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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型号：

中频感应加热电源

□SDZ- 15 □SDZ- 25 □SDZ- 35 □SDZ- 45

□SDZ- 70 □SDZ- 90 □SDZ- 110 □- SDZ160

1、 输入电压

□三相 380V AC □三相 V AC

2、 计时功能 □0.1～99.9sec. □1～999sec.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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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事项
1、 确保通洁净水冷却，冷却进水水温不要超过 45℃，否则会导致机器容易损

坏；

2、 请首先确认您所购买的设备型号、附加功能及配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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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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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警告：
1、 中频电源的输出电压为 70—550V，所以中频电源的输出端、补偿电容连接

端、感应圈接头都有高压，不可暴露在外，以防操作工人接触后发生触电

危险；

2、 发现感应圈绝缘破损应即刻重新进行绝缘处理或更换新的感应圈，以防触

电；

3、 任何连接、安装必须在设备电源关闭的情况下进行，以防触电；

4、 设备的维护必须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进行，以防触电；

5、 为操作安全，操作工人应穿戴绝缘手套和绝缘鞋，绝缘衣等；

6、 为操作安全，中频的工作台面应采用绝缘板等绝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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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感应加热电源主要参数
型号 SDZ-15 SDZ-25 SDZ-35 SDZ-45 SDZ-70 SDZ-90 SDZ-110 SDZ-160

输入功率 15KVA 25KVA 35KVA 45KVA 70KVA 90KVA 110KVA 160 KVA

输出电流 3～22A 5～45A 10～70A 15～95A 20～130A 25～170A 30～200A 35～290

输出电压 70～520V 70～550V 70～550V 70～550V 70～550V 70～550V 70～550V 70～550V

输入电源 三相 380V±20% 50 或 60HZ

输出振荡频率 1KHZ～20KHZ 根据客户工件加热要求而定.

负载持续率 100% 24 小时 连续工作

电源重量 24KG 24KG 34KG 36KG 51KG 57KG 89KG 100 KG

电源体积（长×宽×高）CM 46×27×45 27×45×52 65×35×55 75×40×87 50×87×75

中频成套冷却水要求 ≥0.2Mpa ≥6/Min ≥0.3Mpa ≥10/Min ≥0.3Mpa ≥20/Min ≥0.5Mpa ≥30/Min

带计时控制面板时,计时参数:(可订制 1～999 秒)

加热时间 0.1～99.9 秒 保温时间 0.1～99.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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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面板功能

指示灯

A. 电源指示灯: 合上控制电源开关, 此灯亮表示有电;

B. 工作指示灯: 正常加热时, 此灯闪烁, 同时蜂鸣器”嘀.嘀”响；约每秒一次；当设备出现

故障时，此灯和蜂鸣器响声也不正常，可作为判断设备故障的依据；

C. 输出过压指示灯：此灯亮表示振荡输出电压超压，设备自动停止，并持续报警；关机再

开可消除报警，若再启动每次都报警，则可能是设备故障，请参考故障指南；

D. 欠水指示灯：电源内安装有一个水压开关，当冷却水的压力低于 0.2Mpa 时，设备会自

动停止工作，欠水指示灯亮，并发出持续蜂鸣声；增加水压力，报警自动解除，欠水指

示灯熄灭； 当出现欠水时， 可用下列方法尝试解除欠水报警；先将出水堵上，使冷却

水的水压增加使压力开关吸合，然后再将出水恢复。当水压不太低时，用此方法可维持

工作，但当水压太低时，此方法无效，必须改进冷却水，请参考附录---感应加热设备安

装·维护指南。

感应加热设备

电源 输出过压 缺相 短路 过热

     
工作 欠水 过流 输入过压 频率不适 恒流或恒压

     
频率/电流/电压/功率显示

KHZ  频率 恒功率

A  电流

V  电压

KW  功率

控制电源开关

  

遥控插座

频率 电流 电压 功率

启动

停止

显示选择

Min Max

加热功率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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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缺相指示灯：设备输入电源为三相 380V，从其中两相上引出控制电源，见原理图。当

发生缺相时，有两种情况：⑴ 缺相为控制电源中的一相，此时设备无控制电源，电源

指示灯不亮，设备无法工作；⑵ 缺相为控制电源之外的一相，此时缺相指示灯亮。设

备自动停止工作，并有报警声；

F. 过流指示灯：此灯亮表示设备的功率调节或变频调节回路出现电流过大现象，设备自动

停止工作，并发出持续蜂鸣声；关机再开可消除报警，若再启动每次都报警，则可能是

设备故障，请参考故障指南；

G. 短路指示灯：此灯亮并报警时，可能是调压部分 IGBT模块或辅调板损坏，或是短路传

感器损坏，请参考故障指南或咨询我公司修理；

H. 输入过压指示灯：输入电压为三相 380V 的设备，允许最高输入电压为 420V，当输入电

压超过 420V 时，设备会自动停止工作，过压指示灯亮，并发出持续蜂鸣声；当输入电

压低于 420V 时，报警自动解除，过压指示灯熄灭；

I. 过热指示灯：设备内功率器件散热器上，电感上，和电容箱内都安装有 55℃温度开关，

当这些器件的温度高于 55℃时，设备会自动停止工作，过热指示灯亮，并发出持续蜂鸣

声；增加水流量，降低冷却水的水温，使这些器件温度低于 55℃时，报警自动解除，过

热指示灯熄灭；

J. 频率不适指示灯：当设备振荡工作频率低于 1KHZ 或高于 20KHZ 时，此灯亮；设备将

继续工作，但输出电压，功率等会自动衰减以保护设备不被损坏；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调

整：⑴ 若频率过低，可减少感应圈的匝数，或减小感应圈的直径，或减小补偿电容器

的容量来提高频率；⑵ 若频率过高，可增加感应圈的匝数，或增大感应圈的直径，或

增大补偿电容器的容量来降低频率；

K. 频率指示灯：此灯亮表示当前数显表显示的值是振荡工作频率，单位是 KHZ ；

L. 电流指示灯：此灯亮表示当前数显表显示值是输出振荡电流（A）；

M. 电压指示灯：此灯亮表示当前数显表显示值是输出振荡电压（V）；

N. 功率指示灯：此灯亮表示当前数显表显示的是电源输出振荡功率，单位是 KW；

按钮

A． 启动按钮：按一下此按钮，设备开始加热； 当使用脚踏开关操作时，此按钮不起

作用；

B．停止按钮：按一下此按钮，设备停止加热；

C． 频率按钮：设备工作时，按住此按钮不放，数显表显示当前振荡频率的大小（KHZ），

此时，频率指示灯亮；

D． 电流按钮：设备工作时，按住此按钮不放，数显表显示当前设备输出电流的大小

（A），此时，电流指示灯亮；

E．电压按钮：设备工作时，按住此按钮不放，数显表显示当前设备输出电压的大小（V），

此时，电压指示灯亮；

F．功率按钮：设备工作时，按住此按钮不放，数显表显示当前设备输出功率的大小

（KW），此时，功率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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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压/恒功率选择开关： 此面板为中、高频通用面板，当用于中频电源时，为恒压/恒功

率 工作模式： 当用于高频电源时，为恒流/恒功率工作模式；

中频电源的恒压/恒功率选择：

当选择恒压控制时，数显表常规显示输出电压值的大小，电压指示灯亮。工作时，用面板功

率调节旋钮调节设定电压值，设备将力图保持实际输出电压与设定相同，且保持稳定；

当选择恒功率控制时，数显表常规显示输出功率的大小，功率指示灯亮。工作时，用面板功

率调节旋钮调节设定功率值，设备将力图保持实际输出功率与设定相同，且保持稳定；

建议常规使用恒压状态；连续加热场合建议选择恒功率状态；

有关恒压/恒功率的特殊说明：

（1） 恒压或恒功率是否能保持，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如：加热材料引起的负载变化，感

应器匹配情况，设定值的大小等，很多情况下，恒压或恒功率无法达到，都属正常

现象；

（2） 设备工作在恒定输出功率控制状态时；无论工件冷态或热态、磁性或非磁性、网压

波动等条件变化，设备都力图保持输出功率恒定不变；但如果设备的功率调节旋钮

调在最大位置，恒功率根本没有自动调整的功率空间，恒功率也是不能实现的；

数显表：显示频率 / 电流 / 电压 / 功率值。电流指示灯亮，显示的则是输出电流值，以

此类推……

加热功率调节旋钮：中频电源时，调节输出振荡电压或输出功率的大小，从而调节加热

速度；

控制电源开关：为设备控制回路电源开关；

遥控插座：接遥控开关、脚踏开关或其它位动开关，代替设备面板上的启动和停止按钮对

设备进行操作。当所连接的遥控开关是“ON”“OFF”两个非自锁按钮开关，使用两个独立

的常开触点控制时，遥控开关和面板“启动”“停止”按钮都有效，两者都可用来控制设备

工作或停止；当所连接的是脚踏开关或其它非自锁开关，使用一对“常开”“常闭”触点控

制时，接上遥控插头，设备面板上的“启动”按钮即失效，踩上脚踏开关设备工作，松开脚

踏开关设备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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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面板的计时功能

面板的基本功能：见上节《普通面板功能》；

计时功能：

自动/手动选择开关：开关置“手动”时，时间控制不起作用，时间显示加热时

间，无保温状态；开关置“自动”时，加热、保温过程按予置时间自动进行；

程序转换按钮：此按钮仅在“自动”状态下有效，自动工作状态下，按此按钮可

以手动转换加热保温过程，常用于工艺试验过程中；

加热功率调节旋钮：在“自动”或“手动”状态下，调节加热时输出电流或电

时间显示（秒） 加热时间设定 保温时间设定

8 8 8 8 8 8

电源 输出过压 缺相 短路 过热

     
工作 欠水 过流 输入过压 频率不适 恒流或恒压

     
频率/电流/电压/功率显示 KHZ  频率

                   

手动

控制电源开关

显示选择

  

遥控插座

加热 保温

程序

转换

频率 电流 电压 功率

A  电流

V  电压

KW  功率

恒

功

率

启动

停止

Min Max Min Max
加热功率调节 保温功率调节



9

压或功率的大小，从而调节加热速度；

保温功率调节旋钮：仅在“自动”状态下，调节保温时的输出电流或电压或功

率的大小，调节保温时的加热速度；

时间显示：在“手动”状态，显示加热时间；在“自动”状态，依次显示加热、保温时间；

加热时间设定，保温时间设定拔码盘：设定加热时间和保温时间；

G．遥控插座：接遥控开关、脚踏开关或其它位动开关，代替设备面板上的启动

和停止按钮对设备进行操作。当所连接的遥控开关是“ON”“OFF”两个非自

锁按钮开关，使用两个独立的常开触点控制时，遥控开关和面板“启动”“停

止”按钮都有效，两者都可用来控制设备工作或停止；当所连接的是脚踏开关

或其它非自锁开关，使用一对“常开”“常闭”触点控制时，接上遥控插头，

设备面板上的“启动”按钮即失效，“手动”状态时，踩上脚踏开关设备工作，

松开脚踏开关设备停止工作；“自动”状态时，踩一下脚踏开关，设备按预设

时间自动计时并自动进行加热、保温过程，然后自动停机；当自动时间程序尚

未结束，又踩了脚踏开关，可能引起程序混乱。

脚踏开关连接： 1 脚踏开关的常闭触点
1 停止
2 公共 2
3 启动 脚踏开关的常开触点
4 空

遥控盒连接：

1 停止

2 公共 1

3 启动 2

4 空 3

脚踏开关和遥控盒连接方法：

3

停止按钮 启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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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功能说明

一、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前请详细阅读：附录—感应加热设备安装·维护指南；并按其中要求

进行水电安装；

2、中频电源的输出电压为 70—550V，所以中频电源的输出端、补偿电容连接

端、感应圈接头都有高压，不可暴露在外，以防操作工接触后发生触电危

险；

3、中频电源、补偿电容箱、中频感应圈以及中频变压器之间需要合适的匹配，

才能达到良好的加热效果，当客户自行配套或制作感应器时，请向我公司

技术人员咨询；

4、中频电源与补偿电容箱之间采用同轴电缆连接，补偿电容箱与感应器间采

用水冷同轴电缆连接，接头全部采用快速插头；安装电缆快速接头时，一

定要旋转后卡紧，才能达到良好的连接；由于使用中，电缆经常摆动，快

速接头很容易松开，导致接触不良，引发故障。建议：⑴安装时，先反方

向将电缆拧一个角度，插入快速接头锁紧后，电缆刚好不受拧力；⑵经常

检查电缆锁紧情况；⑶将快速接头处电缆固定，使电缆在操作中摆动时不

会引起快速接头转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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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减少电连接处的接触电阻，绝对不可以将电源线简单地挂在电网上；

6、 接地线：用 6m ㎡软铜线将设备外壳接地，以防触电。

7、 冷却水:是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和长寿的关键，请用户认真阅读附录—感应

加热设备安装·维护指南进行水路安装；

8、 设备工作结束后，一定要继续通冷却水最少半小时。因为，中频感应熔

炼和锻造加热等用途，由于加热时间长，其炉膛或炉衬温度很高，如果一

停机马上断水，会烧坏感应器、连接水管，甚至设备。

9、本说明书只涉及中频电源的安装部分，整体安装时，请按照中频全套设备

安装图进行安装；

中频电源的安装

安装前请详细阅读“安装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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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频电源安装水电要求

SDZ-15 SDZ-25 SDZ-35 SDZ-45 SDZ-70 SDZ-90 SDZ-110 SDZ-160

电

力

安

装

输入电源功率 15KVA 25KVA 35KVA 45KVA 70KVA 90KVA 110KVA 160KVA
输入电源

电缆线要求
4m ㎡软铜线 10m ㎡软铜线 12m ㎡软铜线 16m ㎡软铜线 35m ㎡软铜线 50m ㎡软铜线

75m ㎡ 软 铜

线
80m ㎡铜线

输入电源

空气开关要求
3×40A 3×60A 3×80A 3×125A 3×150A 3×225A 3×225A 3×400A

设备接地线 2.5m ㎡软铜线 6m ㎡软铜线 6m ㎡软铜线

冷

却

水

安

装

中频电源

冷却水接口

进水口：1 个 出水口：1
个

进水口：1 个 出水口：3 个
进水口 1 个，

出水口 4 个

进水口 1
个，

出水口 5 个

进水口 1 个，

出水口 7 个

水管规格

接设备进水水管：内径 8MM
接设备出水水管：内径 8MM
接水阀水管：内径 25MM

接设备进水水管：内径 25MM
接设备出水水管：内径 13MM
接水阀水管：内径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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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开关

空气开关

输入电源

三相 380V±10%
50 或 60HZ

电源进水 接地

中频电源与电容箱连线：同轴电缆

电容箱进水 （两路或三路）

过滤器 电容箱出水（两路或三路）

水阀 一路或三中电源出水 （不可用三通连在一起）

水泵 （不可用三通连在一起）

感应圈出水

水电安装图

请参照前页表格，

选择合格的水管、

电缆、电源开关

等进行安装

控制航插连线

回水要自然释放，不可有压力，以免减小水流量

电容箱
中频电源

热交换器

.--------------------------------------------------------
---------------------------------------------------------
------------------------------------------------------

水池

水冷电缆

感应炉

感应炉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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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操作使用注意事项：

1、 确保各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2、 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中普通面板和自控面板功能一节中的内容，了解面

板上各操作器件的功能和作用；

3、 输入电压范围 320-420V，电网电压高于 420V 时，请不要使用设备；

4、 设备通电后，禁止触摸设备上输入接头、输出接头、电容箱接头、感应

器等，以防触电危险；

5、 改变设备内外的任何接线，必须在关掉设备电源后进行；

6、 设备内、感应圈、电容箱都必须通水冷却，且保证水源清洁，以免阻塞

冷却管道，造成设备过热损坏。

二、 感应圈（炉）的设计及安装：

1、 因为中频电流大，流过感应圈而产生电阻热，因此，在高功率应用场合，

推荐采用Φ8以上，壁厚大于 1MM 的紫铜管、方铜管以减少铜的热损耗，

提高加热效率；

2、 中频感应圈（炉）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中频电源是非隔离连接，因此，是

带电的，不允许触摸，感应圈设计时应首先考虑其绝缘问题，一般应作

如下处理：

⑴ 将铜管用耐高温的绝缘管绝缘后再绕制，或将铜管绕制完毕后，在其

表面涂抹耐高温绝缘材料；

⑵ 感应圈内腔，应用云母纸或板绝缘；

⑶ 放入高温炉衬；

⑷ 感应圈外圈可用绝缘板将感应圈包覆起来，以免触及危险；

3、 中频感应圈需用较长铜管绕制而获得大的电感量，推荐总长度要在 5米

以上；

三、 选择“恒电压/恒功率”控制方式：

1、 选择恒电压控制方式：将“恒电压/恒功率”开关置于恒压位置，此时，

设备工作在恒电压状态，如热功率、加热速度随工件的温度、网压波动

等条件而变化。对于铁磁性材料如钢，在冷态下加热速度快，加热功率

大；在 600℃以上热态时，加热速度慢，加热功率小。对于非磁性材料

如石墨，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2、 选择恒功率控制方式：将“恒电压/恒功率”开关置于恒功率位置。此

状态下，设备将控制输出的有功功率（包括加热功率和损耗功率等）不

变，无论工件冷态或热态、磁性或非磁性、铁磁性材料（如钢材）加热

过程中磁性转变、网压的波动等条件的变化，设备都力图保持控制输出

功率恒定，亦即保证加热功率基本不变，从而获得更快的加热速度，更

高加热温度等。

操作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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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可自行比较两种选择状态下的加热效果来选择。

四、 选择面板操作/脚踏开关操作：

1、 选择面板操作时，请拔掉脚踏开关（或遥控开关），按启动按钮一下，

设备工作，按停止按钮一下，设备停止；

2、 选择脚踏开关操作时，踩下脚踏开关，设备工作；松开脚踏开关，设备

停止工作；

五、 基本操作步骤：

1、 合上外部电源开关、设备后面板上的空气开关、设备前面板上的控制电

源开关；

2、 打开冷却水，观察出水管有一定出水流量；

3、 参考《面板功能》一节，调节中频电源面板上各参数；

4、 将待加热工件放入感应圈中；

5、 按一下操作面板上的启动按钮，或踩下脚踏开关，开始加热；

6、 按一下操作面板上的停止按钮，或松开脚踏开关，加热停止；

7、 关机时，先关掉前面板上的电源开关，关外部总电源开关。然后半小时

后再关水；本设备后面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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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将此空气开关一直合上，关机时，不用关掉，

在安装设备时，设备外部要配置每台设备专用的通电开关和限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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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频系列简单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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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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将电流调节旋钮调至最小位置；将恒压/恒功率开关，置于恒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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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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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电源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

NO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检测及排除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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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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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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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电源内部故障

⑴控制变压器损坏
测量控制变压器 15V 输出电压是否

正常；

⑵中频电源板损坏 测量电源板上的电压输出；

2

启动不起来：按启动

按钮后，“滴”的一声

就停止；设备内继电

器合上又马上断开；

1、感应圈设计不合适，超出设

备工作范围；
请咨询本公司；

2、负载太重（加料太多），或功

率旋钮调得太小；

1、启动前少加料；

2、调节面板上旋钮位置；调大功率

3、补偿电容箱的电容短路损坏；

1、断开感应圈，断开中频电源与电

容箱连线，测量电容箱输出是否

有短路；

2、更换整个电容箱或去掉电容箱

内部已短路的电容柱；

4、中频电源与电容间连线，或

电容与感应圈间连线松开；
检查所有连线

5、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

1、直接检查继电器触点；

2、测量滤波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

应约为 500V，按启动时测量此

电压应维持 500V；

3、打磨继电器触点，使其接触良

好，或更换继电器；

6、中频电源内部故障

⑴面板上功率调节电位器损

坏；

1、测量主板上 S4 插座左起第 1 脚

线上的电压，调节面板电位器旋

钮时，此电压应为：2---5.1V，

2、更换整个面板或更换面板上的

电位器；

⑵主控板、驱动板或调压板等

损坏；
更换

⑶反馈磁环故障 更换

⑷电压传感器损坏 更换

⑸其它



20

N
O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检测及排除方法

3
面板“短路”

灯亮，一直报

警；

1、调压 IGBT 模块

损坏或辅调板上的

IGBT 单管损坏；

1、用完用表测量调压 IGBT 的

C2、E2 两端有短路；或 C2、

G2 间短路；则有可能是调压

IGBT 或辅调板损坏；

2、断开辅调板与调压IGBT间的

连接，分别测量调压 IGBT 和

辅调板，判断哪个短路；

3、更换短路的 IGBT 辅调板；

4、

2、短路传感器损

坏；

1、上强电测量，调压 IGBT 的 C2

与 E2 间有 100V 以上的直流

电压，而此时，短路灯依然

亮；

2、更换短路传感器；

3、

3、充电电阻损坏；

1、测量 200Ω/20W 大电阻是否

断路，或带电测量滤波电容

的输出电压应为 500V；

2、更换损坏的电阻；

3、

4、维修时，强电与

控制电分离，只接

通控制电；

1、维修时，暂时拔掉主控板上

S28 插座上的插头线，将此插座

暂时短路，以消除短路报警；

4

一按启动，过

流灯亮，马上

报警，反复多

次现象一样，

将电流调至

最小也是同

样现象；

1、感应圈匝间短路

打火；

观察感应圈匝间绝缘有无破损；

重新绝缘好；

2、设计制作的感应

圈不合适（匝数太

多或匝数太少）

请咨询本公司技术部；

3、补偿电容箱的电

容短路损坏；

1、断开感应圈，断开中频电源

与电容箱连线，测量电容箱

输出是否有短路；

2、更换整个电容箱或去掉电容

箱内部已短路的电容柱；

3、

4、逆变 IGBT 模块，

调压 IGBT 模块，快

速二级管，辅调板

上的 二级管 等短

路；

1、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测量以下

器件，是否有短路：

⑴ 两个逆变 IGBT 模块；

⑵ 一个调压 IGBT 模块；

⑶ 快速二极管模块；

⑷ 辅调板上的 IGBT 和二极管

2、更换损坏的器件，需经专业培

训的人员进行；

5、调压板或驱动板

故障

1、观察调压板或驱动板上的电

路板厚膜电路，有灯亮；

2、更换

3、

6、驱动电源板故障

1、测量电源板上+5V、+20V 以及

+12V 和-12V 等是否正常；

2、若不正常，应断开电源板至

主板和驱动板间的连线，再

量；

3、更换损坏的电源板

4、

7、主板故障 更换

8、其它，如设备内

器件打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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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检测及排除方法

5
欠水故障：欠水灯

亮，蜂鸣器一直响，

1、冷却水水压不足—中频电

源内装有一个水压开关，冷却

水水压应大于 0.2MPa。

1、检查冷却水水泵应为增压泵，且

扬程大于 30 米，功率为 300W 以

上；

2、堵住中频电源出水口，使水压暂

时升高，以打开水压开关，待报

警消除后，再恢复出水；

2、水压开关设定值偏差或水

压开关故障；

1、打开中频电源，减小水压开关设

定值；

2、更换水压开关；

3、主板故障 发生几率很低；

6
过热故障：过热指

示灯亮；报警，无

法加热，

1、电容箱内温度过高； 1、拔掉中频电源到电容箱间的 2 芯

航插连线，如果可消除报警，表

明电容箱内温度过高；如果过热

报警继续，则表明中频电源内部

温度过高；

2、降低冷却水水温，即可消除过热

报警；

2、中频电源散热器温度过高；

3、温度开关损坏

1、按上述判断电容箱或中频电源哪

个出现过热，打开检查，如实际

温度不超过 55℃，则有可能温度

开关损坏，

2、更换损坏的温度开关；

4、主板损坏 更换或厂家维修；

7
输入过压故障：输

入过压指示灯亮；

报警，无法加热，

1、输入电压高于 420V

1、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网压范

围应在 340-420 之间；

2、如超过此范围，请与我公司联系；

2、主板上过压设定电位器设

定不准

调整主板上过压设定多圈电位器

RP2，每逆时针方向旋转一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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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板或主板

故障
厂家维修

8
输出过压故障：输

出过压灯亮，报警，

无法加热；

1、电压传感器损坏； 更换

2、主板损坏； 更换

3、输出过压伴随过流时，解

决过流问题后，过压有时也会

消除；

9
按启动后，设备不

启动，继电器不动

作；

1、继电器损坏，
1、测量继电器线包电阻，是否断路，

2、更换损坏的继电器

2、主板损坏

1、继电器线包有电阻，又不动作时，

可能主板损坏；

2、更换主板或厂家维修

3、其它

NO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检测及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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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功率时过流报

警，小功率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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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圈设计不合理； 改进感应圈

3、设备故障

⑴主控板或其它控制板故障

⑵设备内有打火或器件绝缘下

降；

11
大功率长时间工作

后，易出现过流

1、环境温度过高，引起机箱内温

度过高；
改善通风条件；

2、网压波动太大，尤其是网压过

低；

3、外配空气开关质量太差或规格

太小；或导线太细，引起发热严

重；

更换质量好的外配电源开关，按

说明书要求配合适规格的空气开

关和导线线径。

12
一上空气开关就调

跳闸，无法合上电

源；

1、三相整流桥损坏，有短路； 换新

2、继电器触点粘住， 检查继电器，清理触点或换新；

3、其它部位短路 检查各连线；

13

大电流时，设备上

空气开关跳闸；或

长时间工作，空气

开关跳闸；

1、空气开关老化； 换新；

2、空气开关的连接线松动，接触

不良；
检查连线，并固定紧；

3、电源输入线径太小或有接触不

良，引起发热；
检查电源输入线是否发热严重；

14
输入电源空气开关

很易跳闸或保险丝

很易烧断

1、空气开关规格太小，应按设备

说明书要求配置；

2、空气开关质量有问题或老化；

15 控制保险丝常烧断

1、风扇短路或对机壳短路；

2、控制变压器、电源开关等短路

3、保险管座与机壳短路

16 功率调不大

1、感应圈设计不合理或电容配置

不合理；
改进感应圈或改进匹配；

2、设备故障

17

一打开电源开关，

设备就开始加热，

松开脚踏开关或按

遥控盒停止也不停

机；

1、设备面板电路板太脏 用丙酮或洗板水清洗

2、脚踏开关或遥控盒损坏 更换

18 设备机壳带电

1、保险管座对机壳漏电；

2、风扇对机壳漏电；

3、其它

我公司开通技术支持热线，并配有工程师现场电话支持，每天 24 小时的客服时间，在您需要时迅速提供优

质的服务。技术支持热线：0512-62995660


	时间显示：在“手动”状态，显示加热时间；在“自动”状态，依次显示加热、保温时间；
	加热时间设定，保温时间设定拔码盘：设定加热时间和保温时间；
	NO
	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