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丝焊“Tandem Weld”

两条MIG/MAG电弧完美配合，一加一大于二 

Weld your way.

www.cloo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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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丝焊“Tandem Weld”

 n 最佳的焊接效果
参数调用快捷，操作简便

 n 集成方便
克鲁斯QIROX接口技术：专为QINEO双丝电源量身打造

的克鲁斯机器人接口

 n 编程快捷
编程界面简明直观

 n 编程工作量更少
自动识别焊枪位置及焊接方向（WOV功能，焊丝定向

矢量）

 n 顶级焊缝
电弧传感器为质量保驾护航

QINEO
 焊接设备

QINEO双丝焊接系统
专为完美焊接而生！

 n 焊接电源：QINEO Pulse、QINEO Champ
 - 600A功率乘以二

 - 双丝协同焊专家版“Tandem Synergy Pro”
 - 10组特性曲线乘以二

 n 安全送丝 

持续高功率运行，焊接效果持续稳定

 n 双丝焊枪：ZMW 850 evo
 - 焊枪冷却效果理想

 - 更稳固耐用

双丝焊顾名思义就是两条焊丝相结合的复合工艺。双丝焊工艺

中，两条电弧共同作用于同一个熔池，彼此绝缘却完美配合。

高熔敷率所带来的优点不仅体现在焊接速度上，还体现在填充

量上。由于两条焊丝彼此绝缘，因此可进行十分灵活多样地搭

配。不仅可以独立调节两条焊丝的参数，还能根据具体的应用

需求选用两种不同直径、不同材料的焊丝。从而覆盖了十分广

泛的应用范围，且熔敷率最高可达25 kg/h。焊接薄板时，焊

接速度最快可达到4.5米/分。

双丝协同焊专家版 
Tandem Synergy Pro 
双倍强大的高效能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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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ROX 
机器人操作系统

CLOOS 
专业知识经验

CLOOS机器人系统
创新、灵活、可靠

 n 可轻松集成QINEO双丝焊接设备

 n QIROX机器人操作系统

编程快，停机时间几乎为零

 n 全新编程界面QTI
 - Tandem Synergie Pro - 专家模式

 - 焊丝定向矢量功能（WOV）

 - 自动电路补偿

 - 自动识别焊接方向

克鲁斯的双丝实力——始于1996年
用我们专业的知识为您打造的最佳的解决方案

 n 数十载的丰富经验：

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改良并优化双丝工艺

 n 科技领袖

成功地为各个领域额的用户提供了完美的方案

 n 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着眼于用户需求，放眼未来

更多关于 

“Tandem Synergy Pro”
的视频及信息，欢迎扫描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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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丝焊“Tandem Weld”

焊接速度最快
熔敷率极高

母材变形减少
热输入量减少

成功之基，在于工艺
高功率焊接满足最复杂的应用需求

双丝工艺的效率远远高于单丝工艺。 

 n 生产周期缩短

由于热输入量大幅减少，因此母材变形得到十分有效地

控制。

 n 焊后修整量减小

 n 焊接错误量减小

 n 焊接质量明显提升

经济

 n 单个工件焊接时间缩短

 n 设备使用率极高

高效

双丝焊传统工艺 双丝焊传统工艺

热输入量 热输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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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误差降到最低
间隙桥接性强

应用范围广
一种工艺，万种应用可能

由于工艺的间隙桥接性好，因此能将工件误差控制在最

小范围

 n 焊前准备量少

 n 误差较大也能获得良好的焊接效

果

双丝焊工艺不仅使机器人设备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

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设备的利用价值。一种工艺能从容应

对不同材料、板厚以及焊缝种类。  

 n 设备使用率极高

 n 一种工艺，万种应用可能

灵活品质一流

传统工艺 双丝焊 双丝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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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双丝焊在船舶焊接中的经典案例——德国肖特尔Schottel

德国肖特尔公司的360°推进器可使船舶在十分狭窄的

空间内完成转向，而无需借助任何拖曳设施。在此情况

下，推进器的锥形支撑管会承受特殊的作用力。该部件

包括了螺旋桨动力传递用的锥齿轮，用于连接船体。

焊缝质量对该组件而言异常重要。所以锥形支撑采用了

克鲁斯的王牌工艺——双丝焊。由于该工艺的热输入量

低，所以能够防止材料变形，从而实现优异的焊接质

量。在焊接设备中负荷30吨的L形焊接变位机通过旋转和

摆动可将锥形支撑管置于最佳的平焊位置。此外，带升

降装置的旋转C型支架还可扩大机器人的工作范围，从而

对不同尺寸的组件进行焊接。

肖特尔船舶

 n 工件：锥形支撑管

 n 行业：船舶制造

 n 焊接工艺：双丝焊“Tandem Weld”

Tandem Weld
母材变形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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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勒的选择——克鲁斯双丝焊工艺 

商车制造专家麦勒公司（Meiller）数十年来一直十分看

重且信任克鲁斯的焊接技术。该公司位于捷克史拉尼市

（Slaný）的分厂大规模采用了克鲁斯的设备：六套自动

化焊接设备配有八台机器人和三百多台焊接电源。机器

人设备采用了克鲁斯经典双丝焊工艺，用于焊接自卸卡

车车身的后壁。设备的核心部分是一台QIROX焊接机器人

QRC-350。机器人拥有很大的作业范围，简化并加速了

复杂工件的焊接过程。 

麦勒公司（Meiller）捷克史拉尼市

工厂

 n 工件：自卸车侧壁

 n 行业：商车

 n 焊接工艺：双丝焊“Tandem Weld”

Tandem Weld
将工件误差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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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在欧洲，大多数的四轴火车皮都由Y型转向架来控制。虽

然货物列车的种类繁多，有集装箱专用平车、运输气体

或液体的罐车，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Y型转向架。众所

周知，转向架是铁道车辆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而转向

架焊接流程的自动化使得整个生产时间大大缩短。同时

还提高了焊缝品质。双工位的机器人设备通过旋转和摆

动将转向架始终置于最佳的施焊位置。此外，架空线性

导轨有效地扩大了机器人的工作范围，使机器人灵活地

在两个工位间移动。

Tatravogonka公司

 n 工件：Y25转向架

 n 行业：轨道交通

 n 焊接工艺：双丝焊“Tandem Weld”

双工位机器人设备大量缩短生产时间

Tandem Weld
焊接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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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

控制焊接“Control Weld”
可靠的MIG/MAG技术，既适合薄板又适

合厚板焊接

深熔焊“Rapid Weld”
高强喷射MIG/MAG电弧，高效焊接

冷焊“Cold Weld”
适合热敏性高的材料，热输入量低的

MIG/MAG交流脉冲电弧能保障达到理想

的焊接效果

双丝焊“Tandem Weld”
两条MIG/MAG电弧完美配合，一加一大

于二

窄间隙焊

“Narrow Gap Weld”
为厚板焊接量身打造的高效MIG/MAG工艺

TIG焊
可靠的工艺，干净、精准的焊接效果 

激光复合焊
激光焊接、MIG/MAG技术强强结合，实

现最高质、经济的焊接作业！

脉冲焊“Vari Weld”
MIG/MAG脉冲电弧工艺，适用于极具挑

战性的焊接任务

高速脉冲焊“Speed Weld”
稳定的MIG/MAG脉冲电弧，适用于不同

的应用范围

源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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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SSI舍费尔（SSI Schäfer）捷克

 n 工件：立体仓库

 n 行业：金属工业

 n 焊接工艺：双丝焊“Tandem Weld”

高架仓库焊接

SSI舍费尔公司使用了克鲁斯公司的高效机器人焊接设

备，焊接复杂的组件。自动换枪系统的加入使得QRC-
360-E机器人可以在两种工艺间快速切换。除了极其高效

的双丝焊外，机器人还配置了快速脉冲焊工艺“Speed 
Weld”。加长的专用焊枪、集成在机器人内部的偏心

轴：不仅能满足机器人必要的工作半径，同时还增加了

机器人的灵活性，能顺利完成对复杂工件、大工件的焊

接。

Tandem Weld
熔敷率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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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成功之路！

规划

生产

调试

培训

客户服务

咨询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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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最适合您需求的个性解决方案。 

从小的机器人工作站到大型的全自动焊接线，我们

为您提供模块化设计的产品，为您打造最符合您生

产需求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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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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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技术团队将会随时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为

您既有的机器人和焊接系统进行扩展、升级和检修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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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莱特纳（Leitner AG）

 n 工件：纵梁、横梁

 n 行业：金属工业

 n 焊接工艺：双丝焊“Tandem Weld”

机器人双丝焊接电梯部件 

GLC 603 Quinto 2焊接电源，焊接电流最高可达450安
培。双丝技术能达到的焊接速度比传统的单丝工艺快两

倍多。机器人配备自动换枪系统，一台设备可以操作不

同的工艺，有效地提高了设备的灵活性。 

Tandem Weld

意大利莱特纳公司为索道和电梯工程的全球领导者。该

公司的大工件焊接车间采用了克鲁斯的龙门式机器人，

完美结合了品质、效率和经济性几大特点，对莱特纳的

生产线而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设备采用双工

位设计，长15米，宽7米，高6米。当机器人在一个工

位上焊接时，工人则在另一个工位上上下料，实现无缝

衔接。每个工位对应一个工件变位机，配旋转轴和倾斜

轴，尾架可根据工件实际长度调节，工件最长八米，最

重三吨。机器人型号为Romat350，配备高功率脉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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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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现高效及个性化焊接！

… 畅享众多附加服务！

… 覆盖所有行业！

… 遍布全球！

… 始于百年前！

… 达到最高满意度！

… 享受全方位的一站

式服务！



Austria
CLOOS Austria GmbH
A-2362 Biedermannsdorf
www.cloos.co.at

Belgium/Netherlands/Luxembourg
CLOOS Benelux N.V.
B-3300 Tienen
www.cloo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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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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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布全球！

Carl Cloos Schweisstechnik GmbH
行政楼：Carl-Cloos-Strasse 1
中心仓库：Carl-Cloos-Stras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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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01113
电话：(00 86) 10 61 50 90 12
座机：(00 86) 10 65 66 72 98
邮箱：info@cloos.cn
网址：www.cloo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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