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报警式料位开关 使用说明书

型 式 ： PA-1/PA-2型

此次，衷心地感谢 购买本产品。请对产品型号、
配件进行 认后，按其使用说明书正 使用。

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为使 能够安全地使用该机械，我们会在此说明书内标注下述警示图案。

如错误使用，表示存在导致使用者死亡或者受伤等情况的危险，此内容是为

提示 避免该危险的注意事项。

警告

如错误使用，表示存在导致使用者轻伤、或者带来物质损失等情况的危

险，此内容是为提示 避免该危险的注意事项。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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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本使用说明书记录了本产品的正 使用、和调整方法等内容．

在正式使用前，请一定要认真阅读．此外，请将本说明书放置在方便查看的地方．

2．本说明书记载了与我司标准规格相 的内容．

因此，当我司向贵司提供特殊规格的产品时，

其部分详细内容有可能会和实际产品存在一定的差 ．

3．我司有可能随时会变更本说明书的相 内容，恕不 行通知．

4．如果 发现此说明书的内容存在疏漏、或者错误的话，请与我司的销售窗口取得联系．

5．为了提高品质，对产品进行改良，有时可能不会提供同一部件，

而提供其替代部件或者产品．此外，当部分产品的型号、外观等发生变化时，

恕不 行通知，请事先了解．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司的销售窗口．

6．如贵司对本产品进行改造，我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此说明书内，我司使用的安全提示的意义如下．

在此说明书内，我司使用的安全提示的意义如下．

警告：表示如果存在使用错误，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死亡、或者重伤．

注意：表示如果存在使用错误，有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受伤或者带来物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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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 进行接线作业时,请 定电线间没有电压．否则有触电、漏电、短路，

进而诱发火 的危险．

・ 绝对不允许拆解本产品．

・ 进行保管时，请不要在遭受 光直射的场所、有雨水或水滴滴落的场所，

存在有害气体或液体的场所等恶劣环境内存放．

注意

・ 请在产品规格范围内使用．

「额定电压、温度等的安装环境」

・ 通电前，请先 认是否存在接线错误．

・ 不要使其跌落，或者施加过大的冲击．否者会造成破损．

・ 为了防止粉尘、

雨水等侵入其内部，请 保将盖子及导线引出口等部位盖好或密封好．

・ 安装本产品时，请 保将导线引出口向下设置．

・ 请不要在有腐蚀性的环境（NH3、SO2、CL2 等）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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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概要

本产品是通过被探测物推动浆片来切换信号的  ．

下图是带式输送机的工作示例图．

① 通常，浆叶靠自重保持在待命位置．

② 经过的探测物推动浆叶上移，当角度超过触发角度以后，信号就会进行切换．

只要被探测物在推动浆叶，就会维持这一状态．

③ 如果被探测物消失，则信号恢 原来的状态．

ＰＡ－１ Ｌ＝400 外形图（标准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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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叶 浆叶轴套 主轴 保护管 法兰

O型圈 铝制浇铸件

导线引出口

尺寸



３．规格

型式 ＰＡ－１／ＰＡ－２

安装方法 法兰ＪＩＳ５Ｋ６５Ａ（相当）

浆叶形状（标准）※1 １５０×２３０ ｔ＝１．5

Ｌ尺寸（标准）※１ ４００ｍｍ

使用材质（主要） 浆叶 ＳＵＳ３０４

主轴 ＳＵＳ３０４

保护管 ＳＵＳ３０４

附带法兰 体 铝合金

盖子 铝合金

密封件 丁腈橡 ，特 纶

 装色  体、盖子 １０ＹＲ７．５/１４

防护等级 相当于ＩＰ６５

使用环境温度 -１０～６０℃（但不得结冰、结露）

使用压力 大气压

导线引出口 Ｇ１/２

导线引出口金属件 电缆 配外径φ５～８ｍｍ

输出 ＰＡ－１…１Ｃ，ＰＡ－２…２Ｃ

接点容量（负载电阻）

标准 ＡＣ２５０Ｖ１０Ａ、ＤＣ２５０Ｖ０．３Ａ

Ｚ型 ＡＣ２５０Ｖ０．１Ａ、ＤＣ３０Ｖ０．１Ａ

摆动角度（标准）※１ 约２０°

滞后 约 5°

绝缘电阻 １００ＭΩ 以上（ＤＣ５００Ｖ 兆欧表）

耐压试验 ＡＣ１５００Ｖ１分钟

质量（标准）※１ 约２．７Kg

※１对于标准规格以外的产品，请确认交货单上的图样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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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安装方法

请将其安装在浆叶可以感知被探测物流动的地方．

安装时，请使导线引出口向下，并选择和产品规格相符的螺栓、垫圈等部件．

注意

安装时，请 保将导线引出口向下设置．雨水等侵入后，会引发故障．

５．将浆叶安装到轴

①在留意浆片方向的同时，将浆片插到主轴上．请使主轴突出约 2mm．

②将轴的切槽和浆片轴套的槽对齐．

③将内六角螺母（M5）拧紧，固定好．

４

轴的切槽



６．盖子的拆卸

・ 盖子的安装方式为旋入式．

・ 在拆卸盖子时，请注意 O 型圈，缓慢松 螺丝．

在安装时，要先 认 O 型圈有没有 曲，充分固定好后， 保拧牢固．

注意

拧盖子时，要 保拧好、拧紧。在室外使用时，如果雨水、尘埃等侵入的话，

会引发设备故障．

７．浆叶位置和摆动角度

通过报警式料位  分为顺时针方向摆动型和逆时针方向摆动型．

客户 认好规格后，请参考下述内容．

浆叶的位置当处于图的 部位时，端子 C 和 H 接通．

下图是表示浆叶摆动 20°，接点进行切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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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时针方向摆动型 逆时针方向摆动型



８．摆动角度的调整

当需要调整摆动角度时，松 凸轮的内六角螺丝，就可以调整同主轴的相对位置（角度）．

调整顺序

① 松 内六角螺丝．

② 旋转凸轮，调整摆动角度．

向上方转动时，摆动角度变小，向下方转动时，角度变大．

③ 拧紧止动螺丝，使其固定好．

注意

请 认凸轮是否可以压到  的滚轮． 外，除了凸轮以外的螺丝松动后，

微动  和主轴的位置 系就会发生偏移，从而引起操作故障．

９．接线

９－１．使用的电线及配管

・ 如果使用配管的话，为了方便以后进行 认，请选用挠性管或者皱襞管来进行施工．

这时，请取下导线引出口的金属件，采用厚钢型的#17 接头盒．

如果是薄钢型的话，螺丝不匹配．

・ 如果使用电缆的话，请将导线引出口的金属件拧紧，固定好．

请选择外径为φ５～８ｍｍ的电缆．

・  于电线的芯线，请选择绞线型的品 ．推荐电线的型号为０．５ｍ㎡．

・ 接线端子的宽度为 6mm，用 M3 号螺丝安装．推荐使用的压着端子尺寸为 R1.25-3．

・ 导线引出口 配金属件的型号为φ５～８ｍｍ．

注意

接线完成后，导线引出口的金属件一定要固定紧．

如果固定的不够紧，雨水、尘埃等侵入，会引发工作故障．

６

顺时针方向摆动 逆时针方向摆动



注意

请选择型号合 的电缆．

如果电缆的规格尺寸不匹配，雨水或粉尘就会侵入，从而引起故障．

９－２．接线

警告

进行接线作业时,请先 定电线间没有电压．

否则有触电、漏电、短路，进而诱发火 的危险．

・  认下列端子的排列顺序后，正 地接线．

・ ＰＡ－１ 顺时针摆动型 （未探测出时）

・ ＰＡ－１ 逆时针方向摆动型 （未探测出时）

・ ＰＡ－２ 顺时针方向摆动型及逆时针方向摆动型 （未探测出时）

７

不 使 用

不 使 用



１０．维保

定期点检包括以下项目的 认工作．

・  认机 盖子是否松动．

如果固定的不够紧，雨水、粉尘等侵入，会引发工作故障．

・  认固定用螺丝、螺钉等是否有松动．

・  认浆叶、主轴、保护管是否发生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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