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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感谢您使⽤我司出品的“WNKO稳耐可”品牌电磁（� 压电）�系列
圆形精密振动器。
���������本⼿册提供给使⽤者安装调试、参数设定、异常诊断、故障排除
及⽇常维护振动器的相关注意事项。为了确保能够正确地安装和操
作本振动器,请在装机之前,详细阅读本使⽤⼿册,并请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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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电磁式振动器
采⽤⾼频电感线圈作为驱动源的⼀种振动供给装置，我司针对传统
电磁式振动器频率不稳定、电压难以控制，弹簧⽚应⼒衰减快、维护
操作复杂等弊端进⾏优化调整，从⽽达到压电式振动器的使⽤效果。
这种电磁式振动器由于采⽤宽电平电磁铁进⾏驱动，具有⼤承载、
低噪⾳、节能降耗等特点，是国内传统电磁式振动器的升级⾸选。
G

◆电磁式精密底盘HD-J�������������������◆电磁式正拉底盘HD-T
◆电磁式侧拉底盘HD-TC����������������◆电磁式轻载直线HD-ZB,

◆电磁式重载直线HD-ZC����������������◆电磁式⼤型直线HD-SX
◆电磁是料仓直线HD-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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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式振动器
压电式振动器是利⽤压电陶瓷作为驱动源的新型振动送料装置，利
⽤压电⽚的逆压电效应产⽣振动，作为驱动源驱动顶盘或直线滑轨
实现物料的输送。具有许多传统振动送料装置所不具备的特点；
1.结构简单，安装和维护更加⽅便；
2.应⽤压电⽚作为驱动源，⽆需电机，结构简单，易于加⼯制作；
3.通过专⽤数字调频控制器控制频率和电压即可控制送料速度；
4.⽆转动惯性，⼏乎没有加速和减速过程，启动、停⽌迅速，反应快；
5.不产⽣⼲扰电磁场，也不受电磁⼲扰信号的影响；
6.在低频率段货超声段⼯作，噪⾳⼩。
7.在共振货⽆共振的状态下⼯作，因此能量消耗少。
8.适合输送轻质精密零部件。
G

◆压电式精密底盘HY-J��������������������◆压电式⼤型底盘HY-T
◆压电式轻载直线HY-ZB�����������������◆压电式重载直线HY-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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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使⽤与储存环境

运输储存环境：
◆装运时不可剧烈震动，防⽌内部压电⽚（电磁铁及弹⽚）损坏。
◆必须置于⽆尘且⼲燥的位置。
◆储存位置的环境温度为-10°~50°的范围内。
◆储存位置的环境湿度必须在10%~70%的范围内，且⽆结露。
◆不可储存在含有可燃性、腐蚀性的⽓体、液体的环境中。
◆储存时不可将产品倒置，否则导致不可逆的损坏。
G

安装使⽤环境：
◆⽆⽔滴、油滴、蒸汽、灰尘特别是导电性灰尘。
◆⽆腐蚀、易燃性的⽓体、液体。
◆⽆漂浮性尘埃及⾦属微粒。
◆本振动器不得⽤于室外⼯作以及露天环境。
G

安装使⽤注意事项：
◆禁⽌在开启电源的情况下改变配线，否则可能造成触电或⼈员伤害。
◆禁⽌打开本振动器以及触摸内部的压电素⼦⽚(电磁感应线圈)，�否则可能
����会造成触电。
◆使⽤过程中不要对振动器捶打。
◆振动器需要安装在稳固的⽀架或平台上，否则会造成振动器的性能不稳定。
◆本振动器⼯作电压和频率由指定振动控制器供给，根据产品系列安装对应
����的控制器。
◆未经本公司允许不得擅⾃打开振动器外罩或拆解任何固定螺丝，否则会造
����成振动器⼯作不稳定。
◆请严格按照本使⽤说明书操作，对于不按照本操作说明所造成的的任何设
����备或⼈⾝伤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事和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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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搬动 错误的搬动 安装放置需平稳 振动器不可安装
在不稳定平台上

不要倾斜使⽤ 禁⽌焊接
振动器上的顶盘不要在室外使⽤ 平台上不要放置

⽆关的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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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式

电磁（压电）精密底盘：

顶盘安装⽅式：（1）将顶盘底部严丝合缝扣在振动器的顶盖上。
���������������������������（�� 2）将顶盘的压帽按在顶盘的中孔上。
���������������������������（�� 3）将螺丝穿过顶盘压帽进⾏锁紧。

①顶盘压帽锁紧螺丝������②顶盘压帽������③顶盘������④固定法兰环
⑤精密振动盘底座����������\⑥底座固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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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压电）精密底盘振动器安装尺⼨表

精密底盘振动器

型号 顶盘本体尺⼨ 顶盘最⼤外径 顶盘固定深度 固定螺丝规格
HD-J90
HD-J120
HD-J150
HD-J180
HY-J90
HY-J120
HY-J150
HY-J180

c84 c130 2.1 M6

c84 c130 2.1 M6

c104 c150 3.4 M6

c104 c150 3.4 M6

c134 c200 3.9 M8
c177 c300 2.7 M10

c134 c200 3.9 M8
c177 c300 2.7 M10

注意：1.由于我司对产品升级更新，具体技术数据以出⼚参数为准。��2.根据料件⼤⼩、重量
选⽤不同底盘或直线。���3.料件本⾝超过规格表的范围请咨询我司。��4.选⽤合适的控制器
调节振动频率和送料速度。���5.以上参数仅供参考，具体使⽤参数性能与顶盘或导轨材料、
重量、厚度、⻓度等有关。

单位：mm

电磁（压电）精密底盘直线匹配参考

型号
HD-J90
HD-J120
HD-J150
HD-J180
HY-J90
HY-J120
HY-J150
HY-J180

适⽤直线

HY-ZC60 HY-ZB80
HY-ZC60 HY-ZB80
HY-ZC60 HY-ZB80
HY-ZC60 HY-ZB80 HY-ZC90 HY-ZC120 HY-ZB80

HD-ZC60 HD-ZB80
HD-ZC60 HD-ZB80
HD-ZC60 HD-ZB80
HD-ZC60 HD-ZB80 HD-ZC90 HD-ZC120 HD-ZB130

注意：我司产品不断更新和改进中，内容及规范参数如有变更，恕不另⾏通知；产品配置和
外观颜⾊以实物为准。

精密底盘振动器

型号 承载重量 驱动⽅式底盘整体⾼度 控制器型号
HD-J90
HD-J120
HD-J150
HD-J180
HY-J90
HY-J120
HY-J150
HY-J180

0.4-0.6kg ⾼频电感线圈93 SDVC31-S

0.4-0.6kg 压电素⼦⽚93 SDVC40-S

0.6-0.8kg ⾼频电感线圈103.2 SDVC31-S

0.6-0.8kg 压电素⼦⽚103.2 SDVC40-S

0.8-1.8kg ⾼频电感线圈110.9 SDVC31-S
1.8-2.2kg ⾼频电感线圈133.7 SDVC31-S

0.8-1.8kg 压电素⼦⽚110.9 SDVC40-S
1.8-2.2kg 压电素⼦⽚133.7 SDVC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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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器安装调节⽅法

1.检查数字调频振动送料控制器是否与当前使⽤的振动器匹配。

振动器与控制器匹配表

HD-J/ZB/ZC/ZL
HD-T200/T250/SX400

2.将振动器上的航空插头，插⼊控制
器的上插孔内，并锁紧螺⺟（� 确认航
空插头凹槽部分与控制器相对应）；

3.将输⼊电源线的航空插头插到控制
器的下插孔，并锁紧螺⺟。

4.将电源线三⽖插头插在供电电源插
座上。

5.打开控制器的红⾊电源开关，按动
显⽰屏下⾯的“电压+”“电压-”，将输
出电压“U”调整到50-100之间。

6.按住“功能”键2秒，进⼊频率“E”调整状态；使⽤“▲”和“▼”键
来寻找振动器的固有频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谐振点。

注意：
振动最⼤时的频率为振动体的固有频率。
每个振动体都有固有的振动频率,为了能达到最佳的⼯作状态请
调整本参数使振动器⼯作在合适的⼯作频率上。

7.当找到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后,再使⽤电压调整功能调到最佳的
送料速度。

调整完毕,可初步⼯作后，如还需其它控制功能，请参考控制器的
使⽤说明书。

序号 控制器型号 额定载荷电流
(AC220V电源) 适⽤振动器型号

1

2

3

4

SDVC31-S

SDVC31-M

SDVC31-XL

SDVC40-S

1.5A�输出电流

3A�输出电流

6A�输出电流

0.1mA�输出电流

HD-T300/TC400/TC460
HD-SX400M

HD-TC550/650/750
HD-SX700/1000/700M1000M

HY-J/T/ZB/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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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器常⻅问题的解决⽅法

常⻅问题 故障原因 解决⽅法

通电后控制器
LED⽆显⽰

电源电压不⾜、插座松动
控制器损坏

请确保电源插座有电
更换插座或更换电源

控制器返修

通电后控制器显⽰正常
压电底盘不⼯作

输出线断线
航空插头断线、损坏
是否打开‘开关’键

检查从控制器到振动器
线路,逆时针打开
航空插头查看断线

底盘在⼀个⼯作台上
同时开启有⼲扰

统⼀平台产⽣共振
频率调整不同

把振动器分为两个
⽀架⽀撑

尽量把频率调成相同

顶盘振动很慢
甚⾄不⾛料

检查线路与插头
查明故障原因
降低电压

电压及频率调整不当
顶盘与底盘不匹配

振动器⼯作中突然停⽌

控制器设置混乱
⽆法调整正确

振动器安装调节⽅法

控制器过载过热保护
控制器损坏
插座掉电

参数设置错误

增加控制器的散热
返修控制器
检查电源

接触不良
控制器故障
控制器饱和

恢复出⼚设置
同时按住“功能”“▲”键
保持两秒进⼊⾼级功能
设定,短按“功能”键切换
到“ooooo”闪烁状态时，

⻓按“▲”键3秒，
控制器重设定完成。

振动器间歇启动

如果是控制器的问题，请仔细参考控制器的使⽤说明书第44⻚：错误讯息指
⽰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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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2900平⽅⽶⾼端送料器制造基地
扣扣⼤连亨⼒⾃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FA⼯⼚⾃动化零部件
⾃动送料装置的研发、⽣产与销售⼀条⻰服务。公司拥有压电、电
磁两种系列驱动源共50多个型号的底盘振动器,� 和其它标准形式
送料器成套设备及零部件,� 基本形成零件送料器⾏业⼀站式全产
品线供应体系。
G

扣扣经过近20年的专注发展,公司建⽴了国内该⾏业第⼀份产品标
准；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企业管理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G

扣扣⽬前我司的⾼端送料器产品已经应⽤到全球�30多个国家众多
国际知名公司的⽣产线上,与这些公司共事,我们学到了更先进的
管理理念和技术知识,我们将继续基于对各⽤⼾需求的深刻了解；
不断投⼊更多资源到产品研发中,引领⽤⼾通过使⽤我公司更先进
零件送料装置,�⽽⼤幅度节省成本提⾼效率。
G

扣扣我们愿与您⼀道创造价值,共同携⼿⾯向未来。

联系⽅式
⼤连亨⼒⾃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庄河市昌盛街道建设南四街亨⼒⼯业园
电话：+86-0411-89372937
传真：+86-0411-89450865
⼿机：15840946430（⼩稳热线）
邮箱：yw@wnko.cn
官⽹：www.wnko.com.cn
◆
亨⼒⾃动化（东莞）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厚街镇⾚岭⼯业路8号⾼盛制智造园11栋

−9−

FA⼯⼚零件送料器组件⼀站式供应商

http://www.wnko.com.cn
http://www.wnko.com.cn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