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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Customer Service

Service telephone :  +86 592 5780960

Emai l :  ugene@bb21-automat ion.com

Internet: www.bb21-automation.com

我们bb21的产品组合涵盖了螺柱焊接技术的全部范围：紧凑的手工螺柱焊接设备，半自动和全
自动应用的组件，CNC自动化设备和专用设备，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系统解决方案，
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各种不同需求，同时，帮助您解决焊接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

我们坚持“服务第一，产品第二”的经营理念，坚信“服务创造价值”。如有需要可为用户提
供备用机，限时解决用户的技术和售后服务问题。这也是bb21螺柱焊机在中国非常畅销的理由,请相
信我们 !



公司简介

友君欧比欧(厦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厦门片区，是德国

bb21(OBO)公司生产的OBO螺柱焊机驻中国的代表处及技术服务中心。中国代表处的核心业务

是向中国用户提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螺柱焊接生产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始终以提高用户螺柱焊接

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用户生产成本为己任，潜心于世界先进螺柱焊接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实践，

并不断推出极具实用价值的新产品和配套服务。

德国bb21(OBO)公司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欧洲著名机电设备制造企业。公司总部位于德

国盖沃尔斯贝格,主要产品包括OBO螺柱焊机﹑OBO螺柱焊钉和各种螺柱焊接自动化集成设备。

德国bb21(OBO)公司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以产品的高质量和高可靠性为设计和生产原

则,全部产品符合严格的德国VDE和DIN标准,以及ISO19001质量标准外,公司还拥有世界一流的

产品测试中心,以保证每一台机器的质量全面达到用户的实际使用需要。

德国bb21(OBO)公司有五十多年的螺柱焊接设备生产历史.通过五十多年不断的科技创新和

对全部制造过程最严格的质量控制,bb21(OBO)公司已向全世界各地用户提供了数十万台各种规

格的优质螺柱焊接设备:从手动式螺柱焊机到CNC控制的全自动螺柱焊机,以满足用户不同的使用

要求。同时bb21(OBO)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服务机构向用户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从最初设计选

型到最终的应用实践。从而保证每一个用户的螺柱焊接技术应用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在螺柱焊接领域, 

bb21 (OBO)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可靠和最先进的专业制造商之一。我们可以自豪的说: 

bb21(OBO)是您最可信赖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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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1螺柱焊机工作原理和技术特点

bb21螺柱焊机应用尖端引弧式（电容储能式）和拉弧式两种原理，这两种方法都是采用瞬间电
弧将紧固件底部和工件表面熔化，并与工件形成永久连接。

与传统的螺柱固定工艺相比，使用bb21螺柱焊接技术，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改善产品表面质量及可实现更加复杂的设计方案。德国原厂精良的设计和制造工艺，更使
bb21螺柱焊机拥有世界一流品质及高可靠性。以下是bb21螺柱焊机的主要特点：

• 全系列机型设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
   从仅10Kg重的小型手提式螺柱焊机到大型全自动CNC螺柱焊机，一应俱全。
• 采用微处理器智能控制，数字显示屏，人机界面友好。
• 焊接后无工件变形。
• 焊接强度达到螺柱设计强度。
• 适合材料广泛，可焊接低碳钢、不锈钢、铜、铝合金等多种材料。
• 焊接效率高，每分钟最多可焊接40枚螺柱。
• 储能式焊机使用220V电源即可，拉弧式螺柱焊机使用380V电源，可自动适应电网变化。
• 内置热态安全控制，因过载等原因导致温度异常上升时，指示灯闪亮告警。
• 节能效果显著，焊接一枚M4钢制螺柱，所消耗的能量只相当于一只40W的电灯工作两秒钟。

储 能 焊 接 短 周 期 焊 接 长 周 期 焊 接 陶 瓷 环 保 护 焊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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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1螺柱焊接技术的广泛使用

在下述这些领域，bb21螺柱焊接技术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 家用电器制造                                 • 医疗、实验仪器制造                  • 铝和不锈钢装饰业
• 电力、电气及控制设备制造               • 通讯设备制造                           • 电梯制造
• 容器和外壳制造                              • 汽车工业                                 • 厨房和家庭用品制造
• 食品机器制造                                 • 造船工业                                 • 五金制品业
• 制冷、供暖和空调设备制造               • 航天工业                                 • 新能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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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储能螺柱焊接
储能式螺柱焊机可将螺柱、销钉等类似的元件焊于金属工件上。在焊接过程中，通过螺柱尖端

使储能电容放电，放电时间0.001-0.003秒，不需要气体或陶瓷环保护，熔深约0.1mm。这种方法
适用于厚度0.5mm以上的薄板焊接，板面无焊缝、背面无压痕、变色、变形等缺陷，最适宜表面要
求装饰效果的场合。板厚于螺柱径最小为1:10。

螺钉尖端接触工件，扣动焊枪开关，
通过元件尖端使储能电容放电

电弧点燃，在螺钉和工件表面产生一
层薄的熔化金属，熔深约0.1mm

螺钉插入熔池，金属凝固，螺钉被焊
牢

TS/BS系列手提式螺柱焊机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广泛的用途，是设计和工艺都十分成熟的高技
术产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设计先进、功能强大、最大焊接M10的螺柱
体积小、重量轻、易于操作
微处理器控制、液晶显示、内置小型工艺数据库、便于生产现场质量控制
适用材料广泛、可焊接低碳钢、不锈钢、铜合金、铝合金等多种金属螺柱
焊接效率高、最高可达40枚/分钟（详见第6页充电时间表）
使用220V交流电源,无需使用三相电源，并且具有超宽电压输入范围：110V-240V可自动适应

电网变化
内置恒温风扇和过热安全控制，如机器因过载或通风不畅引起温度异常上升，将自动显示告警

符号
节能效果显著
故障率极低，平均无故障寿命为一百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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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焊接间隔充电时间（秒）

型 号 TS/BS308-K TS/BS308-G TS/BS310-K TS/BS310-G

电 源 型 号 TS/BS308 TS/BS308 TS/BS310 TS/BS310

焊 枪 型 号 HP-TSK310
( 接触式焊枪）

HP-TSG310
( 间隙式焊枪）

HP-TSK310
( 接触式焊枪）

HP-TSG310
( 间隙式焊枪）

重量（不含电缆） 10.5Kg 10.5Kg 11.5Kg 11.5Kg

电源体积（mm) 192 X 217 X 430 192 X 217 X 430 192 X 217 X 430 192 X 217 X 430

标准螺柱长度 6-35mm ( 可延长至 100m )

焊接速度 最高40枚/分钟（详见下方充电时间表）

1-3ms焊接时间

工作电压

输入电源

控制方式

40-200V范围内无极调节

100-240V~/50-60Hz,自动适应电网变化

微处理器

焊接范围

低碳钢 M3-M8 M3-M8 M3-M10 M3-M10

不锈钢

铝合金

铜合金

M3-M6 M3-M6 M3-M8 M3-M8

M3-M6 M3-M6 M3-M8 M3-M8

M3-M6 M3-M6 M3-M8 M3-M8

螺柱规格

型号

TB/BS308

TB/BS310

M3 M4 M5 M6 M8 M10

0.7

0.5

0.8

0.7

0.9

0.8

1.5

1.2

2.9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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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拉弧螺柱焊接

DAI系列----数字位置测量系统（螺柱
重叠，突出长度，提升高度，浸入深度与速
度）和数字过程控制，可监控焊接电流和能
量含量，以及用于永久存储或可变存储焊接
参数的许多其他数据库功能，包括可选的多
站点操作。           
     这种新一代的创新设备代表了现代化的
微处理器控制，一键式操作，强大的逆变器
整体充电功能以及慷慨的4英寸图形显示最
新技术。            
     简单的对话框操作指南：所有重要参数
均受到监控，并且可以进行调整。集成的条
形图指示了每种螺柱直径的最佳设置，因此
不仅增加了操作便利性，而且显著提高了过程
的可靠性；另外，焊接电流是电子实时监控。 

错误代码和软件技术扩展选项以及子菜
单为用户提供了很高的可维护性。恒温控制
的冷却系统始终保证高焊接频次和极短的充
电时间，特别是在重型和自动化应用中。监
视负载电压和容量是最新技术。 

DAI系列逆变螺柱焊接
逆变拉弧式螺柱焊机适用于手工焊、半自动焊、全自动焊并且可焊接线柱、螺柱、T型钉、盲孔

螺母、隔热层固定钉、球、特殊螺柱及其它多种联接件，材料可为碳钢、不锈钢、耐热耐腐钢和铝合
金等。

短周期拉弧焊接原理

螺柱锥形引弧端头接触工件表面 螺柱拉离工件，预引弧电流，焊
接电流相继点燃

螺柱插进熔池，熔深约0.4mm，
金属凝固，螺柱焊牢

• 逆变技术、微处理器控制 
• 工艺数据存储库 
• 液晶显示、故障检测及报警功能 
• 钢制机壳、粉末喷涂防腐 
• 逆变电源、节能环保 
• 焊接温度控制/过热安全控制 
• 体积小，重量轻，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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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系列逆变拉弧焊机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DAI 1300 DAI 2300 DAI 3300

陶瓷保护环模式的焊接范围
ø（mm) 3-16 3-24 3-30

短周期模式的焊接范围
ø（mm) 3-10 3-12 3-12

气体保护模式的焊接范围
ø（mm) 3-12 3-16 3-16

气体保护时间（ms ) 100-2000 100-2000 100-2000

最大焊接电流（A ) 1000 2000 3000

焊接时间可调范围（ms ) 10-1000 10-1500 10-1500

焊接电流实时监测

焊接时间实时监测

焊枪线圈电压

螺柱重叠检测

焊接提升监测

螺柱重叠检测

焊钉突出长度监测

焊钉浸入深度监测

焊钉浸入速度监测

自我故障分析

过热

电源相位错误分析

气体保护连接

微处理器控制

工艺数据存储库

液晶显示

逆变技术

过热控制

防止焊接飞溅装置

输入电压50Hz，3相（V） 380V 380V 380V

电源插座规格380V (A) 32 64 125

4 芯供电电缆规格(m/mm2) 4/4 4/4 4/4

机壳保护级别 IP23 IP23 IP23

风扇 2 2 2

把手 2 吊环 吊环

机壳外形尺寸（mm） 720*300*395 1007*478*1249 1007*478*1249

重量（kg） 30 80 110

钢制机壳、粉末喷涂防腐

程序控制系统(可选)

1.焊接电流和电压在焊接时内部能
量含量的监测和评价，设定上限和
下限。
2.监测螺柱重叠，突出长度，提升
高度，浸入深度.焊接速度。

1.焊接电流和电压在焊接时内部能
量含量的监测和评价，设定上限和
下限。
2.监测螺柱重叠，突出长度，提升
高度，浸入深度.焊接速度。

1.焊接电流和电压在焊接时内部能
量含量的监测和评价，设定上限和
下限。
2.监测螺柱重叠，突出长度，提升
高度，浸入深度.焊接速度。

电源接口(可选) USB接口/CNC系统接口 USB接口/CNC系统接口 USB接口/CNC系统接口

配置的焊枪 DA12 DA19 DA22

Technical changes remain reserved        注：    代表标准配置，—代表没有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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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弧式螺柱焊接

拉弧式螺柱焊机功率强劲，焊接过程有微处理器控制，参数预设，操作安全、简便，还可以实
现短周期拉弧螺柱焊接和长周期拉弧螺柱焊接，并配备自动检测功能。

可靠性高，可与机器人或数控CNC连接实现全自动焊接。可焊螺柱、钉、球、T形件、接插件、
绝缘钉、异形钉及多种快速接头，材料可为碳钢、不锈钢、耐热及耐腐蚀钢等金属。直流电源提供
预设的焊接电流，焊接时间和电流大小均可调节。

拉弧式焊接原理

螺柱接触工件 螺柱提起，电弧引燃，将螺钉和
母材表面熔化

螺柱插入熔池，冷却，螺柱焊牢

HZ系列拉弧式螺柱焊机采用先进的设计，具有功能全面、技术先进、焊接质量稳定、操作方
便、安全耐用等卓越的性能和超高的性价比。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  微处理器控制 
•  液晶显示 
•  工艺数据存储库  
•  自动补偿电网电压波动 
•  无极调节焊接电流和焊接时间
•  实时精确调节焊接电流
•  可控硅全桥整流
•  焊接温度控制/过热安全控制
•  防重复焊接装置 
•  钢制机壳、粉末喷涂防腐，转向
    脚轮 / 固定脚轮
•  体积小，重量轻，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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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陶瓷保护环模式的焊接范围
ø（mm)

短周期模式的焊接范围
ø（mm)

气体保护模式的焊接范围
ø（mm)

气体保护时间（ms )

最大焊接电流（A )

焊接时间可调范围（ms )

自我故障分析

过热

电源相位错误分析

微处理器控制

工艺数据存储库

液晶显示

可控硅全桥整流

过热控制

防止焊接飞溅装置

输入电压50HZ, 3 相 ( V )

电源插座规格400V ( A )

4 芯供电电缆规格（m/mm2 )

机壳保护级别

风扇

转向脚轮/固定脚轮

把手

机壳外形尺寸（mm )

重量（kg )

钢制机壳、粉末喷涂防腐

配置的焊枪

PHZ10

PHZ12

PHZ19

Technical changes remain reserved        注：    代表标准配置，—代表没有配备。

HZ 800 HZ 1100 HZ 1800

3-12 3-14 3-20

3-8 3-10 3-12

3-10 3-12 3-16

100-2000 100-2000 100-2000

800 1000 1800

20-600 20-1000 20-1000

380V 380V 380V

32 32 64

4/4 4/4 4/10

IP23 IP23 IP23

2 2 2

2/2 2/2 2/2

2 2

540x334x300(420) 620x360x350(470) 700x450x750(870)

50 85 155

选配 — —

标配 标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标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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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1(OBO)全自动螺柱焊接设备

bb21(OBO)全自动螺柱焊接设备，采用CNC控制，同时可搭载bb21(OBO)储能式或拉弧式螺
柱焊接电源，配备SIK/DAI系列自动焊枪，ABZ-BS系列送钉系统。一次可加工三种不同直径和长度
的螺柱。功能强大，用途广泛，焊接效率与焊接精度兼得。 

• 机架机身采用全钢结构，整机退火消除应力。刚性好，噪音低，经久耐用 
• 伺服驱动X轴、Y轴和Z轴，保证焊接精度和焊接质量 
• 采用CNC控制技术，系统更稳定，维护更简便 
• 配置快捷切换系统，输坐标和导入DXF文件快速切换，系统打开DXF文件可自动生成加工代码，
   更方便，更快捷 
• 系统输入电源：三相AC380V(±10%)   50Hz  
• 额定功率：4KW   
• 控制电源：DC/24V 
• 气动系统压力：0.5～0.7Mpa 
• 离地高度：约900mm 
• Z轴行程：气动（焊枪）40mm,伺服80mm
• 焊接加工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焊接加工精度为±0.1mm，重复定位精度为0.05mm  
• 折弯边可焊高度及距边缘可焊距离：折弯边可焊高度≤40mm，螺柱中心点距边最小距离为8mm 
• 作业方式：手动上料，启动按钮，自动夹紧，自动控制焊接，自动松夹，手动卸料 
• 焊接速度：最高40枚/分钟，焊接时间：储能电源1-3ms，拉弧电源1-3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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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智能螺柱焊接专用系统，系统构架于Windows应
用平台的操作界面；应用我们的系统，您无需繁锁地手工
输入坐标和加工代码，只需把工件的CAD图纸1: 1的保存
为DXF格式，系统打开DXF文件即可自动生加工代码，实
时显示加工轨迹，无需专业的人员也可在1~2天的时间
里熟悉设备的应用与操作；系统拥有断点加工功能，孔位
检测功能，无需担心错打或漏打，让操作变得更加得心应
手，为设备的连续高效使用提供可靠的保障。

智能螺柱焊接控制系统

       性能特点
       •  Windows操作系统，中文 / 英文操作语言
       •  能够将DXF文件转换成程序文件
       •  能够通过手动输入X / Y轴坐标来控制程序
       •  可以通过调制调解器进行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
       •  快速转换不同的焊接规范
       • 可记录所有的程序（如焊接的螺钉，运行的状态）
       • 存储和记录所有的技术工艺
       • 监测和控制运行的速度，多个焊头作业时，可选择最
         佳的等待时间
       • 原点修正，工艺程序的模拟故障显示监测

CNC螺柱焊机工作台技术参数

项 目 CNC-1010 CNC-1315 CNC-1520 CNC-1525

焊接范围

焊接材料

焊接电源

焊      枪

自动送钉器

X轴工作范围

y轴工作范围

Z轴工作范围

焊接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

最快运行速度

外形尺寸（mm）

1000mm 1300mm 1500mm 1500mm

1000mm 1500mm 2000mm 2500mm

±0.1mm ±0.1mm ±0.1mm ±0.1mm

±0.05mm ±0.05mm ±0.05mm

50m/min 50m/min 50m/min 50m/min

1800*2800*1600 1800*2800*1600 2400*4000*1600 2400*4500*1600

可实现直径M3-M10mm,长度在6-35mm的螺柱的全自动焊接

低碳钢、不锈钢、铜和铝合金

储能螺柱焊/拉弧螺柱焊

储能SIK2/拉弧QF1000，一次最多可配3把焊枪

ABZ-BS/ABZ-UGENEOBO

气动（焊枪）40mm,伺服（电机）80mm，可根据需求定制

±0.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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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bb21公司在过去的十年中，向世界各地成功地提供了数千
台先进可靠的自动化螺柱焊接设备，以帮助用户实现大批量高精度
的现代化螺柱焊接生产方式。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bb21公司可以
提供自动送钉、自动定位、自动装卡等全程序控制的自动化螺柱焊
接设备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自动化螺柱焊接设备。无论何种形式
的设备，bb21始终将高可靠性放在设计和制造的首要地位。

智能螺柱焊接设备组件

SIK系列自动螺柱焊枪

       该专用螺柱焊枪具有设计先进、
结构简单、坚固、故障率低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螺柱焊接设备
上。
   
       重量：1.5kg（不含电缆）
       导向机构：经过淬硬加工和精密
                      研磨的导向轴
        驱动：气动缸
        螺柱长度：6-35mm
        螺柱直径：3-14mm
        可焊材料：低碳钢、不锈钢、
                        铝合金等

ABZ-BS系列自动送钉器

       此ABZ-BS系列自动送钉器由振
动送料器、高精度传感器、螺柱导向
器等组成，可配备自动焊枪和CNC
数控系统，适于各种自动螺柱焊接设
备。
        尺寸：500*310*290mm
        重量：30kg
        输入电压：100-240V~1*16A
        螺柱直径：3-14mm
        螺柱长度：6-35mm
        输送气压：0.5-0.7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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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螺柱焊接系统

螺柱焊接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包含机器人本体、工装夹具、搭配一套或者多套螺柱焊系统，
根据要求，机器人自动完成焊接，以此实现多种不同长度、不同规格的螺柱全自动焊。特别适合
焊接多种平面位置的产品，如汽车钣金、高压电气柜等。本螺柱焊系统也可搭配非标准形式的自
动专机 , 满足任何特殊产品螺柱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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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焊钉严格按照《ISO13918-焊接螺柱技术要求》的规范设计和制造，可以很好的满足用户
螺柱焊接生产的要求。使用我司高质量的焊钉，有助于用户提高螺柱焊接生产的质量，降低不良品比
例，从而降低用户综合生产成本，提升用户的最终产品竞争力。

材质 
我司焊钉的材质分为低碳钢、不锈钢、铝合金、铜合金。材料的性能，直接影响焊接的可靠性。

我们严格控制材料的性能，既保证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又符合强度的要求和满足冷镦成型的工艺要
求。材质的技术指标严格符合《ISO13918》的技术规范。

螺纹精度   
我司焊钉的螺纹采用先进的专业设备，即使在表面处理以后，仍能达到6G的精度。我司全部产

品的螺纹精度都能达到国标要求。

尺寸精度  
焊钉的尺寸精度直接影响焊接的质量，根本原因是其对焊接电弧和焊接时间的影响。
例如，在储能螺柱焊接方式中，电容的放电时间只有3毫秒，而实际的焊接时间是：T=L/V,其中

L=焊钉放电尖端的长度，V＝焊钉的下降速度。
在拉弧焊接中，焊钉的焊后长度，是螺柱焊接质量检验中的重要方法，可以检测到是否存在视觉

检查无法发现的冷焊。
在短周期焊接中，因为不使用陶瓷环强制成型，所以，焊钉头部的尺寸精度会影响焊接是否偏弧。
我司焊钉，是经过精密的多工位冷镦加工成型，精度是μm级的，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螺柱焊接

的质量。

焊接药芯
在部分拉弧焊接中，合理地使用焊接药芯可以很好的提高焊接质量，焊接药芯的作用是：1.易于

起弧。2.稳定焊接电弧。3.焊接熔池脱氧。焊钉中含有的助焊药芯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焊接质量。焊
接药芯是镶嵌在焊钉的焊接端部的。

表面处理  
我司焊钉的表面性能完美适合螺柱焊接的实际生产需要。在储能焊钉中，采用表面镀铜的处理工

艺，既保证了焊钉的焊接性能，又达到了较好的防腐水平。对于没有表面镀层的焊钉，我们的生产工
艺保留了优质线材本身的抗氧化膜，基本满足了用户的防腐要求。对于有特殊防腐要求的用户，我们
可以生产同时具有高防腐性和良好焊接性能的焊钉。对于焊钉而言，焊接时焊钉的表面是不允许有油
的，油会在燃烧时气化，使焊缝产生气孔，无法得到高质量的焊接。

焊接  
在螺柱焊接中，得到均匀而规则的焊缝是螺柱焊接质量的重要判定依据。在储能焊接中，高质量

的焊接螺钉焊后的焊缝是很小的，均匀而美观。在短周期螺柱焊接中，如果要得到高质量的焊缝，要
使用焊接保护气体，通常是混和气体。在长周期螺柱焊接中，焊缝的形状是焊接参数、焊接电流稳定
性、焊钉质量和陶瓷环规格的综合体现。焊缝部分的螺纹是不能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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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先进
我们拥有焊接螺柱生产所需要的行业最先进的设备，我司焊钉经过多工位的冷镦成型，精度是

μm级，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螺柱焊接的质量。

国际一流的技术
我们在传统的螺柱生产成型工艺中配

备了最强的成型模具设计与加工团队，让我
们的焊钉一致性得到有力保障。

生产能力
公司拥有数十条生产线，且自动化程

度高，质量控制严密。日产各种螺柱200万
颗.

我们的优势

科技创新
依靠科技的进步，持续推动企业的发展。我们始终保持勇于创新的理念，全面提升螺柱焊钉的

工艺研发能力与产品质量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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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著名国际标志
全部产品及服务通过ISO9001认证

我们的信心源于可靠性

可靠性——这一复杂多义的概念，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始终贯穿于我们的工作过程和各个生产领
域之中。

在任何产品正式投入生产之前，所有有关安全性的测试必须通过实验室验证。在批量生产中，经
过验证的质量保证系统和质量管理程序确保工作的绝对可靠性和完美无缺的质量水平。

我们的售后服务

当您买进bb21的产品时，交货后的服务就一直伴随您。我们随时准备提供覆盖到世界任何一个
城市的技术支持。我们将提供建议、信息和任何有关螺柱焊机的问题的解答。

在中国市场，我们有以下承诺：

对任何用户提出应用问题，我们将在24小时内做出分析和回答；对任何需要技术人员支持的用
户，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将在48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如有必要，德国工程师可到达用户现场，
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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