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动夹紧旋转混合机
YJ-2A-03

操作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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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此款自动夹紧旋转机采用最新高速混合技术，是高新技术实用型混合机。为确保您的投资合算化，我

们建议您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来浏览一下此手册。

本使用说明书里的所有信息均属本公司所有，制作该说明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用户使用和维护该设

备。在此手册详述了该设备的使用和基本保养法，请在正规使用下实施。

在使用机器前，请务必先阅读以下警告事项：

2．技术规格

混合时间设定 ：15秒-9分45秒

混合容量 ：1~20L

混合重量 ：1~35 kg

公转速度 ：可调（默认大桶转速：90转/分钟；小桶转速：130转/分钟）

桶高度范围 ：95~410mm

电源 ：220V±10% 50HZ

电机功率 ：750W

3．保修书

有限保修：保证每台产品从出厂后一年内保修，在维修期内，我司能免费提供配件，用户须自行更换零件。

用户需保证 混油机的正常工作条件，若有零件配件已坏，需用专用零件替换。

以下不列入保修范围内：

开发票十二个月后；

非专业人员使用；

未经书面同意或由非权威人士对自动混油机的维修或改装；

未按此使用手册所述的方法操作、维修。

警告

1) 禁止不放桶进去就运行机器。

2）禁止机器过载运行；

3）承载量不得超过 35kg；
4）油漆桶在内，切勿切断电源；

5）维修请遵照本书所述安全规则和程序；

6）机器须由经受训练的人员操作，若由于未按使用手册说明的“安全说明”规则原理因引起的

损坏或操作时不按照本手册中明确的操作或修理指示，我司概不负责。

7）混合之前，必须检查油漆桶是否变形、渗漏；

8）有提手的桶，混合之前必须固定提手，或者卸下来；

9）检查油漆桶是否处于压盘中心位置上；

10）检查机箱内是否有阻碍机器运转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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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说明

安全要求：

此机须由经受训练的人员操作和专业人员维修，因错误使用而引发事故危险，容易发生危险的地

方有:
工作区

维修区

适用电压：

220V—240V电压：高速自动混由机使用 220V—240V电压时，电源容量必须大于 16安培

（漏电电流 30毫安）

机器的安全使用：

使用自动混合机时需遵以下安全规则：

1）机器的安装需找专业技术人员；

2）有效保护机器的外表，防止其损坏。

3）在任何维修和检测机器前需切断电源线，从而确保机器不会意外启动;
4）维修后勿留任何使用工具在机器内

5）安装环境须与当地法规一致(须按当地权威机关发行)避免在设备周围放油漆桶以造成危险.
严禁在机箱内存放易燃或其他物品,严禁在机身边使用可产生火花的明火,自燃物品及设备.

6）建议安装通风系统以降低电子元件周围雾气危险,确保其小于 30%;
7）混合结束时须把油漆桶拿出,如果不再使用机器,须切断电源;
8）离机器安装位置 5米处设立“禁止烟火”指示牌。严禁在有易燃易爆气体的情况下使用该

机器。

７、按键说明

在混合界面中：

在显示“已准备好，混合时间 *：**”时，表示处于混合界面，在此可以修改混合时间。

： 每按一下，增加 15秒，最长混合时间为 9分 4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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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显示“已准备好，混合时间*：**”时该按键可修改混合时间，每按一下，减少 15秒，

最少混合时间为 15秒。

： 在显示“已准备好，混合时间*：**”时，按住该键，压盘同时往中间压紧，松开手后

压盘停止移动。

： 在显示“已准备好，混合时间*：**”时，按住该键，压盘打开，松开

手后，压盘停止移动。

：在调整混合时间后，按该键来保存混合时间（下次开机将显示该混合时间）。

： 1. 在混合时，按该键机器结束混合，夹紧机构自动归位并松开油桶。

2. 当机器显示“不在原点”时，按该键可使夹紧机构回到垂直位。（注：机器不松开油

漆桶，您可按 松开油漆桶。）

： 选择大桶转速启动（机器）混合。 （桶高度 ≧ 220mm 视为大桶）

： 选择小桶转速启动（机器）混合。 （桶高度 < 220mm视为小桶）

在设置参数界面中：

打开电源开关时，同时按住 键不松手，可以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此键用来增加数值

：此键用来减小数值。

：按此键退回主界面。

：按此键参数保存。（注意：每设置完一项参数都必须按该键，所设参数才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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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键翻阅上一页参数。

：按此键翻阅下一页参数。

8、基本操作

第一步：通电源

通电后，显示屏首先会显示机器编号“YJ-2A****”接着检测通讯部分，没有问题显示“通讯

正常”最后找原点，当转盘不在原点时，显示“正在归位”请稍等夹紧机构自动归位。完毕后显

示“已准备好，混合时间*：**”

第二步：放桶

拉出下压盘，放在油漆桶后，挪动它调整至中心位置上，最后用松紧带把提手固定好，推入下压

盘直到听到“咔”的一声后即可。

注： 已变形或漏油漆的桶请勿用。

第三步：选时间

按 或 键可调整混合的时间。按一下 15秒，最小值为 15秒，最大值为 9分 45秒。如果你要

保存时间，调整好后按 键即可。系统将该时间保存为开机默认的混合时间。

第四步：启动机器混合

启动机器混合，请按大桶键或小桶键，大桶键对应的是较慢的混合速度（公转速度：50-100r/min, 默
认值： 90r/min），小桶键对应的是较快的混合速度（公转速度：50-150r/min, 默认值： 130r/min）。
注：这两组速度为可调, 自转速度是公转数值的 2.5倍。

第五步：取桶

拉出下压盘，取下桶，最后切记推回下压盘，关好门。

注意：混合的时候，门是打不开的。每次混合完毕，必须打开门再关上，才能继续下一次混合。

9、参数设置：
系统共有四个参数项目可设置，依次有“大桶转速”、“小桶速度”、“混合模式”、“语言选择”。

1、进入参数设置：打开电源开关，同时按住 键，直到显示器显示“大桶转速（50~100）”，方可松

手。

2、查看参数：按大桶键或小桶键可选择参数项目。参数页面为单向循环浏览。

3、调整参数：按 或 来调整数值。

4、调整完毕后，按 保存参数，并返回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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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故障提示及解决对策

1) 通讯错误

2）参数错误

参数错误的原因 解决办法

1．参数超出范围 1．重新调整参数

3）整机没电

没电的原因 解决办法

1．电源问题

1．检查机器上的保险丝

2．检查 PCB 板 2 的保险丝,正常情况下，LED7 和

LED8 灯都会亮，否则保险丝有问题。

3．如果 LED8 亮，主板没有显示，则是主板或者

接线有问题

通讯错误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变频器没有通电 1.检查供电线路

2．通讯设置错误
2.重新设置变频器 P3.09 设为“065” P3.10 设为

“001”

3．485 控制线接反 3.将线调转

4．连线错误 4.检查连线

5．主板故障 5.更换电路板

6. 变频器故障 6.更换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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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位错误

5）压紧系统故障

6)门锁错误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皮带原因
1.检查皮带是否有松,脱掉,或者断裂,恢复原状,调节

皮带

2.检测板故障

1.如果检查片在槽型光电开关里面,检测板上的灯在正

常情况下会亮，如果不亮表示检测板有问题。

2.如果检测片不在槽型开关里面，检测板上的灯在正常

情况下不应该亮，如果亮表示要问题。

3.离合器故障 1.参照离合器故障维修。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 距离不够
1.手按打开键 ,增大压盘间的距离

2．检测板有问题

1.手按打开键 或压紧键 看显示器上的数字

有无变化，如果数字没有变化，则检测板坏了。

2.也可以观察皮带压轮上的检测板。手按打开键

或压紧键 ，如果电路板的指示灯有变化，而

显示屏上的数字没有变化，机器后面的三块 PCB 之

间的连线有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电路板 PCB2 故障

1.在混合时观察PCB2板上的LED1是否亮如果LED1亮，

电磁门锁不能锁，则是电磁门锁坏。如果是 LED1 不

亮则是电路板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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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压坏桶

8

8)不能自转

9)离合器故障

7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继电器故障

按手按打开键 和压紧键 ，观察 PCB2 板上

LED2 是否亮。

-在手动压紧时 LED2 应该是亮，继电器吸合。如果 LED2

亮，继电器不吸合，则继电器坏。如果 LED2 不亮，表

示电路板故障；

-手动打开时 LED2 应该是灭，继电器不吸合。如果 LED2

不灭，表示电路板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同步带断裂
1 检查同步带是否断裂

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

1.检查板错误

先关闭电源，将连接主板的灰色排线断开,再打开电源。

在正常情况下，用力推动离合器电机的铁片向里到底，

里面的指示灯会亮，把离合器向后拉出时，里面的指示

灯灭，铁片到最外面的时候，外面的指示灯亮。如果不

是这样，离合器的检测板就有问题。

2.电机故障

先关闭电源，将连接主板的灰色排线插回去，将混合机

构放在垂直位。再打开电源，观察 PCB2 的 LED5 和 LED6

是否有发光。

-如果这个两个指示灯亮而电机不工作那么就是离合电

机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离合器电机的铁片向里推入，LED6 会亮；

离合器电机的铁片向外退出，LED6 灯会灭，LED5 会亮。

如果不是这样，PCB2 电路板有问题。

-如果离合器电机有推入动作后马上退出的话，就是离

合电机检测板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