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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感谢选用 TS-1型热风缝口密封机（简称热风机）。

本手册所描述之热风机为市场上普遍厂家使用的机型,TS-1型热风机为大多数

专业用户而设，采用进口单片机控制，融合众多崭新特性，令缝合封口比以前更为

容易,操作更加简单，防水效果更上一个台阶，特别适合加工中低档的防水服装。

使用前，用户需具备基本缝合知识及技术。

为能正确操作本设备，避免机器损坏或人员伤害，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各条款并

遵循各条款的操作规程操作，并保留以作将来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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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型号：TS-1

●电压：AC220伏 16安

●频率：50/60赫兹

●功率消耗：1800-4000W

●工作总气压：0.45-0.5兆帕（4.5-5公斤）

●缝合速度：2-36米/分钟

●风嘴温度：常温 - 700℃

●风嘴宽度：21毫米 标准，其它为选择性

●上轮宽度：25.4毫米

●下轮宽度：25.4毫米

●总体体积：1.2米长×0.55米（宽）×1.70米（高）

● 净重量：约 125KG。

由于持续改良，性能会因此改变，对此不会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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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l 多功能脚踏易于操作

l 彩色显示屏支持多种语言显示界面

l 操作简单

l 维护方便

l 产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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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说明

请遵守以下安全守则，以便能在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下提高工作效率，防止伤

害事故的发生。若严格遵守本手册的指引，本设备在使用多年后仍能保持良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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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识别＝＞＞正视图

风机

脚踏开关 风嘴风量调节

下立柱

台板

右控制箱

上轮压力显示

上压轮压力调节

电源开关

工作灯

左支柱

曲尺

油雾器

胶带盘

总电源开关

显示屏

手动剪条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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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粘合原理

加热缝合过程中，胶带上的热熔粘合剂会变的活跃，再经过一定的压力过程将

粘合胶带与须粘合的防水涂层布料或织物粘合牢固，使之达到完全防水要求。

TS-1热风缝口密封机，能准确控制所产生的热风温度，并直接加热缝合胶带的

粘合剂，织物，加热后的胶带会送入两个相对的胶轮位置，称之为加热滚压原理。

滚轮的线性速度称之为热合速度。

在缝合过程中，热风从风嘴喷出，因为实际到达胶带表面的热风是风嘴所喷出

的热空气及周围空气的混合气体，故气体到达胶带的实际温度低于风嘴的温度，风

嘴与胶带之间的距离越远，热风中所混合的周围空气比例就越高，另一方面，提高

热风的流量可减少空气的比率，从而提高接触胶带热气的温度，故此风嘴位置及热

气流量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影响封口缝合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内容：

● 热风温度

● 滚轮速度

● 风嘴风量大小

● 风嘴与滚轮之间的距离

● 风嘴靠近滚轮以及离开滚轮的时间调节（简称叫风嘴同步）

● 滚轮压力

上述因素会互相联系，直接影响缝合的准确度及粘合牢固度，若要生产具有一

致性的产品，需准确设置以上的所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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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条件及准备

必须由专业人员执行并遵循以下步骤安装：

一:配备 1台 0.18立方以上 0.8兆帕 8KG压力的空气压缩机

二:配备Ø8 PU气管 5-10米

三:配备 AC220伏 50/60赫兹电源,16安插座 1个

1、拆开机器外包装，清理机器的捆帮绳索及杂物，将机器置于一平整地面

上并根据机器外形尺寸四周最少余留 50cm的空间，这对于热风散发及正

常运作及基本维护预留充足空间极为重要。

2、将机器总电源插头插入已准备好的 16A/220伏电源插座（电源必须良好

接地），在配件箱找出(C式快接 SP20)与Ø8 PU气管联接好,与油雾器联

接,另外一端联接外来气源。气源的总气压力为 0.45-0.5兆帕（4.5-5

公斤）压力。

3、将随机配备的胶带装置安装在上柱的左上角顶部（具体请参阅正视图）。

4、装上胶带，并校对胶带是否对齐落带机构中央，胶带装置在上柱上下运

动时无碰撞（参照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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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安装胶带

在跟机配件箱取出适合胶带内芯孔的放带芯，套上胶带，取出右边挡带盘，将

胶带及放带芯一起套入胶带杆，再将挡带盘套入并拧紧手柄螺栓，胶带有粘性的面

向操作者。

＝＞＞启动步骤

正确启动及关闭本机，对于保持其良好性能及节省能源极为重要，所以请按以

下所述步骤操作：

1、必须确定压缩空气完全供应到本机。

2、打开(总电源开关),按下绿色(电源开关)按钮，启动设备

● 机器的显示屏幕会显示各种信息，包括公司标志、联系信息等，操作具体内容

见（菜单操作方法与步骤）。

＝＞＞ 缝合步骤

1、按住加热键三秒钟开始加热，风嘴风量开关开到最大，缝合速度预设所

须值，初次启动时，请将温度设置为 400℃、速度为 15m/分钟、上轮压

力为 0.15兆帕(1.5公斤)，以上设置为第一次启动时适宜设定，其它

的设置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2、将缝合胶带放入挡带盘上，按要求把胶带引到上压轮中央，请查阅。

3、踩住左脚踏、上压轮下压，不松左脚踩右脚踏风嘴摆入，松开右脚踏，

风嘴摆出。

4、剪带，先放左脚踏同时放开右脚踏，会自动完成剪带封尾和送带的动

作，再踩下左脚踏，踩右脚踏，重复缝合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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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操作方法与步骤

启动电源后，屏幕出现以下画面：

点击进入系统后进入操作页面：

此图标显示的数值是实测的温度值；

此图标显示的数值是设定的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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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热，请长按图标中，3秒后松手。

需要关热，请长按图标中的“OFF”，3秒后松手。

按 键进入用户参数页面，密码 8888，可修改相关的动

作要求和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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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胶轮正转的速度。正转的方向是机器送入需加工的面料，

和胶条进行热封压合时的胶轮转向。

上下胶轮的反转速度。

热封压合的过程中停顿，风枪摆出，胶轮需要将面料退出一部

分，为下次入枪做准备时的速度。微退速度×微退延时=微退长度

微退的时间长短。

每次剪带完成后，胶条送下来的速度。

剪刀完成后，胶条送下来的时间长短。

送带速度×送带时间=送带长度

风枪摆出后，胶轮延时停止的时间。

风枪摆入后，胶轮延时启动的时间。此参数分为胶带头

和胶带中间两个分开的选项。（头部如果烧过头，就减少带头入枪同步时间

，反之则增加）

压完带尾后，剪刀持续闭合的时间。此参数是一个弥补因电机

惯性造成误差的数值。

剪刀剪带后，面料和胶条持续热封压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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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功能是紧接着压带尾完结之后，风枪离开胶轮，但上

下轮仍紧压着胶带和面料，使其充分冷却和粘合的时长。（此功能一般用于如果尾

部压不透，此功能停顿时间放长，反之减少）

针对胶带头，使其贴住胶轮送带的吹气管吹气的时间。此参数

分两项，左边是吹气管入枪瞬间，延迟吹气的时间;右边是吹气管吹气时间的长短。

此参数是弥补送带轮切入时机误差而设计的延迟时间，

一般其数值不适宜选取过小。

剪刀剪带后，进入压带尾延时的阶段，风枪距离压带尾完结之前，

提前离开胶轮的时间。

剪刀剪带后，面料和胶条压合过程中，需要胶轮变

换的速度。参数一旦启用，进入封尾阶段时将变速运转，而不再使用原来的正转速

度。此功能默认为停用状态，若需要使用此功能，必须点击右侧的按钮，使该功能

开启：默认是 ，点击变成

才可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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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发热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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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A
胶带与
面料粘
合不良

①热封胶带与面料不符 ①确认热封胶带与面料相符

②热风枪温度过低或位置不正确
②升高热风枪温度，调正热风

枪嘴位，清理枪内堵塞物

③压轮压力过小 ③调节压轮压力为 1.5kg/cm

④压轮转速过快 ④调慢压轮速度

⑤产品原料过期 ⑤更换优质原料

B

压轮

不转动

①链轮的顶紧螺丝已松动
①用扳手拧紧链轮、齿轮的顶

紧螺丝

②传动链条与链齿之间有碎布、线头

等污物卡死

②消除传动链条上的碎布、线

头等污物

③电机损坏或保险丝烧断；或碳刷磨

损；同步微动开关变位损坏 ；驱动器

有故障。

③更换同型号电机或碳刷、保

险丝；调微动开关位置，更

换微动开关、更换调速板。

C

生产的产

品有跳漏或

空白有单边

粘合不牢

①在生产过程中暂停时没有微退动

作；

①调节微退时间，以达到消除

空白

②压轮传动虚位过大 ②调整压轮间隙，换万向节

③热风枪咀有积物堵塞

③关加热开关，等温度降到

50℃，将发热内管拆出，拆开

管夹，取出

外管，将积物取出后装回原来

位置，加热再工作。

D

温度显示不

正常或没有

热风出

①感温器（即热偶器）损坏或线路短

路,鼓风机烧坏.

①更换感温器，修复线路,更换

鼓风机.

②热风枪内的发热丝烧坏； ②更换发热内管；

③调压模块烧坏。 ③更换调压模块。

E

上柱升

降不正常

①滑块道轨无润滑油或滑块镶条磨损

松动

①在滑槽上加润滑油或调节镶

条间隙即可

②压轮压力不够 ②调大压轮压力

③限流阀损坏 ③更换限流阀

④上柱气缸损坏 ④更换上柱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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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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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气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