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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输送式检针机
Needle Detector

JZQ-630Y型
产品执行标准 Q/320683GHE01---2001

使

用

说

明

书

东莞市连之新金属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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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一、特点

1．核心专利的数字化检测技术。
2．采用高精度的 SMD贴片进口元件，减少了 PCB面积，从而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3．采用美国的微电脑芯片数字信号处理，能对各通道的信号进行分析，提高了检测的可靠
性。

4．采用高灵敏度专有技术，能有效地改善产品的抗干扰能力，并使灵敏度有大幅度地提高。
5．采用智能化的位置显示系统，精确显示位置。
6．采用中文汉字显示，薄膜开关，提高了人机交互操作的亲善性。
7．采用智能化的计数系统。宽范围的灵敏度调节，高低通道各 100级调节。
8．具有光控开关自动报警和自动停机功能。独有安全锁，便于生产控制。
9．获CE 认证的名牌高可靠开关电源，能有效对抗电源线上的干扰

二、界面说明

A――翻页操作：按键后会按以下方式显示
公司名称－计数画面－模式

B――灵敏度高：按键后灵敏度提高，相应的灵敏度指示灯会向上点亮，灵敏度最高为 12。
C――灵敏度低：按键后灵敏度降低，相应的灵敏度指示灯会向下点亮，灵敏度最低为 1。
D――启动/停止键：是开关形式的，启动停止轮流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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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模式/归零键：1. 当在计数画面下，长按此键，合格计数就归零。2. 当在 LCD显示在
模式画面下，按此键能调整模式,如下

F――模式/归零键：1. 当在计数画面下，长按此键，不合格计数就归零。2. 当在 LCD显示
在模式画面下，按此键能调整模式，如下

注意：模式设置只能在待机工作状态下才设置有效，在钥匙锁定情况下不能调节灵敏度，

不能计数清零，不能调节模式。

模式 A
停

模式 B
检薄料

模式 C
停－返回－停

模式 D
停－返回－停－走

模式 D
停－返回－停－走

模式 C
停－返回－停

模式 B
检薄料

模式 A
停

http://www.0769jc.com


LIANXIN®

诚信 品质 服务

4 网址：http://www.0769jc.com

G――返回键：
1. 返回距离调整，在运行工程中（皮带正常运转下），模式设置不能在模式 A。一

直按住此键，用测试块进行测试，一旦检测到物品，皮带将反走，当到需要的距离时

放开此键，调整即结束。模式 B与模式 D的距离是相同的，所以不管在哪种模式下，
所调整的距离在这两种模式下都有效而且相同。而模式 C的返回距离与模式 B/D的
返回距离无关，因此在模式 C下需再此调整此距离，可以调整到跟前不跌落，也可
以调整到跌落，根据用户的需求。一旦调整完毕，这些调整值将永久保存到电脑中，

仪器也会按此数据进行工作，直到用户再次修改为止。

2. 在停止状态下（皮带不转下），长按此键，皮带会反转，放开此键，皮带即停。

3. 双探头机型，B模式下不可调节，请到 D模式下调节。
4. 在正常工作下，请不要随意按此键，在返回中按此键后，电脑就认为你要调节返回距

离，一旦误按，返回距离就会改变。如果改变了请再次调节。

三、操作方法

10． 确认仪器的四脚已固定。最好用水平仪，放在台面上，调节四脚，直致水平。

11． 确定周围没有大的移动的铁磁物体，如大型的机械，行车，电风扇，如果安放在楼

上，还要考虑天花板下的电风扇。

12． 打开总电源开关，机器开始自检，指示灯依次点亮，检测指示灯是否完好。

13． 确认所需要的模式，设定好需要的灵敏度，轻按开关 D ，仪器皮带即启动。
14． 左边的 12个信号幅度指示灯能指示仪器能检测到的信号强度，如果指示灯亮跳的高
度很高，说明仪器受到的干扰。

15． 当检测到铁磁物体时，仪器会按不同的模式进行工作，同时位置指示灯会显示被检

测物的位置。并进行相应的计数。

16． 当被检测物非常薄时，建议用模式 B，这将不受光电开关的控制，因此也不会有正
确的合格计数。

17． 当光控开关被连续遮住达 1分钟后会声音报警，但仍能工作。所以当蜂鸣器报警而
皮带不返走时应检查光控开关。如果确认光控开关没有被物遮挡，说明此开关已坏。如

果有物遮挡，清理后报警自然消失。

18． 当在正常工作下超过 10分钟后（模式不在 B），如果没有被测物，仪器会自动停机。
19． 当钥匙打到绿点时，不能调节灵敏度，以防操作员误操作。

20． 不管何种模式，一旦有物遮挡光电开关，都不能启动仪器。

21． 双探头机型，有两个特殊放置的探头，只要其中一个探头测到，仪器就会处理。在

B模式下，一旦测到，仪器马上处理，但在其它模式下，物品必须到了第二个探头下的
光电开关时才会处理，对物品进行一次确认，提高抗干扰性能。

22． 如果有外置的模式转换开关，A：均匀模式，探头上下的灵敏度比较均匀，但整体
的灵敏度会较低。B：高灵敏度模式，与 A相反。

四、灵敏度的调整

23． 本机设有 12 级灵敏度，出厂时我们都调到了很高的灵敏度，一般调到 9－10 的档次。

根据要求调节，调节灵敏度时，钥匙必须在红点位置。

24． 先用确信没有断针的辅料，如不能通过，说明这辅料本身含有一定的铁磁物，请降

低灵敏度，直到能通过为止。但必须保证，检验块能被检测到。

25． 根据感应灯的判别，如果被测物通过时，感应灯亮得很多，说明被测物中本身含有

的铁磁含量很多，必须降低灵敏度。

26． 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灵敏度，调节灵敏度务必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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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项

27． 不可将机安装在工作台上或铁的架子旁边。

28． 不可将仪器安装在会产生磁场的机器附近，因为例如电动磁性的有离合器马达、缝

纫机、裁剪机、打包机、空调机器；或者有转化器的机器等都会产生电力及磁场的干扰

而造成此机的错误运行。

29． 此机要安装在远离大型的移动铁质物件（例如：火车、汽车等）的地方。

30． 此机应当远离铁的大件物体（铁窗等），或者改变仪器主体方向。

31． 虽然本仪器采用高灵敏度专有技术，不是以信号强度作为检测的依据，但是有用的

信号会淹没在过强中的干扰信号中，造成仪器漏检，因此避免强干扰信号存在。工作人

员不能佩戴含有铁磁的物品，如手机、PDA、钥匙、钢笔等。
32． 本机制造紧密，不得随意敲击探头、台板。

33． 宜在通风干燥的环境下工作。

34． 本机有很强的磁场，会对有些物品造成伤害，比如电脑磁盘、手表、磁卡等。

35． 本机有四只脚调节罗丝，必须四脚固定并水平才能可靠工作。

36． 搬运时请按图说明，不得在两头滚轴上用力搬动。

37． 本机使用 220V 交流电源,并使用在有接地装置插座上，请忽使用在其它电源上。环
境温度：10至 40℃。

38． 请避免电焊机，大功率等高干扰设备用于同一电源线上。

39． 本机设计用于检测铁磁物质，不能用于检测铜、铝、不锈钢等物质。

40． 皮带和电机都有寿命，都是易损件，请务必随用随开。本机虽有节能装置，但也要

浪费 10分钟的电力。
41． 任何传动件都有对人体伤害的可能，请注意不要让手、衣服卷入滚筒内。

六、用途

42． 本机用于探测藏在各种缝纫产品（如男装、女装、童装、内衣、和服、夹克、床单

等）中的针、断针及其它铁质碎片。

43． 本机也可以用在橡胶行业中检测橡胶中的铁片。

44． 本机也可以用于食品中检测食品中的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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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件说明

1．电源线：只能用于 220V 电源

2．皮带调节罗丝：用于调节皮带两边的弯曲程度。

3．电源开关：要工作时，电源开关必须打开，工作完毕，请关闭电源开关。

八．工作完成时注意事项

1. 应检查皮带上是否有残留断针或其它金属碎片。

2. 检视皮带上方的感应器，因感应器具有很强的磁性，有可能附着针或其它金属碎片，

所以需用胶布或其它方法将感应器清理。以利于下一次正确运行。

3. 关闭电源并拔掉插头。

九．故障排除

 上电后，没有显示

看主板上的电源红灯是否亮，不亮的话，检查开关电源的指示灯－检查 220V电源－总
电源开关是否良好，保险丝是否良好，开关电源到主板的电源是否接对。

主板上的电源红灯亮：面板线没接对或线坏。

 面板灯有测试，全亮了，但按钮不起反应

可能面板触摸开关坏，可能面板线坏，可能面板坏。

 灵敏度不能调节：看钥匙是否在绿点位置，到红点可以调节

 板上的灵敏度调到最低，位置灯还在闪

先拉掉马达控制线（板上的马达控制插座），按启动键，看是否还有这种现象。有的话，

拉掉板上的探头线（用两组的话，全拉），故障还有的话，是主板的问题。没有的话是

探头的问题或是探头线有错。如果马达不走，感应灯亮得很少，说明是机架或皮带有问

题。判断探头线有没有接错的一个方法：板上每路输出到地都有 10K的电阻，所以在输
出线到地应该有 10K，开路或短路都有问题。
如果马达不开时，干扰灯跳的很低，马达开了干扰灯频频红灯，说明是机架的问题，或

者是皮带的问题。可以看皮带，在固定点上位置灯闪，那肯定是皮带的问题。

 在 A,C,D模式下，位置灯亮而漏检
光电开关有问题，检查方法：光电开关遮住后主板上的灯会亮，没有遮住灯灭。

请调节光电开关，调到无物时刚好主板上的相关指示灯灭。一旦有物遮住时板上的光电

开关指示灯会亮。如果灯亮而无物，则说明光电开关有问题。

 按启动键，马达无反应

如果长按返回键马达能倒走，说明光控开关已经有效，主板上的光控有效灯肯定亮。如

果不亮，说明键盘有问题。

说明光控开关有效，有两种可能，光控开关被物挡住了或光控开关已经损坏了。

上述都良好，请检查主板上靠近马达输出线那边， 在它们各自的旁边各有一个红色的

指示灯，靠近中间的那个是正转，靠近外边是反转。灯亮时说明有效，马达就转，但不

可能两个灯都亮。灯亮而不转，请检查主板上的保险丝，请检查继电器。两个继电器是

有关联的，拔掉一个，另一个也不起作用，所以请同时检查两个。

 合格计数不正确:光控开关灵敏度偏低，请降低光控开关灵敏度。

 皮带偏向:用附件中的内六角工具调节左右罗栓即可。

 其它问题,请与我们公司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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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检针机的检验方法

1. 首先把检针器固定妥当，尽可能水平，周围没有干扰源。

2. 用标准检验卡（必须是已确认的标准检验卡）按照订货的要求进行检验测试，从低到高，

特别是高度在 70％的地方最容易漏检，注意检查。

3. 检验中注意位置的显示精度，最好用一块 2.5mm 的检验卡（或者用一根机针），放在输送

带面上开机检验，显示的正确性不得低于 50％。

4. 好的检针器，刚开总电源时，马达不会启动，所有灯会亮，以检验检针器是否正常。一

开机就明白检针器是否正常。然后等待操作员的指令。

5. 正常的检针器，刚启动马达时，位置显示灯马上熄灭。如果一启动马达，位置灯会亮一

下，说明内部有故障，检测电路有问题。（这是区别于电脑型和非电脑型的一个标准，如

果闪一下肯定不是电脑型，注意厂方的欺诈）

6. 好的检针器，计数必须精确，必须同时有合格的检测数和不合格的检测数，缺一个说明

设计有缺陷，往往偷工减料。

7. 好的检针器，灵敏度调节应该是数字式调节，不应该是无级调节，假如要求灵敏度调到

7，不同的人会调到不同的位置，也许 7不到，也许超过 7。只有数字式的调节方式，精

确无异。

8. 好的检针器，应该有自动停机功能，不用时会自动停机，能延长寿命。没有此功能的检

测器，档次很低。

9. 双探头的检针器，不管哪个探头测到，都应该退回到跟前。如果不是这样，制造有缺陷。

10.检查马达控制系统的方法：马达从运行到停止，应该自然停下，有一定的惯性，惯性越

长，性能越好。如果有刹车的现象，那这台机器不久马达就坏，内部的继电器也会烧毁。

11.目前国内生产的检针器，控制板不可能进口，进口的不可能会手焊，如果手焊的板子标

有 MADE IN JAPAN 或者 TAIWAN ,那肯定是商业欺诈。

12.在同样的功能同样性能下，元件越少，技术含量越高，可靠性越好。

13.有光电自动启动的仪器有严重的安全问题，很难让仪器的马达停下，请不要使用。

电脑型（智能型）与非电脑型的判别

从专业技术上说，电脑型与非电脑型的本质区别是：电脑型参与数据的测量。但用户无

法从内部加以区别。用户从以下几个方法可以判别。

 电脑型的必然开机时对仪器进行自测，所有的灯会亮。而非电脑型的没有。

 电脑型的开马达与关马达时，位置灯不可能闪烁。有闪烁必然是非电脑型的。

 开马达后再关马达，然后拍一下探头，如果位置灯会闪，肯定不是电脑型的。

 用一根完整的机针放在台面上测量，如果位置显示的准确性达不到 50％，肯定不是电脑

型。

 电脑型的灵敏度调节必然是数字式的，模拟式(按钮式)的肯定不是电脑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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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之新其他产品（可按客户要求制作各种非标检针机产品）

一、输送带式检针机

JZQ-8630K型高性能检针机

DN-8500-II包装箱检针机 DLM-508D全金属检测机 DLM-508K全金属检测机

平台式检针机（验针机）

JZQ-86K高性能平台式检针机

手持式检针器

TY-33MJ手持检针器(可调式) TY-28MJ手持式检针器(振动) TY-26MJ手持式检针器

JZQ-6506K经济型检针机 JZQ-630S双探头检针机

JZQ-86B平台式检针机 JZQ-86C小型平台式检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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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修 单

注意事项：Notice:

1、本公司产品一律保修壹年（保修期内输送带损坏外全部免费，壹年后的服务按规定收取修理费.）

2、用户购仪器后，应尽快将本单寄一份本公司备案

3、用户应熟读产品说明书，按规定操作。

1、Our company's product guarantee repair is one year. (During guarantee repair all is free

of charge except the conveyor belt, after one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charge if repairing).

2、After user buying the product, please post the one list to our company to put on records.

3、User should read carefully the product operation instructions and operate the machine

according the regulations.

guarantee repair list

购 货 单 位

order unit
产 品 型 号

product type

地 址

address
出 厂 日 期

out of factory

date

电 话

phone

邮 编

post code

联 系 人

contact

person

购 货 日 期

order date

售 货 员

salesperson

□ 厂 方 □经营部

manufacturer management

发 票 号 码

invoice

number

仪 器 编 码

apparatus

number

故 障 情 况

trouble

服 务 日 期

service date

一 次 once 二 次 twice 三 次 third 四 次 fourthly

备注

remark

http://www.0769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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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莞连之新微信公众号获维修保养资料

东莞市连之新金属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DongGuan LianZhiXin Metal Detecting Equipment Co.,LTD
公司地址 Add：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横坑工业区金湖 S001-003号(东莞市汽车客运东站路口右侧)
公司电话 Tel：86-769-83228612 传真 Fax：86-769-89032289 83228650 手机Mobile：13723581296
企业网站Web：http://www.0769jc.com 企业邮箱 E-mail：0769@0769jc.com 邮编 p.c：523413

http://www.0769jc.com
mailto:0769@0769jc.com
http://www.0769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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