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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SIEMENS疑难问题解决怎么办,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伺服电机维修必看：致力于做广东值得信
赖的SIEMENS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企业，及时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维修服务和技术- 13434598434，我公
司是专业从事全球品牌交直流伺服电机维修，磁电、光电编码器维修，旋转编码器维修，伺服电机编码
器改造，码盘破损维修，磁铁脱落，轴断裂维修，电流大烧线圈维修等工控一体化技术解决方案企业。

注：常常会有新客户把编码器和伺服电机搞混，这里说一下带有编码器的电机才是伺服电
机。一台完整的伺服电机分为两部分，一是编码器电气部分，二是电机机械部分。它们是
一个整体组合，维修时缺一不可（使用分立式编码器除外）。

伺服电机维修是一门复杂的技术服务行业。近几年，伺服电机使用越来越广泛，中国大陆
市场的使用量随之激增，伺服电机维修这种技术服务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由于国内使用的
伺服电机大都是进口产品，技术含量很高，国外的伺服电机生产商为了垄断维修服务市场
，采取了非标准的编码器或是非标准的安装方式，使伺服电机维修变得比较困难，形成了
伺服电机维修是一门杰出的技术本领。伺服电机维修分为机械部分维修和电气部分维修。
1、机械部分维修为轴承损坏更换。相对于普通电机的维修，只是轴承上特殊了。因为大
多数伺服电机是同步电机，转子上带磁极，用普通材料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材料定制变
得尤其关键，同时对位要求也比普通电机更高。2、电气部分维修主要为绕线、磁铁和编
码器的维修。  只要根据原有电机的线路和线径绕回去就可以了，前提是选用优质的铜
线。充磁需要有一定技术含量，通常为机外充磁与拆开充磁，前者适合一些定子磁场的充
磁；而拆开充磁需要有技巧，除了需获知原有马达的磁强，还需要了解分布情况，同时形
状要有保证。大部分早期的伺服电机用的基本是质量稍差差的黑磁，充磁后一般用的也不
久，有些治标不治本，为节约成本可以考虑，但我们不建议采用。我们会重新选择耐高温
、耐高电磁的铁氧体磁铁进行全部更换。编码器更换与维修是伺服电机维修中考验技术含



量的地方，毕竟进口的伺服电机大多是非标准的通讯格式。早期增量型产品的可以互相配
换，但新一代产品已经形成各自不同的内部标准，不同厂家具备不同的标准模式，加上脉
冲密度过大，另外编码器的对位有不同的算法，使各个品牌产品缺少了共用性，造成维修
的难度加大。伺服电机维修存在负载测试的难题，试机是一个技术看点。通常的小作坊较
难保证修复的伺服电机试验过再出厂，基本上是感觉大概修复了，缺少相应的负载测试平
台。所以用户在选伺服电机维修的时候需要了解清楚服务商的技术实力。

伺服电机维修故障范围：  维修故障：磁铁爆钢、磁铁脱落、卡死转不动、编码器磨损
、码盘/玻璃盘磨损破裂、电机发热发烫、电机进水、电机运转异常、高速运转响声、噪
音大，刹车失灵、刹车片磨损、低速正常高速偏差、高速正常低速偏差、启动报警、启动
跳闸、过载、过压、过流、不能启动、启动无力、运行抖动、失磁、跑位、走偏差、输出
不平衡、编码器报警、编码器损坏、位置不准、一通电就报警、一通电就跳闸、驱动器伺
服器报警代码、烧线圈绕组、航空插头损坏、原点位置不对，编码器调试/调零位、更换
轴承、轴承槽磨损、转子断裂，轴断裂、齿轮槽磨损等

维修地域网络：广东 惠州 珠海 佛山 广州 深圳 中山 江门 汕头 河源 阳江 茂名 湛江 梅州
肇庆 韶关 潮州 东莞 清远 汕尾 云浮 揭阳 增城 从化 乐昌 南雄 台山 鹤山 恩平 廉江 雷州
吴川 高州 化州 高要 四会 兴宁 陆丰 阳春 英德 连州 普宁 罗定北京 海淀区 东城区 西城区
宣武区 丰台区 朝阳区 崇文区 大兴区 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 房山区 通州区 顺义区 怀柔区
昌平区 平谷区 密云县 延庆县天津 和平区 河西区 河北区 河东区 南开区 红桥区 北辰区
津南区 武清区 塘沽区 西青区 汉沽区 大港区 宝坻区 东丽区 蓟县 静海县 宁河县上海
黄浦区 卢湾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闸北区 杨浦区 虹口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嘉定区
浦东新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南汇区 奉贤区 崇明县江苏 南京 镇江 常州 无锡 苏州 徐州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泰州 南通 宿迁 江阴 宜兴 邳州 新沂 金坛 溧阳 常熟 张家港 太仓
昆山 吴江 如皋 通州 海门 启东 东台 大丰 高邮 江都 仪征 丹阳 扬中 句容 泰兴 姜堰 靖江
兴化浙江 杭州 嘉兴 湖州 宁波 金华 温州 丽水 绍兴 衢州 舟山 台州 建德 富阳 临安 余姚
慈溪 奉化 瑞安 乐清 海宁 平湖 桐乡 诸暨 上虞 嵊州 兰溪 义乌 东阳 永康 江山 临海 温岭
龙泉山东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临沂 德州 聊城 菏泽
滨州 章丘 胶南 胶州 平度 莱西 即墨 滕州 龙口 莱阳 莱州 招远 蓬莱 栖霞 海阳 青州 诸城
安丘 高密 昌邑 兖州 曲阜 邹城 乳山 文登 荣成 乐陵 临清 禹城安徽 合肥 蚌埠 芜湖 淮南
亳州 阜阳 淮北 宿州 滁州 安庆 巢湖 马鞍山 宣城 黄山 池州 铜陵 界首 天长 明光 桐城 宁国
伺服电机可使掌握速率，也就是说在位置控制中。并且由于有反应安装不会涌现丢步等景
象\，阻尼太大，武安伺服电机维修，构造简略，现象及解决办法有哪些，交流伺服电机
有哪几种控制方式，娄底SEM伺服电机维修,少走弯路，广州哪里有汇川伺服电机卖，

洛阳SIEMENS疑难问题解决怎么办,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洛阳伺服电机维修,洛阳西门子伺
服电机维修,SIEMENS伺服电机维修,西门子电机维修。没有我们修不了的！！！广东省，
江苏省都有我们的维修公司，赶快联系高邮伺服电机维修。主动由PLC控制。由于AC伺
服电机可以透过编码器的位置、速度情报随时检出电机的运转状态，位置控制误差过大过
大，AB伺服电机维修国内蕞强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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