些参数于海拔 1000米以下有效。

【注意】 请使用 60℃的功率电缆。（如果环境温度高于 45℃，请使用 75℃的功率电缆）。

2.3 主面板说明

● 显示屏：显示回馈电量、阈值电压、直流母线和输出电流值实际电压；

● 输出电流值显示框，在能量回馈出现故障的时候显示故障代码（E01：过电流，E07：缺相或

电网断开，E08：设备过热）；

● 动作电压调节器：安装、接线完成后，机箱右侧有一个蓝色可调电阻，根据变频器直流母线

电压手动调节到适当值，调试时应慢，时时观察电能回馈阀值显示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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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接线示意图及端子说明

主回路端子、接地端子接线说明

端子符号 端子名称 功能说明

A、B、C 主回路电源端子 连接变频器的三相交流输入电源，无相序要求

IN1 直流母线正端子 连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

IN2 直流母线负端子 连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负

PE 保护地接线端子（非零线） 接保护地保护人身安全

X4 电梯电能回馈控制端子
发电禁止为电梯电能回馈控制端子，触点控制方

式，断开时电能回馈装置工作，短接时停止工作

X7 继电器触点（NO COM NC） 故障输出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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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装、接线及其注意事项

本小节涉及到安装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可靠性运行的安全措施，请用户仔细阅读并理

解。

2.5.1 直流母线的判定

安装电能回馈装置需要在变频器中正确查找直流母线，否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下图为通

用变频器直流母线的判定。

注：

1、虚线框 1内为变频器有直流母线端子，直流母线的正为“B1”端子，负为“N”端子。

如图所示“B1”、“B2”是外接能耗制动电阻端子，其中“B1”接到储能电容的正端，所以直

流母线的正端应接到“B1”上，禁止接到“B2”上，“P1”、“P2”是外接直流电抗器的端子，

一般情况下没有外接直流电抗器两个端子是用一块铜片短接起来，如果此端子与电容的正端

直接相连，直流母线的正端也可以接到此端子上。

2、虚线框 2内为变频器没有直流母线端子需要打开变频器外壳接到储能电容的两端。如图所

示直流母线的正接到“B”点，负接到“N”点。直流母线的正禁止接到“A”点。

3、严禁将电能回馈的直流部分接到 B1、B2两端或 B2、N两端，否则将损坏变频器或电能

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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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安装前测量数据

测试变频器相关参数，此步为带电作业，必须注意安全。

1、在维保人员协助下，测试变频器输入电压，此电压与电能回馈装置选型有关。

2、测试直流母线电压：主要有静止，空载上行启动、运行、制动；空载下行启动、运行、

制动几种情况的直流母线电压值，此电压值与阈值的调节有关。

3、测试空载上、下行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供安装前后比较和安装电表参考。

4、测试相关参数按现场安装记录单做好记录。

2.5.3 接线及注意事项

1、在维保公司协助下，确认电梯内无人并以维修模式停梯，切断该电梯总电源，挂上“有

人操作，禁止合闸”的警示牌，注意：控制柜照明电源为单独控制，也要将其断电，等待 10-15

分钟，此期间可做些准备工作，如确定布线路径，然后用万用表测试动力电及直流母线，验明

无电后方可进行工作。

2、根据现场情况，尽量使用现场已有的穿线孔，线槽等。如要开孔，应注意线缆和其他

设备的保护，还有铁屑的防护。布线尽量避免与电梯控制部分接触；如不可避免可采取单独走

线槽，电缆线绞接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干扰。连接线不能大于 2米。

直流母线，三相输出电缆选择不同颜色，不同线径的电缆线，直流母线输入为 6平方多股

软铜线，三相交流电输出是 4平方多股软铜线。接好电缆线后，固定，整理，捆扎等，仔细检

查接线是否正确。

3、电梯电能回馈装置的 A、B、C接线端子不用与电网的 A、B、C或变频器的输入 R、S、T

一一对应。

4、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主板上面的 X4 端子用来控制电能回馈装置是否工作，现场安装时可以用

运行或抱闸接触器的常闭触点进行控制，使电梯电能回馈装置与电梯运行同步工作，电梯静止时电

梯电能回馈停止工作，电梯运行时电梯电能回馈开始工作。

5、电能回馈装置的 IN1、IN2 是直流母线（不分正负），这两根电缆线建议采用软电缆，并且

绞合连接，以减少辐射。

6、位于设备上的 PE 保护地接线螺钉，请连接真正的保护地，不可以连接电网的零线（中性线）。

7、要求电能回馈装置的上下 100mm 内、左右 30mm 内不能有其他遮挡物影响空气流动。

8、RS485 通信接线需要用屏蔽双绞线，接线时 A端与外界 RS485 的 A 端相接，B端与外界的 B

端相接。

2.5.4 调节阈值电压

确认安装完工正确无误后，拆开上盖，接通电源，根据测试的直流母线电压，用螺丝刀在

主板上面 RV1 的可调电阻器处调整阈值，一般比静止高 30-50V，比空载上行低 10-20V。具体



7

要根据现场电梯情况而定，以运行一段时间内发热电阻不再发热为原则，然后再按安装现场记

录单测试相关参数并记录。

两台或以上电能回馈装置并联，需要通过调阀值将电能回馈装置的回馈电流调为相同。

注：

如果电梯电能回馈装置安装在 AC200V 电梯上时，需首先将主板上 X4 短接，并将主板

上面 RV1 的可调电阻器按逆时针调至最低，然后接通电源，将阈值调至比静止高 10-20V，比空

载上行低 5-10V，调节完毕后断电，最后将 X4 短接线去除，恢复工作状态。

2.5.5 安装完工测试及安装后事宜

1.测试电能回馈装置运行节电效率，并记录。

2.清理现场卫生，清点所带工具及零件，以免遗失或对机房内其他设备造成影响。

3.乘坐电梯感受电梯运行情况有无异常。

4.详细填写电能回馈现场安装记录单及安装完工确认单，并做好安装测试总结工作。

三 运行原理

在电气传动系统中，电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发电过程，即电机转子在外力的拖动或负载自身转

动惯量的维持下，使得电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的同步转速，电机所发出的电能将会储存在

变频器内的滤波电容中，如果不把这部分电能消耗掉，那么直流母线电压就会迅速升高，影响变频

器的正常工作。通常处理这部分能量的方法是增加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将这部分能量消耗在电阻

上变成热能浪费掉，而采用本产品完全可以替代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并且可以将这部分能量回馈

给电网，达到绿色、环保、节能的目的。

DTDH 系列电梯电能回馈装置，通过自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将变频器的直流环节的

直流电压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压，经多重噪声滤波环节后连接到交流电网，从而达

到能量回馈电网的目的，能量转换率达到 97%以上，有效节省电能。其原理方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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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常见问题解答

1、电能回馈装置不工作

①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② 检查所选电能回馈装置与电梯变频器电源电压是否匹配。

③ 检查电能回馈装置是否投入工作。电能回馈装置上的回馈电流应变化。

2、制动时变频器过压保护

① 检查所选电能回馈装置容量是否足够。

② 检查电能回馈装置的动作电压与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匹配。

3、回馈装置过热保护

① 所选电能回馈装置容量太小，请重新核算选型。

② 电能回馈装置安装场所通风不好，导致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无法散发。

③ 确认阈值电压是否调节正确。

五 产品维护及保养

电能回馈装置在正常运行后，每 3个月对仪器进行一次维护，检测仪器是否工作正常。具体操

作请按以下步骤进行：

1.观察设备的表头显示是否正常，在电梯空载运行或满载运行时观察表头中显示的直流母线的

实时电压是否波动。

2.电梯空载上行或满载下行运行时表头的回馈电流是否变化。

3.观察风扇工作是否正常，并清理风扇上的灰尘。

4.将电梯断电约 15 分钟后，将设备用毛刷进行灰尘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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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断电后用手晃动两端电缆线是否有松动虚接，接线端子的螺丝有没有松动的，如有需进行紧

固。

6.断电后观察基板上的电容是否有异常，如电容鼓起，有电液流出、变色、或异臭味应立即停

止使用并进行更换。

六 保修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由于产品自身原因发生故障或损坏，厂家负责一年保修，超过保修期，将

收取合理的维修费用，但即使在保修期内，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将收取一定的维修费用:

1、未按用户手册接线，导致机器损坏；

2、由于火灾、水灾、电压异常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引起的机器损坏；

3、将产品应用于非正常功能时造成的损坏。

产品报废时涉及到危险废物名录的相关处置规定要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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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保修凭证

产品编号： 用户名称：

用户地址： 用户电话：

购买日期： 购买厂家：(盖章处)

发票号码： 厂家电话：

注： 1、本产品质保期为一年。

2、对因非本公司人员私自拆装造成的损坏，本公司概不负责。

请用户填写完整，并将此联按以下地址寄回，谢谢！

公司地址： 秦皇岛市开发区华山中路泾河道 3号

电 话：（0335）8539888/8539818

传 真：（0335）8509895

邮 编：06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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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秦皇岛开发区华山中路泾河道 3号

邮编：066004

技术支持电话：（0335） 8539888 /8539818

传真：（0335）8509895

网址：http://www.qjgd.com

E-mail： xiaoshou@qjg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