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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TD850-PL-CZ 系列全电动称重油桶升降倾倒车设计合理，被用来在许多工厂、车

间、仓库等场所对桶进行提升、搬运、360 度翻转倒料以及称重，尤其适合化学和食

品车间倾倒、混合材料和称重，不仅减轻了人力的操作，也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产

效率， 也节省了工厂的成本。另外可以提供各种备选件和修改方案，以满足用户的

特殊需要。

本手册包含了使您安全适当地使用和维护 TD850-PL-CZ 系列全电动称重油桶升

降倾倒车的资料。本手册应该提供给操作本设备的工作人员。在使用之前，请阅读

并理解整个手册的内容，熟悉本产品。

安全须知

1．只允许经过操作培训且合格的人员操作此机器。

2．操作前不能用药或喝酒,因为这将影响操作者的警觉度和协调性。用药期间

的操作者须咨询医生以确定其是否可以安全操作机器。

3. 确认油桶及其内装物料的重量不大于本产品的最大额定载荷, 检查减速器

上的油标孔，确认机内有足够的润滑油；在各转动部位及油嘴处加少许轻质机油和

黄油，以保证各部件动作安全可靠。

4. 此机器设计只用于平坦且坚硬地面。如果地面不平,请不要使用。如果使用

设备的条件不满足，不要强行工作。

5. 不要在坡度超过8度的倾斜地面上使用本产品。禁止将油桶车停放在斜坡上。

当通过斜坡时,确认前方没有人员与其他障碍。要慢速前行，不要在斜坡上急转弯。

6. 不要在带电情况下移动整个设备，远离带电导体。

7. 在工作过程中，应使手或者其它物体不要靠近提升链条，抱箍或活动立架。

8. 在移动抓有油桶的液压搬运车时，不要使桶处于比较大的起升高度上。（注

意：在此过程中切勿同时使桶旋转或升、降。）查看内活动立架是否落下，移动时只

要使桶与地面保留必要的间隙即可。

9. 在工作过程中，应不要使手和脚处在本产品前面区域内或者在桶的下面。

10．严禁在粉尘及振动严重的地方使用，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

11. 传感器和仪表须可靠连接，系统应有良好的接地，远离强电场、强磁场，

传感器和仪表应远离强腐蚀性物体，远离易燃易爆物品。

12. 传感器和仪表都是静电敏感设备，在使用中必须切实采取防静电措施；雷

雨季节，必须采取可靠的避雷措施，防止因雷击造成传感器和仪表损坏，确保操作

人员的人身安全和称重设备及相关设备的安全运行。

13．严禁用强溶剂（如：苯、硝基类油）清洗仪表机壳。

14. 在插拔仪表与外部设备联接线前，必须先切断仪表及相应设备电源！



15. 仪表和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若出现故障，应立即拔下插头，请速与本公司

或者您的经销商联系，不要随意拆卸。否则不予保修。

16.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更换、修改或废弃安全装置。若如有异常或动作不灵，

请速与本公司或者您的经销商联系，不要随意拆卸

17. 不要随意调整设备以期增大工作高度。

18. 在没有将内活动立架与外固定立架锁紧在一起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将本产

品水平放置。

19. 任何制造商规定以外的特殊方法与条件必须遵循制造商的指导与书面认可。

设备使用的相关条件

1. 工作场所地面必须平整坚实，上空无障碍。设备与高压线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2. 环境温度应在-10℃～38℃范围;海拔≤1000 米。

3. 环境湿度≤90%。

4. 电源: AC 230V±10%, 50Hz。

5. 风速不大于 5级（≤10.7m/s）。

6. 此机工作噪声为 72～74dB。

7. 储运温度: -25℃～55℃

警告! 当环境温度高于 32℃时应避免阳光直射设备液压电器和计量部分。

使用说明
一、倒桶操作说明

1. 要提升油桶，只需将搬运车推向油桶，打开设备前部的抱箍，使其张至最大位置，

推动设备至油桶前，使开口部位对准油桶中心对位贴紧（注意：在对位时应使油桶

桶盖处于正前方），根据桶的直径，通过锁紧夹钳上的调节螺母调节抱箍锁紧程度，

并扳动夹钳扳手使抱箍锁紧，但不要将桶箍扁。在提升油桶之前，踏下地锁将搬运

车固定在工作位置上。然后通电源开关打开电源锁，按照控制面板上的“上升”、

“下降”标识操纵按钮，油桶将被提起或放下。

2. 要运输油桶，假如地锁被踩下，首先应将地锁打开。调节油桶的高度，使之大约

高出地面 2－3英寸(50 毫米－75 毫米)。警告：一定不要在油桶处于最大提升高度

时移动油桶。然后将搬运车推拉到需要的地方。 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搬运车自

行滚动，而导致财产损失或人员受伤。



3. 要旋转油桶，在油桶离开地面前，旋下油桶盖，（换上带有单向阀的专用桶盖，

需要单独选购），将桶起升后，按下控制面板上的“前转”、“后转”按钮桶即可

顺（逆）时针匀速旋转，使油桶旋转倒料。

4. 要落下油桶，只需将下降按钮，待油桶落在地面或者托盘上面后，打开抱箍，然

后将搬运车从油桶边拉开即可。警告：一定不要太快或过度使用下降按钮。 这样可

能会使油桶下落过快而损坏油桶或损坏油缸。

二、称重操作说明

1.开机

点触后面板电源开关,仪表显示【 ON 】开机，仪表所有标示符点亮，约 2秒钟后

显示软件版本号，然后进入“000000～999999”的笔划自检，如果秤台上的重量在

开机置零范围内，进行自动置零，并进入称重状态，否则仪表给出提示并且显示此

重量。在仪表显示软件版本号时若按一下[功能]键，仪表将在显示完版本号之后显

示仪表已标定的次数，例如 n 1，接着显示标定数据校验和以及仪表软件校验和（便

于计量部门控制）；然后进行笔划自检；若不按{功能}键，仪表直接跳到笔画自检；

完成以上初始化后进入称重状态。

2．按键操作说明

在标定和参数设置状态下，按键将执行以下的功能：

1．[置零]键执行“加 1”功能，按下[置零]键后，指示灯对应位数字就加一, 加到

９后自动归零。

2．[除皮]键执行“移位”功能, 按下[除皮]键后，指示灯指示位右移一位, 到最小

位后自动移至最高有效位。

3．[#]键执行“输入”功能, 按键后会将设定的数据输入仪表。

4．[清除]键执行“退出”功能，按下则会退出标定状态或者设置状态。

5．[*]键执行 “切换参数”功能，按下则会进入下一个参数设置状态。

3.称重操作

1. 置零:

按下[置零]键, 可以使仪表处于置零范围的数据回零，只有稳定灯亮后才能进行置

零操作。

2. 除皮:

在称重状态下, 显示重量为正且稳定灯亮时, 按下[除皮]键, 可将显示的重量值作



为皮重扣除,此时仪表显示净重为０,净重灯 亮，在毛重为 0的情况下，再按下[除

皮]键, 仪表即清除皮重值。

【注】毛重是负值时不能除皮。

3. 峰值保持、平均值:

通过功能设置 F2选择使能，如:

F2 选择 2， 小动物 标志亮，此时启动动物称功能。

F2选择 3， 标志亮, 仪表处于自动峰值保持工作状态, 可以保持最大称重数据，

重量回零后，解除保持数据。

4. 手动累加：

正常称重状态下，当净重数据大于或等于 20分度且数据稳定，将[*]键按下，仪表

执行“手动累加”功能。此时，仪表将先显示累加的总数据（分两步）：［total =］

(提示下面显示的内容为累加的总量数据) 显示约 1秒后显示累加数据[******]，然

后显示总累加次数（分两步）：[ｎ＝]（提示下面显示的是次数）显示约 1秒后显

示累加次数［ ***］,然后累计指示灯 亮。

注意：累加次数最大（在保证累加结果≤999999 的情况下）可为 9999 次；累加结果

在未进行过清除操作前，始终保持，掉电后也不会丢失。若按[*]键时净重小于 20

分度，则只显示累计量，不进行重量和次数的累加。

5. 清除累加结果:

称重状态下按[清除]键, 仪表清除累加的次数和累加的总数据。首次累加时应先清

除再操作。

6. 单位切换 T8 可以选择多种单位。

4.仪表信息提示出错说明

[Err 1] 加载内码太小或传感器量程选择太大

[Err 2] 超出手动置零范围

[Err 3] 开机时零位过高或设备上有重物

[Err 7] 标定开关未打开，请请标定开关短路环插上

[Err 8] 传感器信号线接反，请正确连接传感器线

[------] 超出显示范围，应该在-99999～999999 之间

[A oL] 累计次数或者累计总重量超出范围，此时不再累计，应清除后操作

[ LO ] 毛重超过负值显示范围



维护说明

在设备经过长时间存放或环境条件改变后首次使用前，需检查电源、液压油和

润滑以确认它们处于良好条件下。

注意!使用设备前尤其注意检查所有的安全装置:

1.使用前检查
此设备在每次使用之前都需要检查。你必须仔细检查机器并汇报所有缺陷。直

到所有缺陷解决、机器处于良好状态时再开始操作机器。

检查缺失、损坏和不明安全情况。

检查断裂、缺失、损坏及松脱零部件,尤其是桅柱两侧的螺钉与螺母。

检查枢轴、销是否损坏，检查是否缺失保持装置。

检查油箱中油位。

检查液压系统是否有泄漏与损坏。

检查是否有焊缝断裂，是否有其他结构损坏的迹象。

检查支撑座是否可绕支撑螺杆灵活转动，必要时润滑。

检查开机时是否有不正常的噪音或颤动。

检查电源插头与插座连接牢固。

进行生产厂家列出的必要维修项目。

2. 定期检查与测试

按下列项目每隔 3个月检查与测试移动工作平台。

润滑提升链条，检查其磨损。

检查并拧紧有松动可能的螺钉与螺母。

检查油泵马达碳刷的磨损情况,更换磨损的碳刷以保证良好的接触。

仔细目测检查构件腐蚀情况和承载零件与焊缝的损坏情况。

检查机械、液压和电气系统。

注意: 定期检查的频率与范围也可参照当地法规。



3. 调整最大举升力

液压系统压力已在工厂正确设定,然而经过由于较长时间使用后，设定的压力值

会改变。

当你发现举升压力没达到额定值时,打开液压单元的盖子。请参照上图,顺时针

转动液压控制装置的溢流阀直到压力达到规定值。

4.设备润滑

常给运动部件的摩擦部分加润滑油。

1）在链轮与链轮轴之间用钙基润滑脂来润滑它们,需用油枪对油嘴加钙基润滑

脂。

2）用油枪在链条和链轮间加机油以防磨损。

3）在举升状态下通过毛刷用一些钙基润滑脂润滑桅柱间的导轨。

4）底盘轮子与轴之间的轴承,应使用毛刷用油脂来润滑它们。

5. 免维护蓄电池使用要求

1）转动电源开关,当面板显示电压低于 8伏时,请给电池充电。

2）电池充电的额定参数如下:

输入: 220V AC50/60Hz

输出: 12V DC 15A

3）当开始充电时,先将充电器输出插头插入充电插座,然后将充电器输入插头插

入电源插座。闭合充电开关,显示灯(红灯)亮起表明充电开始。通常充电延续约 8小

时。充电结束后检查所有单元在 30℃时的密度达到 1.260-1.280kg/l 。

当充电结束后切断电源。



4）充电必须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并且周围没有明火、火花和热辐射源。

5）电池表面必须保持干净与干燥,因为污物与潮湿会导致漏电进而降低电池容

量

6）本机采用的是免维护蓄电池。

6. 仪表用电池使用要求

下文中充电专指充电电池 普通电池仪表不对电池充电

① 只要仪表接上适配器，即对电池充电。因此，如非经常使用电池，请将电池

取出。

为避免机内过热及对电池过充电，因此加以限流。要是用户觉得充电太慢，请

购买专用充电器。

② 仪表屏幕左下角有电池电量指示，四等级电量显示，电池电压分别为：4.8V、

4.5V、4.2V、3.6V。在电池电量指示灯最后一个熄灭后，仪表会自动切断直流电源，

仪表停止工作，请在仪表自动关机前充电。

③ 仪表对充电电池提供 5.5v 的浮动充电。

仪表内置的电池属易耗品，不属三包范围。

警告：

千万不要将电池暴露于明火，爆炸性气体易导致燃烧。

接线端子必须上紧且无起鳞。电缆绝缘必须良好。

保持电池干净,用抗静电布擦干净污物与灰尘。

千万不要将工具或金属物体放到电池上。

7. 电路接线图

8. 传感器接线图
1.传感器的连接采用 9芯插头座（孔）下图标注了各引脚的意义。
2. 使用四芯屏蔽电缆



警告：不要使 TD850-PL-CZ 全电动称重油桶升降倾倒车长期放置在雨雪等室外环

境中。

9. 如需任何进一步的技术支持或服务，请与武汉汉利物料搬运机械
（LIFTOMATIC）客户服务部门联系。

免长途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28 (027)82312780传真：(027)82326895

TD850-PL-CZ 系列全电动称重油桶倾倒车规格

型号 长 宽 高 自重 额定载荷 起升高度(mm)

TD850-PL-CZ 1430 980 2010 270 300 1300

此手册所包含的信息基于印刷时可得到的资料, 产品规格不断更新，恕不另行通知，不承担

由此产生的责任，因此建议留意产品的任何变动。有关 LIFTOMATIC 公司或武汉汉利产品详细资料

请咨询本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