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冷却循环水箱 

AHS-  系列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后，正确使用 
为了确保安全，请由对设备非常了解的人进行本机的配置、维护检查及修理。

为了确保安全，请充分理解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后，确信能够安全使用， 

再进行本机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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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焊接冷却用循环水箱是为焊接设备焊接时所产生的热能未能及时冷却而开发的，它为焊

接设备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冷却水源，解决了焊接设备的供水困难。该循环水箱，容量大，降

温快，能满足不同焊接设备、焊炬及其它水冷却焊机的配套要求。此外，本成品也可用于其

它电器、机械设备的冷却系统，方便、实用，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 
适用范围 
交直流氩弧焊接设备、直流氩弧焊接设备、CO2 焊接设备、电阻焊接设备、其它需要冷

却的焊接、切割、电器设备等。 

二、运输和保管 
2.1 循环水箱采用木箱包装，在装运时务必采用叉车搬运，但应避免倾斜，不得偏倒，严

禁倒置 

2.2 循环水箱应存放于避雨和干燥通风环境，储存环境温度-25～55℃。 

三、随机文件 
  3.1AHS 系列水箱使用说明书 
  3.2 装箱单 
  3.3 合格证 

3.4 保修卡 
 

四、安全注意事项 
4.1    注意避免发生重大人身事故，务请遵守以下规定 

4.1.1 本循环水箱的设计、制作虽然充分考虑了安全性，但使用时请务必关注本说明书的注

意事项，否则会引起死亡或重伤等不该发生的事故。 
4.1.2 输入电压、设置场所的选定、水源使用等，请遵照有关规定及公司的内部标准进行。 

4.1.3 无关人员请勿进入循环水箱所连接的焊接作业场所内。 

4.1.4 使用心脏起搏器的人，无医师许可不得靠近使用中的循环水箱及焊接作业场所周围。

循环水箱通电时，水泵产生的磁场会对起搏器的动作产生不良影响。 

4.1.5 请有专业资格的人或内行人员对循环水箱进行安装、检修和保养。 

4.1.6 为了确保安全，请正确理解本说明书的内容，并请有安全使用知识与技能的人员进

行本机的操作。 

 

4.2     为了避免触电导致人身安全事故，务请遵守以下规定 
 4.2.1 请勿接触带电部位 

4.2.2 请由电气人员按规定将循环水箱安全接地。 

4.2.3 安装、检修时，须先关闭配电箱电源，5分钟后再进行作业。 

4.2.4 请勿使用容量不足及损伤了绝缘护套使导体外露的电缆。 

4.2.5 电缆连接部位，请确保绝缘。 

4.2.6 请勿在卸下机壳的情况下使用循环水箱。 

4.2.7 请使用干燥的绝缘手套。 

4.2.8 高处作业时，请使用安全网及系好安全带。 

4.2.9 定期保养检修，损伤部位修理完好后再使用。 

4.2.10 不用时，请关闭所有的输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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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在狭窄场所或高处使用循环水箱时，请使用防触电装置。 

4.3   换水或加水时注意事项 

      换水时请注意水箱内部的水是否温度过高，为防止高温水烫伤的发生，务必等水冷却

后，再进行更换；加水时请务必关闭循环水箱的电源开关，避免发生触电。 

 

4.5     规范操作防止机器伤人 

  4.5.1 请不要在拆卸外壳或其它防护装置的情况下使用机器。 
4.5.2 不要将手指、衣服、头发等靠近循环水箱的旋转部位（如冷却风机、水泵），以防引

起受伤。 

 

五、结构原理 

  本冷却循环水箱结构的设计合理，使用方便。机内有小型磁力驱动循环泵、水循环散热装

置、冷却风扇、水路循环系统，水位指示装置等部件组成。其工作原理是：水箱内贮存的冷

水由磁力泵吸入，经过水路系统，通过水路循环系统，通过待冷却的设备，流出温度较高的

水，经过机器内部的散热器，散热器由冷却风机排热，使水温降低，然后返回水箱，重新进

入循环系统，从而达到冷却设备的目的。 

出水磁力
水泵

水箱

回水

散

热
器

水
温

水

位

显
示

仪

散热

风机

发
热
源

 
 

六、特点 
6.1、水箱采用封闭式不锈钢材料制作，永远不生锈； 

6.2 水箱采用无轴封设计的磁力泵，避免了普通电动水泵因长时间使用产生水垢，导致

水泵堵转而烧坏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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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参数（此表仅供参考。由于技术更新与实际有所区别） 
 

型号 
项目          

AHS-10 AHS-20 AHS-40 AHS-60 

输入电压 AC220V 

频率 50HZ 

额定功率 150W 150W 300W 300W 

最大流量 10L/min 15L/min 15L/min 20L/min 

额定流量 5L/min 10L/min 10L/min 15L/min 

最大水容量 10L 20L 40L 60L 

最高扬程 10 米 15 米 15 米 15 米 

额定扬程 5 米 10 米 10 米 10 米 

空机重量 20kg 30kg 30kg 45kg 

 

八、面板功能: 

 

保险 电源 焊枪回水 焊枪进水 

 
 
 
 
 
 
 
 
 
 
 
 
 
 

九、使用注意事项 

9.1、新机第一次使用时，回水管接头请暂时不接水管，待水路系统排出空气后再接。

否则，由于空气阻塞，水无法进入水泵。 

9.2、在往水箱里加水时，水位指示处，表示水已经加满，停止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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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须使用专用制冷剂。 

5、机器每使用一个月，应清洗水箱一次，以保证水路系统的通畅。清洗时，请在出水

口接上橡皮管，开启水泵，让水直接从机壳上面的加水口进入水箱，数分钟后，待

水箱内的水充分搅拌之后，再从底部排出污水。(也可以在水箱内加入汽车用的冷凝

器清洗液) 

6、电源插头应插入带有接地线的单相 220V 的三孔电源插座内。 

 

十一、周期检查项目表 

项目或部件 检查要点 措施 检查周期 

进水过滤网 积污垢是否太多 清理污垢 1 个月 

水管接头 是否有漏水 拧紧喉箍 15 天 

水管 是否有细孔漏水 更换水管 15 天 

冷凝器 是否有灰尘 清理灰尘 1 个月 

冷却风机 风扇扇叶是否松动，连接线是

否松动 
拧紧、注润滑油 半年 

水泵接头 是否有漏水 拧紧或更换密封橡

胶圈 
半年 

 

十二、常见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可能形成的原因 排除方法 

按电源开关不工作 
1．开关坏 
2．AC220V 断线 
3．保险断 

1．更换开关 
2．检查进线和开关焊点 
3．更换保险 

保险老断 1．保险的安培太小 
2．水泵或风机的电机短路 

1．换安培大于 2A,小于 5A 的保险

2．更换电机 

风扇不转 1．AC220V 电源有问题 
2．风扇有问题 

1．检查电源 
2．检修风扇 

不出水 
1．水路系统有空气 
2．水泵有故障 
3．水路系统有严重堵塞 

1．可在出水口接皮管，吸出空气 
2．检修水泵 
3．检修水路系统(水泵进水口) 

出水小 1．水路有轻微堵塞 
2．水泵有问题 

1．检修水路系统(水泵进水口) 
2．检修水泵 

水温仪不显示 1．仪器开关坏或开关虚焊 
2．仪器故障 

1．检修开关 
2．更换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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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尊敬的用户：请在购买本产品后及时依据保修卡有关事宜办理投保手续，如果您在使用

过程中需要帮助，请与当地代理店或本公司联系，我们将在 24 小时内做出回应，并按您的

需要服务到位。本公司向您承诺：凡购买本公司产品，（易损件不在其内）一律

保修一年，并对其终身服务。欢迎您对我们的产品提出宝贵的建议与意见。 

 

 

佛山市奥焊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400-800-4427 
 

★ 生产基地(工厂制造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金逢大道 36 号 

 
★ 营业中心(门市销售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广东国际机电五金城会展中心 2-36 号 

 

邮  编：528248 

电话：0757-89372700    020-89372700 

传真：0757-89372700    020-89372700 

邮箱：fsauhun@163.com   121777601@qq.com 

网址：www.auhun.com   www.aoweld.com 

www.auhuna.com    www.auhun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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