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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中常见故障及维护 

李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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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手工劳作模式已经逐步被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所替代，

在此形势下工业制造领域中电气设备的应用得到了普及推广，也逐渐成为企业生产制造不可或缺的一个主

要组成部分，但是电气设备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故障问题，故障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可

能直接导致企业生产中断，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企业须针对生产线中的电气设备故障进行深入

分析，找出导致电气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明确设备检修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更加合理的预防和应

对措施，通过检修技术的合理应用来实现故障及时排除，进而保障电气设备的高效化运行，同时也可以实

现企业电气设备生产效益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电气自动化；设备；故障；维修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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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anual labor 
mode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electrical automation control technology.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the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field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However, electrical equipment will 
inevitably produce some fault problems in the long-term operation process, Serious failures may directly lead to the 
production interruption of the enterprise and serious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enterprise. Therefore, 
enterprises must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n electrical equipment failures in the production line, find out the main 
causes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failures,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develop more 
reasonable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measures on this basis. Through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maintenance 
technology, failures can be eliminated in a timely manner, so as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electrical equipment of 
enterprises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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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可以按照特定生产任务来

实现各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设备操作、控制和监控，

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通常情况下都具有较为复杂的

内部结构，而且也会相应配备众多监控和测量设备，

不同设备之间需要实现信息交互，当设备产生故障

的情况下会导致整个电气控制设备运行受到影响。

信息技术是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实现可靠运行的主

要依据，也是设备生产过程控制的主体，因此针对

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故障预防和检修需要从软硬

件等两个层面出发。 
1 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常见故障 
1.1 硬件故障 
所谓硬件故障主要指的是电气设备本身产生故

障，电气设备硬件故障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

最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首先是运行环境影响，当

电气设备长期在湿度大、温度过高环境下运行的过

程中非常容易导致零部件出现损坏现象；其次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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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因素，长时间处在超负荷运行状态下的电气

设备很容易出现零部件的过度损耗，而且目前大部

分企业在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养护

和检修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对于电气设备整体性能

会造成极大影响[1]。在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也经常

会出现因人为失误而导致设备遭到暴力破坏的问

题。 
1.2 软件故障 
电气设备的自动化控制主要是基于编程来实现

稳定运行和控制，设备在运行之前需要通过编制程

序来下达生产任务和指令，设备在接收程序之后会

对生产任务进行分析，并执行程序后进入正常生产

状态。如果存在时程序编写错误很容易导致设备运

行出现混乱。如果技术人员本身对于设备基本运行

状况了解不够深入，在编写程序过程中并未从设备

安全运行的角度出发对设备控制系统稳定性、生产

参数等角度进行综合考虑来编写程序，在此情况下

非常容易导致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因缺乏保护程序而

经常出现电压不稳或电流过大等现象，在缺乏保护

措施的情况下电气设备无法长时间维持稳定运行，

甚至可能导致设备烧毁的现象出现。 
2 电气自动化设备检修现状 
目前一些企业针对电气自动化设备的检修并未

制定出详细、可操作性强的检修检测计划。部分企

业虽然针对电气设备制定出了检测计划，但通常情

况下是以定期抽样检测为主，并未针对电气设备的

运行状态制定出合理的全面检查制度，在此情况下

不仅会造成企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电气设备的

整体检修质量也会受到极大影响，也会间接导致电

气设备故障发生率增加。而部分企业对设备检修工

作过度重视，而且设置了较高的检修频率，即使设

备故障率极低的情况下也会详细开展全面检修工

作，而设备的全面检修必须要全面关停，只要不进

会消耗大量生产时间，而且也会极大浪费企业生产

资源。 
2.1 硬件部分检修 
一些企业在设备解决过程中进行以设备当前运

行状态作为检修终端标准，设备正常运行时则一律

视为无故障。而这种故障判断方式本身缺乏合理性

和严谨性，无法通过浅表的检修来发现设备运行过

程中的内部故障隐患。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硬件

故障不仅包括了设备本身故障，此外还包括了电机

和变压器等故障，这些设备一旦产生故障的情况下

会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例如电机故障的情况下

会导致生产线电力中断，从而使得所有电器设备被

迫进入停机状态，引发企业大面积生产停滞[2]。因

此，在进行电气设备硬件部分检修的过程中需要将

电力线路以及相关辅助设备都包括在内。 
2.2 软件部分检修 
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正常运行过程中软件属于其

控制核心，软件部分一旦产生故障必然会导致设备

整体出现生产中断，或者引发设备产生运行混乱现

象，在此情形下不仅会使得企业生产原材料出现大

量浪费，而且产品生产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目前

部分企业在针对电气自动化式控制设备软件部分进

行检修的过程中，并未对企业生产实际状况进行充

分考虑，在此情形下也会对软件检修质量造成影响。

一旦软件检修工作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设备安全防护

性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漏电保护装置在受到波及

的情况下会对企业整体生产安全性造成严重威胁
[3]。因此企业在针对软件部分进行检修的过程中不

仅需要对软件编程设计给予高度关注，而且也要充

分保障软硬件之间的协调关系，这样才能保障电气

自动化设备软件符合企业的生产实际状况。 
3 电气自动化设备故障预防 
3.1 设备制造过程的预防对策 
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制造部件需要考虑设备

生产制造的经济性，同时也要对设备功能性进行有

效兼顾，在制造环节就要实现各类零部件的合理化

选择。 
首先，要重点突出零部件的使用性，在选择零

部件时要充分保障设备零部件能够与设备性能相

符，这样才能够让零部件的综合性能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要正常考虑零部件参数。电气自动化控

制设备的整体运行质量会受到零件各项参数的直接

影响，因此必须要针对各类零部件的参数进行严格

控制才能够让设备的精密性得到有效提升。 
再次，要重点突出适用性。电气自动化控制设

备在生产过程中零部件的选择要保证相互之间具备

较强适应性，精准选择零件可以保证各类零部件能

够实现有序组合，从而保障设备运行的高效性，提

升设备运行效率，同时也可以将设备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故障概率控制在最低程度[4]。 
3.2 电源故障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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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开启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

之前首先必须要及时排查设备电源存在故障。在整

个电气设备的运行过程中电源属于其主要动力来

源，一旦电源产生故障会直接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也会导致企业正常生产中断。电源故障主要包括了

电源功率不足、插头接触不良、气泵未开启、保险

丝熔断等，因此在设备开启之前就需要重点针对上

述故障内容进行严格检查，这样就可以实现电气自

动化控制设备供电故障的有效规避。 
3.3 传感器故障预防 
传感器在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发挥出来重要作

用，是设备实现自动化控制的基础。如果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针对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为进行全面、细

致检查，则很可能会导致传感器出现位置偏移、灵

敏度不足、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等一些问题。针对

上述各类问题在日常生产作业过程中，设备维护人

员就要不断强化检查，对各类设备的不同传感器工

作状态进行实时掌握，在检修过程中一旦发现其存

在位置偏离要及时根据修正，发现传感器存在损坏

且无法修复的情况下要实时进行更换。另外，电气

自动化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会存在持续震动的现象，

这个必然会导致一些零部件或传感器等出现松动，

因此在日常开展检修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上述各

类零部件进行及时紧固，充分保障传感器位置的准

确性。 
3.4 定期维护 
首先，作为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检修人员必

须要具备较强专业性，不仅要求其具备丰富的电气

设备检修经验，而且要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认真、负

责的态度。企业为保障各类电器自动化控制设备的

正常运行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检修责任制度，将各类

设备的检修职责进行明确划分，这样才能保障电气

自动化控制设备真正实现科学检修和保养，才能避

免在日常生产中出现设备漏检的现象[5]。 
其次，企业应该针对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检

修质地如何详细检修计划，通过制度来实现检修工

作的规范化。 
再次，在开展设备检修工作的过程中要积极引

入各类先进检测仪器设备，这样才能及时发现肉眼

无法发现的设备内部故障等，从而使得企业电气自

动化控制设备检修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 
最后，在进行设备检修之前检修人员必须要做

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于各类设备基本运行原理进

行熟练掌握，同时对设备基本操作流程进行明确。

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工况下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详细

总结，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真正找出如何有效延长设

备生命周期的可行办法，才能够进一步提升设备的

整体运行效率，从而让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3.5 熟练掌握检修方法 
目前针对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主要有实验检测

法及现场检测法等两种检测方法。实验检测方法需

要针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模拟分析，同时对其运

行中的各类参数进行实时记录，该检测方法具有较

高的检测精度，也容易及时发现设备运行中存在的

故障问题。但该检测模式要求企业具备完善实验条

件，因此整体的投入成本较高，实验人员主观因素

也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现场检测法则是在现场

来完成设备检测工作，正常检测目前主要有脱机检

测、停机检测和在线检测等三种检测方法。脱机检

测通常情况下是针对设备各类零部件进行检测；而

停机检测则需要关停设备进行全面检测。再次检测

方法则是利用先进检测设备对设备运行过程中是否

存在故障进行检测。企业应该结合具体状况那选择

合理的设备检测方法。 
4 结束语 
在当前的工业生产中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实现

了广泛应用，档案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应受到环境或

人为因素影响经常会发生故障，从而影响着企业的

正常生产。因此企业需要针对各类电气设备智能图

详细的检修计划，这样才能保障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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