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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您所想，造您所需！

切割技术对现代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

不仅对焊接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对切割同样如此。切割的速度不

仅要越来越快，效果也要越来越精。从而将加工时间缩到最短，对

材料的利用率提到最高，并最大程度地提高产品质量。除此之外，

用户友好性、生产安全性、能源利用率也成为衡量生产水平的重要

指标。 

为了满足用户对生产经济性和产品质量越来越高的要求，创新的切

割工艺应运而生。在挑选合适的切割设备时需注意两点：一方面，

设备应最大程度地满足现有生产任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考虑

日后生产的调整与变化。克鲁斯为客户提供三种不同的工艺：激光

切割、等离子切割和火焰切割，以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根据每

个案例的材料类型、板厚、工件形状、加工数量、切割质量要求、

材料影响的不同，每种工艺的优势都体现在不同的地方。而克鲁斯

能给客户提供焊接和切割的整体解决方案。找到最适合客户需求的

技术。 

开创进取的克鲁斯人拥有极高的创新精神，能为您定制个性化的解

决方案，积极应对未来挑战，决胜市场竞争！  

切割方案  第 04页

CLOOS–公司简介  第 22页

遍布全球！  第 24页



> 3Weld your way.



4 < CLOOS

自动化到最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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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简介

来自奥地利林茨的奥钢联公司（Voestalpine）拥有领先全

球的高新切割中心。克鲁斯根据其需求，打造了一套因地制

宜的设备，专门用于板材的切割。设备的核心为一台QIROX

机器人，采用吊装方式，安装在地轨上，可灵活地在两个工

位上进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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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案

案例简介

通过MOSES软件机器人控制系统获得关于工件的位置信息。紧接

着，机器人在激光传感器的帮助下确定工件的精确位置。随后控

制器便能立刻计算出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完成精准的切割。 

系统既能进行等离子切割，还能进行火焰切割，满足了客户对柔

性制造的高要求。总结起来，该套切割设备使焊缝准备时间缩短

了一半，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艺的安全性、可靠性及切割质量。

采用双工位结构，机器人配置了激光传感器和探针。切割机器人在一个工位上倒角时，另一个工位上便可同时进行上料。

Autogen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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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案

细数亮点

  焊缝准备时间缩短了一半 同时工艺安全性更高

  激光传感器和工作点间距大 工艺安全性更高

  双工位设计高效省时 生产切换无间隙

  离线激光传感器 切割质量稳定有保障

  柔性制造系统等离子、火焰切割技术灵活切换 

  全自动CAD制图系统： MOSES软件

  改善工作环境 把工人从有危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另一个亮点是：带全自动预热功能的割炬是克鲁斯和奥钢联共同研发的成果。

机器人在激光传感器的帮助下确定了工件的精确位置后，控制器便能立刻计算出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完成精准的切割。紧接着进行下料，并为下次上料做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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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案

案例简介

德国AMS公司生产高端的不锈钢容器，现采用克鲁斯机器

人来替代之前费时费力的手工切割。之前工人需要两天才

能完成的工作现在机器人只用四个小时。机器人配有接触

传感器，用于工件探测，确保精准。这样一来，完全省去

了费时费力的人工调整。此外，由于切割质量精准，后期

处理量也随之降到了最低。设备采用双工位结构，机器人

工作的同时工人可以在另一个工位上完成上下料，高效生

产。除了硬件以外，MOSES离线编程软件使整套设备更

加完美，用户可在不影响机器人运行的前提下，用电脑编

辑切割程序。这就意味着设备的停机时间几乎减少为零。

并且软件绘图直观、清晰、逼真，用户受益无穷。AMS公
司从而获得了精确可重复的切割效果，实现生产水平质的

飞跃。 

德国AMS公司为化工、医疗、生物科技以及食品工业生产高端的不锈钢容器及设备。

Plasma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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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案

细数亮点

  生产成本降低20%。 

  生产流程更快：小型工件可双工位（4m x 4m）切换作

业，大工件可同时使用两个工位（4m x 8m）

  误差极小：系统结构合理稳定，最小误差可控制在

0.7mm 

  全自动：3D切割，工件多样化，包含倒角功能（焊缝

准备）

  测量准确：气动探针可精准地测量压力容器的各种部

件：上封头、锥形盖、球形下封头等。 

  速度明显提升：切割时间由以前的两天（手工）缩短到

四个小时

工件最高可达1500mm，直径最大可达4000mm。工件厚度为25mm.

龙门机器人系统长八米，宽三米。QRC-350机器人被固定在一米高的垂直升降装置上，按照程序预设轨迹对锥形容器部件穿孔。 

等离子割炬上的接触传感头首先对各种部件进行探测：上封头、锥形盖、球

形下封头等。紧接着在工件侧面标上记号，凭借这个记号机器人便能将壳体

和下封头对准，为焊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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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案

案例简介

美国马尼托瓦克集团（Manitowoc）是世界领先的起重机

制造商。位于威廉港的生产基地主要制造GROVE品牌的全

自动机起重机。克鲁斯为其打造了个性化的一体解决方案

焊接起重机吊臂。采用激光气保焊技术，焊接切割一网打

尽。该应用中，工件最长达14米，带钻孔，两个半壳体需

焊接在一起。

系统以七轴龙门机器人为基础，地轨长26米，负责移动龙

门，整个系统采用封闭式舱体结构。由于工件体积庞大，

为了避免变位，机器人在三点钟和九点钟位置进行焊接。

此外，系统配置了自动换枪系统，机器人可灵活地在焊枪

和割炬间进行切换。 

Grove全路面起重机GMK4115最大起重量为100吨，主臂11.3米，吊臂角度为-1.5°至+82°。

Laser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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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方案

细数亮点

焊接之后，机器人自动标记穿孔位置，这个步骤比之前手工操作节省了80%
的时间。

自动化前每穿一个孔需要15分钟，采用激光切割后，相同时间内能打完30
个孔。

  激光用途广：切割、自动标记

  焊接速度提高了150%：双丝焊与埋弧焊相对比

   双丝焊：150 cm/min。

   埋弧焊：60 cm/min。 

案例中的移动起重机由伸缩臂和车身两部分构成，其中最多可达六节臂，最大臂长14米。下壳体的硬度大于上壳体。主要采用低合金高强钢，板厚为

4-15mm。

  降低生产成本：激光复合焊取代了埋弧焊，无需衬垫或

使用焊剂，无需开坡口、清焊渣，由多层焊变为单层焊

  激光焊接，质量保障：焊接效果精确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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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a Cut
工件示例

等离子焊接尤其适用于管道上的轮廓切割，切割后再进行焊接。在自动化前，工人必须先依照模子在工件上划线标记再进行切割，由于对精准度的要求

很高，所以手工作业极其费时。而机器人只需15分钟便能轻松完成整个切割作业。

等离子割炬用于切割50mm厚的不锈钢容器。在采用45°的切角时，最大可穿透厚达35mm的工件。采用机器人后，在质量相同的前提下，生产成本

总体降低了15-20%。

自动化前：接管处完全进行手动切割，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切割后的修

整量很大。

自动化后：整个切割流程全自动进行，不仅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同时切割

质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切边更加平滑、工整，毛边及挂渣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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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gen Cut
工件示例

案例中，火焰切割应用于特殊热交换器（裂解气冷却器）的切割，为接管焊接做焊前准备：

割炬采用45°的切角，进行倒角切割加工。

左图：火焰切割满足了客户对管道切割的各种需求，为下一步焊接做准备。焊缝准备的所有工作一步就能到位。右图：火焰切割十分适用于为焊缝开坡

口。完美的焊前准备成就了优异的焊接质量，焊完的容器成品能通过最严苛的泄露检查——氦气测试。

性能极高的预热设备（左图）有效地预防了焊接时形成淬火裂纹。安装在割炬右侧的点火装置在切割前便进行自动送气，这样一来无需通过额外的火花

塞，便能实现自动点火，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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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项

离线编程软件“MOSES”

  操作简单的全自动离线编程软件，无需机器人和CAD经验便能操作

  图像模拟，编辑线路时可有效避免碰撞，测试机器人的可达性

  自动生成带倒角的3D工件模型，获得用于模拟的切割参数

  自动生成探测路径，获取工件实际位置，修正偏差

  同步控制外轴

  工作节拍计算

工具更换系统

  一台设备可以操作不同的工艺

  通过程序命令自动更换焊枪/割炬

  设备柔性大

  多面全能

MOSES技术模块

  用户只需输入管道半径、厚度、位

置、部件类型（筒体、封头），程序

便能自动生成机器人程序

  数据库自带海量封头、标准管、接头

数据

  标记功能使接头定位变得更简单

  自动计算并显示CAD模型（带倒角等

细节）

   2D工件图导入方便（如.DXF格式）

  根据实际需求定义倒角（倒角类

型、角度、宽度、钝边）

  切割技术：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

（带修正功能）

  在系统中生成并管理整套设备

机器人技术：硬件&软件

机器人技术 硬件

 输入/输出口扩展

 - 控制柜扩展 

 - 控制柜可插接16个输入/输出口

  面板上配有压缩空气接头

控制系统软件

  参数平滑

  多层焊技术

  焊丝摆动具体形态可编辑

  转换与镜像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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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配件

  气体及火焰监控

  独立的点火装置集成于割炬中，点火可靠

  比例阀技术，根据工件厚度自动调节

传感装置

  激光离线传感器

 - 接触式测量工艺

 - 灵活

 - 扫描间隔极短

  电弧传感器

 - 焊枪/割炬自动校正

 - 无需添加额外装置便可实现焊缝跟踪

培训

 基础课程I级

 - 编制、修改和维护机器人程序的操作员

 - 机器人编程员

 基础课程II级

 - I级基础上的提高课程

排尘技术

一流吸尘台：工作台面部有内支撑架、导流板，集工作台与除尘功能于一体

  全承载结构，无需外部支撑框架

  坚固耐用，可拆式工作台面

 坏旧的工作台面可轻松拆卸替换

 十分适用于电磁起重机

 集尘箱容量大

  根据工件大小，可单独关闭不需要的吸风口

  在线接触传感器

 - 记忆功能：自动切割必备的数据

储存功能

 - 无延时修正工件偏差

  焊枪/割炬内置防碰传感器

等离子切割：

  标记装置，定位精准、等离子标记、开槽，一机多用

  自动调节并找准从割炬到工件的最佳距离和高度

火焰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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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客户

部分客户：AMS Technology、波尔西克（Borsig）、卡特皮勒、西比埃（CB&I）、Eferest、Fortan-Systems GmbH、 

GEDE、Global Vessel & Tank、Huch、ILA-Langner、马尼托瓦克（Manitowoc）、Packo Inox、菲斯曼（Viessmann）、 

奥钢联（Voestal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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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工艺

我们总能为您提供最合适的切割技术

等离子切割

激光切割

火焰切割

最适合于机器人应用

等离子切割利用电弧产生等离子束，等离子束在压缩空气的作

用下最大限度地聚拢，再从特制喷嘴中喷出。借助电弧的高热

能，工件切口处的金属被熔化，在等离子气体高动能的作用

下，熔融金属被排除并形成切口。由于该工艺的热影响区极

窄，切割质量极高，速度极快，因此在工业领域广受欢迎。此

外，由于热输入量很低，因此工件几乎不产生任何变形。等离

子切割十分适合自动化应用。

  适用于板厚小于等于50mm的

工件

  切割质量极高

  切割速度快

  热影响区窄

  热输入量极低

  可离线编程

  适用于板厚大于等于

45mm的工件

  中厚板的工件切割经济性好

  交替使用多把割炬经济性好

  倒角功能最多可配置三把割

炬

  适用于板厚小于等于12mm的

工件（固体激光器）

  切割质量极高

  切割速度快

  热影响区窄

  热输入量极低

切割质量极好、速度极快

在激光切割中，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被最大限度地聚拢，形成

一个很小的焦点。在高功率密度的作用下，工件切割处被熔

化，此时，与光束同轴的切割气体释放出强大的压力，使液态

金属排出，形成切口。激光切割的优点体现在极快的速度、无

可挑剔的切割质量上。此外，工艺的自动化性能极高。值得一

提的是，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最适合的激光

器。

经济切割

氧气切割也称火焰切割，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工艺，拥有100多
年的历史。燃料+氧气切割是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加工工艺。预热

火焰将钢材表层加热到燃点，并形成活化状态，然后送进高纯

度、高流速的切割氧，铁在氧氛围中燃烧生成氧化铁熔渣，与

此同时，切割氧流的动量把熔渣吹除。工艺虽然老，但在今天

的钢铁产业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自动化技术和创新割

炬的帮助下，火焰切割的工艺性得到了不断地升级和改良。

Plasma Cut

Autogen Cut

Laser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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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艺

双丝焊“Tandem Weld”

激光复合焊“Laser Hybrid Weld”

窄间隙焊“Narrow Gap W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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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艺

借助CLOOS 

您可以...

… 焊接所有金属材料！

… 焊接0.5至300mm所有厚度的材料！

… 畅享创新焊接工艺！

…  根据自身需求手动或自动焊接！

… 实现高效的个性化焊接！

… 提供众多附加服务项目！

… 覆盖所有行业！

… 遍布全球！

… 达到最高满意度！

… 始于百年前！

金相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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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念的诞生到成品， 

克鲁斯陪伴您前进的每一步……

1.咨询 2.规划 3.设计

久经考验的产品和工艺——全方位的一站式

服务！

机器人 焊接电源 工件变位机

周全的“售前服务”陪伴

您走过项目前期的每个步

骤。我们将自己强大的

工艺技能毫无保留地运

用于您的工件之上。决胜

市场竞争，从选择克鲁斯

开始！

制定最适合您需求的个性

化解决方案。我们与您携

手并进，保证您的项目顺

利进行。 

从小的机器人工作站到大

型的全自动生产线，我们

为您提供模块式的产品，

打造最符合您生产需求的

个性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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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 5.调试 6.培训 7.客户服务

工件变位机 传感装置 编程软件 设备管理系统&用户界面

生产线是我们企业的核心

所在。 

焊接电源与机器人技术是

我们的优势所在，而我们

的核心竞争力——电弧焊

则是我们保持强大竞争优

势的关键所在。 

我们的技术人员会在您的

厂房内严谨细致地完成安

装工作，并检测设备的功

能完好性。我们保证安装

过程顺利完成，使设备尽

快投入生产。

您的员工和技术人员将会

在我们的培训中心接受面

向实际的编程、操作和维

修培训。 

在您既有的机器人和焊接

系统的扩展、改进和检修

工作中，我们的技术团队

将会随时提供专业的咨询

服务。我们将会为您提供

检查、校准和维修的一条

龙服务。 



22 < CLOOS

公司简介

Weld your way! 为您创造看得见的附加值！这一目标促使700多名进取的克鲁斯人

不懈追求对品质的突破。我们的使命是：在已有的经过严苛测试

的创新工艺基础上，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助力贵公司

实现高产、高效、可持续性发展。我们时刻牢记使命，并随时

接受您的检验！

成功源于专注，在公司近百年的发展史中，我们一直专注于黑色金

属及有色金属的焊接和切割工艺。

我们为每位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与客户的产品及生产要求

进行最佳匹配。无论是可灵活配置的焊接电源，还是一体化的自动

化焊接系统都能为您量身定制。尽善尽美的工艺和机械制造能力，

造您所需，想您所想。 

正如我们企业文化倡导的那样——“Weld your way”：属于您的

个性化焊接方式，焊出自己的天地！

在CLOOS品牌下，我们在全球40多个国家研发、生产和销售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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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 

 

借助QINEO系列，新一代手动和自动应用的焊接电源，以及自动焊

接和切割的QIROX机器人系统，我们的产品范围涵盖了电弧焊接技

术的所有领域。此外，我们的产品还包括软件、传感装置和安全

系统方面的各种智能解决方案——而这一切完全根据您的需求而定

制！

克鲁斯为您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

全球电弧焊领域的最高水

平：

- 焊接电源

- 送丝机构

- 焊枪

- 连接线缆

- 配件

全部用于自动焊接和切割：

- 机器人本体

- 机器人控制系统

- 机器人变位机

- 工件变位机

- 传感器

- 软件

服务 – 为您高效的生产提供增值服务：

- 成本效益分析

- 模拟实验

- 试安装

- 培训

- 热线

- 备件服务

客户服务

服务热线：
  +49 (0) 27 73/85-132 

 +86 (010) 6150 9012



遍布全球！

Austria

CLOOS Austria GmbH

A-2362 Biedermannsdorf

www.cloos.co.at

Belgium/Netherlands/Luxembourg

CLOOS Benelux N.V.

B-3300 Tienen

www.cloos.be 

Brazil  

CLOOS Técnica em Soldagem

Guarulhos / São Paulo

07240-180

www.cloos.com.br

China

CLOOS Welding Technology (Beijing) Ltd.

Beijing 101113

www.cloos.cn

Czech Republic

CLOOS Praha GmbH

CZ-25242 Jesenice

www.cloos.cz

Great Britain

CLOOS UK Ltd.

GB-Wolverhampton WV 10 6 HR

www.cloos.co.uk

India

CLOOS India Welding Technologies Pvt Ltd.

PUNE 411 014

www.cloos.in

Mexico

CLOOS Robotic de Mexico

Apodaca, N.L.México

CP.66600

www.cloos.com.mx

Russia

OOO CLOOS Vostok

RU-125445 Moskau

www.cloos.ru

Switzerland

CLOOS Electronic GmbH

CH-2400 Le Locle

www.cloos.ch

Turkey

CLOOS Kaynak Teknik Sanayi Ltd. Sti.

41400 Gebze Kocaeli Türkiye

www.cloos.com.tr

USA

CLOOS Robotic Welding Inc.

USA-Schaumburg, Illinois 60193

www.cloosrob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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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Cloos Schweisstechnik GmbH

Carl-Cloos-Strasse 1

35708 Haiger

GERMANY

电话：+49 (0)2773 85-0

传真：+49 (0)2773 85-275

邮箱：info@cloos.de

www.cloos.de

卡尔克鲁斯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园盈

路16号3-5幢

电话：010 6150 9012

传真：010 6150 9012

邮箱：info@cloos.cn

www.cloo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