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使用说明书
（超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感谢您购买我们感应加热产品！
在安装或操作前，为保护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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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事项：

1、请首先确认您所购买的设备型号、附加功能及配套情况；

2、安装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安装后请妥善保存本手册。

3、感应圈的设计，要求保持感应圈电感在合适范围。请使用我公司配制的感应圈，

如果自制，请向本公司咨询，以免感应圈参数不当，影响加热效率，或引起设备

损坏。

4、确保洁净水冷却，冷却水温不超过40℃，否则会导致机器容易损坏。

5、任何连接、安装必须保证在设备电源关闭的情况下进行，以防触电。

6、设备维护必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进行，以防触电。

7、本产品属我公司自有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未经许可的仿制、测绘、拆卸

造成设备的损坏，本公司一律不予维修，并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行为的权利。

一、简介

超高频感应加热设备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使位于交变磁场中的金属材料内部

感应电源，从而把材料加热直至熔化的一种感应加热设备，广泛应用于钎焊、热处

理、透热成型、贵金属熔炼等其它加热领域。

二、使用条件

◎ 海拔高度不超过 1000 米。

◎ 环境温度不高于+40℃和不低于+5℃。

◎ 机器停用时，把每一路循环水都放净。并保证室内环境温度在零度以上，防

止结冰，造成水路不通而损坏机器。

◎ 环境介质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 没有导电和易燃的尘埃、没有腐蚀金属和损坏绝缘的气体及蒸气的场所。

◎ 在无剧烈震动和冲击的室内使用。

◎ 电源电压瞬间波动±10%。

◎ 冷却水进水温度不高于 35℃，不低于 5℃，应保持正常的水压（参考设

备背面的技术参数），水流要通畅，水冷系统应在 0.6MPa 水压下降 30 分钟无

渗漏，水质不超过 PPM8 个硬度，电阻在 20KΩ以上，不溶解物不超过 0.0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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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 6-9。

三、技术参数 (特殊机型加上高频参数或分体机的重量及尺寸以实际机型参数为

准)

超高频感应加热电源主要参数

◎ 保护值一般 1.3 倍.

◎ 每种型号都可根据负载情况和用户要求设计制造。例如：用户要要求

特殊频率的机型；针对特大件或特小件加热选择最佳的机型，这样可使

机器在不同行业发挥最佳化。

四、设备外表面各元件的功能

在设备安装好后，未启动前，必须熟悉设备外表面各元件的功能，才能进行操

型号 DDCGP-10 DDCGP-20 DDCGP-30 DDCGP-40 DDCGP-60

输入功率(KVA) 10 20 30 40 60

输出电流(A) 3~25 5~50 7~70 10~100 12~120

振荡频率(KHZ) 50~300 50~250 50~200 50~200 30~150

输入电源 三相 380V±20% 50或 60HZ

负载持续率 100%24小时连续工作

主机重量(KG) 29KG 28KG 29KG 50KG 50KG

分机重量(KG) 15.5KG 24 KG 27 KG 27 KG

主机体积

（宽*高*长）cm 26*50*58 26*45*56 35*55*64

分机体积

（宽*高*长）cm 26*37*39 30*45*51

冷却水要求
≥0.2Mpa
≥3L/Min ≥0.2Mpa ≥6L/Min ≥0.3Mpa ≥10L/Min

电源水路
1个进水,
1个出水

3个进水,
4个出水

4个进水,
5个出水

3个进水,6个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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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现就普通型超高频、中频感应加热设备最基本的功能说明如下：

1.设备输入电压显示

2、输出功率显示：显示输出振荡电流的大小，电流大则加热快。

3、时间调节按钮：调节加热时间。（可精确到 0.01 秒）。

4、过压指示灯：该设备最高输入电压 420V，当超过此压时，设备自动停止加热，

过压指示灯亮，并发出持续蜂鸣声。

5、过流指示灯：此灯亮表示电流超过额定值。

6、过热指示灯：当设备内功率器件温度超过 55℃时，该指示灯亮，并发出持

续蜂鸣声，设备自动停止工作。

7、缺水指示灯：该设备功率器件、变压器和加热感应圈需要用水进行冷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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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过低或水流量过小，则此指示灯亮，并发出持续蜂鸣声，设备自动停止工作。

8、工作指示灯：加热时此灯闪烁，同时蜂鸣器“笛笛”响。

9、电源指示灯：接通电源开关，此指示灯亮。

10、远控插座：用来连接远控按钮或脚踏开关，代替面板上加热和停止按钮进

行操作。

11、停止按钮：按此按钮设备停止工作。

12、输出功率调节按钮：调节输出振荡电流的大小以调节功率，调节时数码表

上有显示，用户可根据此按钮来调节加热速度。

13、启动按钮：启动此按钮，设备开始工作。当改用脚踏开关时，此按钮不起

作用。

14、电源开关：控制机内弱电部分。

15、感应器连接头

16、电源输入连接线：为设备供电。

散热风扇：为机内元器件降温。

17、断路器

18、散热风扇：为机内元器件降温。

19、进水口：冷却水输入端。

20、出水口：冷却水流出端。

21、接地端子：按电工规范接地。

五、操作程序

1、装好与加热工件配套的感应圈，检查各部分安装工作是否全部完成。

2、合上外部电源开关，测量电源是否正常。

3、打开冷却水开关，观察每路出水口都应有水流出。确保循环水畅通并有

一定的压力。

4、将待加热的工件放入感应圈中，调整好两者之间的位置。然后检查感应圈之

间是否短路或通过工件短路，若有短路现象，相互间流出间隙或用绝缘材料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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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逐步调节好该工件加热所需的最佳时间。

6、启动加热。先把“功率调节旋钮”调到最小处，按“启动”按钮或踩下脚踏

开关，此时加热指示灯闪烁，并发出“滴滴”声响，设备开始工作，对工件加热。

此时观察工件加热情况，并调节“功率调节旋钮”。

7、停止加热。按“停止”按钮，机器停止工作。

8、关机。先关面板的电源开关，待出水口水温变凉时，再关空气开关，然后关

掉电源闸刀。本设备的空气开关主要是为了限流保护而设，为了延长其使用寿命，

应尽量少动作。建议用户安装专用闸刀，以作控制通电专用。

六、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前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2）设备电气安装时应注意：此设备属大功率设备，设备连线一定要连接牢固，

绝对不可以将电源简单地挂在电网上。

3）380V连线时，3根接火线，1根接地线，绝对不能用地线代替零线。

4）接地：用一根6mm
2
以上的铜线将设备接地端与大地连接，接地电极应符合电

工规范。

5）感应圈的安装：用螺母把感应圈压紧，力度要适中，不能漏水，切不要加密

封垫。夹制头感应圈要压紧螺丝，力太大容易把铜管压扁造成水流不畅，若压不紧

易起热或打火。最后连结水路。

6）远控接口：插好脚踏开关或远控开关。

7）冷却水的要求：控制好水质量和水温度。水温不要太高，应低于40℃。水质

要求：PH值在7.0-9.0之间（即略显碱性）；氯化物含量＜20PPM，硝酸盐含量＜10PPM，

碳酸钙含量＜250PPM，25℃以下的电阻率＞2500℃.CM，总溶解固体杂质含量＜

250PPM，无固体杂质质析出的温度T＜57℃。推荐使用的冷却水：蒸馏水——软化水

——纯净水——经过滤的自来水,严禁使用海水、盐水及未经过滤的河水和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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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线路图

八、感应圈的设计与制作

工件的加热效果不仅取决于感应圈的工作电流大小，更与感应圈的形状、圈数，

引出铜管的长度，也与工件材料、形状等因素直接相关。要使设备的功率得到最有

效的利用，合理设计感应圈至关重要。下面给出了常用机型的感应圈的制法，而加

热工件要求比较大或特制机型，由厂家另外给出。

1、感应圈的形状，应根据工件加热部分的形状而定，制作原则是：应使感应部

位的铜管与工件的加热面平行或等距。且相邻匝间电流流向应一致。

2、感应圈的圈数一般为两圈以上，十圈以下。直径越大圈数应越小(特殊机器

除外) 。

3、感应圈与工件的调整间隙应控制在1-10mm为宜，特殊机型除外。在不影响操

作的情况下，间隙越小越好。太小了可能会开始启动到微红时候即停，甚至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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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启动。大了加热效果不好，太大了也会不启动。所以对有些工件要试着做感应

圈，一般当工件加热红时，模拟电流输出指示在1000A以上为好。

4、感应圈的引出长度在不影响操作的情况下，宜越短越好，越粗越好，一般不

超过400mm。

5、感应圈头部的绕制：

材料选用外径4—8mm的紫铜管(壁厚以1mm最佳)。将铜管先进行退火处理。

根据所设计的感应圈的形状，逐渐弯曲敲打成型，敲打时最好用木榔头，转弯

处应缓慢敲打，不宜用力过猛，以免做成死弯，阻塞水路。也不要用钳子夹成毛刺，

以免尖端打火。弯制好后，把两个铜口扩口，检查是否通气。

为了避免两匝之间或感应圈与工件之间接触打火。套上或者绕上耐高温的绝缘

材料(如硅胶管、玻璃丝带)。

6、两个引出铜管的制作

材料选用外径 8-18mm 的紫铜管，大功率的可用方铜管。 (壁厚 1-1.5mm)。截

取

适当的长度，一头扩口，另一头打磨好，大功率夹制头机器，不用扩口，要折

弯，注意不要折成死弯，影响通水。

7、把绕好的感应圈和两个引出铜管，用砂纸把要焊接的部位打磨光，然后进行

锡焊(建议至少用150W的烙铁)或铜、银焊，焊点要光滑，不要有沙眼。特别注意焊

接时，不要堵塞了管口。

铜管、螺帽可到当地制冷家电维修部里购买，铜管的嗽叭扩口也可在那里做。

夹制型感应圈与机器连接时，螺丝要匀着上，以免压扁铜管，也要压紧，以免打火。

另：对工件内孔、平面、局部和特殊形状的部位加热，为改善磁场圆环效应，

驱使电流接近被加热部位，常采用感应线圈内加导磁体它可以把加热速度提高3-5

倍。详细技术可向厂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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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常见的感应圈的制法：

九、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无电源：设备面板上

电源指示灯和数显

表全部不亮

1、空气开关或电源开关未合上，或

输入电压不正确。
合上开关

2、控制保险丝断
检查设备后面板上控制保

险丝，并更换1A保险管。

3、空气开关或电源开关损坏 换新

4、无电源输入 检查外部供电回路

5、设备故

障

控制变压器损坏

控制主板损坏

启动不起来：按启动

按钮后，电流显示为

000，机器响声很快，

面板上绿灯闪烁很

快，约2秒又自动停

1、感应圈的圈间短路。
感应圈圈间留间隙或用绝

缘材料隔开。

2、安装感应圈时，使用了防水胶布。

不能使用防水胶布，如感应

圈接头漏水，请参考说明书

中安装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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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3、感应圈大小或圈数不合适

请参考“感应圈的设计”或

向我公司咨询。

4、启动按钮远控开关，停止按钮坏

5、设备故

障

高频变压器原边线包老

化

谐振电容击穿，容值减

小

功率器件损坏

控制电路板损坏

面板上电位器坏，无给

定信号

其它

可以启动，有电流显

示，工作指示灯正常

闪烁，“嘀嘀”声正

常；但不加热或加热

很慢

感应圈的圈间短路
感觉圈圈间留间隙或用绝

缘材料隔开；换新感应圈。

报警，无法加热，过

热指示灯亮

1、冷却水水温过高或水流太小。

2、温度开关损坏。

3、主板故障

报警，无法加热，过

压指示灯亮

1、输入电压高于420V

2、主板上过压设定电位器设定不准

调整主板右上方上多圈电

位器，每顺时针方向旋转一

周，过压值可升高10V。一

定要确认输入电压不超过

420V时，方可作此调节。

3、设备故障：主板故障 厂家维修

报警，无法加热，欠

水指示灯亮

1、水压太低，低于0.2MPa 参考：安装维护指南

2、设备故

障

压力开关有问题

1、重新设定压力开关上的

保护值；

2、换新

主板故障 厂家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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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启动后，设备“嘀”

一声就自动停机，或

电流很小，调不上

去，设备内部绿色大

电阻温度急剧升高

甚至冒烟。

1、感应圈、工件、工装间有打火。 检查感应圈

2、交流接触器损坏
检查继电器，调整一下触

点，如不可维修，换新。

3、高频变压器打火 更换

4、谐振电容打火 换新

5、其它部位打火 处理打火部分或换新

6、其它

一按启动，马上报

警，过流灯亮，反复

多次现象一样，将电

流调至最小也是同

样现象

1、感应圈、工件、工装间有打火 检查感应圈

2、设备故

障

IGBT管损坏 厂家维修

主板有问题 厂家维修

高频变压器原边烧损 换新

大电流时过流报警，

小电流时工作正常

1、输入网压太低，或网压带负载能

力差

改善网压或在小电流下使

用

2、频率太低，感应圈圈太多或圈太

大
改进感应圈

3、设备故

障

高频变压器原边线包老

化
换新

其它部件绝缘下降

主控板故障

面板电位器损坏

其它故障

最小电流时，一按启

动，设备上空气开关

跳闸

1、整流桥损坏，有短路 换新

2、220V风扇短路 换新

3、其它元件短路

大电流时，设备上空

气开关跳闸
1、空气开关老化 换新

输入电源空气开关

跳闸或保险丝很易

烧断

1、空气开关规格太小 换适当的空气开关

2、空气开关质量有问题或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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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保险丝常烧断

1、整流桥损坏，有短路

2、220V风扇短路或对机壳短路

3、控制变压器、电源开关等短路

4、保险管座与机壳短路

电流调不大

1、频率太低，感应圈圈太多或圈太

大
改进感应圈

2、功率旋钮坏或设备故障

一打开电源开关，设

备就开始加热，松开

脚踏开关也不停机

1、设备面板电路板太脏 用丙酮或洗板水清洗

2、脚踏开关或启动开关损坏 换新

设备机壳带电

1、保险管座对机壳漏电

2、高频变压器线包或付边绝缘损坏

而漏电，控制变压器漏电

3、220V风扇对机壳漏电

十、设备维修注意事项：

1、 设备维修要由专业的电工来进行，非专业人士维修设备可能引发人身伤害；

2、 设备发生故障，请详阅读故障排除指南，并按所指示进行检查和维修，如有

不明，请及时咨询我公司维修部门。

3、 此设备属专业设备，只有我公司和我公司属下维修网点，才有各种维修配件，

设备发生问题时，请及时向我公司咨询，不要将设备随意拿给一些无线电修

理门市修理，以免贻误修理时间或造成更大的故障；

4、 我公司维修费用统一报价，如有维修网点乱收费，请向我公司直接投诉；

出现故障时，按以下要求处理，以便于判断故障：

1、 将脚踏开关或其它遥控开关拔掉不用，用面板上的启动和停止按钮进行操作；

启动按钮只按一下即松开，不可一直按下；

2、 如果是带时间控制的设备，将“手动/自动”选择放在“手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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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电流调节旋钮调至最小位置，将恒压/恒功率开关，置于恒流位置；

以下属正常情况，不属故障：

1、 功率和电压会因为匹配的情况，达不到最大值；

2、 面板上的电压和功率等显示值仅作为同一台设备数值大小的表征，不同设备的

显示值会略有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