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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部位名称 

各部位名称

卷数转换扭力刻度盘（RB-399S）

窗口

扳机

钳口

卷轴制动器

捆扎丝 固定卷丝盘

警告贴纸

缠绕
轨道

钢丝导轨 A

释放杆

前端捆扎部・旋转部

释放器

LED灯

电源插头

铭牌（背面）

电源／警告灯

主开关

※以下插图：
　 RB-399S

 扳机锁

手柄

电池开关锁

（JP-L91440A）

电池盖

残量确认表

端子部

挡板

残量确认
按钮

通风孔（风窗）
（背面）

电池
插入口

电源线

电池开关锁

铭牌（背面）

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充电器（JC925A（CE））

主机



4 　　安全操作须知

 安全操作须知

本机器是用于捆扎钢筋的电动工具。

如将本机器用于指定外的用途、或以指定外的使用方法使用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必须严格遵

守本使用说明书的记载事项。非操作人员（特别是儿童）请不要靠近作业场所。此外，请勿使

其触碰本机器。

●为了防止火灾、触电、伤害等事故的发生，请务必遵守以下 "安全操作须知"。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所有 "安全操作须知"，并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本产品。

●阅读本说明书后，请将其保存在可以随时查阅的地方。

●出借本产品时，请将说明书一并借出。

■关于标识

使用注意事项分为  、  、 请注意  分别表示以下含

义。

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导致用户死亡或严重伤害。

 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导致用户造成伤害或财产损失。

但是，       中所记载的情况，视情况也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记载内

容均为与安全相关的重要事项，请务必遵守

与产品及配件的操作和维护相关的重要注意事项ご注意

　

关于图示

此符号表示禁止  此符号表示必须进行的事情。



5　　安全操作须知

 安全操作须知

• 

为了确保安全，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操作说明书。

请使用专用充电器和电池组。

・请勿使用非专用充电器为电池组充电。

・请勿给非专用电池组充电。用非专用充电器不仅可能导致电池组无法充电、破损，还可能

导致起火·发热。

请正确充电。

・请在额定电源下使用本充电器。 

请勿将本充电器与升压器等变压器、直流电源或未经适配性检查的发电机一起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充电器故障或异常发热而导致火灾。

＜已通过适配性检查的机型＞ 

厂家名称 分类名称 机型 额定功率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株式会社YAMABIKO
（SHINDAIWA）

逆向发电机
IEG2800M 2.8KVA 单相 100V 28A

IEG2801M 2.8KVA 单相 100V 28A

・当温度低于5℃或高于40℃时，请勿给电池组充电。

・请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充电。 

请勿在充电时用布等覆盖电池组或充电器。 

否则可能导致爆炸或火灾。

・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勿插在电源插座上，以防触电或火灾。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请勿将异物插入充电器的通风口或电池组安装口。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故障。

请勿让电池组的端子之间短路。

　如果电池组的端子与金属接触，或放在装有钉子等金属物体的工具箱或钉子袋中、或被

雨水溅湿，可能会发生短路，进而可能导致冒烟、起火或爆炸。

请勿用湿手触摸充电器的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

请勿进行以下操作，否则电池组可能会冒烟、起火或爆炸。

・请勿让金属物品接触到端子。

・请勿将电池组放在装有钉子或硬币的袋子或盒子里。

・请勿将产品暴露在雨中或水中。

 警告



6 　　安全操作须知

 安全操作须知

• 

请勿在有喷漆、油漆、苯、稀释剂、汽油、易燃气体、胶水等环境下给电池组充电， 否则可能会

导致爆炸或火灾。

请勿进行以下操作，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

・请勿在纸板等纸类、坐垫等布类、榻榻米、地毯、塑料上给电池充电。

・请勿在充电时将带有通气孔（风窗）的充电器的通气孔堵塞。

・请勿将金属物品或易燃材料插入通风孔中。

・请勿在棉尘等灰尘较多的地方给电池充电。

充电器的电池组安装部分有用于充电的端子。 请勿接近金属片和水等异物

请勿将电池充电器用于充电以外的任何目的。

当电池组不使用时，请务必盖上电池组盖。

请查看作业场所的周边环境。

・请勿在雨中或潮湿的环境中使用充电工具、充电器或电池组，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产生烟雾。

・请确保作业场所光线充足，若在黑暗场所作业，可能导致意外发生。

・请勿在存放易燃液体或气体的环境中使用或充电，否则可能发生爆炸或火灾。

在使用本产品时，操作者以及周围的人都要佩戴护目镜。

　在粉尘多的环境中作业时，要同时佩戴防尘口罩。 

否则飞屑和灰尘可能会进入眼睛和鼻子。

穿戴好防护设备。

・在嘈杂的环境中作业时，应戴上耳塞、耳罩或其他隔音防护用品。

・作业时要戴安全帽，穿安全鞋等。

在以下情况下，请将主开关关闭，锁定扳机，并从主机上取下电池组。

・长期不使用或修理机器时。

・调整机器时。

・更换丝盘时。

・预计有其他危险时。 

否则可能会意外运行本机器，

导致事故或伤害。

 警告

锁定

锁定扳机 拔出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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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操作须知

• 

请谨慎操作。

・请勿将手指放在扳机上搬运本产品。

・在插入电池组之前，请确保主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否则可能会导致本装置意外运行，

造成事故。 

请使用指定零配件。

　请使用本使用说明书和本公司产品目录中指定的零配件。若使用非指定零配件，可能会

导致事故或人身伤亡。

请勿将电池组扔入火中。

　否则可能会爆炸或释放有害物质。

当电池组有液体泄漏时，请勿徒手触摸，务必采取以下措施。

・液体溅入眼睛时，有可能导致失明。请勿揉眼睛，立即用清水冲洗后就医。

・液体沾到身上或衣服上时，有可能导致皮肤发炎或受伤，请立即用清水冲洗后就医。

・电池组漏电时，请停止使用并远离火源，并立即联系代理商。

电池组的使用时间变得极为短暂时，请勿使用。

发现充电过程中出现过热等异常情况时，请立即将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停止充电。

在此状态下若继续给电池充电可能会导致电池冒烟、起火或爆炸。

若感到异常，请勿使用。

　发生不工作或无法停止转动、发热，作业中运作不顺畅或有异常时，请立即停止使用。请

勿自行修理，请联系代理商。 

如果在此状态下继续使用，则有可能导致发生烟雾、起火或爆炸。

 警告



8 　　安全操作须知

安全操作须知

 注意

请始终保持作业区域整洁。

　如果作业区域凌乱，可能会导致绊倒等意外事故，因此请始终保持作业区域的整洁并以

规范的姿势进行作业。

请将本产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不要让儿童靠近。

 ・除操作人员外，请勿让其他任何人触摸充电工具或充电器电线。

 ・除操作人员外，不得让其他任何人接近作业区域，以防造成人身伤害。

不使用时，请妥善保管。

・请将本产品储存在干燥、儿童无法触及的安全场所或者是上锁的地方，以防发生事故。

 ・请勿将充电工具或电池组存放在温度可能上升至50°C或更高的地方（如金属箱内或夏

季的汽车内），

以防电池组劣化、冒烟或起火。

穿着整齐的服装作业。

・请勿穿着宽松的衣服或佩戴项链等首饰，以防被机器前端的捆扎部位·旋转部位卡住。

・在户外作业时，建议穿戴橡胶手套和防滑鞋。

・建议长发者佩戴帽子或发套等。

请细心维护。

・应定期检查充电器的电源线，如有损坏，应立即停止使用；请勿自行维修，请联系代理商；

以防发生触电或短路，进而引发火灾。

・使用电源延长线时，应定期检查，如有损坏请及时更换，以防触电或短路，进而引发火灾。

・请勿让油污或油脂沾附手柄，始终保持手柄部分干燥和清洁，以防导致受伤。

请勿粗暴对待充电器电线。

・请勿用电线拉着充电器走，或拉着电线从插座上拔出充电器。

・请将电线远离热源、油和边缘尖锐的地方。

・注意充电场所，以免充电线被踩踏、拉扯或受到蛮力而损坏，以防触电或短路，进而引发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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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操作须知

 注意

请勿以不规范姿势作业。

　以防摔倒而受伤。

请使用适合户外使用的延长线。

・在户外给电池充电时，请使用绝缘电缆或绝缘电缆的延长线。

请勿大意，作业时需保持谨慎。

・使用充电工具时，要注意操作方法、作业方法、周围条件等，谨慎作业。

・作业时保持常识意识。

・疲劳时请勿使用本设备，若作业时疏忽大意、或违规操作可能会导致事故或伤害。

充电过程中出现发热异常等异常情况时，请立即拔掉充电器并停止充电

　以防电池冒烟、起火或爆炸。

请委托专业修理店维修充电工具。

・除维修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拆卸、修理或改装充电工具、充电器或电池组。

・充电工具、充电器或电池组发热或出现任何异常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经销商进行

检查和维修。

・本产品符合相应安全标准，请勿进行改造。

・请勿使用正品零件以外的任何零件进行维修、保养或调整。

・请勿自行维修产品。 如果由不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人员维修产品，不仅可能导致产品不

能正常使用，还可能造成事故或伤害。

关于噪音防止规定

　各地方政府有相应的噪音限制法律法规，必须在规定值下使用本产品。在使用本产品时，

应视情况使用隔音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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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筋捆扎机的安全注意事项

• 

确认捆扎直径。

  在使用前必须确认捆扎直径，再开始使用。（关于捆扎直径的内容，参见第16页）除此用

途之外，本机器无法捆扎。 

必须使用MAX正品丝盘。

使用非MAX正品丝盘可能会造成本机器故障，请务必使用MAX原装的MAX钢筋捆扎专用捆扎丝。

专用捆扎丝未经使用长时间放置时会生锈。（关于专用捆扎丝的内容，参见第18页）

勿使用生锈的捆扎丝。

使用生锈的捆扎丝，会引起故障。

切勿用手靠近前端捆扎部分・旋转部分。

如果用手触碰前端捆扎部分・旋转部分，可能会因挂钩或捆扎丝而受伤，造成伤害，切勿
用手靠近。

机器运行中切勿触碰丝盘。

如果在机器起动中碰触丝盘，可能会卷入捆扎丝或被捆扎丝缠绕，造成伤害，切勿碰触。

捆扎后，必须确认未发生拧断。

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的数字越大，束紧力越高，如果缠绕数非常少，有时会发生拧断。

如果捆扎丝发生拧断，就没有束紧力。捆扎后必须确认未发生拧断，如果捆扎丝发生拧断，

请调整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重新捆绑。

切勿将机械对准人体。

如果将机械对准人体，发生误启动，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事故。使用时将手和脚靠近前端

捆扎部分非常危险，切勿进行此操作。

连续使用后让本机器休息。

连续使用时，马达温度会上升。如果继续使用，有时会造成马达损伤等故障、事故，如果

主机发热，请关闭主开关锁定扳机锁，休息一段时间，待温度下降后使用。

移动时必须关闭主开关并锁定扳机锁。

可能会造成事故或破损。

小心使用。

掉落或碰撞可能会造成故障。

 警告



11作业后的注意事项

 作业后的注意事项

• 

收纳保管本机器。

作业结束时或未使用时，必须将本机器的主开关设置为“OFF”，锁定扳机锁，从主机上拆

下电池组和丝盘。然后将主机收纳至手提箱中，电池组请盖上防止短路的电池盖收纳。

在干燥阴凉处保管。

请将本机器及电池组保管在环境温度低于50°，干燥及通风良好的场所，避免阳光直射。

长期(1个月以上）保管时，请保管在环境温度低于30°的阴凉处。此外，请选择儿童碰触

不到或上锁的地方作为保管场所。

仔细保养本机器。

为更安全的发挥性能，请保持工具处于无磨损，无损伤的最佳状态。请保持手柄处干燥

及清洁，避免附着油脂或润滑油。

使用干燥柔软的布擦拭本机器。

请不要使用湿布、稀释剂、苯胺等挥发性物质擦拭。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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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安全装置

为确保捆扎作业的安全，本机器配备下列安全装置。

●在使用前必须检查安全装置是否正常工作。未正常工作时禁止使用。

 警告

⨋扳机锁装置 

为了更安全的进行作业，在本机器上标准配

备有扳机锁装置。扳机锁装置是指在不进行

作业时，由本机器使用人的意向锁定扳机（固

定无法触发)的装置。 

除进行捆扎作业时以外，请将扳机锁设置在

“锁定”位置，并拆下电池组。开始作业时请

将扳机锁设置在“解锁”位置。解除时先推向

左侧，然后再向上方推动。

 

⨋缠绕导轨装置 

所谓缠绕导轨装置，是指在不接触前端捆

扎部·旋转部的缠绕导轨打开的状态下，扣

动扳机的话会发出警示音，使之不能启动

的装置。手指离开扳机，恢复为关闭缠绕导

轨状态后，可以再次进行捆扎作业。

扳机

扳机锁

①推向左侧

缠绕导轨

②
向
上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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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安全装置

如果检查发现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

如需维修，请联系代理商，请勿自行维修。

在使用前，请检查安全装置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1. 检查安全装置和零件

・扳机能否锁住（处于固定状态无法拉动）。 

 （关于扳机锁的详细信息，请参照第12页）

・使用前，请彻底检查机器是否有损坏，并确认其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发挥指定功能。

・请检查可动部位的位置调整、紧固情况，是否有零件损坏、安装状态、其他影响运行的位置是

否有异常。

・请勿使用电源插头或电源线损坏的充电器、及掉落等原因导致任何损坏的充电器。

・更换或维修零件时，请按照说明书的指示进行操作。如果使用说明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请

联系代理商，请勿自行维修。

・请勿使用不能用主开关控制启动或停止的充电工具。 

请勿在产品不完整的状态下进行使用，以防发生事故或产品受损。 

2. 连接电池组时需要进行的检查

 检查时，应将主开关完全关闭。

使用前，请在未安装丝轮的情况下将电池组与设备连接，并进行以下检查。

・是否只有在连接电池组时才产生操作音。

・是否有发热、异常气味或异常音。 

如果产品只需连接电池组就能运转，或者发热、有异味、异常音，则说明发生了故障。 

请勿在此状态下使用，以免造成事故。请联系代理商，切勿自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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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及配件
商 品 名 MAX钢筋捆扎机 REBAR-TIER

商 品 符 号 RB-399S-B2C/1440A

尺 寸

JP-L91440A安装时

(H)303㎜

(W)102㎜

( L ) 286㎜

重 量 2.2㎏

马 达 电 压 DC14.4V

专 用 电 池 组 MAX锂离子电池组  JP-L91440A (4.0Ah) / JP-L91415A (1.5Ah) 

绑铁线
TW899（JP）

○

聚酯涂层线
TW899-PC（JP）

○

镀锌线
TW899-EG（JP）

○

〈可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组〉

商 品 名 MAX锂离子电池组

商 品 符 号 JP-L91440A

电 池 种 类 锂离子电池

电 压 DC14.4V

标 称 容 量

（ 额 定 容 量 ）
4.0Ah (3.9Ah)

充 电 时 间 
（环境温度25℃时） 
（充电器 JC-925A）

实用充电：约50分钟 

充满电：约60分钟

配 件 电池盖 [防止短路用]

重 量 0.5kg

〈专用充电器〉

商 品 名 MAX锂离子充电器

商 品 符 号 JC-925A（CE）

电 源 ( 输 入 ) AC100V  50/60Hz  220VA

充 电 电 压 /
电 流（ 输 出 ）

DC14.4V/4.0A　DC 18V/4.0A　DC 25.2V/2.8A

重 量 0.7kg

可使用温度范围 5℃～40℃

※为提高产品功能，本产品的规格和形状可能会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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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内容〉

商 品 符 号
RB-399S-B2C/

1440A

主 机 ○

电 池 组
○

（JP-L91440A×2個）

充 电 器 ○

携 带 式 手 提 箱 ○

六 角 扳 手 2 . 5 m m ○

操 作 说 明 书 ○

保 修 卡 ○

※为改良上述配件规格，主要功能及形状等可能会有变更。

〈配件〉

〈另售配件〉

锂离子充电器
JC-925A

锂离子电池组
JC-L91440A

皮带钩装配 ASSY
（RB81184）

操作说明书

六角扳手 2.5

携带式手提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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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钢筋直径

＜RB-399S＞

可适用于以下组合。（但是，若使用材料之间产生了间隙或使用方向不符合要求，可能无法

进行捆扎。）

■2根组合

Ｄ10 Ｄ13 Ｄ16

Ｄ10 ○

Ｄ13 ○ ○

Ｄ16 ○ ○ ○

■3根组合

Ｄ10 × Ｄ10 Ｄ13 × Ｄ13

Ｄ10 ○ ○

Ｄ13 ○ ○

Ｄ16 ○ ×

■4根组合

Ｄ10 × Ｄ10 Ｄ13 × Ｄ13

Ｄ10 × Ｄ10 ○ ○

Ｄ13 × Ｄ13 ○ ○



17专用捆扎丝（MAX 钢筋捆扎机专用捆扎丝盘）

专用捆扎丝（MAX 钢筋捆扎机专用捆扎丝盘）

商品名 MAX钢筋捆扎机专用捆扎丝盘

商品符号 TW899（JP）

材质、表面处理 绑铁线

直径 φ0.8㎜

1卷捆扎丝可捆扎次数(标准)

RB-399S

２周 約156回

３周 約120回

 注意

●请勿使用MAX正品丝盘「TW899（JP）系列（国内专用品）」以外的捆扎丝，否则会引发故障。



18 电池组和充电器的使用方法

关于电池余量显示

本机除了充电中和充电工具运转中，可以随时确认电池余量。

余量确认
按钮1

2 余量量
表

想确认电池余量时(充电中或充电工具

运转中以外)，请按下余量确认按钮。

根据当时的电池余量，余量量表会点亮。

 注意

●在充电中或充电结束后，充电工具运转的情况下，即使按下余量确认按钮，余量也无法正确显示。 

●显示的余量为估计值。根据工作负荷和周围温度的不同，有时余量不能正确显示，这并非故障。

●显示的电池余量，以充满电完成时被充电的容量为基准。 

例如，全新的电池组与因长期使用等而劣化的电池组相比，即使电池余量同为30%，其产生

的作业量也有所差异。

如何延长电池组的使用寿命（保管方法）

1
2

电池余量

0%

約 0〜 10%

約 10〜 40%

約 40〜 70%

約 70〜 100%

3 个灯点亮

2个灯点亮

1个灯点亮

1个灯 闪烁

全部灯灭

电池余量的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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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后，从主机取下电池组，将防止短路用的电池盖盖在电池组端子部保管。

电池盖

 警告

 注意

●工具使用完之后，请将电池组散热之后再进行充电。

 立即充电会缩短电池组的使用寿命。

●感觉工具力度变弱时，应停止持续使用，进行充电。

 持续使用会损伤电池组，缩短其寿命。

●不要放置/保管在夏季的汽车车内或阳光直射处。

 放置在高温场所会造成电池组老化。理想的保存环境为10°～30度干燥阴凉处。

●不要在电池耗尽的状态下保管电池组。

 如果在无电量的状态下长时间放置，会造成电池组故障。请在电量用完后立即充电。

●禁止将电池组安装在本机器或充电器的状态下保管。

 持续的微弱放电会使电池组处于过放电状态从而引起故障。

   保管时请必须拆下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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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电池组的安装 、拆卸方法

• 

⨋在安装、拆卸本机器的电池组前，必须将本机器主开关设置为“OFF”，将扳机锁设置在锁

定位置，并确认扳机锁已被锁定。

⨋在使用前必须确认电池组已完全安装在本机器上。如果没有正确安装， 

作业中有可能会发生电池掉落、造成人身伤害等。

 警告

安装时将电池组槽对准主机身的槽，

沿箭头方向笔直推入最内侧，

按紧直至听到“咔哒”声。

从本机器拆卸电池组时，

请按住左右两侧碰锁，

沿照箭头方向笔直滑出电池组，进行拆卸。

安装

拆卸

碰锁（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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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盘的填装方法

• 

●必须本机器主开关设置位“OFF”，锁定
扳机锁，并拆下电池组

●必须使用MAX正品丝盘。

●不要使用生锈的捆扎丝。

 警告

 注意

●勿让丝轮坠落，受到强烈的冲击。

●丝盘取出的时候，注意捆扎丝的前端。

①按下本机器的释放杆，确认释放止动器 

搭在释放杆上。 

 

②将固定丝轮的胶带撕开约5cm左右， 

取出卷起的捆扎丝丝头。 

 

③将卷盘止动器调整到“OPEN”的位置， 

解除卷盘支座。

OFF

锁定

释放止动器

捆扎丝

卷盘止动器

卷盘支座

丝轮

释放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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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盘的填装方法

④将丝盘中心附有“白色”标志的一侧 

朝向机器内侧（卷盘支座的相反侧） 

安装，将卷盘支座放回原位置，并将 

卷盘止动器对齐“CLOSE”位置。 

 

 

⑤将取出的捆扎丝前端笔直通入引丝装置 

 

 注意

捆扎丝前端笔直通入。

填装捆扎丝时，如果前端弯曲，

可能会造成机器内部堵塞。

 

 

通过左右送丝齿轮之间，插入导管。 

◦大致范围：到图中螺栓附近。 

过长可能会造成捆扎丝堵塞，过短可能会 

产生拧断或捆扎丝缠绕数不足，无法 

得到束紧力。 

RB-399S

丝盘

卷盘止动器

卷盘支座

捆扎丝

引丝装置

捆扎丝
螺栓(电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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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盘的填装方法

●因视窗污损，无法锁定送丝齿轮的位置时 

 

请打开视窗，用软布等将内侧污渍拭擦 

干净。此外，为防止清洁后异物再次进入， 

请重新关闭视窗。。 

 

 

 

⑥解除释放止动器，释放杆复位， 

确认送丝齿轮是否夹入捆扎丝。 

 

 

 

⑦将固定丝盘的胶带全部撕下并去除。

 

⑧卷回鼓起的捆扎丝。 

此时必须确认捆扎丝是否弯曲。 

 

 

此时丝盘填装完毕。 

 

 

 

 

送丝齿轮

送丝齿轮

捆扎丝

捆扎丝

胶带

释放止动器

释放杆

捆扎丝

导管

捆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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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方法

• 

●必须将本机器主开关设置为“OFF”， 

并确认扳机已被锁定。

 警告

①在本机器上安装电池组 

请在本机器上安装已充电完成的电池组， 

插入完成时可听到“咔哒”声。 

 

 

 

 

 

 

• 

●将主开关设置为“ON”时， 

禁止将手靠近前端捆扎部分、旋转部分。

 警告

 
 

 

 

②将主开关位置设置为“ON”， 

确认电源 /警示灯点亮，未点亮时， 

请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OFF

ON

电池组

锁定

锁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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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方法

③用钳口按住捆扎位置， 

将钳口对准钢筋并倾斜45°， 

或将主机的方向垂直于钢筋的表面扣动扳机。 

 

④扣动扳机一次，捆扎丝自动送丝并切断， 

挂钩卡住捆扎丝后旋转返回， 

完成一次捆扎作业。 

 

⑤捆扎后请拔出机器，方法如图所示。 

 

 

 

 

 

 

 注意

●请勿在没有对准钢筋的情况下启动。否则

前端捆扎部分会发生缠丝。
 

45°
钳口

捆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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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方法

关于本机器运转中的手持方法

⨋捆扎作业中（运转中）如果在捆扎位置移动钳口，会造成捆扎丝缠在挂钩上，导致捆扎错

误，因此在使用时请按紧本机器，直到捆扎作业结束。

⨋在每次捆扎作业结束之前，请不要移动至下个捆扎位置。

⨋捆扎作业中（运转中）由于挂钩会转动捆扎丝，会产生一定的拉拽力。请握紧手柄。

⨋捆扎作业中（运转中），请不要碰触丝盘。

关于电量通知蜂鸣器

本机器搭载有“电量通知蜂鸣器”。在进行捆扎作业时，如果电池组剩余电量变少。捆扎

时蜂鸣器发出“噼噼”音一次，通知电池余量减少。发出这种蜂鸣音后的短时间内可以

继续进行捆扎作业，但如果余量为零会突然无法捆扎，所以请及时充电。

※外部气温极低时，即使有足够的余量，有时也会发出蜂鸣音。

关于自动关机功能

自动关机功能是指在主开关打开状态下电源/警示灯点亮时，如果未触发扳机状态持

续超过30分钟，为减少电池组的电量消耗，自动将电源设置为“OFF”功能。

自动电源OFF功能起动时，主开关在“ON”的位置，电源/警示灯为未点亮状态。由此状

态重新起动时，先将主开关设置为“OFF”，然后重新将主开关设置为“ON”。此时确认电

源/警示灯点亮。如未点亮，请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关于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

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是设定捆扎丝缠绕数及进行束紧力微调的拨盘。 缠绕数・束紧

力调整拨盘的捆扎丝缠绕数越多，束紧力越高。相同缠绕数中，设定数字越大束紧力越高，

但有时捆扎丝会发生拧断。捆扎丝一旦断裂，其束紧力为零。捆扎后，请务必确认是否发

生拧断。如果捆扎丝发生拧断，调整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重新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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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

⨋可以选择缠绕2圈或3圈 

选择后请调整束紧力。 

※如果无法正确判断拨盘位置，束紧力会变弱。

请准确设置。

 

⨋捆扎丝缠绕数越多，束紧力越高。如果设定

的捆扎丝缠绕数较少，可能造成捆扎丝发

生拧断。捆扎后，请务必确认是否发生拧断。

周
巻

2
3

1234
12

34 5

5

周巻
2

3

1 2 34 12
345

5

周
巻2

3

123
4

1 234 5

5

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

捆扎丝缠绕数越多束紧力越高。

3圈缠绕

2圈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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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缠绕数〜束紧力调整拨盘

※各个零件在长时间的使用下会产生磨损。当送丝齿轮等发生磨损时，容易发生因捆扎丝

送丝量不足而引起缠绕数不足，从而导致拧断。此时可以通过将捆扎丝送丝量调整拨盘

朝数字较大方向旋转的方式减少拧断。

• 

●进行调整时，必须将本机器主开关设置

为“OFF”，锁定扳机，拆下电池组。 

此外，调整后将主开关设置为“ON”后，

切勿用手触碰前端捆扎部分、旋转部分。

 警告

OFF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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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熟练的捆扎

⨋如右图所示，在钢筋的交点处以45度角交

叉并进行交错捆扎。 

 

 

 

 

 

 

⨋在钢筋和钢筋的连接部分进行捆扎。 

 

 

 

 

 

 

 

⨋如果由于捆扎位置的状态以及工作方式不

能获得保持力，则如右图所示以十字形使

用时，保持力会增加。 

 

 

 

 

 

 

 
 注意

●用十字形的方式进行捆扎的时候， 

请推倒第一次捆扎的钢丝。 

如果第二根捆扎线碰到第一根捆扎线，被

弹开的捆扎线可能会缠绕在机器的顶端，

并损坏钩子。

捆扎丝 捆扎丝

ふし

推倒第一次捆扎的钢 第二次捆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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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盘的交換方法

①丝盘用尽时，发出警示音。 

 

 

 

 

 

 

 

 

 

②按下释放杆，确认释放止动器搭在释放杆上。 

 

 

 

 

 

 

③拔出捆扎丝。

※此时如果难以从主机拔出捆扎丝，请重新

安装电池组，将主开关设置为“ON”后，切断

捆扎丝。捆扎丝切断后重新将主开关设置为

“OFF”，用钳子等工具去除残余的捆扎丝。 

 

 

 

④按住卷盘止动器，解除卷盘支座， 

取下丝盘。

OFF• 

●必须将本机器主开关设置为“OFF”，锁

定扳机，拆下电池组。

 警告

锁定

放止动器

释放杆

引丝

捆扎丝

丝盘

卷盘止动器

卷盘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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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盘的交換方法

⑤装填新的丝盘。(关于装填方法，参见第28页）

⑥装上丝盘后，请参照P31“操作方法”，正确使用。 

关于用完的丝轮

如果正常使用丝盘，缠绕状态下的捆扎丝会残留约50cm、 

请更换新的丝盘。

关于消耗零件

长期使用时各零件会被消耗。在零件消耗不完全的情况下使用，会成为事故和破损的原因。

感觉异常时请立即停止使用。

　〈以下是根据使用时间易损耗的零件示例）

消耗零件 交换标准

传动齿轮 螺丝断裂增加，丝线卷数不足等。

送丝马达
即使正确装填了导线，在触发时也会出现“哔哔哔、哔哔哔……”的断断续续
的声音，无法团结，等等。

切刀・固定切刀 送出捆扎丝后无法切断，卡住扎丝的发生频率增加等等。

其他齿轮类和捆扎丝 
输送部的各零件

不能正确捆扎、捆扎后的捆扎丝形状明显变形、堵塞的发生频率增加等。

※记载的内容因为式样变更和改良，不会另行通知，请知晓。

※根据使用环境和作业的频度需要更换的时期也会改变。更换、修理零件的时候绝对不要自己进行，

为了恢复本机器的性能，请联系拥有充分技术和设备的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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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报警及处理方法
本机器的蜂鸣器在下列状态下报警。蜂鸣器响起时，按照下列情况处理。发出警示音， 

机器未工作，误操作等情况时，首先请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No. 正常工作内容 异常情况 警示音 异常原因 确认方法 处理方式

1 安装电池组 不工作
噼 噼、噼 噼、……（持续约10
秒后，自动电源OFF）

主开关处于ON的状态下安装电池组 安装电池组时确认主开关是否已设置为“ON” 在主开关为“OFF”的状态下进行电池组的安装

2 電源ON 不工作

无蜂鸣音

电池用尽 另行安装电量充足的电池组，确认是否正常起动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如正确充电后，捆扎次数仍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尽，
请购买新电池组

自动电源OFF功能开启 尝试将主开关从OFF设置为ON 重新以OFF→ON调整主开关

电极片氧化 拆下电池，确认电极是否变为褐色 请用干布等擦拭电池组的端子部分

噼ー…… 缠绕装置打开 尝试打开和关闭缠绕装置 请完全关闭缠绕装置

噼、噼、噼…… 捆扎丝在拧转部分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确认缠绕装置内
部捆扎丝是否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用钳子等工具去除缠绕装置
内部的捆扎丝

噼噼、噼噼、……
（持续约10秒后、自动电源
OFF）

电池用尽 另行安装电量充足的电池组，确认是否正常起动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如正确充电后，捆扎次数仍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尽，
请购买新电池组

3
扳机ON → 
捆扎丝送丝

捆扎丝未送丝

噼ー…… 缠绕装置打开 尝试打开和关闭缠绕装置 请完全关闭缠绕装置

噼噼噼、噼噼噼……

卷盘的捆扎丝用完 确认卷盘的捆扎丝是否用完 请交换新丝轮

卷盘内的捆扎丝勒住 确认卷盘内的捆扎丝是否散开，勒住 请修复卷盘的散开状态

切刀部分堵塞异物 确认切刀部分是否工作 请用干布擦拭切刀部分，或吹净异物

在切刀、引丝装置部捆扎丝堵塞 确认是否堵塞有捆扎丝 请拆开切刀部分，去除堵塞的捆扎丝

噼ー噼ー噼ー噼ー噼ー
2次

马达发热 警示音不持续，仅在扣动扳机时产生 请让机器休息降温

捆扎丝中途停止送丝
噼噼噼噼、 噼噼噼噼……

未安装丝轮 确认丝轮是否已被安装 请安装新的丝轮

使用指定捆扎丝以外的商品 确认是否使用MAX正品丝轮（国内专用商品） 请使用MAX正品丝轮

噼噼噼、噼噼噼…… 捆扎丝在卷盘内打结 确认卷盘的缠绕情况 请修复卷盘的散开状态

4 捆扎丝画圈
缠绕混乱， 
伸出缠绕装置外

无蜂鸣音 捆扎丝被钢筋弹开 确认捆扎时捆扎丝是否接触钢筋 捆扎时请注意捆扎丝不要接触钢筋

5 切断捆扎丝 捆扎丝未切断 噼噼噼噼噼…… 切刀部分堵塞异物 确认切刀部分是否工作 请用干布擦拭切刀部分, 或吹净异物

6 拧转捆扎丝

捆扎丝打结

无蜂鸣音 捆扎丝被钢筋弹开 确认捆扎时捆扎丝是否接触钢筋 捆扎时请注意捆扎丝不要接触钢筋

噼噼噼噼噼…… 捆扎丝在拧转部分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确认缠绕装置内
部的捆扎丝是否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用钳子等工具去除缠绕装置
内部的捆扎丝

束紧力弱 无蜂鸣音

钢筋尺寸不在范围内 确认捆扎钢筋的尺寸 请使用直径在捆扎范围内的钢筋

因机械的接触方式等导致的使用问题 确认钢筋与机器的接触方式
请将扭矩拨盘向数字较小方向旋转，从垂直方向插入，
倾斜45°使用

缠绕装置开关的起动 确认捆扎时缠丝装置是否打开 使用时请勿移动机器直至捆扎结束

发生拧断 无蜂鸣音

钢筋尺寸不在范围内 确认捆扎钢筋的尺寸 请使用直径在捆扎范围内的钢筋

因机械的接触方式等导致的使用问题 确认钢筋与机器的接触方式
请将扭矩拨盘向数字较大方向旋转，从垂直方向插入，
倾斜45°使用

正常起动 噼噼 电池余量较少 另行安装电量充足的电池组，确认是否正常起动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如正确充电后，捆扎次数仍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尽，
请购买新电池组

如果实施上述处置方法仍无法修好，请委托购买店铺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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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报警及处理方法
本机器的蜂鸣器在下列状态下报警。蜂鸣器响起时，按照下列情况处理。发出警示音， 

机器未工作，误操作等情况时，首先请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No. 正常工作内容 异常情况 警示音 异常原因 确认方法 处理方式

1 安装电池组 不工作
噼 噼、噼 噼、……（持续约10
秒后，自动电源OFF）

主开关处于ON的状态下安装电池组 安装电池组时确认主开关是否已设置为“ON” 在主开关为“OFF”的状态下进行电池组的安装

2 電源ON 不工作

无蜂鸣音

电池用尽 另行安装电量充足的电池组，确认是否正常起动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如正确充电后，捆扎次数仍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尽，
请购买新电池组

自动电源OFF功能开启 尝试将主开关从OFF设置为ON 重新以OFF→ON调整主开关

电极片氧化 拆下电池，确认电极是否变为褐色 请用干布等擦拭电池组的端子部分

噼ー…… 缠绕装置打开 尝试打开和关闭缠绕装置 请完全关闭缠绕装置

噼、噼、噼…… 捆扎丝在拧转部分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确认缠绕装置内
部捆扎丝是否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用钳子等工具去除缠绕装置
内部的捆扎丝

噼噼、噼噼、……
（持续约10秒后、自动电源
OFF）

电池用尽 另行安装电量充足的电池组，确认是否正常起动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如正确充电后，捆扎次数仍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尽，
请购买新电池组

3
扳机ON → 
捆扎丝送丝

捆扎丝未送丝

噼ー…… 缠绕装置打开 尝试打开和关闭缠绕装置 请完全关闭缠绕装置

噼噼噼、噼噼噼……

卷盘的捆扎丝用完 确认卷盘的捆扎丝是否用完 请交换新丝轮

卷盘内的捆扎丝勒住 确认卷盘内的捆扎丝是否散开，勒住 请修复卷盘的散开状态

切刀部分堵塞异物 确认切刀部分是否工作 请用干布擦拭切刀部分，或吹净异物

在切刀、引丝装置部捆扎丝堵塞 确认是否堵塞有捆扎丝 请拆开切刀部分，去除堵塞的捆扎丝

噼ー噼ー噼ー噼ー噼ー
2次

马达发热 警示音不持续，仅在扣动扳机时产生 请让机器休息降温

捆扎丝中途停止送丝
噼噼噼噼、 噼噼噼噼……

未安装丝轮 确认丝轮是否已被安装 请安装新的丝轮

使用指定捆扎丝以外的商品 确认是否使用MAX正品丝轮（国内专用商品） 请使用MAX正品丝轮

噼噼噼、噼噼噼…… 捆扎丝在卷盘内打结 确认卷盘的缠绕情况 请修复卷盘的散开状态

4 捆扎丝画圈
缠绕混乱， 
伸出缠绕装置外

无蜂鸣音 捆扎丝被钢筋弹开 确认捆扎时捆扎丝是否接触钢筋 捆扎时请注意捆扎丝不要接触钢筋

5 切断捆扎丝 捆扎丝未切断 噼噼噼噼噼…… 切刀部分堵塞异物 确认切刀部分是否工作 请用干布擦拭切刀部分, 或吹净异物

6 拧转捆扎丝

捆扎丝打结

无蜂鸣音 捆扎丝被钢筋弹开 确认捆扎时捆扎丝是否接触钢筋 捆扎时请注意捆扎丝不要接触钢筋

噼噼噼噼噼…… 捆扎丝在拧转部分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确认缠绕装置内
部的捆扎丝是否打结

将主开关设置为“OFF”，拆下电池，用钳子等工具去除缠绕装置
内部的捆扎丝

束紧力弱 无蜂鸣音

钢筋尺寸不在范围内 确认捆扎钢筋的尺寸 请使用直径在捆扎范围内的钢筋

因机械的接触方式等导致的使用问题 确认钢筋与机器的接触方式
请将扭矩拨盘向数字较小方向旋转，从垂直方向插入，
倾斜45°使用

缠绕装置开关的起动 确认捆扎时缠丝装置是否打开 使用时请勿移动机器直至捆扎结束

发生拧断 无蜂鸣音

钢筋尺寸不在范围内 确认捆扎钢筋的尺寸 请使用直径在捆扎范围内的钢筋

因机械的接触方式等导致的使用问题 确认钢筋与机器的接触方式
请将扭矩拨盘向数字较大方向旋转，从垂直方向插入，
倾斜45°使用

正常起动 噼噼 电池余量较少 另行安装电量充足的电池组，确认是否正常起动
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如正确充电后，捆扎次数仍明显降低，则可以认为电池寿命已尽，
请购买新电池组

如果实施上述处置方法仍无法修好，请委托购买店铺进行修理

•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必须将主开关设置为“OFF”，锁定扳机，拆下电池组后进行处理。

⨋主开关设置为“ON”时切勿触碰前端捆扎部分。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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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与检查
小心使用本机器

坠落、撞击、敲打有时会造成变形或破损。

为避免危险，切勿坠落、撞击、敲打本机。 

禁止上油

请勿给本机器上油。会破坏事先装入的润滑油等，

引起故障。

定期检查

为维持本机器性能，请定期清理和

检查。请委托购买门店联系代理商进行检查。 

操作后的保管

●操作后请保管在凉爽干燥处。

　请勿放置在儿童可接触或可能坠落的场所。

●为延长电池组使用寿命，长期不使用（6个月以上）时，

　保管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注

●充电后再进行保管。

●请勿保管在温度高于50℃的环境下。

●请勿保管在温度低于－20℃的环境下。

●请勿保管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下。

●请勿保管在结露等温度变化大的环境下。

●请勿保管在高湿环境下。

●请勿附着水汽。

●请保管在干燥的环境下。

●搬运及移动时禁止坠落或大幅晃动。

●为防止短路，禁止接触金属物质。

●必须从本机器或充电器上拆下电池组后进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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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修和售后服务
关于保修

●本产品附带一张保修卡（附在外盒套上）。

●请务必按规定填写信息，并妥善保管。

●本设备的基本保修期为自购买之日起一年。

●定期更换零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关于售后服务

●如果出现故障，请立即停止使用本产品，并联系代理商。

●保修期间的修理将根据保修卡的记载内容进行修理。详情请参见保修卡。

● 关于不在保修期内的修理，如果通过修理可以保证维持原有功能，将根照客户要求进行有

偿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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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刀清洁指南
经过长期使用后，切刀处可能附着有捆扎丝碎屑等垃圾，请按下列步骤进行拆卸和清洁。

（切刀处出现捆扎丝堵塞时可按同样步骤去除）

拆卸

①用原装六角扳手拧开六角带孔螺栓 

M3 × 6 （电镀）2根。

 注意

●请不要拧开未电镀的2根螺栓。

②取下钳口B和2个六角带孔螺栓 

M3 × 6(电镀)。 

 

 

 

 

 

 

 

③请拆下切刀、固定切刀并清扫。 

（可拆卸的配件为切刀、固定切刀、 

引丝装置A, 切刀金属板元件。）

六角带孔螺栓 M3×6（电镀）

钳口B

六角带孔螺栓 M3×6
（电镀）

切刀金属板元件

切刀

钳口B

切刀金属板元件

固定切刀

固定切刀

切刀背面

切刀

引丝装置 A

引丝装置 A
切刀具有
销钉一体
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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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

④将切刀金属板元件的栓销通入切刀连杆孔内， 

然后组装固定切刀。 

 

 

 

 

 

 

 

 

 

 

⑤覆盖切刀，并组装引丝装置A。 

 

 

 

⑥将固定在钳口B的引丝装置B槽对齐导管， 

同时组装钳口B。 

 

 注意

●组装时注意固定切刀的大孔在后方， 

小孔（长孔）在前端。 

后方　　　　　　　　前端

切刀连杆孔 切刀金属板元件

切刀

固定切刀

大孔
小孔

引丝装置 A

引丝装置 B

导管

钳口B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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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续）

⑦请确认钳口B安装无误， 

并使2处六角带孔螺栓M3 × 6 （电镀） 

固定　（固定扭矩17.5Kgf-cm）。 

 注意

●确定是否有松动？外部是否有对齐？ 

有无缝隙？

六角带孔螺栓 M3×6（电镀）

外部对齐

外部偏离 有缝隙

无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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