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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前言言

1.11.1 概概述述
本手册是所提供项目的一部分，是关于交流发电机预期用途的重要技术指南。它是用户以及经理在预防
人身伤害和交流发电机损坏方面的重要信息来源。必须始终遵循一般安全法规、使用地的特定法规和本
文档中说明的注意事项。

表表 1.1. 公公司司地地址址

公公司司和和欧欧洲洲授授权权代代表表地地址址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Fountain Court

Lynch Wood

Peterborough

PE2 6FZ

United Kingdom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Bvd. Decebal 116A

Craiova,

Dolj

200746

Romania

1.21.2 法法律律
本交流发电机是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LTD（在本手册中也称为“CGT”、“制造商”，或由
品牌名称“STAMFORD®”、STAMFORD VITATM 或“AvK®”指代）的知识产权。

STAMFORD®、STAMFORD VITATM 和 AvK® 是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LTD 的注册商标。对交流发电机
的所有权利、机器原理、相关图纸等归属于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LTD 并受版权法保护。仅
在事先获得书面批准的情况下才允许复制。Copyright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All Rights
reserved. Cummins 和 Cummins 徽标是 Cummins Inc. 的注册商标。

1.31.3 手手册册
本手册包含有关交流发电机安装和操作的指南和说明。本手册不包括关于维修和维护交流发电机的说
明。要了解详细信息，请联系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 (CGT) 客户服务部门。

在操作交流发电机之前，请阅读本手册并确保使用该设备作业的所有人员都能随时查阅本手册及其随附
的其他所有文档。使用不当、不遵守说明操作和使用未经批准的部件可能导致产品保修无效或潜在事
故。

本手册是交流发电机的重要附件。确保在交流发电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所有用户都能随时查阅本手
册。

本手册旨在供技术娴熟的电气和机械技师和工程师使用，他们对这种类型的发电设备具有充足知识和经
验。如有疑问，请寻求专家建议或联系您当地的 CGT 子公司。

通通知知

本本手手册册中中的的信信息息在在出出版版时时是是正正确确的的。。由由于于我我们们秉秉承承不不断断改改进进的的政政策策，，这这些些信信息息可可能能会会更更新新换换代代。。请请访访
问问 www.stamford-avk.comwww.stamford-avk.com 获获取取最最新新文文档档。。

http://www.stamford-av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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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

2.12.1 本本手手册册中中使使用用的的安安全全信信息息和和通通知知
本手册中使用危险、警告和小心面板来说明危险的来源、结果以及如何避免伤害。通知面板强调重要或
关键说明。

危危险险

危危险险表表示示如如果果不不避避免免将将会会导导致致死死亡亡或或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的的危危险险情情形形。。

警警告告

警警告告表表示示如如果果不不避避免免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死死亡亡或或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的的危危险险情情形形。。

小小心心

小小心心表表示示如如果果不不避避免免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轻轻微微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的的危危险险情情形形。。

通通知知

通通知知是是指指可可能能导导致致产产品品损损坏坏的的一一种种方方法法或或操操作作，，或或为为了了引引起起对对附附加加信信息息或或解解释释的的注注意意。。

2.22.2 一一般般指指南南

通通知知

这这些些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旨旨在在提提供供一一般般指指南南，，并并对对您您自自己己的的安安全全程程序序以以及及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法法律律和和标标准准进进行行补补
充充。。

通通知知

请请确确保保所所有有人人员员均均充充分分了了解解发发生生事事故故、、事事件件或或紧紧急急情情况况时时应应遵遵循循的的地地点点特特定定规规则则和和程程序序。。

2.32.3 对对人人员员的的技技能能要要求求
操作、安装、维修和维护程序只能由熟悉程序和设备、了解所有当地适用规则和法规要求并接受过适当
培训的经验丰富的合格人员来执行。

2.42.4 风风险险评评估估
CGT 已经对本产品进行了风险评估，但还必须由安装商/运营商/维修/维护公司进行一次单独的风险评估
以确定与现场和人员有关的所有风险。所有受影响用户都必须针对已识别风险接受培训。只有针对这些
风险接受过相应培训的人员才能在操作过程中连接到发电站/发电机组；请参阅 节节 2.22.2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3 和
节节 2.32.3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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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 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PPE)(PPE)
安装、操作、维修、维护、使用发电站或发电机组或在其内部作业的所有人员必必须须接受个人防护装备方
面的培训并穿戴安装商/运营商/维修/维护公司风险评估所规定的适当个人防护装备，请参阅 节节 2.42.4 在在
第第 xxxx 页页 33。

为安装、操作、维修/维护、使用发电站或发电机组或在其内部作业推荐的最低个人防护装备包括：

护目用具、面部防护装备、护耳用具、头部防护装备、保护小臂和腿部的工装裤、安全鞋或安全靴以及
手套。

图图 1.1. 推推荐荐的的最最低低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PPE)(PPE)

2.62.6 工工具具和和设设备备
对交流发电机进行安装、操作、维修和或维护的所有人员必须在所用工具/设备/机器的安全使用/操作方
面接受过培训，请参阅 节节 2.32.3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3。

人员用于安装/操作/维修/维护交流发电机的所有手动工具和电动工具（无论是电池供电还是市电供电）
以及大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工厂设备/机器（例如叉车）、起重设备（例如起重机/起吊装置和千斤
顶）及其附件（例如链条、提升带、吊钩和卸扣）必须：

• 包含在安装商/运营商/维修/维护公司执行的风险评估中，请参阅 节节 2.42.4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3。

• 适用于任务和预期用途，如果风险评估要求的话，必须进行电气绝缘以承受交流发电机输出电压，
请参阅 章章 44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2323 中的交流发电机额定值标牌信息。

• 处于可用状况以便安全使用。

2.72.7 安安全全信信息息标标志志
设备上配有安全信息标志以指示危险并强调说明。操作设备之前，请熟悉这些标志及其含义。为避免人
身伤害，始终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示例标志如下所示，根据交流发电机的技术规格，这些标志可能
有所不同。

图图 2.2. 示示例例警警告告标标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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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危危险险通通知知

危危险险

脱脱落落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脱脱落落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引引起起碰碰撞撞、、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跘跘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在在起起吊吊
之之前前：：

•• 请请检检查查起起吊吊设设备备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吊吊车车、、起起吊吊装装置置和和千千斤斤顶顶，，包包括括用用于于锚锚固固、、固固定定或或支支撑撑设设
备备的的附附件件））。。

•• 请请检检查查配配件件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用用于于将将载载物物连连接接至至起起吊吊设设备备的的挂挂钩钩、、吊吊索索、、钩钩链链和和环环首首螺螺
丝丝））。。

•• 请请检检查查载载物物上上的的起起吊吊固固定定装装置置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

•• 请请检检查查载载物物的的质质量量、、完完整整性性和和稳稳定定性性（（例例如如重重心心不不平平衡衡或或偏偏移移））。。

•• 将将驱驱动动端端和和非非驱驱动动端端运运输输配配件件安安装装在在单单轴轴承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以以使使主主转转子子保保持持在在机机架架内内。。

•• 在在起起吊吊时时，，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保保持持水水平平。。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安安装装的的起起吊吊点点来来吊吊起起整整个个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冷冷却却器器上上安安装装的的起起吊吊点点来来吊吊起起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整整个个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 请请勿勿除除去去任任一一起起吊吊点点上上所所附附的的起起吊吊标标签签。。

危危险险

测测试试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卸卸下下电电导导体体上上的的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
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危危险险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附附近近测测试试之之前前：：

•• 请请进进行行风风险险评评估估，，只只有有绝绝对对必必要要时时才才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在在其其附附近近测测试试。。

•• 只只有有受受过过训训练练的的专专业业人人士士才才可可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附附近近进进行行测测试试。。

•• 请请勿勿单单独独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在在其其附附近近测测试试；；必必须须有有其其他他有有能能力力胜胜任任工工作作的的人人员员在在场场，，经经培培训训可可以以在在
紧紧急急情情况况下下隔隔绝绝电电源源并并采采取取措措施施。。

•• 场场地地警警告告，，并并防防止止未未授授权权人人员员进进入入。。

•• 确确保保对对工工具具、、测测试试仪仪器器、、导导线线和和附附件件进进行行设设计计、、检检查查和和维维护护，，以以便便在在最最高高电电压压中中（（如如常常规规及及故故障障
条条件件下下））使使用用。。

•• 仅仅使使用用专专业业仪仪器器和和探探针针测测试试中中压压和和高高压压（（3.33.3 kVkV 至至 13.613.6 kVkV））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请请参参阅阅““工工具具和和设设
备备””章章节节。。

•• 采采取取适适当当的的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以以防防止止接接触触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包包括括人人身身保保护护设设备备、、绝绝缘缘体体、、屏屏障障和和绝绝缘缘工工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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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危险险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对对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进进行行操操作作之之前前，，必必须须用用适适当当的的护护罩罩//防防护护盖盖保保护护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原原动动机机之之间间的的裸裸露露
联联轴轴器器。。

•• 在在从从旋旋转转部部件件上上卸卸下下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
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 在在执执行行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任任务务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锁锁
//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危危险险

测测试试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和和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

为为防防止止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在在卸卸下下防防护护罩罩以以在在正正常常运运转转//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之之上上或或附附近近进进行行测测试试之之前前：：

•• 评评估估风风险险，，仅仅在在必必要要时时在在取取下下防防护护罩罩的的旋旋转转机机械械部部件件之之上上或或附附近近进进行行测测试试。。

•• 只只有有经经过过培培训训的的有有资资格格人人员员才才能能在在取取下下防防护护罩罩的的旋旋转转机机械械部部件件之之上上或或附附近近进进行行测测试试。。

•• 请请勿勿独独自自在在取取下下防防护护罩罩的的旋旋转转机机械械部部件件之之上上或或附附近近进进行行测测试试；；必必须须有有另另一一位位合合格格人人员员在在场场，，该该人人
员员必必须须经经过过培培训训，，可可以以在在紧紧急急情情况况下下隔隔离离能能源源并并采采取取措措施施。。

•• 放放置置警警告告标标志志，，并并防防止止未未授授权权人人员员进进入入。。

•• 采采取取适适当当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以以防防接接触触取取下下防防护护罩罩的的旋旋转转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包包括括穿穿戴戴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和和设设置置屏屏障障。。

2.92.9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警警告告通通知知

警警告告

接接地地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必必须须永永久久接接地地，，除除非非应应用用或或当当地地法法规规不不允允许许接接地地（（例例如如：：海海上上应应用用））。。为为避避免免受受伤伤：：

•• 对对其其进进行行检检查查、、维维修修和和修修理理工工作作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部部件件和和装装置置必必须须按按照照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法法规规进进行行
电电气气隔隔离离。。

•• 使使用用适适当当的的电电压压测测试试仪仪测测试试电电气气隔隔离离部部件件的的电电隔隔离离情情况况，，然然后后接接地地和和短短接接，，同同时时隔隔离离相相邻邻的的带带电电
部部件件。。

•• 如如果果对对高高压压组组件件进进行行作作业业，，请请在在电电气气隔隔离离后后将将线线路路电电缆缆接接地地，，并并使使用用接接地地条条短短接接元元件件（（例例如如电电容容
器器））。。

警警告告

电电弧弧闪闪光光

•• 接接线线盒盒内内、、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绕绕组组上上或或从从接接线线盒盒引引出出的的客客户户电电缆缆上上的的电电弧弧闪闪光光事事件件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气气体体过过热热
迅迅速速膨膨胀胀、、铜铜在在空空气气中中熔熔融融，，并并且且暴暴露露于于闪闪光光中中会会产产生生大大量量紫紫外外线线。。 这这可可能能会会因因烧烧伤伤和和//或或飞飞溅溅
碎碎片片的的撞撞击击而而导导致致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因因高高强强度度闪闪光光而而导导致致视视觉觉损损伤伤，，以以及及因因膨膨胀胀的的压压力力波波而而导导致致
听听力力损损伤伤。。

•• 为为防防止止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不不要要在在运运行行期期间间接接近近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除除非非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
““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任任何何在在运运行行期期间间接接近近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作作业业的的操操作作员员均均必必须须接接受受电电弧弧闪闪光光危危险险意意识识培培训训。。

电弧闪光是一种电流闪络离开预定路径并通过空气从一个导体传播到另一个导体或到地面的现象。电弧
闪光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例如：材料故障、腐蚀或安装不正确。



-

77A055W300（第 3 版） 1-2023 Copyright © 2023 Cummins Inc.

安装商/运营公司负责对电弧闪光危险进行风险评估，作为整个安装的一部分，包括与其他能源的连接。

当交流发电机连接到其他能源时，电弧闪光可能会超过单个交流发电机产生的电弧闪光。这些其他能源
可以是储存能量的电气负载（例如变压器、电容器等）、并联或耦合到主电网的交流发电机。

虽然交流发电机中的电弧闪光很少见，但安装商/运营公司必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所有人员的安全。根据
当地电气安全作业规程，所有在运行的交流发电机周围作业的人员均必须接受电弧闪光危险培训并了解
电弧闪光的危险。在交流发电机附近作业时必须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请参阅“安全预防措施”章
节 节节 2.52.5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44。

中中压压 (MV)(MV) 和和高高压压 (HV)(HV)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对于产生中压 (MV) 或高压 (HV) 的交流发电机，以下说明适用：

MV 和 HV 交流发电机可可以以配配备备 两个额外的警告和信息粘贴标签，并在接线盒中安装一个减压网孔（减压
网孔可能与下图所示的减压网孔有所不同）。

图图 3.3. 电电弧弧闪闪光光图图像像

如果安装减压网，应确保其安装牢固且完好无损：不要移除、堵塞减压网孔或在其上施加负载。

警警告告

冷冷凝凝水水

如如果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绕绕组组中中有有冷冷凝凝水水，，则则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导导致致电电击击、、烧烧伤伤或或接接触触飞飞溅溅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以以防防冷冷凝凝水水蓄蓄积积。。

•• 在在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之之前前，，检检查查是是否否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如如果果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则则将将水水排排净净//清清除除，，干干燥燥后后按按
照照““维维护护和和维维修修””章章节节的的说说明明检检查查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警警告告

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耦耦合合到到原原动动机机

发发电电机机组组耦耦合合时时机机械械部部件件移移动动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耦耦合合到到原原动动机机时时，，人人员员必必须须使使肢肢体体和和身身体体部部位位远远离离配配合合面面。。

•• 在在安安装装大大型型组组件件时时，，例例如如将将冷冷却却系系统统和和燃燃油油箱箱安安装装到到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发发电电机机组组上上，，人人员员必必须须使使肢肢体体
和和身身体体部部位位远远离离配配合合面面。。

警警告告

危危险险运运行行环环境境（（爆爆炸炸性性气气体体环环境境））

在在爆爆炸炸性性气气体体环环境境中中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导导致致烧烧伤伤和和//或或飞飞溅溅碎碎片片、、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的的人人身身
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请请勿勿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安安装装在在周周围围气气体体环环境境具具有有潜潜在在爆爆炸炸性性的的区区域域内内或或在在此此类类区区域域内内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
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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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警警告告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会会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从从事事安安装装、、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作作业业或或监监督督此此类类作作业业的的开开展展的的所所有有人人员员必必须须具具有有适适当当的的经经验验和和资资格格。。

•• 所所有有人人员员都都必必须须遵遵守守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法法规规以以及及现现场场安安全全要要求求，，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一一
章章。。

警警告告

不不正正确确或或不不当当使使用用

不不正正确确或或不不当当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造造成成严严重重的的人人身身伤伤害害、、死死亡亡或或设设备备损损坏坏。。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为为预预期期用用途途和和应应用用选选择择规规格格正正确确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确确保保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原原动动机机在在技技术术上上兼兼容容，，并并实实际际适适合合预预期期应应用用。。

•• 始始终终按按照照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随随附附的的原原始始手手册册和和技技术术图图纸纸安安装装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并并遵遵守守所所有有的的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
法法规规。。

•• 确确保保按按照照手手册册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额额定定值值标标牌牌所所示示的的限限制制范范围围内内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已已损损坏坏或或有有缺缺陷陷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关关闭闭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
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在在得得到到维维修修并并恢恢复复可可使使用用状状况况之之前前，，防防止止进进一一步步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
机机。。

警警告告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测测试试后后，，绕绕组组出出线线端端的的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或或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
伤伤：：

•• 进进行行测测试试后后，，始始终终通通过过接接地地棒棒对对地地短短接接，，立立即即对对绕绕组组进进行行放放电电，，

1.1. 放放电电持持续续时时间间等等于于测测试试持持续续时时间间。。

或或者者

2.2. 持持续续 55 分分钟钟。。

以以较较长长的的持持续续时时间间为为准准。。

警警告告

噪噪音音

正正在在运运行行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发发出出的的噪噪音音可可导导致致永永久久性性听听力力损损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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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告告

重重新新连连接接的的能能源源

在在维维修修和和维维护护工工作作期期间间意意外外重重新新连连接接能能源源可可能能会会引引起起触触电电或或导导致致烧烧伤伤、、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
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开开始始任任何何维维修修和和维维护护工工作作之之前前，，执执行行适适当当的的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以以使使发发电电机机组组保保持持与与能能源源隔隔
离离。。请请勿勿废废除除或或绕绕过过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警警告告

安安全全挡挡板板已已取取下下

取取下下安安全全挡挡板板后后引引发发的的危危险险可可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请请将将安安全全标标签签安安装装于于提提供供的的标标签签表表背背部部所所示示的的位位置置。。

•• 请请注注意意安安全全标标签签。。

•• 取取下下挡挡板板前前，，请请参参阅阅维维修修手手册册。。

图图 4.4. 安安全全标标签签

警警告告

强强磁磁场场

永永磁磁发发电电机机 (PMG)(PMG) 或或励励磁磁增增压压系系统统 (EBS)(EBS) 的的强强磁磁场场会会干干扰扰植植入入式式医医疗疗器器械械，，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
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如如果果您您安安装装了了植植入入式式医医疗疗器器械械，，请请勿勿在在永永磁磁发发电电机机 (PMG)(PMG) 或或励励磁磁增增压压系系统统 (EBS)(EBS) 附附近近工工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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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告告

接接触触弹弹出出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弹弹出出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撞撞击击、、断断裂裂或或刺刺穿穿，，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出出气气
口口、、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开开放放轴轴端端（（通通常常也也称称为为驱驱动动端端 (DE)(DE)））周周围围的的区区域域内内，，在在所所有有方方向向（（水水平平和和垂垂直直））都都有有可可
能能接接触触机机械械驱驱动动下下释释放放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请请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遵遵循循以以下下要要点点：：

••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远远离离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

•• 请请勿勿将将操操作作员员控控制制器器放放在在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附附近近。。

•• 请请勿勿在在额额定定值值标标牌牌参参数数范范围围之之外外运运行行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以以免免造造成成过过热热。。

•• 请请勿勿超超负负荷荷运运行行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请请勿勿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在在过过度度振振动动的的条条件件下下运运行行。。

•• 请请勿勿在在指指定定参参数数范范围围外外同同步步并并联联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警警告告

接接触触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释释放放的的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

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可可能能会会从从安安装装通通风风口口的的位位置置向向所所有有方方向向（（水水平平和和垂垂直直））释释放放。。为为避避免免受受伤伤：：

••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避避开开所所有有通通风风口口、、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周周围围的的区区域域。。

警警告告

接接触触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接接线线盒盒释释放放的的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

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可可能能会会从从安安装装通通风风口口的的位位置置向向所所有有方方向向（（水水平平和和垂垂直直））释释放放。。为为避避免免受受伤伤：：

•• 根根据据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配配置置，，减减压压瓣瓣门门可可能能位位于于不不同同位位置置、、方方位位和和方方向向，，具具体体取取决决于于机机器器设设计计。。

•• 确确定定减减压压瓣瓣门门的的位位置置并并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期期间间避避开开它它们们，，这这一一点点非非常常重重要要。。

图图 5.5. S0/S1S0/S1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危危险险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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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1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注注意意通通知知

小小心心

有有害害物物质质

接接触触有有害害物物质质（（例例如如机机油油、、润润滑滑脂脂、、润润滑滑剂剂、、燃燃油油、、粘粘合合剂剂、、干干燥燥剂剂、、蓄蓄电电池池酸酸液液、、清清洁洁剂剂、、溶溶剂剂或或
腐腐蚀蚀性性物物质质、、油油漆漆、、聚聚酯酯树树脂脂和和//或或塑塑料料残残留留物物））可可能能会会通通过过接接触触//吸吸入入而而导导致致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
长长时时间间//反反复复接接触触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更更严严重重的的医医疗疗状状况况。。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阅阅读读并并遵遵循循产产品品制制造造商商提提供供的的信信息息，，相相应应地地使使用用、、处处理理和和存存放放物物质质。。

•• 按按照照产产品品制制造造商商信信息息和和““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中中的的说说明明，，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小小心心

缺缺少少过过道道和和扶扶手手

为为进进行行维维修修和和维维护护而而拆拆下下过过道道和和扶扶手手可可能能导导致致人人员员滑滑倒倒、、绊绊倒倒和和跌跌倒倒，，从从而而造造成成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
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开开始始作作业业之之前前，，请请评评估估风风险险，，采采取取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以以确确保保安安全全作作业业，，放放置置警警告告标标志志并并防防止止未未经经授授权权人人
员员出出入入。。

小小心心

灰灰尘尘和和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

吸吸入入灰灰尘尘和和其其他他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可可能能会会刺刺激激肺肺和和眼眼睛睛，，从从而而导导致致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反反复复//长长时时间间接接
触触可可能能导导致致严严重重慢慢性性疾疾病病恶恶化化。。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机机械械式式真真空空吸吸尘尘系系统统适适时时清清除除灰灰尘尘和和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

•• 对对区区域域适适当当通通风风。。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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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安安全全指指令令和和标标准准

3.13.1 概概述述
STAMFORD® 和 AvK® 交流发电机符合与交流发电机相关的适用国家/地区及国际指令和标准。必须在相关标
准规定的限制范围内和交流发电机铭牌上的参数范围内对交流发电机进行操作。

船用交流发电机满足所有主要船级社的要求。

本章包含欧盟/英国声明模板示例（如适用）。

所有 STAMFORD® 和 AvK® 交流发电机均附带声明证书，其中显示了产品说明和唯一序列号。

3.23.2 示示例例：：符符合合性性声声明明和和组组装装声声明明
每台交流发电机将附带适当类型的证书，具体取决于交流发电机的实测输出（<1000VAC 或 >1000VAC）。

提供的交流发电机随附声明证书，其中含有产品说明及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下面是 STAMFORD® 和 AvK® 交流发电机随附的欧盟和英国两种类型的“符合性声明”和“组装声明”的示
例。

通通知知

如如果果证证书书丢丢失失、、缺缺失失或或损损坏坏，，请请联联系系 STAMFORDSTAMFORD®® 或或 AvKAvK®® 客客户户服服务务 www.stamford-avk.comwww.stamford-av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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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6.6. 欧欧盟盟符符合合性性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 第第 11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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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7.7. 欧欧盟盟符符合合性性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 第第 22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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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8.8. 英英国国符符合合性性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 第第 11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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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9.9. 英英国国符符合合性性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 第第 22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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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0.10. 组组装装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1KV)1KV) -- 第第 11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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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1.11. 组组装装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1KV)1KV) -- 第第 22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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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2.12. 组组装装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1KV)1KV) -- 第第 33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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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3.13. 组组装装声声明明示示例例 ((>>1KV)1KV) -- 第第 44 页页

3.33.3 有有关关电电磁磁兼兼容容合合规规性性 (EMC)(EMC) 的的其其他他信信息息
所有 STAMFORD® 和 AvK® 交流发电机的设计均符合工业环境中的电磁兼容合规性辐射和抗扰度标准。在将
这款交流发电机安装在住宅、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时，可能需要额外的设备。

安装接地装置需要使用最短的导线将交流发电机机架连接到场地保护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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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安装、维修和维护程序只能由熟悉程序和设备、了解所有当地适用规则和法规要求并接受过适当
培训的经验丰富的合格人员来执行。请参阅 节节 2.32.3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3。

通通知知

如如果果维维护护、、维维修修或或修修理理期期间间使使用用了了非非 STAMFORDSTAMFORD®® 或或 AvKAvK®® 品品牌牌的的未未经经授授权权的的部部件件，，则则 CumminsCummins GeneratorGenerator
TechnologyTechnology 不不对对电电磁磁兼兼容容合合规规性性负负责责。。

3.43.4 有有关关加加拿拿大大标标准准协协会会 (CSA)(CSA) 的的其其他他信信息息
为遵守加拿大标准协会 (CSA) 的规定，所有外部布线和元件的额定电压必须达到额定值标牌标签所示的
交流发电机额定电压。

交流发电机额定值标牌的以下标记在 CSA 认证范围内：

• 框架和型号

• 日期代码的序列号

• 电压、电流、频率和功率 (kVA) 输出

• 额定负载转速 (RPM)

• 旋转方向（仅在单向时）

• 功率因数 (PF)

• 相位数

• 励磁电压

• 励磁电流

• 绝缘级别

• 额定值类型

• 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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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简简介介

4.14.1 一一般般说说明明
S0/S1 交流发电机采用无刷旋转磁场设计，电压高达 600V，频率为 50 Hz（1500 RPM，4 极）或 60
Hz（1800 RPM，4 极），并按照 IEC60034 -1、ISO8528-3、NEMA MG1-32、B.S. 5000 Part 3 以及其他国
际标准制造。

S1/S2 为自励磁式，励磁电源来自使用 AS540 AVR 的主输出绕组。

4.24.2 噪噪音音

警警告告

噪噪音音

正正在在运运行行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发发出出的的噪噪音音可可导导致致永永久久性性听听力力损损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发出的最大 A 加权噪音可能达 97 分贝 (A)。有关具体应用细节，请联系供应商。

4.34.3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名名称称

表表 2.2. S0/S1S0/S1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命命名名格格式式

示示例例：： SS 00 LL 11 -- DD 11

ST
AM
FO
RD

品
牌

系
列
（
0、

1）

低
电
压

叠
片
直
径

(1
,2
)

铁
芯
长
度

轴
承
编
号

4.44.4 序序列列号号位位置置
驱动端盖上有发电机唯一系列号钢印，终端盒外侧的两个标签上也显示了此系列号。

4.54.5 铭铭牌牌
固定铭牌说明了交流发电机的指定操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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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4.14. 全全球球 STAMFORDSTAMFORD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铭铭牌牌

4.64.6 产产品品认认证证
STAMFORD® 高度安全防伪全息图位于溯源标签上。 检查从不同角度查看全息图时，STAMFORD® 徽标周围的
点是否可见，以及徽标后面是否出现“GENUINE”（正品）一词。在光线阴暗的环境中，使用手电筒查看
这些安全特征。通过以下网站输入唯一的 7 位字符全息图代码以检查交流发电机是否为正品：
www.stamford-avk.com/verifywww.stamford-avk.com/verify。

图图 15.15. 溯溯源源标标签签

图图 16.16. 3D3D 全全息息图图的的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视视图图中中可可见见的的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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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应应用用
客户负责确保所选交流发电机适合最终应用。

警警告告

不不正正确确或或不不当当使使用用

不不正正确确或或不不当当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造造成成严严重重的的人人身身伤伤害害、、死死亡亡或或设设备备损损坏坏。。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为为预预期期用用途途和和应应用用选选择择规规格格正正确确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确确保保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原原动动机机在在技技术术上上兼兼容容，，并并实实际际适适合合预预期期应应用用。。

•• 始始终终按按照照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随随附附的的原原始始手手册册和和技技术术图图纸纸安安装装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并并遵遵守守所所有有的的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
法法规规。。

•• 确确保保按按照照手手册册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额额定定值值标标牌牌所所示示的的限限制制范范围围内内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已已损损坏坏或或有有缺缺陷陷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关关闭闭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
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在在得得到到维维修修并并恢恢复复可可使使用用状状况况之之前前，，防防止止进进一一步步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
机机。。

5.15.1 环环境境
交流发电机的保护等级是 IP23。如果不采取额外措施，IP23 对于户外使用的保护不够。

表表 3.3. 环环境境技技术术参参数数

环境温度 -15° C 到 40° C

相对湿度 < 65%

海拔高度 < 1000 m

交流发电机针对于表中所列环境而设计。如果交流发电机的额定值允许，则可以在这些条件以外的环境
中操作，铭牌中会提供详细信息。如果在购买之后操作环境发生变化，请咨询工厂以了解修正的交流发
电机额定值。

5.25.2 气气流流
请确保交流发电机运行时空气入口和空气出口不堵塞。

5.35.3 大大气气污污染染物物

小小心心

灰灰尘尘和和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

吸吸入入灰灰尘尘和和其其他他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可可能能会会刺刺激激肺肺和和眼眼睛睛，，从从而而导导致致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反反复复//长长时时间间接接
触触可可能能导导致致严严重重慢慢性性疾疾病病恶恶化化。。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机机械械式式真真空空吸吸尘尘系系统统适适时时清清除除灰灰尘尘和和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

•• 对对区区域域适适当当通通风风。。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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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知知

污污染染物物（（如如盐盐、、油油、、废废气气、、化化学学品品、、灰灰尘尘和和沙沙子子））将将降降低低绝绝缘缘有有效效性性并并导导致致绕绕组组过过早早失失效效。。考考虑虑使使用用
空空气气过过滤滤器器和和防防护护罩罩保保护护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5.45.4 潮潮湿湿环环境境
空气含水量取决于温度。 如果空气温度降到饱和点以下，绕组绝缘体上可能会发生冷凝，从而降低其电
阻。 在潮湿环境中，可能需要额外保护，即使将交流发电机安装在防护罩内也是如此。 防冷凝加热器按
需供应。

5.55.5 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

危危险险

测测试试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卸卸下下电电导导体体上上的的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
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警警告告

冷冷凝凝水水

如如果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绕绕组组中中有有冷冷凝凝水水，，则则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导导致致电电击击、、烧烧伤伤或或接接触触飞飞溅溅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以以防防冷冷凝凝水水蓄蓄积积。。

•• 在在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之之前前，，检检查查是是否否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如如果果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则则将将水水排排净净//清清除除，，干干燥燥后后按按
照照““维维护护和和维维修修””章章节节的的说说明明检检查查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防冷凝加热器采用独立电源供电。防冷凝加热器可以升高绕组周围的空气温度，以便在交流发电机不运
行时，阻止在潮湿环境中形成凝结。最佳做法是当交流发电机关闭时自动对加热器通电。

5.65.6 外外壳壳
安装一个外壳以保护交流发电机免受不利环境条件的影响。确保进入交流发电机的空气流量充足，没有
湿气和污染物，而且低于额定值标牌上的最高环境温度。

确保交流发电机周围有足够空间以便进行安全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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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S02/S12 交流发电机具有圆端支架，可创造一种与相同尺寸的旧款交流机不同的气流模式。应该对
气流进行模式化以便识别并防止热空气在外壳内再循环。

5.75.7 振振动动
交流发电机的设计可经受发电机组遭遇的振动级别，发电机组的制造满足 ISO 8528-9 和 BS 5000-3 的要
求。 （ISO 8528 被视为宽带测量，BS5000 是指发电机组产生的任何振动的主频率）。

通通知知

如如果果超超出出上上述述任任一一技技术术规规格格都都将将对对轴轴承承和和其其他他元元件件的的使使用用寿寿命命产产生生不不利利影影响响，，且且不不包包含含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保保修修范范围围内内。。

通通知知

接接线线盒盒的的设设计计可可支支撑撑所所安安装装的的母母线线或或端端子子、、变变压压器器、、负负荷荷缆缆线线和和辅辅助助接接线线盒盒。。 额额外外的的重重量量可可导导致致过过大大
的的振振动动，，并并导导致致接接线线盒盒外外壳壳和和支支架架出出现现故故障障。。 请请参参考考《《安安装装手手册册》》将将负负荷荷缆缆线线连连接接到到接接线线盒盒。。 在在向向接接
线线盒盒上上固固定定任任何何额额外外的的重重量量之之前前，，请请咨咨询询 CGTCGT。。

5.7.15.7.1 BS5000BS5000––33 的的定定义义
当在机器架构或主框架上的任一点上直接进行测量时，交流发电机应该能够持续承受以下线性振动级
别：5 Hz 到 8 Hz 之间振幅为 0.25 mm ，8 Hz 到 200 Hz 之间速度为 9.0 mm/s RMS。 这些限制仅适用于任
意复合波形的振动主频。

5.7.25.7.2 ISOISO 8528-98528-9 的的定定义义
ISO 8528-9 是指宽带频率；宽带采用 10 赫兹到 1000 赫兹之间。 下表从 ISO 8528-9 （表 C.1，值 1）中
提取。 该简化的表格中列出了受 kVA 和速度限制的振动，以实现标准发电机组设计的可接受操作。

5.7.35.7.3 振振动动频频率率
由交流发电机产生的主振动频率如下：

• 4 极 1500 RPM 25 Hz

• 4 极 1800 RPM 30 Hz

交流发电机内由发动机引起的振动非常复杂。发电机组设计师负责确保底座板和配件的对齐和刚度不允
许振动超过 BS5000 第 3 部分和 ISO 8528 第 9 部分的限制。

5.7.45.7.4 线线性性振振动动限限制制

表表 4.4. S01/S02/S12S01/S02/S12 振振动动级级别别测测量量

在在 S0/S1S0/S1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测测得得的的线线性性振振动动级级别别

发发动动机机转转速速

转转//分分钟钟

（（最最低低-1-1））

功功率率输输出出

SS

（（千千伏伏安安））

振振动动

排排量量

RMSRMS (mm)(mm)

振振动动

速速度度

RMSRMS (mm/s)(mm/s)

2 000 ≤nr

≤3 600

≤50 0.8 50

>50 0.64 40

1 300 ≤nr

<2 000

>10 但 ≤50 0.64 40

>50 但 ≤125 0.4 25

宽带采用 10 Hz - 10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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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5.7.5 线线性性振振动动监监视视
我们推荐使用振动分析设备在下面所示位置测量振动。检查发电机组的振动是否低于标准中规定的限
制。如果振动高于限制，则发电机组设计师应该调查根本原因并将其消除。对于发电机组设计师而言，
最佳实践是将初始读数作为参考，对于用户而言，最佳实践是根据推荐的维修时间表定期监视振动，以
检测恶化趋势。

图图 17.17. 振振动动测测量量位位置置

5.7.65.7.6 过过度度振振动动

警警告告

接接触触弹弹出出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弹弹出出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撞撞击击、、断断裂裂或或刺刺穿穿，，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出出气气
口口、、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开开放放轴轴端端（（通通常常也也称称为为驱驱动动端端 (DE)(DE)））周周围围的的区区域域内内，，在在所所有有方方向向（（水水平平和和垂垂直直））都都有有可可
能能接接触触机机械械驱驱动动下下释释放放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请请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遵遵循循以以下下要要点点：：

••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远远离离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

•• 请请勿勿将将操操作作员员控控制制器器放放在在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附附近近。。

•• 请请勿勿在在额额定定值值标标牌牌参参数数范范围围之之外外运运行行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以以免免造造成成过过热热。。

•• 请请勿勿超超负负荷荷运运行行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请请勿勿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在在过过度度振振动动的的条条件件下下运运行行。。

•• 请请勿勿在在指指定定参参数数范范围围外外同同步步并并联联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如果测得的发电机组振动不在限制范围内：

1. 发电机组制造商应该更改发电机组设计，以便尽可能降低振动级别。

2. 联系 Cummins Generator Technologies，以评估对轴承和交流发电机预期寿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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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8 轴轴承承

5.8.15.8.1 密密封封轴轴承承
按照本手册中推荐的维护计划，定期检查永久性密封的轴承检查是否有磨损、微振磨损迹象或其他不利
特征。密封破坏、润滑脂泄漏或轴承座圈变色表明可能需要更换轴承。

5.8.25.8.2 轴轴承承寿寿命命
减少轴承寿命或导致轴承故障的因素包括：

• 不利的运行条件和环境。

• 发电机组对中不准导致应力。

• 超出 BS 5000-3 和 ISO 8528-9 限制的发动机振动。

• 交流发电机长期（包括在运输中）处于静止状态并承受振动，可导致滚道上的球面和槽面发生振蚀
底部磨损。

• 潮湿的条件可能导致由乳化引起的油脂腐蚀和变质。

5.8.35.8.3 轴轴承承使使用用状状况况监监测测
我们建议用户使用振动监测设备检查轴承状况。 最佳做法是将初始读数作为参考，并定期监测轴承以检
测恶化趋势。 然后便可以规划合适的发电机组或发动机维修间隔来更换轴承。

5.8.45.8.4 预预期期轴轴承承使使用用寿寿命命
轴承制造商承认，轴承的使用寿命取决于他们掌控以外的因素：实际更换间隔并非根据直接给出的使用
寿命，而是要参照轴承的 L10 寿命、润滑脂类型以及轴承和润滑脂制造商的建议。

对于一般应用；如果执行正确的维护，振动级别不超过 ISO 8528-9 和 BS5000-3 中规定的级别，环境温
度不超过 50°C，则计划在运行 30,000 小时以内更换轴承。

如果对 STAMFORD® 交流发电机的轴承寿命有任何方面的疑问，请联系离您最近的交流发电机授权供应商
或联系 CGT 客户服务。

5.8.55.8.5 备备用用应应用用
每周在无负荷条件下运行备用应用的交流发电机至少 10 分钟。 对于安装了可再次润滑轴承的交流发电
机，无论累计运行小时数是多少，轴承都应每 6 个月重新润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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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安安装装到到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6.16.1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尺尺寸寸
尺寸信息包含在各交流发电机型号对应的数据表中。请参考铭牌确定交流发电机型号。

通通知知

可可从从 www.stamford-avk.comwww.stamford-avk.com 获获取取数数据据表表

6.26.2 起起吊吊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危危险险

脱脱落落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脱脱落落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引引起起碰碰撞撞、、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跘跘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在在起起吊吊
之之前前：：

•• 请请检检查查起起吊吊设设备备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吊吊车车、、起起吊吊装装置置和和千千斤斤顶顶，，包包括括用用于于锚锚固固、、固固定定或或支支撑撑设设
备备的的附附件件））。。

•• 请请检检查查配配件件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用用于于将将载载物物连连接接至至起起吊吊设设备备的的挂挂钩钩、、吊吊索索、、钩钩链链和和环环首首螺螺
丝丝））。。

•• 请请检检查查载载物物上上的的起起吊吊固固定定装装置置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

•• 请请检检查查载载物物的的质质量量、、完完整整性性和和稳稳定定性性（（例例如如重重心心不不平平衡衡或或偏偏移移））。。

•• 将将驱驱动动端端和和非非驱驱动动端端运运输输配配件件安安装装在在单单轴轴承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以以使使主主转转子子保保持持在在机机架架内内。。

•• 在在起起吊吊时时，，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保保持持水水平平。。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安安装装的的起起吊吊点点来来吊吊起起整整个个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冷冷却却器器上上安安装装的的起起吊吊点点来来吊吊起起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整整个个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 请请勿勿除除去去任任一一起起吊吊点点上上所所附附的的起起吊吊标标签签。。

通过将吊钩或钩链连接到所提供的起吊点（凸耳或吊眼）上，起吊交流发电机。贴在起吊点上的标签显
示正确的起吊顺序。使用长度适合的链条或起重带（必要时使用保持架），以确保在起吊时链条或起重
带处于垂直状态。确保起吊设备的容量足以满足标签所示的交流发电机体积。

http://www.stamford-av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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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8.18. 起起吊吊标标签签

6.36.3 储储存存

警警告告

冷冷凝凝水水

如如果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绕绕组组中中有有冷冷凝凝水水，，则则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导导致致电电击击、、烧烧伤伤或或接接触触飞飞溅溅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以以防防冷冷凝凝水水蓄蓄积积。。

•• 在在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之之前前，，检检查查是是否否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如如果果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则则将将水水排排净净//清清除除，，干干燥燥后后按按
照照““维维护护和和维维修修””章章节节的的说说明明检检查查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如果不立即使用交流发电机，必须将其储存在清洁、干燥、无振动的环境中。我们推荐使用防冷凝加热
器（如可用）。

如果交流发电机可运转，请在存放期间每个月至少转动转子 6 圈。



-

3333A055W300（第 3 版） 1-2023 Copyright © 2023 Cummins Inc.

6.3.16.3.1 存存放放之之后后
存放一段时间之后，执行预运行检查以确定绕组的状况（请参见 节节 6.56.5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636）。如果绕组潮湿
或绝缘电阻较低，请按其中一个干燥流程进行操作（请参见章章 77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939）。

在让交流发电机投入运行之前，请参阅下面的表格。

表表 5.5. 轴轴承承存存放放

存存放放期期间间未未运运转转过过 存存放放期期间间运运转转过过

密密封封轴轴承承 如果存放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
可让交流发电机投入运行。

如果存放时间超过 12 个月，请
更换轴承，然后再让交流发电机
投入运行。

如果存放时间不超过 24 个月，
可让交流发电机投入运行。

如果存放时间超过 24 个月，请
更换轴承，然后再让交流发电机
投入运行。

6.46.4 发发电电机机组组耦耦合合

警警告告

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耦耦合合到到原原动动机机

发发电电机机组组耦耦合合时时机机械械部部件件移移动动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耦耦合合到到原原动动机机时时，，人人员员必必须须使使肢肢体体和和身身体体部部位位远远离离配配合合面面。。

•• 在在安安装装大大型型组组件件时时，，例例如如将将冷冷却却系系统统和和燃燃油油箱箱安安装装到到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发发电电机机组组上上，，人人员员必必须须使使肢肢体体
和和身身体体部部位位远远离离配配合合面面。。

通通知知

请请勿勿尝尝试试通通过过撬撬动动冷冷却却风风扇扇叶叶片片来来旋旋转转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转转子子。。风风扇扇的的设设计计无无法法承承受受这这种种力力，，而而且且风风扇扇将将受受
到到损损坏坏。。

图图 19.19.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撬撬杆杆旋旋转转

高效运行和较长的元件寿命取决于最大程度地减小交流发电机上的机械应力。当在发电机组中耦合时，
未对准或与原动力引擎的振动相互作用可能引起机械应力。

发电机组需要坚固的平坦连续底座板以适合安装位置地面负载，用发动机和交流发电机安装垫做一个坚
实的底座以便进行精确对齐。所有安装垫的高度对于撬装均必须在 0.25 mm 以内，对于不可调式防振支
架 (AVM) 必须在 3 mm 以内，对于可调高度 AVM 必须在 10 mm 以内。使用垫片以实现该高度。交流发电机
转子的旋转轴和发动机输出轴必须同轴（径向对准）并垂直于同一平面（角度对准）。交流发电机和发
动机连接的轴向对准必须在 0.5 mm 以内（兼顾考虑热膨胀），以便在运行温度下最大程度地减小轴承上
不必要的轴向力。

弯曲耦合可能会引起振动。交流发电机设计的最大弯矩不超过 17 千克米（125 英尺磅）。与发动机制造
商核对发动机法兰的最大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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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发电机和发动机的紧密耦合可以增强发电机组的刚性。单轴承和双轴承交流发电机都能进行紧密耦
合。发电机组设计师必须针对开流耦合提供保护。

为了防止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锈蚀，交流发电机框架龙头、转子耦合板和轴伸已经过防锈涂料处理。在
耦合发电机组之前，请清除涂料。

已安装驱动端 (DE) 运输支架以防止转子在运输过程中移动。在对接发电机组之前，请卸载 DE 运输支架
和紧固件。

图图 20.20. 显显示示用用螺螺栓栓固固定定耦耦合合盘盘到到驱驱动动端端联联轴轴器器（（右右侧侧））的的单单轴轴承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转转子子

6.4.16.4.1 单单轴轴承承

危危险险

脱脱落落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脱脱落落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引引起起碰碰撞撞、、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跘跘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在在起起吊吊
之之前前：：

•• 请请检检查查起起吊吊设设备备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吊吊车车、、起起吊吊装装置置和和千千斤斤顶顶，，包包括括用用于于锚锚固固、、固固定定或或支支撑撑设设
备备的的附附件件））。。

•• 请请检检查查配配件件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用用于于将将载载物物连连接接至至起起吊吊设设备备的的挂挂钩钩、、吊吊索索、、钩钩链链和和环环首首螺螺
丝丝））。。

•• 请请检检查查载载物物上上的的起起吊吊固固定定装装置置的的容容量量、、状状况况和和附附件件。。

•• 请请检检查查载载物物的的质质量量、、完完整整性性和和稳稳定定性性（（例例如如重重心心不不平平衡衡或或偏偏移移））。。

•• 将将驱驱动动端端和和非非驱驱动动端端运运输输配配件件安安装装在在单单轴轴承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以以使使主主转转子子保保持持在在机机架架内内。。

•• 在在起起吊吊时时，，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保保持持水水平平。。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上上安安装装的的起起吊吊点点来来吊吊起起整整个个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冷冷却却器器上上安安装装的的起起吊吊点点来来吊吊起起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整整个个发发电电机机组组。。

•• 请请勿勿除除去去任任一一起起吊吊点点上上所所附附的的起起吊吊标标签签。。

1. 如果已提供，请检查在风扇轮毂下面支持转子的支架是否安装到位。

2. 靠近发动机放置交流发电机，然后卸下在运输过程中将转子保持在适当位置的驱动端运输支架。

3. 从交流发电机的驱动端卸下空气出口盖，以接近耦合和适配器螺栓。

4. 如果需要，请拧紧耦合盘螺栓，如 图图 2121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535 所示。请参见章章 88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5757以了解拧紧
扭矩。

5. 围绕螺栓圆周沿顺时针方向检查将耦合盘固定到 DE 联轴器上的螺栓扭矩。

6. 确保耦合盘与适配器龙头同轴。使用对准螺栓以确保磁盘与飞轮对准。

7. 确保从飞轮耦合接合面到飞轮外壳接合面的轴向距离在 0.5 mm 标称尺寸以内。这样将确保维持发
动机曲轴浮动，并且交流发电机转子位置将处于中性线，以允许热膨胀。发动机或交流发电机轴承
上不存在轴向预载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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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向发动机提供交流发电机并同时启用耦合盘和外壳龙头，将交流发电机朝向发动机推动直到耦合盘
背对飞轮面并且定位外壳龙头。

通通知知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螺螺栓栓通通过过弹弹性性闸闸板板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拉拉动动到到发发动动机机。。

通通知知

固固定定螺螺栓栓失失败败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振振动动过过度度，，从从而而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发发生生灾灾难难性性故故障障。。

9. 在外壳头及耦合螺栓下面安装大尺寸垫圈。在耦合组件周围均匀地拧入螺栓以保持正确对准。

10. 拧紧螺栓以将耦合盘固定到飞轮上，顺序如 图图 2222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636所示。

11. 围绕螺栓圆周沿顺时针方向检查每个螺栓的扭矩，以确保拧紧所有螺栓。有关正确的拧紧扭矩，请
参见发动机制造商手册。

12. 放回所有盖子。

图图 21.21. 轮轮毂毂固固定定顺顺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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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22. 飞飞轮轮固固定定顺顺序序

6.56.5 预预运运行行检检查查
在起动发电机组之前，测试绕组的绝缘电阻，并检查所有连接是否紧固且在正确位置。 确保交流发电机
空气路径中没有障碍物。放回所有盖子。

6.66.6 旋旋转转方方向向
从交流发电机的驱动端观看时，风扇设计为顺时针旋转（除非在订购时另有说明）。如果交流发电机必
须沿逆时针方向运行，请向 CGT 客户服务寻求建议。

图图 23.23. 旋旋转转方方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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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 相相位位旋旋转转
当交流发电机沿顺时针方向运行时，按照相位顺序 U V W 连接主定子输出（从驱动端观看）。如果必须
反转相位旋转，则客户必须在接线盒中重新连接输出线缆。请联系 CGT 客户服务获取“反相连接”电路
图。

6.86.8 电电压压和和频频率率
检查交流发电机铭牌上显示的电压和频率是否满足发电机组的应用要求。有关调节，请参阅 AVR 手册中
的详细说明。

6.96.9 AVRAVR 设设置置
进行初始运行测试时，AVR 为出厂设置。 请检查 AVR 设置是否于您需要的输出兼容。 有关带负载和无负
载调节，请参阅 AVR 手册中的详细说明。

6.106.10 电电气气连连接接

警警告告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会会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从从事事安安装装、、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作作业业或或监监督督此此类类作作业业的的开开展展的的所所有有人人员员必必须须具具有有适适当当的的经经验验和和资资格格。。

•• 所所有有人人员员都都必必须须遵遵守守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法法规规以以及及现现场场安安全全要要求求，，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一一
章章。。

通通知知

接接线线盒盒的的设设计计可可支支撑撑所所安安装装的的母母线线或或端端子子、、变变压压器器、、负负荷荷缆缆线线和和辅辅助助接接线线盒盒。。额额外外的的重重量量可可导导致致过过大大
的的振振动动，，并并导导致致接接线线盒盒外外壳壳和和支支架架出出现现故故障障。。在在向向接接线线盒盒上上固固定定任任何何额额外外的的重重量量之之前前，，请请咨咨询询 CGTCGT。。面面
板板进进行行钻钻孔孔或或切切割割时时必必须须将将面面板板拆拆除除，，以以防防止止切切屑屑进进入入接接线线盒盒或或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系统设计师可以根据要求从工厂获得故障电流曲线以及交流发电机电抗值，这样设计师就可以计算出必
要的故障保护和/或辩别值。

安装人员必须检查交流发电机框架是否固定到了发电机组底盘上，并且必须固定在现场地面上。如果减
振安装模块安装在交流发电机框架及其底盘之间，则相应额定值的接地导线必须跨接在减震安装模块之
间。

请参见连线示意图，了解负载电缆的电气连接。电气连接在接线盒内进行。将单芯电缆穿过提供的绝缘
或非磁性亚盖板。必须将面板拆卸下来才能对其进行钻孔或切割，以防止切屑进入接线盒或交流发电
机。连线后，检查接线盒，如有必要请使用真空清洁器清除所有碎屑，然后检查确认没有内部组件损坏
或受到干扰。

按照标准，交流发电机中性点不会固定在交流发电机框架上。如有需要，可通过占相位超前截面积至少
一半的导体，将中性点连接到接线盒内的接地端子。

必须给予负载缆线适当的支撑，以避免在进入接线盒的进入点上出现紧半径，必须将其夹在接线盒压盖
上，并留出与固定在防振支架上的交流发电机组相距至少 ±25 毫米的移动空间，从而避免对缆线和交流
发电机负载端造成过度压力。

负载线缆接头的掌状部分（扁平部分）必须直接夹在主定子负载输出端子上，以便整个掌状区域可传导
输出电流。有关端子衔套扭矩值，请参阅部部件件和和紧紧固固件件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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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维维修修和和维维护护

7.17.1 推推荐荐的的维维修修安安排排
在开始任何维修及维护活动之前，请先参见本手册的“安全注意事项”一节 (章章 22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3)。

有关组件和紧固件分解图的信息，请参阅“部件识别” 一节（章章 88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5757）。

推荐的维修安排在表格行中显示了推荐的维修活动，按交流发电机子系统分组。表格列中显示了维修活
动的类型（无论交流发电机是否必须运行）和维修级别。维修频率通过运行小时数或时间间隔指定（以
时间较短者为准）。列与行相交的单元格中的叉号 (X) 显示了必须进行的维修活动类型。星号 (*) 显示
可根据需要进行的维修活动。

推荐的维修安排中的所有维修级别可直接从 CGT 客户服务部购买。有关离您最近的服务店的详细信息，
请访问 www.stamford-avk.comwww.stamford-avk.com，

1. 正确的维修对于交流发电机的可靠运行和接触交流发电机的人员的安全而言至关重要。

2. 这些维修活动旨在最大限度延长交流发电机的寿命，但不会改变、延长或更改制造商的标准保修条
款或您在保修方面的责任。

3. 每个维修间隔仅供参考，并且是在交流发电机是根据制造商指南安装和操作的基础上指定的。如果
交流发电机位于和/或是在不利或异常环境条件下操作的，维修间隔可能需要设置得更短。未进行
维修期间，应连续监控交流发电机，确定是否存在任何可能发生故障的模式、使用不当的情况或过
度磨损和消耗。

http://www.stamford-av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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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6.6.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维维修修计计划划

系系
统统

维维修修活活动动

交交
流流
发发
电电
机机
正正
在在
运运
行行 类类型型 维维修修级级别别

XX == 必必须须

** == 根根据据需需要要进进行行 检检
查查

测测
试试

清清
洁洁

更更
换换

调调
试试

后后
调调
试试

25
0

25
0
小小
时时
//半
半
年年

11
级级

10
00

10
00

小小
时时
/1/
1
年年

22
级级

10
,0
00

10
,0
00

小小
时时
/2/
2
年年

33
级级

30
,0
00

30
,0
00

小小
时时
/5/
5
年年

交
流
发
电
机

交流发电机额定值 XX XX

台板装置 XX XX

耦合装置 XX XX ** XX

环境状况和清洁 XX XX XX XX XX XX

环境温度（内部和外
部）

XX XX XX XX XX XX

整机 - 损坏、部件松动
和接地

XX XX XX XX XX XX

保护装置、挡板、警告
和安全标签

XX XX XX XX XX XX

维护检修口 XX XX

电力标称工作条件和励
磁

XX XX XX XX XX XX XX

振动 XX XX XX XX XX XX XX

绕
组

绕组状况 XX XX XX XX XX XX

所有绕组的绝缘电阻
（针对 MV/HV 的 PI 测
试）

XX XX * ** XX XX

转子、励磁器和 AUX 的
绝缘电阻

XX XX XX

轴
承

轴承状况 XX XX XX

密封轴承 XX 每每 40004000 至至 45004500 小小时时

密封轴承 XX ** XX

接
线
盒 所有交流发电机/客户连

接和布线 XX XX XX XX XX XX

控
制
装
置
和
辅
助
装
置 初始 AVR 安装 XX XX XX

AVR 设置 XX XX XX XX XX XX

辅助装置的客户连接 XX XX XX XX XX

辅助装置的功能 XX XX XX XX XX XX

防冷凝加热器 XX ** XX

整
流
器 二极管和变阻器 XX XX XX XX XX

二极管和变阻器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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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
统统

维维修修活活动动

交交
流流
发发
电电
机机
正正
在在
运运
行行 类类型型 维维修修级级别别

XX == 必必须须

** == 根根据据需需要要进进行行 检检
查查

测测
试试

清清
洁洁

更更
换换

调调
试试

后后
调调
试试

25
0

25
0
小小
时时
//半
半
年年

11
级级

10
00

10
00

小小
时时
/1/
1
年年

22
级级

10
,0
00

10
,0
00

小小
时时
/2/
2
年年

33
级级

30
,0
00

30
,0
00

小小
时时
/5/
5
年年

冷
却

进气口温度 XX XX XX XX XX XX XX

气流（速率和方向） XX XX XX

风扇状况 XX XX XX XX XX XX

7.27.2 轴轴承承

7.2.17.2.1 简简介介

通通知知

将将拆拆下下的的部部件件和和工工具具存存放放到到无无静静电电无无灰灰尘尘的的环环境境中中，，防防止止损损坏坏或或污污染染。。

轴轴承承会会因因为为将将其其从从转转轴轴上上拆拆下下所所需需的的轴轴向向力力损损坏坏。。请请勿勿重重复复利利用用轴轴承承。。

如如果果对对轴轴承承滚滚珠珠施施加加插插入入力力，，轴轴承承会会损损坏坏。。在在通通过过对对内内座座圈圈施施加加力力安安装装外外座座圈圈时时，，请请勿勿按按压压，，反反之之亦亦
然然。。

请请勿勿尝尝试试通通过过撬撬动动冷冷却却风风扇扇叶叶片片来来转转动动转转子子。。风风扇扇会会遭遭到到损损坏坏。。

交流发电机转子通过非驱动端 (NDE) 的轴承和驱动端 (DE) 原动机的轴耦合支撑。

• 请参阅本手册关于交流发电机应用 (节节 5.85.8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2929) 和存放 (节节 6.36.3) 章节中的轴承指南。

• 按照推荐的维护计划检查轴承。如果润滑脂从轴承泄漏，请向 CGT 客户服务寻求建议，同时告知
轴承类型和泄漏量。

• 根据推荐的维修计划，将轴承替换为相同类型（印在轴承上）、从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购买的
轴承。如果没有完全相同的替换件，请联系 CGT 客户服务寻求建议。

7.2.27.2.2 安安全全

危危险险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对对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进进行行操操作作之之前前，，必必须须用用适适当当的的护护罩罩//防防护护盖盖保保护护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原原动动机机之之间间的的裸裸露露
联联轴轴器器。。

•• 在在从从旋旋转转部部件件上上卸卸下下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
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 在在执执行行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任任务务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锁锁
//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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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警警告告

接接触触弹弹出出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弹弹出出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撞撞击击、、断断裂裂或或刺刺穿穿，，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出出气气
口口、、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开开放放轴轴端端（（通通常常也也称称为为驱驱动动端端 (DE)(DE)））周周围围的的区区域域内内，，在在所所有有方方向向（（水水平平和和垂垂直直））都都有有可可
能能接接触触机机械械驱驱动动下下释释放放的的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请请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遵遵循循以以下下要要点点：：

••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远远离离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

•• 请请勿勿将将操操作作员员控控制制器器放放在在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附附近近。。

•• 请请勿勿在在额额定定值值标标牌牌参参数数范范围围之之外外运运行行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以以免免造造成成过过热热。。

•• 请请勿勿超超负负荷荷运运行行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 请请勿勿使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在在过过度度振振动动的的条条件件下下运运行行。。

•• 请请勿勿在在指指定定参参数数范范围围外外同同步步并并联联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小小心心

有有害害物物质质

接接触触有有害害物物质质（（例例如如机机油油、、润润滑滑脂脂、、润润滑滑剂剂、、燃燃油油、、粘粘合合剂剂、、干干燥燥剂剂、、蓄蓄电电池池酸酸液液、、清清洁洁剂剂、、溶溶剂剂或或
腐腐蚀蚀性性物物质质、、油油漆漆、、聚聚酯酯树树脂脂和和//或或塑塑料料残残留留物物））可可能能会会通通过过接接触触//吸吸入入而而导导致致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
长长时时间间//反反复复接接触触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更更严严重重的的医医疗疗状状况况。。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阅阅读读并并遵遵循循产产品品制制造造商商提提供供的的信信息息，，相相应应地地使使用用、、处处理理和和存存放放物物质质。。

•• 按按照照产产品品制制造造商商信信息息和和““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中中的的说说明明，，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通通知知

请请勿勿用用润润滑滑脂脂涂涂满满轴轴承承；；轴轴承承可可能能会会损损坏坏。。

请请勿勿混混合合润润滑滑剂剂类类型型。。处处理理不不同同的的润润滑滑剂剂时时，，请请更更换换手手套套

在在无无静静电电无无灰灰尘尘的的环环境境中中，，佩佩戴戴无无绒绒手手套套装装配配轴轴承承。。

将将拆拆下下的的部部件件和和工工具具存存放放到到无无静静电电无无灰灰尘尘的的环环境境中中，，防防止止损损坏坏或或污污染染。。

轴轴承承会会因因为为将将其其从从转转轴轴上上拆拆下下所所需需的的轴轴向向力力损损坏坏。。请请勿勿重重复复利利用用轴轴承承。。

如如果果对对轴轴承承滚滚珠珠施施加加插插入入力力，，轴轴承承会会损损坏坏。。在在通通过过对对内内座座圈圈施施加加力力安安装装外外座座圈圈时时，，请请勿勿按按压压，，反反之之亦亦
然然。。

请请勿勿尝尝试试通通过过撬撬动动冷冷却却风风扇扇叶叶片片来来转转动动转转子子。。风风扇扇会会损损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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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3 控控制制

7.3.17.3.1 简简介介
在运行中的交流发电机上，控制元件容易受损。 受热和振动可能导致电气连接松动，线缆不起作用。 安
排检查和测试可在发生导致意外停工的故障前发现问题。

7.3.27.3.2 安安全全

危危险险

测测试试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卸卸下下电电导导体体上上的的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
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警警告告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会会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从从事事安安装装、、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作作业业或或监监督督此此类类作作业业的的开开展展的的所所有有人人员员必必须须具具有有适适当当的的经经验验和和资资格格。。

•• 所所有有人人员员都都必必须须遵遵守守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法法规规以以及及现现场场安安全全要要求求，，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一一
章章。。

7.3.37.3.3 连连接接测测试试要要求求

表表 7.7. 连连接接测测试试要要求求

要要求求 说说明明

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PPE)(PPE) 穿戴适合现场的强制性个人防护装备

消消耗耗品品 无

部部件件 无

工工具具 • 绝缘测试仪

• 万用表

• 扭矩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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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7.3.4 检检查查和和测测试试
1. 拆下接线盒盖。

2. 检查用于固定负荷线缆的紧固件的拧紧度。

3. 检查线缆是否牢固地夹在接线盒盖上，并为交流发电机在防振支架上留出 ±25 mm 的移动空间。

4. 检查所有线缆是否已固定到接线盒内，并且未松动。

5. 检查所有线缆是否有损坏情况。

6. 检查 AVR 配件和电流变压器是否已正确安装，线缆是否从电流变压器中间穿过（如安装）。

7. 如果已安装防冷凝加热器：

a. 切断电源，并测量加热器元件的电阻。如果发生断路，更换加热器元件。

b. 将加热器导线两端连接在一起。

c. 在绕组和地线之间施加测试电压。

d. 1 分钟后测量绝缘电阻（IR 1 分钟）。

e. 耗尽测试电压。

f. 如果测量电阻低于最低可接受水平，请替换加热器元件。请参见 表表 88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4444各数值。

8. 测试加热器连接盒上的防冷凝加热器的电源电压。交流发电机停止后，应存在 120 V 或 240 V 的交
流电（取决于衬套选件，显示在标签上）。

9. 检查接线盒上安装的 AVR 和 AVR 附件是否干净，是否已牢固安装到防振支架上，线缆接头是否已牢
固连接到端子。

10. 对于并联运行，检查同步控制线缆是否连接牢固。

11. 重新安装并固定好接线盒盖。

表表 8.8. 测测试试新新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和和正正在在使使用用的的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的的电电压压和和最最低低可可接接受受绝绝缘缘电电阻阻

组组件件 测测试试电电压压 (V)(V)

最最低低绝绝缘缘电电阻阻为为

11 分分钟钟 (M(MΩΩ))

新新的的 正正在在使使用用的的

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 500 10 1

7.47.4 冷冷却却系系统统

7.4.17.4.1 简简介介

通通知知

下下述述值值会会随随着着环环境境条条件件累累积积。。高高效效冷冷却却依依靠靠对对冷冷却却风风扇扇、、空空气气滤滤清清器器和和垫垫圈圈状状况况的的维维护护。。

这款交流发电机的设计符合支持欧盟指令和英国法定文书的标准，并根据工作温度对绕组绝缘的影响进
行了评级。

BSBS ENEN 6008560085 ((≡≡ IECIEC 60085)60085) 电电气气绝绝缘缘 –– 耐耐热热评评估估和和分分级级按可实现合理使用寿命的最高运行温度对绝缘
水平进行分类。虽然老化也受化学污染和电气以及机械应力的影响，但温度是主要因素。风扇冷却可让
运行温度保持稳定，低于电阻级别限制。

如果运行环境与铭牌上显示的值不同，额定输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对于 H 级绝缘，进入冷却风扇的环境空气温度超过 40 °C（最高 60 °C）时，每超过 5 °C，额定
输出必须降低 3%。

• 由于低密度空气的热容量降低，海拔 1000 m 以上每增加 500 m（最高 4000 m），额定输出必须降
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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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安装了空气滤清器，因为存在气流限制，额定输出必须降低 5%。

7.4.27.4.2 安安全全

危危险险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对对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进进行行操操作作之之前前，，必必须须用用适适当当的的护护罩罩//防防护护盖盖保保护护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原原动动机机之之间间的的裸裸露露
联联轴轴器器。。

•• 在在从从旋旋转转部部件件上上卸卸下下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
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 在在执执行行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任任务务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锁锁
//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小小心心

灰灰尘尘和和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

吸吸入入灰灰尘尘和和其其他他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可可能能会会刺刺激激肺肺和和眼眼睛睛，，从从而而导导致致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反反复复//长长时时间间接接
触触可可能能导导致致严严重重慢慢性性疾疾病病恶恶化化。。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机机械械式式真真空空吸吸尘尘系系统统适适时时清清除除灰灰尘尘和和气气载载颗颗粒粒//烟烟气气。。

•• 对对区区域域适适当当通通风风。。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通通知知

请请勿勿尝尝试试通通过过撬撬动动冷冷却却风风扇扇叶叶片片来来旋旋转转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转转子子。。 风风扇扇的的设设计计无无法法承承受受这这种种力力，，而而且且风风扇扇将将受受
到到损损坏坏。。

通通知知

滤滤清清器器用用于于除除尘尘，，而而不不是是除除湿湿。。 潮潮湿湿的的滤滤清清器器元元件件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气气流流减减少少，，从从而而引引起起过过热热。。 请请勿勿弄弄湿湿滤滤清清
器器元元件件。。

7.4.37.4.3 要要求求
必须遵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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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 9.9. 冷冷却却系系统统测测试试要要求求

要要求求 说说明明

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设设备备 (PPE)(PPE) 穿戴适合现场的强制性个人防护装备。

佩戴眼睛防护装置

佩戴呼吸防护装置

消消耗耗品品 无绒清洁布

一次性薄手套

部部件件 无

工工具具 无

7.4.47.4.4 检检查查与与清清洁洁
1. 拆下 DE 适配器挡板。

2. 检查风扇是否存在损坏和断裂扇叶。

3. 重新装好 DE 适配器挡板。

4. 复位发电机组，以便运行。

5. 确保进气口和出气口未堵塞。

7.57.5 耦耦合合

7.5.17.5.1 简简介介
高效运行和较长的元件寿命取决于最大程度地减小交流发电机上的机械应力。 当在发电机组中耦合时，
未对准或与原动力引擎的振动相互作用可能引起机械应力。

交流发电机转子的旋转轴和发动机输出轴必须同轴（径向对准和角度对准）。

如果不进行控制，扭转振动可能会损坏内燃机轴驱动系统。 发电机组制造商负责评估扭转振动对交流发
电机的影响：转子尺寸和惯性以及耦合详细信息可根据请求提供。

7.5.27.5.2 安安全全

通通知知

请请勿勿尝尝试试通通过过撬撬动动冷冷却却风风扇扇叶叶片片来来旋旋转转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转转子子。。风风扇扇的的设设计计无无法法承承受受这这种种力力，，而而且且风风扇扇将将受受
到到损损坏坏。。

警警告告

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耦耦合合到到原原动动机机

发发电电机机组组耦耦合合时时机机械械部部件件移移动动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将将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耦耦合合到到原原动动机机时时，，人人员员必必须须使使肢肢体体和和身身体体部部位位远远离离配配合合面面。。

•• 在在安安装装大大型型组组件件时时，，例例如如将将冷冷却却系系统统和和燃燃油油箱箱安安装装到到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发发电电机机组组上上，，人人员员必必须须使使肢肢体体
和和身身体体部部位位远远离离配配合合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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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4.24. 请请勿勿使使用用杆杆转转动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转转子子

7.5.37.5.3 耦耦合合测测试试要要求求

表表 10.10. 耦耦合合测测试试要要求求

要要求求 说说明明

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PPE)(PPE) 穿戴适合现场的强制性个人防护装备。

消消耗耗品品 无

部部件件 无

工工具具
• 刻度盘

• 扭矩扳手

7.5.47.5.4 检检查查安安装装点点
1. 检查发电机组台板和安装垫是否状况良好且未破裂。

2. 检查防振架上的橡胶层是否老化。

3. 检查振动监控历史记录，了解是否出现振动加剧的趋势。

7.5.4.17.5.4.1 单单轴轴承承耦耦合合

1. 拆卸 DE 适配器挡板以检修耦合

2. 检查耦合盘是否损坏、破裂或扭曲，以及耦合盘孔是否拉长。如果任一个盘损坏，请整套更换。

3. 检查将耦合盘固定到发动机飞轮的螺栓的拧紧度。按照“安装”一章 (节节 6.4.16.4.1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3434) 中
针对交流发电机耦合所示的顺序拧紧到发动机制造商建议的扭矩。

4. 重新装好 DE 适配器挡板。

7.67.6 整整流流器器系系统统

7.6.17.6.1 简简介介
整流器会将励磁器转子绕组中产生的交流电 (AC) 转化成直流电 (DC)，以磁化主转子的磁极。整流器由
两块半圆形的正负极板组成，每块板包含 3 个二极管。除了连接到主转子外，整流器的直流电输出还会
连接到变阻器（仅限 S1）。变阻器可保护整流器免遭因电压峰值和电压浪涌（当交流发电机处于各种负
荷条件下时，转子上会发生这些情况）造成的损坏。

二极管仅在一个方向上提供低电流电阻：正电流会从阳极流向阴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负电流会
从阴极流向阳极。

励磁器转子绕组连接到 3 个二极管阳极形成正极板，并连接到 3 个二极管阴极形成负极板，从而产生从
交流电到直流电的全波整流。整流器安装在非驱动端 (NDE) 上并通过上面的励磁器转子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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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6.2 安安全全

危危险险

测测试试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卸卸下下电电导导体体上上的的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
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危危险险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

旋旋转转的的机机械械部部件件可可能能会会压压碎碎、、断断裂裂或或绊绊倒倒他他人人，，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对对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进进行行操操作作之之前前，，必必须须用用适适当当的的护护罩罩//防防护护盖盖保保护护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原原动动机机之之间间的的裸裸露露
联联轴轴器器。。

•• 在在从从旋旋转转部部件件上上卸卸下下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
上上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 在在执执行行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任任务务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锁锁
//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警警告告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会会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从从事事安安装装、、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作作业业或或监监督督此此类类作作业业的的开开展展的的所所有有人人员员必必须须具具有有适适当当的的经经验验和和资资格格。。

•• 所所有有人人员员都都必必须须遵遵守守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法法规规以以及及现现场场安安全全要要求求，，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一一
章章。。

7.6.37.6.3 要要求求

表表 11.11. 整整流流器器系系统统：：测测试试和和更更换换组组件件要要求求

个人 防护设备 (PPE) 佩戴合适的 PPE。

消耗品 Loctite 241 螺纹锁固胶

Dow Corning 硅胶散热器复合型 340 或类似产品

焊料

吸锡铜线

部件 全套 3 个阳极引线二极管和 3 个阴极引线二极管（均来自同一制造
商）

一个变阻器 （仅限 S1）

工具 万用表

绝缘测试仪

扭矩扳手

焊枪

7.6.47.6.4 测测试试和和更更换换变变阻阻器器（（仅仅限限 S1S1））
1. 检查变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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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出现过热（褪色、起气泡、融化）或者破裂现象，将变阻器记录为发生故障的部件。

3. 断开一条变阻器引线。保存紧固件和垫圈。

4. 测量变阻器中的电阻。状况良好的变阻器的电阻大于 100 MΩ。

5. 如果电阻短路或任意方向上存在开路，将变阻器记录为故障部件。（一些万用表会在高电阻水平读
取无电子流，请注意工具的限值。）

6. 如果变阻器发生故障，请更换变阻器和所有二极管。

7. 重新连接并检查所有的引线是否已接牢、垫圈是否已装好、紧固件是否拧紧。

7.6.57.6.5 测测试试和和更更换换二二极极管管

警警告告

热热表表面面和和火火灾灾

接接触触热热表表面面可可能能会会导导致致烫烫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和和死死亡亡。。易易燃燃物物品品与与热热表表面面接接触触存存在在火火灾灾风风险险。。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火火灾灾：：

•• 请请勿勿接接触触较较热热的的表表面面。。

•• 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例例如如包包装装））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
热热器器附附近近。。

•• 确确保保没没有有易易燃燃材材料料或或可可燃燃物物质质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接接触触或或存存放放在在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或或原原动动机机附附近近，，包包
括括冷冷却却、、通通风风和和排排气气系系统统（（如如果果适适用用））。。

通通知知

请请勿勿用用超超过过要要求求的的扭扭矩矩拧拧紧紧二二极极管管。。否否则则二二极极管管会会损损坏坏。。

通通知知

拆拆下下 NDENDE 托托架架以以便便只只检检修修二二极极管管的的 S0L1S0L1 框框架架。。

通通知知

请请确确保保无无焊焊料料掉掉落落到到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任任何何组组件件。。

1. 使用焊枪和吸锡铜线清除将励磁器转子连接到二极管的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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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5.25. 拆拆卸卸二二极极管管焊焊料料

2. 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功能，测试二极管在正方向上的电压降落。

3. 使用绝缘测试仪的 1000 V 直流电测试电压，测试二极管在反方向上的电阻。

4. 如果正方向上的电压降落超出 0.3 到 0.9 V 的范围区间，或者反方向上的电阻低于 20 MΩ，则说明
二极管发生故障。

5. 对剩下的五个二极管重复测试。

6. 如果其中一个二极管发生故障，请更换整套的六个二极管（同一类型，同一制造商）：

a. 拆下二极管。

b. 只只向备用二极管（而不是螺纹）底部添加少量散热器填料。

c. 检查二极管的极性。

d. 将每个备用二极管拧到整流器板的螺纹孔里。

e. 运用 2.0 到 2.25 Nm（18 到 20 lb in）的扭矩，以确保机械、电子部件及热触点良好运行。

f. 更换变阻器 （仅限 S1）。

通通知知

请请确确保保无无焊焊料料掉掉落落到到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任任何何组组件件。。

7. 使用焊枪和焊芯重新连接,检查所有的导线是否已固定、焊接是否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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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绕绕组组

7.7.17.7.1 简简介介

通通知知

在在执执行行这这些些测测试试之之前前，，从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绕绕组组连连接接上上断断开开所所有有控控制制电电线线和和客客户户负负载载引引线线。。

通通知知

自自动动电电压压调调节节器器 (AVR)(AVR) 包包含含的的电电子子元元件件可可能能会会被被在在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测测试试期期间间施施加加的的高高电电压压损损坏坏。。 在在进进行行任任何何
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测测试试之之前前，，必必须须先先断断开开连连接接 AVRAVR。。 在在进进行行任任何何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测测试试之之前前，，必必须须先先将将温温度度传传感感器器接接
地地。。

潮潮湿湿或或干干燥燥的的绕绕组组电电阻阻较较低低，，可可能能会会被被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测测试试时时施施加加的的高高压压损损坏坏。。 如如果果不不确确定定，，请请先先通通过过低低压压
(500(500 V)V) 测测试试电电阻阻。。

交流发电机性能依靠良好的绕组电绝缘性。 电气、机械和热应力以及化学和环境污染会导致绝缘性下
降。 各种诊断测试可通过在绝缘绕组上形成或释放测试电压、测量电流以及根据欧姆定律计算电阻来指
示绝缘情况。

首次应用 DC 测试电压后，会产生以下三种电流：

• 电电容容性性电电流流：：为绕组充电，以便测试电压（在几秒钟内降至零）

• 极极化化电电流流：：将绝缘分子与施加的电场对齐（在十分钟内降至接近零），以及

• 泄泄漏漏电电流流：： 当绝缘电阻因潮湿和污物降低时接地放电（在几秒钟内上升到固定值）。

对于绝缘电阻测试，当电容电流结束时，在施加直流电测试电压后一分钟进行一次测量。 对于极化指数
测试，在十分钟后进行第二次测量。 可接受的结果是第二次绝缘电阻测量值至少是第一次的两倍，因为
极化电流已降低。 在绝缘性差的情况下，当泄漏电流占主要地位时，两次测量的值类似。 绝缘测试仪使
用准确可靠的测量数据，并且可以自动执行某些测试。

7.7.27.7.2 安安全全

危危险险

测测试试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在在卸卸下下电电导导体体上上的的防防护护盖盖之之前前，，请请关关闭闭发发电电机机组组并并将将其其与与所所有有能能源源隔隔离离，，消消除除储储存存能能量量并并执执行行上上
锁锁//挂挂牌牌安安全全程程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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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危险险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

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附附近近测测试试之之前前：：

•• 请请进进行行风风险险评评估估，，只只有有绝绝对对必必要要时时才才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在在其其附附近近测测试试。。

•• 只只有有受受过过训训练练的的专专业业人人士士才才可可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附附近近进进行行测测试试。。

•• 请请勿勿单单独独在在带带电电导导体体上上或或在在其其附附近近测测试试；；必必须须有有其其他他有有能能力力胜胜任任工工作作的的人人员员在在场场，，经经培培训训可可以以在在
紧紧急急情情况况下下隔隔绝绝电电源源并并采采取取措措施施。。

•• 场场地地警警告告，，并并防防止止未未授授权权人人员员进进入入。。

•• 确确保保对对工工具具、、测测试试仪仪器器、、导导线线和和附附件件进进行行设设计计、、检检查查和和维维护护，，以以便便在在最最高高电电压压中中（（如如常常规规及及故故障障
条条件件下下））使使用用。。

•• 仅仅使使用用专专业业仪仪器器和和探探针针测测试试中中压压和和高高压压（（3.33.3 kVkV 至至 13.613.6 kVkV））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请请参参阅阅““工工具具和和设设
备备””章章节节。。

•• 采采取取适适当当的的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以以防防止止接接触触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包包括括人人身身保保护护设设备备、、绝绝缘缘体体、、屏屏障障和和绝绝缘缘工工具具））。。

警警告告

冷冷凝凝水水

如如果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绕绕组组中中有有冷冷凝凝水水，，则则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可可能能导导致致电电击击、、烧烧伤伤或或接接触触飞飞溅溅碎碎片片和和颗颗粒粒，，
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人人身身伤伤害害。。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使使用用防防冷冷凝凝加加热热器器（（如如果果安安装装））以以防防冷冷凝凝水水蓄蓄积积。。

•• 在在操操作作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之之前前，，检检查查是是否否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如如果果存存在在冷冷凝凝水水，，则则将将水水排排净净//清清除除，，干干燥燥后后按按
照照““维维护护和和维维修修””章章节节的的说说明明检检查查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警警告告

接接触触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释释放放的的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

颗颗粒粒和和烟烟气气可可能能会会从从安安装装通通风风口口的的位位置置向向所所有有方方向向（（水水平平和和垂垂直直））释释放放。。为为避避免免受受伤伤：：

•• 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运运行行时时，，避避开开所所有有通通风风口口、、进进气气口口和和出出气气口口周周围围的的区区域域。。

警警告告

带带电电导导体体

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测测试试后后，，绕绕组组出出线线端端的的带带电电导导体体可可引引起起触触电电或或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
伤伤：：

•• 进进行行测测试试后后，，始始终终通通过过接接地地棒棒对对地地短短接接，，立立即即对对绕绕组组进进行行放放电电，，

1.1. 放放电电持持续续时时间间等等于于测测试试持持续续时时间间。。

或或者者

2.2. 持持续续 55 分分钟钟。。

以以较较长长的的持持续续时时间间为为准准。。

警警告告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

电电气气安安装装和和系系统统保保护护不不正正确确会会引引起起触触电电和和烧烧伤伤，，从从而而造造成成严严重重伤伤害害或或死死亡亡。。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从从事事安安装装、、维维修修或或维维护护作作业业或或监监督督此此类类作作业业的的开开展展的的所所有有人人员员必必须须具具有有适适当当的的经经验验和和资资格格。。

•• 所所有有人人员员都都必必须须遵遵守守所所有有当当地地适适用用规规则则和和法法规规以以及及现现场场安安全全要要求求，，请请参参阅阅““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一一
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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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7.7.3 要要求求

表表 12.12. 绕绕组组测测试试要要求求

要要求求 说说明明

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PPE)(PPE) 穿戴适合现场的强制性个人防护装备。

消消耗耗品品 无

部部件件 无

工工具具 • 绝缘测试仪

• 万用表

• 毫欧表或微欧表

• 钳式电流表

• 红外线温度探测器

• 接地柱

7.7.47.7.4 测测试试绕绕组组电电阻阻
1. 停止交流发电机。

2. 验证励磁器磁场（定子）绕组的电阻：

a. 从 AVR 上断开励磁器磁场引线 F1 和 F2。

b. 用万用表测量并记录 F1 和 F2 引线之间的电阻。

c. 重新连接励磁器磁场引线 F1 和 F2。

3. 验证励磁器电枢（转子）绕组的电阻：

a. 在两个整流器板中的其中一个上标记与二极管相连的引线。

b. 使用焊枪和焊芯拆除所有励磁器转子引线（整流板的所有二极管中的）。

c. 测量并记录所标记引线对之间（相绕组之间）的电阻。必须使用专业微欧表。

d. 使用焊枪和焊芯重新连接所有励磁器转子引线。

e. 请确保紧固件固定牢靠。

4. 验证主磁场（转子）绕组的电阻：

a. 主转子绕组的电阻可直接从整流器螺柱/板获取。

b. 测量并记录主转子引线与整流器螺柱/板之间的电阻（阳值和阴值）。必须使用专业微欧表。

5. 验证主电枢（定子）绕组的电阻：

a. 从输出端子上断开主定子的所有主定子引线。

b. 测量并记录 U1 与 U2 引线之间以及 U5 与 U6 引线（如果存在）之间的电阻。必须使用专业微
欧表。

c. 测量并记录 V1 与 V2 引线之间以及 V5 与 V6 引线（如果存在）之间的电阻。必须使用专业微
欧表。

d. 测量并记录 W1 与 W2 引线之间以及 W5 与 W6 引线（如果存在）之间的电阻。必须使用专业微
欧表。

e. 与前面一样，将这些引线重新连接到输出端子。

f. 请确保紧固件已固定牢靠

6. 验证辅助绕组的电阻（如有安装）：

a. 从 AVR 断开辅助绕组引线 7 和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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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万用表测量并记录 7 和 Z2 引线之间的电阻。

c. 重新将辅助绕组引线 7 和 Z2 连接到 AVR。

7. 请参阅技术数据 (章章 99 在在第第 xxxx 页页 5959) 以验证所有绕组的测量电阻是否与参考值相符。

7.7.57.7.5 测测试试绕绕组组绝绝缘缘电电阻阻

通通知知

在在达达到到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最最低低值值之之前前，，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不不得得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表表 13.13. 测测试试新新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和和正正在在使使用用的的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的的电电压压和和最最低低可可接接受受绝绝缘缘电电阻阻

测测试试

电电压压

（（伏伏））

每每分分钟钟的的最最低低绝绝缘缘电电阻阻 (M(MΩ))

新新 正正在在使使用用

主定子 500 10 5

辅助绕组 500 10 5

励磁器定子 500 10 5

励磁器转子、整流器和主转子组合 500 10 5

1. 检查绕组是否发生机械损坏或因过热褪色。如果有吸湿性灰尘和污物，请清洁绝缘体。

2. 对于主定子：

a. 在测试前，请确保断开 AVR 感应线束。

b. 断开并接地辅助绕组（如果安装）

c. 断开中性点接地导电体（如果配备）。

d. 将所有相绕组的三条引线连接到一起（如果可以），或在各个引线末端执行测试。

e. 对任意相引线和地之间施加表中的测试电压。

f. 1 分钟后测量绝缘电阻 (IR1min)。

g. 使用接地棒接地 5 分钟，释放测试电压。

h. 如果所测绝缘电阻小于最低可接受值，请擦干绝缘体，然后重复执行该方法。

i. 重新将中性点连接到接地导体（如果安装）、ARV 感应线束和辅助绕组连接。

3. 对于辅助绕组和励磁器定子以及组合的励磁器和主转子：

a. 在测试期间，请接地主定子绕组。

b. 将绕组的末端连接到一起（如果可以），或在各个引线末端执行测试。

c. 对绕组和地之间施加表中的测试电压。

d. 1 分钟后测量绝缘电阻 (IR1min)。

e. 使用接地棒接地 5 分钟，释放测试电压。

f. 如果测得的绝缘电阻小于最低可接受值，请擦干绝缘体，然后重复执行该方法。

g. 对每个绕组重复执行该方法。

h. 断开用于测试的连线。

i. 断开接地连接。

7.7.67.7.6 绝绝缘缘干干燥燥
使用以下方法对主定子绕组绝缘进行干燥。 为防止从绝缘中排出水蒸汽时发生损坏，请确保绕组温度上
升速度不超过每小时 5 ºC 或升至 90 ºC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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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绘制绝缘电阻图，以显示干燥的结束时间。

7.7.6.17.7.6.1 环环境境空空气气干干燥燥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使用交流发电机自身的冷却系统对交流发电机进行充分干燥。 断开连接到 AVR 的
X+ (F1) 和 XX- (F2) 端的线缆，以便停止向励磁器定子提供励磁电压。 在此种无励磁状态下运行发电机
组。 空气必须无碍地在交流发电机内流通，带走湿气。 运行防冷凝加热器（如安装）以促进空气流通的
干燥效果。

干燥结束后，重新连接励磁器定子与 AVR 之间的线缆。 如果发电机组不立即投入使用，则请在再次使用
之前启动防冷凝加热器（如安装），并重新测试绝缘电阻。

7.7.6.27.7.6.2 热热空空气气干干燥燥

将热空气从一个或两个 1 - 3 kW 的电风扇加热器引入交流发电机空气入口。 确保每个热源离绕组至少
300 mm，以避免烧焦或过热损坏绝缘。 空气必须无碍地在交流发电机内流通，带走湿气。

干燥结束后，移除风扇加热器，并酌情进行重新调试。

如果发电机组不立即投入使用，则请在使用之前启动防冷凝加热器（如已配备），并重新测试绝缘电
阻。

7.7.6.37.7.6.3 绘绘制制 IRIR 图图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干燥交流发电机，都请每隔 15 到 30 分钟测量一次主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和温度（如
果安装了感应器）。绘制绝缘电阻 IR（y 轴）与时间 t（x 轴）的曲线图。

图图 26.26. 绝绝缘缘电电阻阻图图

典型曲线显示了电阻的初始增加、下降然后缓慢攀升至稳定状态；如果绕组仅仅是轻微潮湿，则曲线可
能不会出现虚线部分。达到稳定状态后，继续干燥一小时。

通通知知

在在达达到到绝绝缘缘电电阻阻最最低低值值之之前前，，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不不得得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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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部部件件识识别别

8.18.1 S0S0 和和 S1S1 单单轴轴承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图图 27.27. S0/S1S0/S1 单单轴轴承承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

8.28.2 S0S0 、、S1S1 部部件件和和紧紧固固件件

表表 14.14. S0/S1S0/S1 部部件件和和紧紧固固件件

参参考考 部部件件 S0L1S0L1 S0L2S0L2 S1L2S1L2

紧紧
固固
件件

数数
量量

扭扭
矩矩

（（
牛牛
米米
））

紧紧
固固
件件

数数
量量

扭扭
矩矩

（（
牛牛
米米
））

紧紧
固固
件件

数数
量量

扭扭
矩矩

（（
牛牛
米米
））

1 NDE 盖 M5x12 4 6 M5x12 4 6 M5x12 4 6

2 NDE 支架 M8x35 4 26 M8x35 4 26 M8x35 4 26

3 NDE 轴承套件 - - - - - - - - -

4 励磁器定子

（磁场）

M5 4 6.5 M6 4 10 M6 4 10

5 励磁器转子

（电枢）

- - - - - - - - -

6 整流器总成 10 UNF 2 2.3 -
3.6

10 UNF 2 2.3 -
3.6

10 UNF 2 2.3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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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考考 部部件件 S0L1S0L1 S0L2S0L2 S1L2S1L2

紧紧
固固
件件

数数
量量

扭扭
矩矩

（（
牛牛
米米
））

紧紧
固固
件件

数数
量量

扭扭
矩矩

（（
牛牛
米米
））

紧紧
固固
件件

数数
量量

扭扭
矩矩

（（
牛牛
米米
））

7 二极管/变阻器 10 UNF 2 2.3 -
3.6

10 UNF 2 2.3 -
3.6

10 UNF 2 2.3 -
3.6

8 接线板 （三
相）

M5x20 2 6 M5x20 2 6 M5x25 2 6

8 接线板 （一
相）

M5x20 1 6 M5x20 1 6 M5x25 1 6

8 主端子 M6 螺
母

7 6.5 M6 螺
母

7 6.5 M6 螺
母

7 6.5

9 AVR AVM 4 - AVM 4 - AVM 4 -

10 主接线盒到框
架固定

M5x10 4 6 M5x10 4 6 M5x10 4 6

11 主定子

（电枢）

和框架

- - - - - - - - -

12 主转子

（磁场）

组件

- - - - - - - - -

13 风扇 - - - - - - - - -

14 耦合盘（按照
SAE 的紧固件长
度）

M8 6 43 M10 6 71.3 -
78.8

M12 6 147

15 DE 适配器（按
照 SAE 的紧固
件长度）

M8x35 4 26 M8x35 6 26 M8x35 6 26

16 脚板 M8 4 26 M10 4 47 M10 4 47

17 DE 屏幕 M5x50 2 6.5 M5x50 2 6.5 M5x50 2 6.5

18 AVR 盖 M5x12 4 6 M5x12 4 6 M5x12 4 5

19 加温器筒 M4x12 2 M4x12 2 M4x12 2

20 加热器套件
（接线盒）

M5x10 2 6.5 M5x10 2 6.5 M5x10 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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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技技术术数数据据

通通知知

将将测测量量数数据据与与交交流流发发电电机机所所附附的的技技术术数数据据表表和和测测试试证证书书进进行行对对比比。。

9.19.1 S0/S1S0/S1 绕绕组组电电阻阻

表表 15.15. S0/S1S0/S1 绕绕组组电电阻阻

型型号号 绕绕组组 2222 °°CC 时时绕绕组组电电阻阻

（（测测量量值值应应该该在在 10%10% 以以内内））

主主定定子子

L-NL-N

（（欧欧姆姆））

励励磁磁器器定定子子

L-LL-L

（（欧欧姆姆））

励励磁磁器器转转子子

L-LL-L

（（欧欧姆姆））

主主转转子子

（（欧欧姆姆））

辅辅助助绕绕组组

导导线线 7-Z27-Z2

（（欧欧姆姆））

S0L1-D1S0L1-D1 311 1.9200 13.88 0.1840 0.365 -

S0L1-H1S0L1-H1 311 1.1230 13.88 0.1840 0.410 -

S0L1-L1S0L1-L1 311 0.8210 17.50 0.2000 0.462 -

S0L1-P1S0L1-P1 311 0.6360 17.50 0.2000 0.505 -

S0L1-J1S0L1-J1 05 0.4830 13.88 0.1840 0.431 -

S0L1-J1S0L1-J1 06 0.3250 13.88 0.1840 0.431 -

S0L1-S1S0L1-S1 05 0.2630 17.50 0.2000 0.520 -

S0L1-S1S0L1-S1 06 0.1900 17.50 0.2000 0.520 -

S0L2-F1S0L2-F1 311/711 0.4900 14.51 0.2680 0.595 4.82

S0L2-G1S0L2-G1 311/711 0.4450 14.51 0.2680 0.639 5.77

S0L2-G1S0L2-G1 06/706 0.1400 14.51 0.2680 0.639 2.71

S0L2-M1S0L2-M1 311/711 0.2880 15.30 0.2100 0.741 5.12

S0L2-M1S0L2-M1 06/706 0.0960 15.30 0.2100 0.741 2.55

S0L2-P1S0L2-P1 311/711 0.2300 16.00 0.2174 0.800 4.68

S0L2-K1S0L2-K1 05/705 0.1840 14.51 0.2680 0.698 4.01

S0L2-U1S0L2-U1 05/705 0.1110 16.00 0.2174 0.882 3.70

S0L2-U1S0L2-U1 06/706 0.0820 16.00 0.2174 0.882 2.70

S1L2-J1S1L2-J1 311/711 0.1965 15.50 0.2244 0.920 4.16

S1L2-K1S1L2-K1 05/705 0.0918 15.50 0.2244 0.965 2.83

S1L2-K1S1L2-K1 311/711 0.1774 15.50 0.2244 0.965 3.91

S1L2-N1S1L2-N1 311/711 0.1286 14.60 0.2440 1.040 3.76

S1L2-R1S1L2-R1 05/705 0.0690 14.60 0.2440 1.100 2.53

S1L2-K1S1L2-K1 06/706 0.0590 15.50 0.2244 0.965 2.20

S1L2-R1S1L2-R1 311/711 0.1140 14.60 0.2440 1.10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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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型号号 绕绕组组 2222 °°CC 时时绕绕组组电电阻阻

（（测测量量值值应应该该在在 10%10% 以以内内））

主主定定子子

L-NL-N

（（欧欧姆姆））

励励磁磁器器定定子子

L-LL-L

（（欧欧姆姆））

励励磁磁器器转转子子

L-LL-L

（（欧欧姆姆））

主主转转子子

（（欧欧姆姆））

辅辅助助绕绕组组

导导线线 7-Z27-Z2

（（欧欧姆姆））

S1L2-N1S1L2-N1 06/706 0.0510 14.60 0.2440 1.040 2.38

S1L2-Y1S1L2-Y1 311/711 0.0841 16.00 0.2752 1.279 3.50

S1L2-G1S1L2-G1 06/706 0.0850 15.50 0.2244 0.861 2.50

S1L2-H1S1L2-H1 06/706 0.0790 15.50 0.2244 0.89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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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备备件件和和售售后后服服务务

10.110.1 部部件件订订购购
在订购部件时，应该对机器序列号或机器识别号和类型连同部件描述一起加以说明。 在铭牌或框架上可
以找到机器序列号。

10.210.2 客客户户服服务务
CGT 的服务工程师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他们经过广泛培训可以提供最佳支持。我们的全球服务项
目：

• 交流发电机现场调试

• 轴承现场维护和轴承状况监测

• 现场绝缘完整性检查

• 现场 AVR 和附件设置

有关离您最近的服务店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stamford-avk.comwww.stamford-avk.com。

10.310.3 推推荐荐的的维维修修部部件件
在关键应用中，交流发电机应该配备一套维修部件。

表表 16.16. S0/S1S0/S1 维维修修部部件件

S0L1S0L1 S0L2S0L2 S1L2S1L2

说说明明 部部件件号号 部部件件号号 部部件件号号

AS540 套件 A059F437 A059F437 A059F437

NDE 轴承套件 A054H811 A054H811 45-0866

抗磨膏 45-0280 45-0280 45-0280

整流器维修套件 A054H820 A054H820 RSK-1101

整流器总成 A051C308 A054H816 45-0427

http://www.stamford-av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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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报报废废处处理理

11.111.1 一一般般指指南南
在处理交流发电机、零部件或包装时：

1. 始终按照所有当地适用规则和法规处理材料。

2. 始终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处理废物，务必尽可能重复利用、回用和/或回收材料。

3. 若在交流发电机、零部件或包装的处理方面需要帮助/建议，请咨询当地的专业废物处置/处理/回
收公司。

11.211.2 包包装装材材料料
交流发电机、替换部件或维修零件到货后，必须处理包装材料。

• 木质包装可以回收。但用防腐化学品处理过的木材必须进行适当处理。切切勿勿焚焚烧烧化化学学处处理理过过的的木木
材材。。

• 所有塑料包装都可以回收。

• 所有纸质和纸板包装都可以回收。

• 可以使用清洁剂和拭布清洁交流发电机表面上覆盖的防腐剂。拭布应作为污染废物进行处理，请参
阅 节节 11.411.4。

• 干燥剂应作为有害废物进行处理，请参阅 节节 11.411.4

11.311.3 可可回回收收材材料料
包含可回收基体材料（例如铁、铜和钢）并可通过从所有部件中清除不可回收和/或有害的材料（例如机
油、润滑脂、流油剂、燃油、粘合剂、干燥剂、蓄电池酸液、清洁剂、溶剂或腐蚀性物质、油漆、聚酯
树脂、绝缘胶带或塑料残留物）进行回收的单独零部件。

• 包含铁、钢和铜的零部件现在可以通过专业材料回收公司进行回收。

• 按照当地规则和法规将拆卸的材料分为有害废物和无害废物。

◦ 将所有有害材料作为有害废物进行处理，请参阅 节节 11.411.4。

◦ 无法重复利用、再用或回收的所有无害材料现在可以作为一般废物进行处理。

11.411.4 有有害害或或污污染染废废物物

小小心心

有有害害物物质质

接接触触有有害害物物质质（（例例如如机机油油、、润润滑滑脂脂、、润润滑滑剂剂、、燃燃油油、、粘粘合合剂剂、、干干燥燥剂剂、、蓄蓄电电池池酸酸液液、、清清洁洁剂剂、、溶溶剂剂或或
腐腐蚀蚀性性物物质质、、油油漆漆、、聚聚酯酯树树脂脂和和//或或塑塑料料残残留留物物））可可能能会会通通过过接接触触//吸吸入入而而导导致致轻轻度度或或中中度度人人身身伤伤害害。。
长长时时间间//反反复复接接触触可可能能导导致致更更严严重重的的医医疗疗状状况况。。为为防防止止受受伤伤：：

•• 始始终终阅阅读读并并遵遵循循产产品品制制造造商商提提供供的的信信息息，，相相应应地地使使用用、、处处理理和和存存放放物物质质。。

•• 按按照照产产品品制制造造商商信信息息和和““安安全全预预防防措措施施””章章节节中中的的说说明明，，始始终终穿穿戴戴适适当当的的个个人人防防护护装装备备。。

包括但不限于机油、润滑脂、润滑剂、燃油、粘合剂、干燥剂、蓄电池酸液、清洁剂、溶剂或腐蚀性物
质、油漆、聚酯树脂或塑料残留物等废物或被这些物质污染的物品可能会被当地适用法规视为有害废
物。

• 始终按照当地适用规则和法规搬运、存放、运输、处理和处置这些类型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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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有害废物或污染物品的处理方面需要帮助/建议，请咨询专业废物处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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