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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内容

控制方式 数字 IGBT 控制

额定输入电源·相数 三相 AC 380 V

输入电源频率 Hz 50/60

额定输入容量 kVA/kW 10.1/9.6

输出特性 CV（恒压特性）

额定输出电流 A 280

额定输出电压 V 28

额定负载持续率 % 60

额定输出空载电压 V 63

输出电流范围（* 注） A 50~350A（电阻负载输出能力）

输出电压范围（* 注） V 12V~31.5V（电阻负载输出能力）

焊接方法 个别 / 一元化

外壳防护等级 IP23S

绝缘等级 H 级（主变 F 级）

电磁兼容分类 A 类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适用焊丝类型 实芯

适用焊丝直径 mm 0.8/1.0

焊丝材料 碳钢（MS）

时序 焊接 / 焊接—收弧

保护气体 CO2 焊接 CO2：100 %
MAG 焊接 Ar：80 %，CO2：20 %

提前送气时间 s 0.1

滞后停气时间 s 0.4

外形尺寸 mm 580×270×515（长 × 宽 × 高）

重量 kg 35

焊接电源 YD-280RK1HGE

输入电源 AC 3 相 380 V

电源设备容量
一般电源 15 kVA 以上

发电设备 10 kVA 的 2 倍以上

输入保护（配
电箱）

保险丝 32 A

断路器 32 A

电缆

焊接电源输入侧 4 mm2

焊接电源输出侧 35 mm2

地线 等于或大于焊接电源输入侧

防护等级 IP23S

绝缘等级 H 级（主变 F 级）

节能

好用

多功能



最适合农业机械  金属家具  骑行车  机箱机柜等薄板行业的专门机型

显著提高了节能水平 多种应用模式 操作简便  性能优良

良好的适用性

全面超越抽头式焊机

与抽头式焊机的耗电量比较

［焊接时］

●  与抽头式焊机相比，耗电效能较高；
●  高速 CPU 控制，送丝平稳，电弧电压更为集中，节能效果进

一步提升。

［待机时］

●  在结束焊接后停止给变压器供电，变压器无损耗（空载损耗），

可减少待机时的耗电量。

［节能回路 ON 时，标配节能功能］

●  在焊接结束后，焊枪开关 OFF 约 7 分钟后，接触器闭合，风扇

停止转动

快速模式

标准模式

针对快速点焊、短焊缝快速焊定制的焊接专家模式，该模式的特点
是快速引弧，快速焊接。开关按下即焊，松开即停，高焊接节拍，
高作业效率。

●  高亮度，七段数码显示屏，可显示预置电流电压、实际焊接电流
电压、故障代码、送丝速度和时间等参数。

●  采用轻触按键，参数设定方便
●  焊接内部有 P，F 菜单，焊接参数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条件、喜

好自行调节

●  输入电压适应范围达到 ±25%

●  线路板和主要功率器件采用防尘设计

●  外壳防护等级达到 IP23S

●  60% 高负载持续率

●  焊机内部初次级为全模块化，提高了可靠性

该模式适合通常的焊接需要，在该模式下，可根据焊接工艺和操作
习惯自由、精细设定焊接的各项参数；采用一元化调节方式，调节
电流时，焊接电压自动匹配。

焊条模式
●  可通过 P 菜单切换到“焊条手工焊”模式，最大可使用直径 5.0

的焊条，适用各种酸碱性焊条。
●  该模式适合远距离焊接作业、维修等场合。

点焊对比 间隙焊接

简洁的操作面板

280RK 快速模式点焊

他社焊机点焊

低碳钢 / 点焊
板 厚 3mm， 电 流 160A，
电压一元化
点焊时间：0.6 秒

低碳钢 / 角焊
板厚 2.3mm  电流 110A  电压 17.2V
焊接速度 30cm/min   保护气：CO2

低碳钢 / 角接
板厚 2mm，电流 110A，
电压一元化
间隙 3mm，焊接速度 0.5m/min

低碳钢 / 相贯线焊接
板厚 1.5mm 电流 95A 电压 17V
焊接速度 50cm/min
气体（20%Ar ＋ 80%CO2）

280RK
250A 抽头焊机

15

45

领域

约削减

约削减

更好的节能性 更精确的控制

更高的可靠性 更安全的防护

更稳定的电弧 更方便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