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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1. 请遵守该使用说明书中提及的操作规程。 

2. CRS-II 一站式机器人焊枪清理机是专门用于与技术参数相匹配的焊枪喷嘴的清理机构。 

3. 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行业的安全相关规定或法律以预防事故的发生。 

4. 本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修需要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进行。 

5. 在对本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及维修时，务必首先确保已将电源、气源断开，严防机器突然

启动造成意外事故。 

6. 专门从业人员也必须佩戴护镜来操作设备。从喷硅油装置中喷出的防飞溅液可能会伤及眼

睛。如果防飞溅液意外进入眼睛，请立即求助于医助人员。 

7. 确保设备所使用的压缩空气压力不要超过0.8MPa，压缩空气须以正确的方式接到气源上。 

8. 确保设备所使用的输入电压符合说明书要求。 

9. 安装时，必须用四个螺栓将清枪站固定在机器人工作范围内，谨防发生侧翻的危险。 

10. 通常情况下，防飞溅剂中含有大量的油和水，因清枪站的安装使用方式不同，防飞溅剂可

能会落在地上，从而造成滑倒危险，影响操作人员的安全。操作人员在设备运行前，应进行安

全性分析，采取合适的安全防范措施。□ 

11. 未经生产商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设备做出任何更改。 

12. 设备运行时，千万不要将手伸入清理枪嘴的铰刀上，有极大的危险性，比如，肢体的挤伤

或切断等。身体上佩带的物品或衣服有可能被旋转的绞刀卷入清枪机构中。 

13. 在机器人工作区域进行安装操作时，应首先确保身边的所有安全设施是有效的，从而保证

自身的安全。 

用途及特点 

RS-II一站式机器人焊枪清理机，是普通二站式或三站式清枪装置的升级换代产品，其性能特

点如下：□ 

_ 剪丝、清理飞溅、喷射防飞溅油三个动作在同一工位上一次完成，有效减少了清理过程耗费

的时间，提高了机器人系统的整体工作效率；□ 

_ 由于是一站式工作，清枪站与焊枪之间位置关系简单，只需对喷咀位置进行一次调节，就可

开始工作，减少了调试工作的复杂程度；□ 

_ 喷油装置采用了从喷咀中轴线方向的喷射，可以确保喷射均匀，克服了普通清枪站两点侧面

喷射造成的喷射不均匀、留有喷射不到的死角等问题；□ 

- 对危险性较高的剪丝装置和铰刀装置，进行了封闭处理，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_ 电气部分采用PLC控制，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各工序时间，不需更改硬件电路 

- 采用感应式全自动反馈控制，设备与机器人之间无需进行通讯，清枪站不需要与机器人之间

连线，简化了设备并节省调试时间； 

 



设备参数表 

型号 功能 
工位 

数量 
控制方式

额定气压

(Mpa) 

适用

电源

额定 

功率 

动作耗时

(秒) 

CRS-II 剪丝、清枪、喷油 1 
全自动 

感应式 
0.6-0.8

220V

50HZ
5W 4.5 

安装及调试 

在进入机器人区域进行设备安装之前，检查并确认身边的所有安全设施是有效的，从而保证自

身的安全。 

安装及使用前的准备： 

1.清枪站底座：该清枪站底座有两种安装方式，一种直接固定在地面上，通过四个膨胀螺栓固

定；另一种，用普通螺钉固定在稳固可靠的设备或支架上； 

2.清枪站底座与本体之间：用两颗M10*20的螺钉连接并锁紧； 

3.接渣盒：通过螺钉挂在支架上； 

4.油瓶：置于机器后壳体上的油瓶盒中，使用前请换上专用的带流量调节器的油瓶盖及吸油管； 

5.润滑油：将气源处理组件的注油螺钉拧开，加入随机配送的气动工具专用润滑油，然后将螺

钉重新拧紧；□ 

6.输入压缩空气：使用直径Ф8mm的气管，将气管头插入气源处理组件的输入接口，确保输入

气源压力在0.6～0.8MPa之间； 

7.工作压力设定：调节气源处理组件的输出气压设定旋钮，将工作压力设定为0.6Mpa（一般情

况下，设备出厂前已设置好，无需客户自行调整）； 

以上各部件的连接请参考图一 

 

图一 



设备调试 

注意：调试开始前，请关闭电源及拔掉输入气管，防止机器意外启动造成人身伤害； 
1.确定清枪绞刀的尺寸 

在启用设备前，检查所选用的焊枪喷嘴和清理绞刀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焊枪喷嘴极有可能

被损坏。为了选用匹配的绞刀尺寸，要明确所使用的焊枪喷嘴的内径和导电嘴的外径： 

绞刀的外径应小于焊枪喷嘴的内径0. 5--1mm；绞刀的内径应大于导电嘴的外径至少0. 

5--1mmo ；铰刀规格选择，请参考附件参数表； 

2.焊枪喷咀与铰刀同心度调整 

对出厂前已明确所使用枪头尺寸、委托生产商设置好的清枪站，可无需对机器进行设置和调整，

直接开始使用； 

对于客户出厂时未经专门设置的清枪站，需要用户根据实际需要自行按下述方法设定： 

a. 松开固定感应器的内六角顶丝，将感应器向右推至不至于被喷咀碰到的位置，图二； 

 

图二 

b. 用手推动气动马达向上行至提升气缸上限位置，将随机附件中的φ5芯棒插入基板上的定位

孔，使上端铰刀露出前壳体工作孔，并保持在此位置；如图三； 

 

图三 

c．缷下焊枪喷咀，用手将喷咀垂直插进铰刀，喷咀下沿设定基本与夹持机构底座下沿平齐，



用内六角扳手调整喷咀定位块位置，使喷咀贴紧定位块时，喷咀内孔与铰刀正好同心，同心度

调节要耐心、精细，要调节至铰刀与喷咀内孔周边空隙都尽量均匀一致，才能保证最佳使用效

果； 

d．拔掉φ5芯棒并保存好，使马达恢复可上下自由滑动状态； 

e．将喷嘴装回焊枪上，并用机器人控制移动焊枪，使喷咀走位到刚才手工实验设定的位置，

手动推高马达，检查铰刀外壁与喷咀内壁是否碰撞、铰刀内壁与导电嘴外壁是否碰撞，如果有

碰撞，需重复步骤b--d，调整铰刀与喷咀的同心度； 

f．检查马达向上行程至最高点时，铰刀顶端是否与枪头内部零件有碰撞，如果有，可适当将

枪头设定位置上移一点至不会碰撞为准； 

g．喷咀位置设定好后，调整传感器位置，将传感器端头移动至距离喷咀1.5-2mm处，将固定用

顶丝拧紧锁定； 

注意：绞刀抬升至最高点的位置由对马达的夹持位置决定，出厂时已设定好，一般情况下不建

议自行调节，如有特殊需要调节时，需先卸下前壳体，然后松开马达夹块的锁紧螺丝，在调整

到需要的高度后重新锁紧。 

h.枪头喷咀下沿位置设定 

一般情况下，建议将喷咀下沿设置为与前壳体上边沿平齐；如有特殊需要，也可将喷咀位置稍

提高或降低。 

c—h如图四 

 

图四 

 

4.喷油管路排气及喷油量设定 

  管路排气：初次使用或换新油时，有时需要先将喷油管路中的空气排掉，这时可通过壳体左

侧上部的手动喷油按钮实施，排气方法：连续点动按此按钮，即“按住0.5秒--停0.5s--再按

住0.5s—再停0.5s......”，多次循环，直至喷头中有稳定的油雾喷出为止； 

喷油量设定：通过调节油瓶盖上的流量调节阀，可以调节喷油量的大小，每次喷油量不需太

多，喷油过多有时会造成焊接气孔；；利用手动喷油按钮，可以测试喷油速度； 



5.枪头运行轨迹设计 

  让焊枪枪头按着如下轨迹运动：使焊枪在离开感应开关前端面约10MM处垂直下行至喷嘴下沿

与夹持机构底座下沿平齐，然后快速平移至紧贴夹紧固定块处停下，设定停留时间为5.5秒，

然后在自动清理完成后垂直提升离开；如图五 

 

图五 

 

6.试运行 

  在完成上述各步骤的设定后，可以接入压缩空气气源、打开电源开关，让焊枪按设计轨迹进

行一次动作，检验设备能否自动依次完成剪丝、清枪、喷油，如有问题，需要断开气源及电源，

对有问题的部分重新设定，直至问题全部排除，就可以正式开始使用了。 

 

铰刀选择及拆装方法 

铰刀的选择要依据前面提及过的方法：绞刀的外径应小于焊枪喷嘴的内径0.5--1mm；绞刀的内

径应大于导电嘴的外径至少0.5--1mm ；一些常用铰刀规格选择，请参考下表；  

喷咀内径d1 导电嘴外径d2 铰刀外径D1 铰刀内径D2 订货号 

13mm 6mm 12mm 7mm  33JD12007 

13mm 9mm  12. 5mm  10mm 33JD12510 

14mm  9mm  13mm  10mm 33JD13010 

15mm  9mm  14mm  10mm 33JD14010 

16mm  lOmm  15mm  11mm 33JD15011 

17mm  lOmm 16mm 11mm 33JD16011 

18mm  lOmm 17mm 11mm 33JD17011 



1.绞刀规

格及订货

号 

      亦

可根据需

要定制其

他型号铰刀 

2.铰刀的安装及更换 

使用随机附件中的Φ5芯棒（或十字螺丝刀头部）插入铰刀座的圆孔中，同时用对侧17mm的扳

手逆时针扭转铰刀底部扁位，可将铰刀从气动马达上拆下；同理，按相反方向扭转，可将铰刀

锁紧。如图八 

 

 

备件及订货号 

序号 名称 订货号 数量 备注 

1 底座 33DZ562 1 高度562mm，可定制其他高度 

2 铰刀 33JDabcde 1 
多种尺寸：abc代表外径，de代

表内径 

3 剪丝刀片 33DP000 2  

4 瓶装防飞溅液 33FY500 1 500ml 

5 油瓶专用瓶帽 33PM000 1  

6 感应开关 33GY000 1  

7 气动马达 33MD000 1  

8 TCP指针 33ZZ000 1  

9 单向阀 33DX000 1  

 

设备维护及保养 

_ 每日使用前检查铰刀是否损坏；□ 

_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定期吹扫及擦除清枪站内外表面及感应器周边粘附的灰尘和油渍； 

_ 经常性检查并在需要时及时添加供油瓶中的防飞溅剂；□ 

_ 每日检查并及时添加气源三联件的油杯中的润滑油；□ 

_ 定期检查全部螺栓紧固是否到位□ 

_ 禁止用带磁性物件和工具接触感应器，以免造成感应器失灵。 

_ 每天下班前必须关闭电源和气源，以免机器误触发造成损害 

18.5mm  lOmm 17.5mm 11mm 33JD17511 

19mm  9mm 18mm 10mm 33JD18010 

19mm lOmm  18mm  11mm 33JD18011 

20mm lOmm  19mm  11mm 33JD19011 



 

故障及排除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清枪站未启动 

传感器距离喷咀过远 
缩小传感器端面与喷咀间距

离至1-2mm之间 

传感器损坏 更换 

输入电源故障 
检查交流220V是否正确输入，

电源开关是否开启 

控制电路板损坏 更换 

气源有问题 
检查工作气压是否正确、气路

是否有泄漏 

清枪站自行误启动 传感器端部有金属类污物 断电后进行清理排除 

传感器损坏 更换 

气缸不动作或动作无力 
气源有问题 

检查工作气压是否正确、气路

是否有泄漏 

控制阀损坏 修理或更换 

剪丝不断 

刀片磨损不锋利 根据厂家提示更换刀片 

气源压力过低 
设置调整气压至不小于

0.6MPA 

主动刀片与被动刀片错位 
根据厂家提示重新调整设置

刀片间隙 

气动马达不动作 
输入气压过低 

设置调整气压至不小于

0.6MPA 

马达故障 更换或维修 

喷油时只出气不出油 

油管回路未排气 
用手动喷油按钮反复点动喷

油，至出油为止 

油壶内进油管端部单向阀失

效 
更换 

油品过稠 换合格的清枪油 

焊缝出气泡 喷油量过大 
调整油壶顶端的旋钮减小喷

油量 

 

备注：经上述检查，仍然不能够确定故障原因或不清楚解决方法时，请及时与供应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