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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制造实力 COMPREHENSIVE MAUFACTURING STRENGTH

经过有限元分析（ＡＮＹＳＹ）和设计，可以有效消除和优化结构件自重
和承载条件下的变形，为机床稳定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智能车间管理系统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in shop

By means of FEA (ANYSY) and design, deformat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member dead-weight and
bearing conditions can be eliminated and configured for guaranty of stable running of machine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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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ＧＳ系列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

技术参数表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J2GS SERIES CNC PLASMA FLAME CUTTING MACHINE
轨距 Ｔｒａｃｋ ｗｉｄｔｈ （ｍｍ）

３１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切割宽度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 （ｍｍ）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６２００

７２００

８２００

导轨长度 Ｔ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 （ｍｍ）

性能特点
－

龙门切割机床，采用单边／双边驱动，双驱同步控制；

－

纵横齿轮齿条传动，采用柔性（弹性）啮合传动方式；

－

横梁、立柱均采用箱式焊接结构，经热时效处理精加工而成；

－

造型美观，性价比高，刚性好，运行平稳；

－

主要技术参数（部分规格）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ｏｍｅ ｍｏｄｅｌｓ）

切割长度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ｅｎｇｔｈ （ｍｍ）

轨长减２０００（ ｔ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
２０００）

６（其中最多可配２个等离子 ２ ｐｌａｓｍ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驱动速度 Ｄｒｉｖｅ ｓｐｅｅｄ

０－１２０００ｍｍ／ｍｉｎ或０～２４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无级可调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驱动方式 Ｄｒｉｖｅ ｍｏｄｅ

单边驱动（轨矩４０００ｍｍ以下）或双边驱动ｄｏｕｂｌｅ－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
火焰６－２００（特种３２０），等离子２－８０（具体参照电源能力）Ｆｌａｍｅ ６－２００
（ｓｐｅｃｉａｌ ３２０）， ｐｌａｓｍａ ２－８０ （ａｓ ｐ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升降行程 Ｌｉｆｔ ｓｔｒｏｋｅ（ｍｍ）

切割试件 Test piece cutting

Features

－ Ｇａｎｔｒ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ｄｏｕｂｌｅ 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ｒｉｖ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轨长减２５００（ ｔ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 ２５００）

最多割炬数量 Ｍａｘ． Ｎｏｓ ｏｆ ｔｏｒｃｈ

切割厚度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ｍｍ）

集成火焰或等离子切割系统及工艺，最大切割厚度３２０ｍｍ。

６０００－５００００（或根据客户需求 ｏｒ ｕｐ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２００（或按需设计 ｏｒ ｔｏ ｂ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ｓ ｎｅｅｄｅｄ）

工作台除尘方式 Ｔａｂｌｅ ｄｕｓｔ－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ｏｄｅ

吹吸式或风门式（可配置滤筒式除尘器）ｂ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ｈａｌ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ｏｒ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ｔｙｐｅ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ｆｉｌｔｅｒ ｄｕｓｔ ｃａｔｃｈｅｒ）

切割方式及气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ｇａｓｅｓ

火焰切割（氧气＋乙炔、丙烷、天然气）等离子（空气、氧气、氮气等）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ｘｙｇｅｎ＋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ｐｒｏｐａｎ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ｉｒ， ｏｘｙｇｅ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ｅｔｃ．）

－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ｒ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ｉｎ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ｄｒ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Ｃ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ａｄｏｐｔ ｂｏｘ－ｔｙｐｅ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ｅｌ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ｈｅａｔ ａｇ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供电需求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ｉｃｅ ｒａｔｉｏ， ｇｏｏｄ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备注：１、切割宽度随割炬数量变化，导轨长度可按每２ｍ加长或缩短，轨距最大１２ｍ。２、所有技术参数以提供的最终技术方案为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ｌａｍｅ 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ｓ ３２０ｍｍ．

厚板切割生产

锯片切割生产

Thick plate cutting production

Saw bit cutting production

３８０Ｖ±１０％／５０ＨＺ

Ｒｅｍａｒｋｓ：１．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ｉｄ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ｒｃ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ｏｒ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ｅｖｅｒｙ 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 ｔｒａｃｋ ｗｉｄｔｈ ｉｓ １２ｍ．

Ｊ２ＧＳ－３６００ＨＤ型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
J2GS-3600HD CNC Flame Plasma Cutting Machine

Ｊ２ＧＳ－５０００ＸＤ型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机
（纵向直线导轨导向）
Ｊ２Ｇ Ｓ－５０００ＸＤ ＣＮＣ Ｆｉｎ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ａｃｋ ｉ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ｕｎ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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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切割标准配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项目 Ｉｔｅｍｓ

数控切割选项功能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标准配置说明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龙门床身（横梁和立柱）

焊接、热处理、精加工

Ｇａｎｔｒｙ ｂ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ｂｅａ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ｅｌｄｍｅｎｔ， 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数控系统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Ａ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ａｎｄ ＨＵＰＥＲＴＨＥＲ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ｃｋｅｌｍａｎｎ，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ｄ ａｓ ｎｅｅｄｅｄ

纵横向伺服驱动单元

美国林肯、美国海宝、德国爱科曼等，具体按需配置

国际一线品牌

Ｔｏｐ－ｒａｎｋ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精密减速机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ｓｐｅ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ｒ

国际一线品牌

Ｔｏｐ－ｒａｎｋ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齿轮齿条 Ｒａｃｋ ａｎｄ ｐｉｎｉｏｎ

６级精度，ＪＩＥＲ

升降及移动体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Ｐｕｒｅ ｐｌａｓｍａ （１ ｇｒｏｕｐ）， ｐｕｒｅ ｆｌａｍｅ （２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ｆｌａｍｅ ｐｌａｓｍａ （１
ｇｒｏｕｐ ｅａｃｈ）

纵向导轨齿条附件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ｋ ｒａｃｋ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５０ＫＧ精加工路轨 ５０ＫＧ ｆｉｎｅｌ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ｄ ｔｒａｃｋ

Ｓｅｒｖｏ ｄｒｉｖｅ ｕｎｉｔ ｉ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编程套料软件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切割平台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Ｇｒａｄｅ ６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ＪＩＥＲ

纯等离子（１组）、纯火焰（２组）、火焰等离子（各１组）

澳大利亚ＦＡＳＴＣＡ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ＦＡＳＴＣＡＭ
ＪＩＥＲ提供图纸、用户制作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ＪＩ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调高系统 Ｈｅｉｇｈ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等离子弧压调高、火焰电容调高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ｒ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ｆｌａｍ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

激光定位和离子防撞机构

等离子标配，火焰无需配置 Ｐｌａｓｍ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

Ｌａｓ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ｔｉ－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ｆｌａｍｅ

烟尘净化系统 Ｓｍｏｋｅ ｄｕｓｔ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根据机型选配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等离子压缩空气气源处理系统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根据机型选配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等离子稳压电源 Ｐｌａｓｍａ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

根据机型选配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服务及培训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编程和操作培训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设备主机颜色 Ｍａ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ｌｏｒ

ＲＡＬ５００５

采用ｓｐｉｒｉｔ ＩＩ或ＨｉＦｏｃｕｓ系列，可以具有等离子划线功能。

喷粉划线割炬在工件上可画出宽度为０．６－１．５ｍｍ的线，其原理

Plasma line marking function can be available using spirit II or
HiFocus series.

为利用高温火焰将锌粉融化于工件表面，画线永久保留且可在
其工件上直接进行焊接。
0.6-1.5mm width line can be marked on the workpiece using a
powder cutting torch. Its principle is to use zinc powder melted
on the surface by means of high temperature flame, and the
line can be kept permanently and can be welded directly on
the workpiece.

Ｓ型直线火焰三割炬
用于直线Ｖ，Ｘ，Ｙ，Ｋ型破口切割
角度调整 ０°~ ４５°
板条宽度 ５０ ~ ４０ｍｍ
可选择机械或电容自动调高

Ｊ２ＧＳ－６５００ＸＤ型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机
（双等离子系统）
Ｊ２ＧＳ－６５００ＸＤ ＣＮＣ Ｆｉｎ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ｄｏｕｂｌｅ－ｐｌａｓｍａ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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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ripe-torch straight cutting head
For v,x,y and k straight cuts
Angle adjusment 0°~ 45°
Strip width 50~140mm
Capacitive or mechanical height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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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ＧＳＴ系列台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J2GST SERIES DESK-TYPE CNC PLASMA CUTTING MACHINE
性能特点
－

整体式切割机床，双边同步驱动控制；

－

一体式模块化结构，安装、搬迁、运输方便；

－

纵、横向均采用进口精密级直线导轨，运行精度好；

－

整机结构紧凑，外形精致，高速运行平稳；

－

集成抽烟工作台，选配抽烟除尘系统，满足环保要求。

密集型长条孔件：
厚度１２ｍｍ孔宽１０ｍｍ，孔间筋厚度２ｍ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ｉｐ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１２ｍｍ， ｈｏｌｅ ｗｉｄｔｈ １０ｍｍ， ａｎｄ ｒｉｂ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ｌｅｓ ２ｍｍ．

Features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ｉｄ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ｄｒｉｖｅ；

小件切割：

－ Ｏｎｅ－ｐｉｅｃｅ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ａｓｙ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小孔直径５ｍｍ 厚度１．５ｍｍ

－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ａｃｋ ａｒ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ｔ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Ｓｍａｌｌ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ｈｏｌ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５ｍｍ 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１．５ｍｍ．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ｍｏｋｅ ｄｕ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ｍｏｋｅ ｄｕｓｔ ｃａｔｃｈｅｒ ｆ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技术参数表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主要技术参数（部分规格）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ｏｍｅ ｍｏｄｅｌｓ）
型号 Ｍｏｄｅｌ
有效切割范围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ｍｍ）
最多割炬数量 Ｍａｘ． Ｎｏ． ｏｆ ｔｏｒｃｈ
驱动方式 Ｄｒｉｖｅ ｍｏｄｅ
直线定位精度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１５３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６０

２０８０

２５８０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００

２５００×８０００

１

１

１

１

１

双边驱动ｄｏｕｂｌｅ－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
±０．１ｍｍ／ｍ

重复定位精度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０．０５ｍｍ

等离子切割厚度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１－４５

升降行程 Ｌｉｆ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ｍｍ）
驱动速度 Ｄｒｉｖｅ ｓｐｅｅｄ
除尘方式 Ｄｕ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ｏｄｅ
供电需求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
０～２４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无级可调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风门式（可配置滤筒式除尘器）
Ｔｈｒｏｔｔｌｅ ｔｙｐｅ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ｌｔｅｒ 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ｄｕｓｔ ｃａｔｃｈｅｒ．
３８０Ｖ±１０％／５０ＨＺ

Ｊ２ＧＳＴ－２５８０ＸＤ型台式高速高精细等离子切割机
Ｊ２ＧＳＴ－２５８０ＸＤ Ｄｅｓｋ－ｔｙｐ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Ｓｕｐｅｒｆｉｎ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备注：所有技术参数以提供的技术方案为准 Ｒｅｍａｒｋｓ：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ｓｈａｌｌ ｐｒｅｖａｉｌ．

www.jiermt.com

数控切割设备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Ｊ２ＧＳＴ系列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J2GST SERIES CNC FIBRE LASER CUTTING MACHINE
性能特点
－

集成最先进光纤激光发生器和切割头，性能稳定；

－

高精度、高响应伺服驱动、适应快速高精度切割；

－

一体式模块化结构，分区除尘，搬迁运输更加方便；

－

整体Ｕ型焊接床身，热时效精加工处理，精度高，稳定性好；

－

铸铝合金横梁，刚性好，动态性能佳；

－

一体式可交换工作台，上下料更便捷、高效。
激光干涉仪检测精度
Ｃｈｅｃｋ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Features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ｆｉｂ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ｅｒｖｏ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ｅｄｙ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 Ｏｎｅ－ｐｉｅｃｅ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ｕ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ａｓｙ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Ｕ ｗｅｌｄｅｄ ｂｅｄ， ｈｅａｔ ａｇ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ｉｎｅ 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ａｓｔ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ａｌｌｏｙ ｃｒｏｓｓ ｂｅａｍ， ｇｏｏｄ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２ＧＳＴ－１５３０ＧＨ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 Ｏｎｅ－ｐｉｅｃｅ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ｔａｂｌｅ， ｅａｓ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Ｊ２ＧＳＴ－１５３０Ｇ Ｈ ＣＮＣ ｆｉｂ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技术参数表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主要技术参数（部分规格）Ｍ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ｏｍｅ ｍｏｄｅｌｓ）
型号 Ｍｏｄｅｌ
加工板材范围 Ｐｌａｔｅ ｒａｎｇｅ （ｍｍ）
Ｚ轴行程 Ｚ－ａｘｉｓ ｓｔｒｏｋｅ （ｍｍ）

Ｊ２ＧＳＴ－１５３０ＧＨ

Ｊ２ＧＳＴ－２０４０ＧＨ

Ｊ２ＧＳＴ－２０６０ＧＨ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６０００

１２０／２８０

１２０／２８０

１２０／２８０

驱动方式 Ｄｒｉｖｅ ｍｏｄｅ
定位精度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重复定位精度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切割厚度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驱动速度 Ｄｒｉｖｅ ｓｐｅｅｄ
除尘方式 Ｄｕ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ｏｄｅ
交换工作台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ｔａｂｌｅ
激光器类型 Ｌａｓｅｒ ｔｙｐｅ
供电需求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双边驱动ｄｏｕｂｌｅ－ｓｉｄｅ ｄｒｉｖｅ
０．０５ｍｍ／ｍ

０．０５ｍｍ／ｍ

０．０５ｍｍ／ｍ

０．０１ｍｍ

０．０１ｍｍ

０．０１ｍｍ

０．５－２５ （视激光功率而定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ｐｏｗｅｒ）
０～１２００００ｍｍ／ｍｉｎ
分区除尘（可配置滤筒式除尘器）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ｄｕｓ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ｌｔｅｒ 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 ｄｕｓｔ ｃａｔｃｈｅｒ）
标配（或根据用户需求配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ｕｐ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进口或国内优质品牌光纤激光器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ｏｒ ｔｏｐ－ｒａｎｋ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ｂ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８０Ｖ±１０％／５０ＨＺ

备注：所有技术参数以提供的技术方案为准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ｓｈａｌｌ ｐｒｅｖａｉｌ．

Ｊ２ＧＳＴ－１５８０Ｇ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Ｊ２Ｇ ＳＴ－１５８０Ｇ ＣＮＣ ｆｉｂｅｒ ｌａｓ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www.jiermt.com

数控切割设备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Ｊ２ＧＲ系列机器人切割工作站
J2GR SERIES ROBOT CUTTING WORKING STATION
性能特点
－

集机器人柔性技术、切割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为一体，实现零件三维自动化切割加工；

－

固定式或可移动式结构、多工位布置满足不同的切割工艺要求；

－

集成火焰、等离子系统，可实现异型零部件的坡口切割；

－

集成激光切割系统，用于三维覆盖件孔及外形高精度切割；

－

配有可靠的寻位功能，最大限度补偿工件误差。

Features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ｏｔ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３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ｔｓ；
－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ｂｅｖｅ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切割工件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ｓ；
－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ａｓ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３Ｄ ｐａｎｅｌ ｈｏ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

机器人激光切割
Ｒｏｂｏｔ ｌａｓ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ｅｒｒｏｒ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

机器人火焰切割

机器人等离子切割

切割工件

激光寻位系统

Ｒｏｂｏｔ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ａｓｅｒ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www.jiermt.com

数控切割设备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Ｊ２ＸＧＳ／Ｊ２ＸＧＲ系列自动化切割生产线
J2XGS/J2XG R SERIES AUTOMATIC CUTTING LINE
性能特点
－

集数控技术、机器人柔性技术、切割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为一体，实现零件批量切割生产；

－

配备自动上下料系统、输送定位系统，实现工件的输送、定位、切割自动化加工；

－

可集成火焰、等离子、激光切割，广泛应用于纵梁、型材等的自动化切割生产。

Features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Ｎ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ｂｏｔ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ｓ；
－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ｉｎｇ／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ｒｔｓ；
－

平板等离子切割线
Ｆｌａｔ ｐｌａｔ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ｌａｍ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ｂｅａ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ｒ．

机器人激光纵梁切割

切割工件

Ｒｏｂｏｔ ｌａｓｅ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ｂｅａｍ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机器人等离子自动切割生产线
Ｒｏｂｏｔ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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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ＭＨ／Ｊ２ＤＨ／Ｊ２ＧＨ系列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
J2MH/J2D H /J2G H SERIES ROBOT AUTOMATIC WELDING SYSTEM

性能特点
－

集机器人柔性技术、焊接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为一体，实现零件自动化焊接；

－

门架、落地、高架、回转多种结构形式，多轴联动控制，适用性更强、焊接范围更广；

－

选配国内外知名品牌焊接系统，满足用户最佳焊接工艺需求；

－

可集成单双丝焊接、自由互换，超强的焊接效率；

－

可配置切割系统，实现焊割一体化设备集成。
双工位泵站壳体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

龙门式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

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 ｓｈｅｌｌ ｒｏｂｏ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ａｎｔｒｙ ｒｏｂｏ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Features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ｏｔ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 ｗｅｌｄｉｎｇ；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ａｎｔｒｙ， ｆｌｏｏｒ－ｔｙｐｅ，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ｒｏｔａｒｙ， ｍｕｌｔｉ－ａｘｉ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ｏｐ－ｒａｎｋ ｂｒａｎｄｓ ｏｆ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ｄｏｕｂｌｅ ｗｉｒｅ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ｓｏ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ｔｔｉｎｇ．

焊接工件
ｗｅｌｄｅｄ ｗｏｒｋｐｉｅｃｅ

大型门架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ｇａｎｔｒｙ ｒｏｂｏ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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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主要功能和结构特点
MAIN FUNCTIONS & FEATURES OF CNC SYSTEM

System Core Introduction
－

Ａｌｌ ｎｅｗ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ＵＳＡ

Ｈｕｐｅｒｔｈｅｒ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Ｌ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ａｂ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Ｄａｇｇｅｒ ＮＣ数控系统 Ｄａｇｇｅｒ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ｂ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ｃｏｓｔ；

系统核心介绍
－

美国林肯公司开发的ＢＵＲＮＹ产品中最紧凑的专用系统；

－

继承了基于 ＰＣ 的 ＢＵＲＮＹ 产品传统，直观且易于使用的人机界面，给设备制造和使用带来灵活和方便 ；

－

具有基于继电器输出的 Ｉ／Ｏ， 支持等离子高级性能并集成弧压高度控制（ＳｍａｒｔＨＣＴＭ），提升了该系统可靠性

和经济性。

－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ＥｔｈｅｒＣＡＴ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ｕｐ ｔｏ １２ ａｘｅｓ．

爱科曼ＥＸＣ８８０数控系统 ＥＣＫＥＬＭＡＮＮ ＥＸＣ ８８０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核心介绍

System Core Introduction
－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ＢＵＲＮ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ＵＳＡ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Ｃ－ｂａｓｅｄ ＢＵＲＮ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

德国ＥＣＫＥＬＭＡＮＮ集团开发的一款智能化控制系统；

－

集成所有常用输入输出和优秀的ＮＣ功能于一体的数控控制平台，预装应用程序用于等离子切割、火焰

切割和激光切割技术；
－

ＣＡＮｏｐｅｎ 总线数据传输，提高抗干扰性。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ｔｏ ｕｓｅ ＨＭＩ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ｙ－ｂａｓｅ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System Core Introduction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ｍａｒｔＨＣＴ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ＣＫＥＬＭＡＮＮ Ｇｒｏｕｐ；
－

ＣＮ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Ｏ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Ｎ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ＥＤＧ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数控系统 ＥＤＧ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核心介绍
－

美国海宝公司推出的全新数控系统；

－

基于软件通信体系结构的控制台以及软ＰＬＣ通讯功能，可让切割床实现更多的客户定制化，降低硬件成本；

－

模块化，重量减轻，ＥｔｈｅｒＣＡＴ以太网通讯和自定义软件配置工具让客户定制化性能获得了进一步提高，在线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ｆｌａｍ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ｓｅｒ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ＣＡＮｏｐｅｎ Ｂｕｓｂａｒ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配置工具可实现最高可达１２轴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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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凯尔贝等离子电源主要参数表 Ｍａｉ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Ｋｊｅｌｌｂｅｔｇ
电源类别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ｙｐｅ

ＪＩＥＲ品牌数控等离子切割产品配套的等离子电源主

ＪＩＥＲ ＣＮＣ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要以美国林肯（凯博）、美国海宝、德国凯尔贝三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ｒｏｍ ＵＳＡ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Ｓｐｉｒｉｔ）， ＵＳＡ

大品牌为主，具有多年合作基础，具备丰富的切割

Ｈｕｐｅｒｔｈｅｒ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Ｋｊｅｌｌｂｅｔｇ． ＪＩＥＲ ｈ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ｆｏｒ ｙｅａｒｓ， ｓｏ ｒｉｃ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工艺经验，保证优越的切割性能，可提供优质配置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ＪＩＥＲ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型号规格 Ｍｏｄｅｌ／Ｓｐｅｃ．
穿孔厚度 Ｐｕｎｃｈ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质量切割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ｍ）
最大切割 Ｍａｘ．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ｍ）
气体供应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输入功率 Ｉｎｐｕｔ ｐｏｗｅｒ （ｋＷ）
切割电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

普通等离子电源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ｕｔＦｉｒｅ１００ｉ
２０
２０
４０
Ａｉｒ
１７
３５－１００

精细等离子电源 Ｆｉｎ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ＨｉＦｏｃｕｓ１３０
２５
３２
４０
３２
２０－１３０

Ｓｍａｒｔ＿Ｆｏｃｕｓ３０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Ａｉｒ／Ｏ２／Ａｒ／Ｈ２／Ｎ２／Ｆ５
７９
３５－３００

Ｓｍａｒｔ＿Ｆｏｃｕｓ４００
５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１６
３５－４００

产品外形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美国海宝等离子电源主要参数表 Ｍａｉ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ｙ ＵＳＡ Ｈｕｐｅｒｔｈｅｒｍ
类别 Ｔｙｐｅ
型号 Ｍｏｄｅｌ
穿孔厚度 Ｐｕｎｃｈ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质量切割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ｍ）
最大切割 Ｍａｘ．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ｍ）
气体供应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输入功率 Ｉｎｐｕｔ ｐｏｗｅｒ （ｋＷ）
切割电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

普通等离子电源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ｏｗｅｒＭａｘ８５／１０５／ＭａｘＰｒｏ２００
２０／２２／３２
１６／２０／２０
３８／５０／７５
Ａｉｒ／Ｏ２／Ｎ２
１２．２／１６．８／３３
３０－２００

精细等离子电源 Ｆｉｎ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ＨＰＲ１３０ＸＤ
２５
１６
３８
１９．５
３０－１３０

ＨＰＲ２６０ＸＤ
３２
３２
６４
Ａｉｒ／Ｏ２／Ａｒ／Ｈ２／Ｎ２／Ｆ５
４５．５
３０－２６０

ＨＰＲ４００ＸＤ
５０
３８
８０
８０
３０－４００

产品外形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美国林肯等离子电源主要参数表 Ｍａｉ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ｙ ＵＳＡ Ｌｉｎｃｏｌｎ
类别 Ｔｙｐｅ
型号 Ｍｏｄｅｌ
穿孔厚度 Ｐｕｎｃｈ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ｍ）
质量切割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ｍ）
最大切割 Ｍａｘ．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ｍｍ）
气体供应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输入功率 Ｉｎｐｕｔ ｐｏｗｅｒ （ｋＷ）
切割电流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

普通等离子电源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ＦＬＥＸＣＵＴＴＭ１２５
２５
２０
３８
Ａｉｒ
１７．５
２０－１２５

精细等离子电源 Ｆｉｎ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ｐｉｒｉｔＩＩ１５０
２５
２０
３８
２５．５
３０－１５０

ＳｐｉｒｉｔＩＩ２７５
３２
２５
５０
Ａｉｒ／Ｏ２／Ｎ２／Ｈ１７
４４
３０－２７５

ＳｐｉｒｉｔＩＩ４００
５０
３２
７５
８０
３０－４００

产品外形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www.jiermt.com

数控切割设备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Foundry & Cutting Equipment Company of JIER
Machine-tool Group Co., Ltd. (JIER Group) carries out a
life-long service, from model selection, technical training,
installation & commissioning, technical support, aftersales service to spare parts supply. JIER cherishes the
service concept: Customer is God.
We're sincerely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domestic and
abroad friends, and supply quality equipment and service
fo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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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切割设备 ＣＮＣ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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