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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刷鼓风机 60DCF-475　60DCF-477　60DCF-478 使用说明书

          <构成>

60DCF-475 鼓风机 ：123-60-715
 驱动器 ：MDS-01AL001-02
60DCF-477 鼓风机 ：123-60-716
 驱动器 ：MDS-01AL001-02
60DCF-478 鼓风机 ：123-60-717
 驱动器 ：MDS-01AL001-02

<安全注意事项>

·非常感谢您使用美蓓亚产品。
·使用(组装、运行、维护、检查)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及其他附带资料，确保正确使用。
·使用前请认真学习机器知识、安全信息、注意事项等所有内容。
·使用说明书请务必交给最终用户，并妥善存放在可随时取阅的地方。

一般注意事项
·本产品专为装入普通工业设备而设计。
 请勿用于其他用途。
· 本产品是面向工业设备而开发的。请勿用于航空航天设备、干线通信设备、原子能控制设备、生命

维持设备、汽车、交通信号设备、医疗器械等需要超高可靠性及安全性的设备上。
· 对错误使用或不当使用本产品，例如不遵守规格书、图纸、具体规格说明书记载的产品使用条件及

使用注意事项等引发的损害，本公司概不负责。具体规格请索要参考图纸或交货规格书进行确认。
·本说明书中记载的产品规格、外观、结构等可能会因性能改善及生产需要而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请勿在户外使用。

 ·＜安全注意事项＞分为“警告”、“注意”等两个级别。

 警告 若错误操作，可能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

 注意 若错误操作，可能导致使用者负伤或仅发生物损

1. 关于防止触电的注意事项

警

告

·请勿改造、拆装本产品。否则会导致触电。
· 接线及检查工作应在切断电源 10分钟后，用检测器等测量驱动器端子部的电压为0V之后再

进行。
·鼓风机及驱动器应实施C种以上(接地电阻10Ω以下)的接地工程。
·接线作业及检查作业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请在主体安装完成之后再接线。否则会有触电、受伤的危险。
·请勿用湿手触摸鼓风机及驱动器。否则会导致触电。
·请勿损伤、强行拉扯或夹住鼓风机电线，也不要在电线上放置重物。否则会导致触电。
·在AC电源通电时(工作或停止时)，请勿插拔鼓风机连接器。否则会导致触电。

照片为 60DCF-475



2. 关于防止火灾的注意事项

注

意

·鼓风机及驱动器发生故障时请切断电源。大电流若持续流通，易引发火灾。
·控制输入输出接口请勿连接AC电源。否则会导致火灾。
·请勿堵塞驱动器通风孔。否则会导致火灾。
·请勿在鼓风机吸气口或排气口完全堵塞的状态下使用。否则会导致火灾。

3. 关于防止故障的注意事项

注

意

·不要向各端子施加超出额定电压范围的电压。否则可能导致端子破裂或损坏。
·不要逆接端子。否则可能导致端子破裂或损坏。
·不要逆接极性(＋－)。否则可能导致端子破裂或损坏。
·通电时及切断电源后不久，鼓风机及驱动器温度很高，请勿触摸。否则可能烫伤。
· 工具及手指请勿靠近鼓风机的吸气口、排气口、驱动器的通风孔。否则可能导致受伤或工具

损坏。

4. 其他各种注意事项
请充分留意以下注意事项。若操作错误，可能导致意外事故或触电、受伤等。

注

意

(1) 关于搬运和安装的注意事项
·请根据产品重量以正确的方法进行搬运。否则可能导致伤害。
·请勿多层堆放。
·鼓风机请通过主体安装脚进行安装，请勿直接固定吸气口或排气口。
·驱动器请通过主体安装脚进行安装，请严格遵照图示方向进行安装。
·必须安装在能充分承受重量及振动的场所。
·请勿安装使用已经损坏的鼓风机及驱动器。
·搬运时请勿握住盖罩及导线。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请勿站在或坐在产品上，也不要在产品上放置物品。
·请务必遵守鼓风机的配管方向(吸气、排气)。
· 不在鼓风机的吸、排气口配管。直接使用时，为确保安全，请务必在吸、排气口安装适当的

保护框或保护网。
· 请勿使螺丝、金属片等导电性异物、油等易燃性异物及其他可能影响鼓风机旋转的异物混入

鼓风机及驱动器内部。
·鼓风机及驱动器是精密设备，请勿使其掉落或受到强烈冲击。
·请在以下环境条件下使用。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故障。
 环境温度：0℃ 到 +50℃(不可冻结)
 环境湿度：90 % RH 以下(不可结露)
 保存温度：-20℃ 到 +65℃
 其他：在室内使用。没有腐蚀性气体、易燃性气体、油雾、粉尘。
 海拔：1000m以下
 振动：5.9m/s2 以下( 遵照JISC0911)
·避免在密封的场所使用，应在通风良好的场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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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2) 关于接线的注意事项
·请正确连接AC电源输入的电源相(ACL)和接地相(ACN)。
·请勿向FG端子输入AC电源。
·为保护鼓风机，请连接15A的过载保护装置(断路器或电磁开关)。
·请勿进行绝缘电阻、绝缘耐压试验。

(3) 关于试运行的注意事项
·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鼓风机及驱动器故障时影响到其他装置。

(4) 关于使用方法的注意事项
·请勿在发出控制输入信号的状态下 接通AC电源。否则鼓风机会突然重新启动。
·请勿通过AC电源的断路器及电磁开关来启动或停止鼓风机。
 必须通过控制输入信号来启动或停止鼓风机。
·请在鼓风机附近设置噪声滤波器，减小电磁影响。

(5) 关于异常时的注意事项
·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鼓风机故障时机器及周边装置发生危险。

(6) 关于维护检修的注意事项
·以下事项至少每年实施一次。
·确认工作时有无异常(异响等)。
·请及时清洁鼓风机的通风孔、吸气口以及驱动器罩盖上的灰尘。

(7) 关于保管的注意事项
·保管期限请限定在6个月内。

(8) 关于废弃的注意事项
·请作为一般工业废弃物处理。

(9) 关于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 使用时若感觉到有异响或异味，请立即切断AC电源和控制输入信号，停止使用，并向经销

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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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分名称

■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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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端子一览
连接 针号 端子名 内容 规格 备注

连接器
(信号)
(注1)

1 S_CTR
转速控制输入
(+侧)

S_CTR ⇔ CTR_GND间

输入电压：DC 0 ～ 10 V
输入电流：1 mA 以下

通过调节输入电压，
可以改变鼓风机输出
 (注3)

2 CTR_GND
转速控制输入
(GND侧)

3 FOLT 异常时错误输出
FOLT ⇔ FOLT_GND间

开路集电极输出
上拉电压：15 V以下
灌电流：10 mA 以下

通过在外部连接上拉
电阻，可以输出信号
(注4)
错误时：LOW输出
旋转时：脉冲输出

4 FOLT_GND
异常时错误输出
(GND侧)

端子台
(AC输入)

(注2)

1 FG 机架GND － 接地

2 SIN_ACL
交流单相输入
(非接地侧) AC 180～264V

AC 90～264V
(仅60DCF-478)

－
3 SIN_ACN

交流单相输入
(接地侧)

连接器
(传感器)

－ CNT_1
鼓风机的传感器
连接器输入

－ －

连接器
(电机)

－ CNT_2
鼓风机的电机连
接器输入

－ －

注1：请使用指定连接器(生产厂家：日本J.S.T，型号：XHP－4)。
注2： 请使用带绝缘外皮的压接端子(推荐：RAA 1.25 - 4 , 遵照JISC2805规格)及1.25mm2以上的电线

进行连接，并切实固定。
注3：S_CTR端子和CTR_GND端子之间请输入符合输入电压规格的DC电压。
注4： FOLT端子是光电耦合器开路集电极输出，其作为信号输出使用时，请在外部使用符合规格的电

阻进行上拉。

·在鼓风机附近设置端子台时，应注意因震动、风吹引起的电线的机械疲劳。
　建议用尼龙线夹或线管固定。
·接头应切实插入到底。

·通过调节控制输入输出接口端子 S_CTR ⇔ CTR_GND 间的输入电压，可以改变鼓风机输出。
　　　输入电压：DC 0 ～ 10 V、输入电流：1 mA 以下
·S_CTR端子和CTR_GND端子之间请输入符合输入电压规格的DC电压。

· 保修期为自初次交货后１年以内或累计动作时间达5000小时为止，任一先到者为准。因设计、材料
不良或动作不完全导致的事故，将免费修理或更换。

　但以下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１)因使用者自身的过失而导致的故障
　(２)在非规定的使用条件和环境下使用
　(３)因其他产品(非鼓风机)导致的故障
　(４)因使用者改造产品而导致的故障
　(５)因火灾、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故障

　另外，此处所述的保修仅限本产品单体，由本产品的故障导致的继发性损害不在保修范围内。

■ 旋转速度调节

■ 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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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DCF-475
No. 项目 规格 备注

1 额定风量
静压10 kPa时
1.9 m3/min以上(20℃、1个大气压)

AC 240V (+10%,-25%)

2 消耗电流
停止时：AC 0.6 A以下
恒定时：AC 8.0 A以下

包含鼓风机＋电机驱动器
AC 240V

3 使用电源电压范围
单相　AC240Vrms (+10%,-25%)
50/60Hz

180V～264V

60DCF-477
No. 项目 规格 备注

1 额定风量
鼓风机排气口全开状态
4 m3/min以上(20℃、1个大气压)

AC 240V (+10%,-25%)

2 消耗电流
停止时：AC 0.6 A以下
恒定时：AC 8.0 A以下

包含鼓风机＋电机驱动器
AC 240V

3 使用电源电压范围
单相　AC240Vrms (+10%,-25%)
50/60Hz

180V～264V

60DCF-478
No. 项目 规格 备注

1 风量
鼓风机排气口全开状态
2.5 m3／min以上(20℃、1个大气压)

AC 100V ±10%

2 静压
鼓风机排气口全闭状态
10kPa以上(20℃、1个大气压)

AC 100V ±10%

3 消耗电流
停止时：AC 0.6 A以下
恒定时：AC 8.0 A以下

包含鼓风机＋电机驱动器
AC 100V

4 使用电源电压范围
单相　AC100Vrms(±10%)
AC240Vrms (+10%,-25%)50/60Hz

90V～264V

共通规格
No. 项目 规格 备注

1 工作温度范围 0℃～+50℃ 动作状态
2 保存温度范围 -20℃～+65℃ 非动作状态

3 工作湿度范围
90％　以下
本产品不对应结露环境

-

4 绝缘等级 等级B -

5 重量
鼓风机部分：3.0 kg以下
驱动器部分：3.5 kg以下

-

6 安装方向
鼓风机：轴水平方向
驱动器：纵向放置

-

·请将鼓风机和驱动器安装在通风处，避开密封场所。超过工作温度范围使用时，可能导致产品故障。
·不要手持鼓风机线束来搬运鼓风机。
·利用导线连接驱动器AC输入端子台时，可能接触驱动器罩盖导致短路，因此请使用圆形绝缘压接端子。
　接线后请务必安装端子台罩盖。
·本记载内容可能变更，恕不事先告知，敬请谅解。

■ 规格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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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风机(60DCF-475、60DCF-477、60DCF-478 通用尺寸)

■ 产品外观图

单位：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