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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介绍 

钻铣床高速永磁直驱系统是对钻铣床主轴变速传动通过双联齿轮或皮带轮

进行传动的一款更新迭代的新型高效传动方式，不再需要双联齿轮或皮带轮的换

速操作，可以直接通过无级调速旋钮迅速切换到 0~4000转/每分钟加工所需要的

速度。 

产品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直驱精益强悍：直接驱动主轴，减少皮带轮或双联齿轮的一些复杂易损

结构件，工厂生产成本更加精益化，电机力矩输出更加强劲。 

2、 高速、无级调速：轻松快速主轴不同速度切换，使用驱动器芯片电位器

旋钮控制钻铣床主轴在 0~4000 转/分钟范围实现无级调速，满足对各

种加工需求。 

3、 智能工业自动化：微电脑程序控制提供多种功能设置，并可选配数码显

示屏，实时监控主轴转速。 

4、 防护更加有效：驱动器全面支持电流过压、过流、欠压等保护措施，杜

绝电机烧机现象。 

5、 延长设备寿命：减少复杂的传动结构，直驱大扭矩输出，加工时设备震

动、嗓声、减少润滑使设备维护少，设备使用寿命更长， 

二、 产品参数 

1、 高效永磁电机 

型号 HS-Z550/HS-Z750/HS-Z1100 

电气参数 

电压 220V ±15% (可选配 380V) 

功率 0.55KW/0.75KW/1.1kw 

启动电流 0.5A~1A(根据负载情况不同） 

额定电流 1.5/2.5A/5A 

主轴转速 4000Rpm/Min 调速范围 0~4000Rpm/Min 

工作制 S1,连续工作 

节能效率 整机效率≌85%~90% 

钻/铣 钻孔≤40MM、端铣直径≤28MM、面铣直径≤80MM 

系统参数 

提示灯 可支持双色工作提示灯（红色、绿色） 

功能模块 
启动、停机、正反转、转速调速、转速显示、电机过流

过热过压保护 

重量 ≧3KG~5KG  

使用环境 温度-10℃~40℃、湿度<90%RH、无可燃气体、无滴水 

 

2、 驱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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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可选（启动、停机、转速显示、无极调速、正反转） 

 

驱动控制器特性表 

控制器型号 

额定电压 电压范围 电压频率 额定电流 调速范围 转速精度 辅助控制 

VAC VAC Hz A RPM RPM 
转速显示、电机过流过

热过压保护 

HS070-A20R7M-SH 220 ±15% 50/60 1.5/2.5/5 可调速 ±0.5% 4000Rpm/Min 

 

三、 功能说明 

序号 功能名称 操作 功能详细描述 

1 调速 电位器调速 

电位器顺时针旋转，速度增大，否则速度减小。电机

顺时针运转时，速度可调到半速，逆时针运转时可调

到全速。 

2 正反转 正反开关 
开关打到 1（线接通），电机顺时针运转；否则，逆时

针运转。 

3 LED显示 2位数码管 
系统正常时显示电机当前转速(当前数值 X100)，故障

时显示故障代码。 

4 指示灯显示 绿色指示灯 系统正常时指示灯连续闪烁，故障时指示灯断续闪烁。 

5 电源控制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接通时（线接通），控制电源上电，系统开始

运行。 

6 保护功能 软件保护 

系统具有过流、缺相等多种保护。故障保护后系统自

动停机，故障排除后需要重启电源开关，系统恢复正

常工作。 

 

四、 故障报警代码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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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LED显示

代码 
指示灯状态 含义 说明 

1 转速显示 闪烁 系统正常 
系统正常时显示电机当前转速，最高位显

示转速千位，次高位显示转速百位 

2 E1 闪烁 电机停机 刹车死区处理 

3 E2 闪 2次 其它故障 其它故障，进入保护 

4 E3 闪 3次 HALL故障 电机 HALL未接或者故障，进入保护 

5 E4 闪 4次 --- --- 

6 E5 闪 5次 电源开关关 当电源开关闭关时，进入保护 

7 E6 闪 6次 电机堵转 电机堵转 1S后，进入保护 

8 E7 闪 7次 过流 电机过流后，进入保护 

 

五、 安装接线说明 

1.电机绕组接线 

驱动器上接插件 J3 引出的 3 根粗线接电机的绕组线，从下到上分别为绕组 U 相、V 相

和 W相，具体相位参照图 1所示。 

                   

 
图 1  驱动器绕组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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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器相位和电机的绕组相位接线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绕组接线图 

电机 绕组 A 绕组 B 绕组 C  

驱动器 U    V W 见图 1 

 

2.电机霍尔接线 

驱动器上引出的 5针 J5接插件接电机的霍尔，从上到下分别为 5V、A、B、C和 GND，

具体相位参照图 4所示。  

 

电机霍尔插头采用 5针 XH-5Y连接座，分别标识 1、2、3、4和 5引脚，见图 3所示。 

    驱动器 HALL相位和电机的 HALL相位接线如下表 2所示： 

表 2  HALL接线图 

 电源正 霍尔 A 霍尔 B 霍尔 C 电源地  

驱动器 J5插头 5V A B C GND 见图 4 

电机 HALL线   红 黄 绿 蓝 黑  

3.电位器调速 

J10-----电位器 

 

表 3  调速器接线图 

 电源正 调速端 电源地  

驱动器 J10插头 5V SP GND 见图 

4、正反向开关 

 通过分别接通 UP正，DOWN反，实现电机正反转。 

六、系统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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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系统接线说明，分别连接电机绕组线、电机霍尔线到驱动器； 

2、打开稳压电源为 AC220V，电流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然后关闭电源，正确连接电源线

到驱动器上； 

3.打开稳压电源或开关电源，给驱动器上电； 

4.逆时针旋转电位器，调节电位器到最小值。然后打开驱动器上的电源开关，此时，驱

动器正常工作，指示灯闪烁，数码管显示“0”速度。如果数码管报警，请根据具体代码查

找原因，直到故障排除； 

5.上电正常后，就可以顺时针旋转电位器，进行调速，此时电机正常运转； 

6，如果需要让电机反转，则首先逆时针旋转电位器，使电机停转，然后按下驱动器上

的正反转开关，最后顺时针旋转电位器，进行调速，此时电机反向正常运转； 

7.最后，停止电机，关闭稳压电源或开关电源。 

七、重要提醒 

1.驱动器上电后，首先应将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零，否则，电机不运转； 

2.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按下正反转开关，电机将不切换方向，按照原来的方向运行，只

有当电机停止后重新启动，电机才会改变方向； 

3.驱动器保护后（指示灯断续闪烁以及数码管显示报警代码），故障排除后，需要重新

上电或者重新开启驱动器上的电源开关，系统才能正常工作。 

 

八、高效永磁不同电机的测试数据 

1、750W，低速 450RPM/MIN，正弦波电机测试结果： 

电机反转： 

 

电机正转： 

 

2、1100W，3000RPM/MIN时，方波电机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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