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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版权所有 © 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未经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的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文档内容的部

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播。

商标声明

和其它大族商标均为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并对

其享有独占使用、许可使用、转让、续展等各项法定权利，未经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允许，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商品上使用相同或类似的商标。

注意

在所规定的支持保修范围内，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履行承诺的保修服务，超出所在规

定的保修范围的，恕不承担保修服务。对于在使用本产品过程中可能造成的损失，深圳市大族光聚

科技有限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如发生任何争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解决。

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随时可能因为软件或硬件升级对使用说明书的内容进行更新，所

有这些更新都将纳入使用说明书新的版本中，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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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版本说明

本资料版本为简体中文 A版，对应产品型号为：FW4xx(xx为最高使用功率的数字说明，比如

08代表 8000瓦)。本资料只适用于对应产品型号的标准配置，对于特殊订制的产品，请仔细阅读另

附的说明资料。

本资料对产品的工作原理、安装方法、操作使用、故障排除、运输储存、维护保养等进行说明。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该产品，请在安装使用之前仔细阅读此资料。

请妥善保管此资料，以便将来查阅参考。

符号说明

为了预防可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或设备损坏，本使用说明书用以下安全标志加以提示，在使用

设备时请注意标志提示的内容，以确保您和周围人员的安全以及正确使用设备。

当 心 激 光

激光辐射注意内容，存在激光辐射的危险，请做好激光防护措施！

当 心 触 电

电气安全注意内容，可能引起触电的危险，造成人身伤害！

当 心 火 灾

防火安全注意内容，可能引起火灾，注意防火！

注 意 安 全

一般注意事项，如不遵循该提示内容操作，可能造成人员伤害或设备的损坏和故障

 说 明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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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序言

1.1欢迎

感谢您购买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 FW4xx复合焊接头。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该产品，

请在安装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此使用说明书。

1.2公司简介

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激光行业率先开展聚焦头研制的制造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累计申请

专利10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30 余项。2018 年，央视大型纪录片《大国重器Ⅱ》给予专题

报道，盛赞大族激光掌握激光头核心技术，助力民族工业智能转型升级。

自2010 年至今，我司开发出多品种、全系列的激光头30 余种，有切割头、焊接头以及三维头，

累计投放市场20000 余套；匹配国内外多种类型激光器。

代表产品有：15kW-20kW 超高功率自动调焦光纤切割头（15kW-20kW 切割头为全国首发与

应用）/ 6kW-8kW高功率自动调焦光纤激光切割头 / 高功率焊接头 / 热成型三维头。全系列产品广

泛应用于平板切割、管材切割、三维件、异形材料切割及各类金属板材焊接等。

发展历程：

2010 大族激光功能部件产品中心成立

2011 第一代切割头研发 / 第一代焊接头研发 / 第一代三维五轴头研发

2013 第一代国产3kW 切割头量产发机

2016 第一代3kW 可变光斑切割头研发成功

2017 6kW-8kW 切割头国内率先量产发机 / 三维五轴激光头荣登央视《大国重器》

2018 10kW-15kW 切割头突破万瓦并实现智能化监控应用

2019 全球首发20kW 切割头成功应用于客户终端 / 3kW-6kW 摆动焊接头量产发机

2020 所有产品对外销售 / 技术共享

2021 更名为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

我司采用严苛的工艺流程与高标准技术规范，精益求精，结合ISO9001、ISO14001、欧盟CE 认

证，及国家相关标准，开展激光头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配套应用。产品的各项测试性能指标参数500
余项，经历200 多道工序，全面涵盖40 余项专业性能测试及多达60 多道质量检测环节，核心部件

及整机装配均在百级精密无尘车间完成，确保激光头的高品质、高精密性。

国内设有华南、华东、北方、中西南四大片区服务点，并分别在深圳、济南、武汉、苏州设立

办事处和激光头仓储，为用户提供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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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全说明和预防措施

2.1综述

激光焊接是材料激光加工中采用最广泛的一种加工方法。本公司生产的光纤激光焊接设备，采

用德国大功率 IPG 光纤激光器，采用具有高定位精度的 ABB/KuKA 机器人，配置迪威特水冷机和

阿特拉斯空压机，集合而成的精密数控光纤激光焊接系统，是集激光焊接、精密机械、数控技术等

学科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主要用于汽车，造船，航空航天，以及压力容器制造等各个领域，具

有高精度、高效率、高性价比等特点。

激光焊接头是激光焊接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功能部件，它的好坏对焊接焊缝质量的高低有很大的

影响，更有甚者会导致焊接工作无法进行。

用户在使用光纤激光焊接头前，请务必详细阅读该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棘手的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内，给您满意

的答复。

用户在开箱时，请检查附件箱中的使用手册，若手册不全，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2.2本机器涉及的安全标准

本机器主要涉及的安全标准有 GB 7247.1-2012《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 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和 GB 5226.1-2008《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2.3安全警告标识及说明

辐射：不要在焊接头上额外钻安装孔；这会增加激光辐射的危险。此外如果在水冷模块附

近打孔会增加对水路破坏的可能性；打孔还会增加对光学器件污染的风险。

注意：在没有大族激光允许的情况下不要对本焊接头进行改进工作，这可能导致不可恢复

的光学事件，在增加模块或者更换模块时，请与我们联系。

安装焊接头时，要确保零件的安装面水平、干净；在安装螺钉和定位销时，最好保持螺纹

孔和销孔内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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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安全管理的警告

注意对焊接头的日常维护和保养，特别需要注意保持镜片的整洁，镜片上聚集灰尘会影响焊接

头的正常工作，情况严重时会损坏镜片。

2.5激光安全通告

相比于普通光源，激光设备产生光的空间聚集效果更佳，通过焊接头聚焦后光斑直径约为

0.2-0.3mm，这样它的能量密度约为日光灯的 1 百万倍，偶然辐射到人眼上将会导致其视网膜不可

修复的损坏。

身体各部位的皮肤直接暴露在激光的辐射范围内也会导致不可修复的损坏。

焊接一些反射率比较高的材料（如铜、铝等有色金属），特别是用长波长的激光焊接此类材料

时，要避免材料表面反射的激光对人员造成伤害。

鉴于以上原因，雇主有义务给雇员讲述关于激光方面的知识，操作者对此产品需要有一定的了

解。要做好焊接头周围的安全防护，以保证人员和其他设备免受激光辐射的危害。。

确保在焊接头和其它的设备都准备就绪时，使用焊接头。

光纤激光发生器发出波长为 1.06µm 的激光，它处在红外波段，是不可见光。而激光焊接头是激光

焊接系统中光路传输，以及实现光束质量改变的重要装置，所以在焊接工作的时候要防止激光对人

的眼睛、皮肤以及头发造成伤害。

激光器光闸打开或者机器工作的时候请不要去看焊接头。为了保护视力，操作人员需佩戴防

护镜。在机器工作时，不要用手指去触摸焊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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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产品的概述

3.1综述

FW4xx 复合焊接头是大族激光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焊接产品，适用于光纤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

最高功率可达 8KW（光纤 6kw），在受控距离下在平面机床上对金属进行焊接，具有焊接速度快、精

度高等优势，在多点焊接时提高生产效率。FW4xx 复合焊接头采用模块化设计，维护方便快捷，可

根据客户的需求，实现配置的快速更换。CCD 配置的选用，可实现焊前点位和焊缝的监测。高效的

气刀设计，延长保护镜的使用寿命。

3.2产品特点及外观图

复合焊接头是激光设备系统中用来加工金属板材的部件。此焊接头可实现在钣金件等焊接领域

大幅面快速焊接，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能保证较高的焊接精度，区别与其他传统的焊接头。外

观如产品结构示意图 1 所示。

图 1

注：相关配置请以实物为准

光纤准直模块

内置光源 CCD模块

聚焦模块

气帘模块

半导体准直模块

激光合束模块

保护镜模块

智能化检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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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W4xx复合焊接头选配表

序号 名称 选配

1 光纤准直模块 100,150,200

2 半导体准直模块 100,125，

3 智能化模块 无智能化，单保护镜片检测，全镜片检测

4 聚焦模块 200,250，

5 选配配件 气刀单元，固定版同轴吹气，防撞版同轴吹气

6 最大功率（kw） 2+2,2+4,2+6

3.3产品结构与工作原理

在本说明书中，根据焊接头中各部分的功能不同将其分为几个模块，如图 1所示。

焊接头光学原理图如图 2所示。

图 2 FW4xx复合焊接头光学原理图

激光焊接时，激光的功率密度往往需要达到材料的焊接功率阈值才能进行焊接。焊接金属材料

时，激光光斑的功率密度需要达到 106W/cm2以上，所以激光器发出的激光需要通过聚焦才能达到

焊接所需要的功率密度。焊接头的作用就是把激光器发出的平行光聚焦为功率密度很高的一点，以

便于进行焊接。

激光发生器产生的光束通过光纤传输到焊接头，然后经过准直镜使光束转化为一近似的平行

光，最后通过聚焦透镜聚焦后由平行光聚集成为约 0.3‐0.5mm 的光斑以达到焊接所需要的功率密

度。

FW4xx 复合焊接头具有以下设计与功能：

1. 以光纤激光器和半导体为光源，在受控距离下对平面机床上的金属进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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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焊接速度快，精度高，耐用，提高工艺稳定性和焊缝外观质量。

3. 内部结构完全密封，可以避免光学部分受到灰尘污染。

4. 配有气帘组件，减少焊接烟尘和飞溅残渣对镜片的污染。

3.4 技术参数

激光功率 ≤8KW（2+6）

设计波长 915+1070/455+1070

焦距

准直（Fc） 光纤：100，150，半导体：90，100,125

聚焦（Ff） ,180,200,250，

冷却水

压力 ≤0.5Mpa

流量 ≥2L/min

温度 30±1℃

气帘气压

推荐气压 0.6~0.7Mpa

工作温度 +15℃~+70℃

存储温度 常温

工作湿度 40%~85%

有效通光孔径 ≤48mm（根据不同配置变化）

总重量 ≤10Kg（根据不同配置变化）

选配模块 同轴吹、侧吹、气帘、红光定位等

表 2 Fw4xx复合焊接头技术参数表

※特别注意：

1、表格中气帘&保护气的气压值和正压力值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

2、保护气体应具备不与焊接体发生有害的化学反应的化学特性。

3、保护气质量必须符合 ISO 8573-1:2010, Class 2.4.3 标准，不可有杂质粒子、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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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安装、调试

4.1 安全须知

任何维修或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故调查工作必需由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受训专业人员

必需接受过安全培训且了解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熟悉应对危险的安全措施。除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规

定外， 生产厂家指明的安全规定也必须得以遵守。 需在使用前了解的相关安全设备的知识及拥有

必要的安全设备。

超高气压危险：光纤焊接头部分组件的压力最高可达 2.5MPa！

超高电压危险：光纤焊接头安装、维护及修理期间，必需关闭电源并防止在此期间被打开！

夹手危险：光纤焊接头安装、维护及修理期间，切勿将手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置于移动轴

的前进方向或是光纤焊接头下!

在机器维护及光纤焊接头维护及修理期间，必需关闭电源！工作中，机器可能会生成四级

激光！避免眼睛或是皮肤受到激光的直射或是散射！不可直视激光光柱，即使带着视力保护器具！

请使用符合 DIN EN 207 和 BGV B2标准的护目镜！

高清洁度光学镜片：禁止裸手直接接触光纤焊接头内的镜片高清洁度区域，镜片上灰尘及

附着赃物可能造成激光或镜片的烧焦损坏。只可在穿戴防护手套时接触镜片的非敏感区域。

4.2 开箱检查

※开箱前检查：

1. 包装箱及防撕封条完好无损；

2. 标识清晰明了，有合格标识，且与贵司采购规格型号相符；

3. 如与以上不符，请退回我司。

※开箱检查

1. 标识牌指向面为开箱面；

2. 用美工刀轻轻划开封胶带，刀尖切入不得超过 2mm，避免伤及产品；

3. 含《物料包装清单》1张，请按物料包装清单清点物料，如与不符合贵司采购需求或漏装的，

请在第一时间与我司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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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含《FW4xx 复合焊接头使用说明书》1本，请按说明书正确使用本产品。

4.3 安装前准备

※准备工具

1. 公制内六角扳手 1套；

2. 无尘清洁棒 1包，500ml无水乙醇 1瓶，无尘手套 1包；

3. 清洁无尘工作环境。

※安装人员准备

1. 仔细阅读《FW4xx 复合焊接头使用说明书》；

2. 先用洗手液清洁双手；

3. 带上无尘手套；

4. 必要时带上无尘口罩。（提示：除尘工作至关重要）

4.4 光纤接头的安装与注意事项

图 3 光纤接头安装示意图

注意：

1. 现场安装环境恶劣时，请事先清理空气中灰尘，或选择在清晨灰尘少时安装；

2. 光纤保护套用之前一定要将筒内清洗干净、用完后用美纹胶纸将口封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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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割头装到机床上时，须检查光纤与 Z 轴拖链处的胶板干涉情况。

4.5 焊接头安装示意图

图 4 FW4xx复合焊接头安装示意图

表 3 FW4xx复合焊接头接头定义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接头类型 软管规格 备注

1、3、5、7 水冷进水接头 1 快拧 φ6 使用时必须保证水量充足，水压在 0.4-0.5MPa

2、4、6、8 水冷出水接头 1 快拧 φ6 使用时必须保证水量充足，水压在 0.4-0.5MPa

9 气帘进气接头 1 快插 φ6 接空气，气压为 0.15~0.2MPa

10 气帘进气接头 2 快插 φ6 接空气，气压为 0.6~0.7MPa

备注：请保持所连接的管线的折弯半径不小于 30mm。

 水路连接顺序说明：光纤进水口→1→2→3→4→5→6→7→8→光纤出水口。

 气路连接说明：注意序号 9、序号 10 气压大小不一样，不可混接。

注意：

1. 水管的连接方式以及连接法兰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2. 横吹空气的推荐气压为 0.6~0.7MPa，正压气体的推荐气压为 0.15~0.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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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却水系统连接上时，才开始使用焊接头；

4. 在焊接过程开始前，必须先供应气体；当焊接过程结束时，气体仍需供应几秒钟；

5. 需保证冷却水没有杂质，冷却水中有杂质会导致焊接头水冷腔产生电化学腐蚀，久而久之

会导致水冷接头堵塞；

6. 使用铜质&不锈钢的接头，以免腐蚀；

7. 不要在焊接头上额外钻安装孔，这会增加激光辐射的危险；此外如果在水冷模块附近打孔

会增加对水路破坏的可能性，打孔还会增加对光学器件污染的风险；

8. 在没有大族激光允许的情况下不要对本焊接头进行改进工作，这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光学

事件，在增加模块或者更换模块时，请与我们联系；

9. 安装焊接头时，要确保零件的安装面水平、干净；在安装螺钉和定位销时，最好保持螺纹

孔和销孔内清洁；

4.6 CCD相机连接

图 5-1 CCD模块安装示意图

CCD 模块相机安装步骤：

1. 如图 5-2 所示，取下工业相机镜头保护盖；

1、摄像机

2、工业镜头

3、CCD 调节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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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 5-3 所示，相机安装到已取下镜头保护盖的工业镜头上，拧紧使相机和工业镜头紧贴

（如图 5-4 所示）。

注意：相机拧紧要求力度适中，避免相机松动或损坏相机！

图 5-2 图 5-3 图 5-4

4.7 CCD清晰度调节

相机角度调整：若相机拧紧后与安装座有角度偏差，拧松图 6 的锁紧环，再顺时针转动镜头下

部，使相机其中一个垂直方向的平面与安装座平行（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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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相机角度调整示意图 图 7 工业镜头调节示意图

CCD 清晰度调节：

为使显示器上图像清晰，需按以下步骤调节工业镜头（如图 7 所示）

1. 将相机正确安装到工业镜头上；

2. 拧松 1-光圈环和 2-调焦环上的 3-锁紧螺丝；

3. 将镜头 1-光圈环调到一定的亮度（在屏幕上清晰看到图像）；

4. 通过调节 2-调焦环调整像距，使屏幕上图像清晰；如不清晰再重复上述第 1、2、3 步骤；

最后拧紧 1-光圈环和 2-调焦环的 3-锁定螺丝，将 1-光圈环和 2-调焦环锁紧在适当的位置。

4.8焊接头常见问题排查方法

1. 如果焊接质量出现问题，可进行一下操作：

（1） 检测水、气路有无异常；

（2） 检测保护镜片是否有烧点，若有，则进行清洗、更换；

（3） 检测焊接头光学焦点在工件上的位置是否正确；

（4） 若得不到改善，请联系我司售后工程师。

锁紧环

1-光圈环

2-调焦环

3-锁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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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使用、操作

5.1镜片使用注意事项

1) 光学镜片（反射镜、聚焦镜等）表面，不要用手直接触摸，这样容易造成镜面划伤或腐蚀。

若镜面上有油渍或者灰尘，将严重影响镜片的使用，应及时对镜片进行清洗。

2) 光学镜片严禁使用水、洗洁精等清洗。镜片的表面镀有一层特殊的膜，若使用这些来清洗

镜片会损伤镜片的表面。

3) 请勿将镜片放置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样将会使镜片表面老化。

4）镜片表面必须清洁如沾有灰尘、污物、或者水汽，容易吸收激光造成镜片镀膜损坏；轻则

影响激光光束的质量，重则激光光束无法穿过或反射。

5）在安装或者更换反射镜或者聚焦镜时，不要使用太大的压力，否则会引起镜片的变形，从

而影响光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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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维护、保养和故障排除

6.1清洁镜片的步骤

不同的镜片清洁的方法是不同的。当镜面是平面且无镜座时，使用镜头纸清洁，例如：清洁反

射镜；当镜面是曲面或者镜面带镜座时，无法使用镜头纸时，应使用棉签清洁。例如：清洁聚焦镜

的具体步骤如下：

1. 用镜头纸清洁镜片的步骤：用吹气球吹掉镜片表面的灰尘；用酒精或者镜头纸清洁镜片的

表面，应该将镜头纸光洁的一面平放在镜片的表面，滴上 2～3 滴高纯度酒精或者高纯度丙酮，然

后水平地将镜头纸慢慢抽出，反复上述动作操作几次，直到镜面上干净为止，禁止在镜头纸上施加

压力，防止产生划痕，如镜面很脏，可将镜头纸对折 2～3次，反复上述步骤，直到镜面干净为止。

禁止用干燥的镜头纸直接在镜面上拖拉。

2. 用棉签清洁镜片的步骤：先用喷枪吹掉镜面上的灰尘；再用干净的棉签去掉污物；用新的

沾有高纯度酒精或者丙酮的棉签从镜片中心沿圆周运动，擦洗镜片，每擦完一周后，换另一干净棉

签，重复上述操作，直到镜片干净为止；将清洗好的镜片拿到光线充足的地方观察，若镜片的反射

情况良好，表明镜片已经清洁干净，若镜片的反射情况不好，则要继续清洁镜片；将已经清洁好的

镜片，按照上面所述的方法，将镜片安置在镜座上。禁止使用已经用过的棉签来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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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电气说明

7.1智能化模块

FW4xx 系列复合焊接头可选配智能化模块。智能化模块以焊接头内置的各传感器监测到的数据为基

础，将收集数据与设定值比对后，通过指示模块上状态指示灯（LED 灯 1-4，从左至右）的变化提

示用户关于焊接头（及其组件）的状态信息。

图8 智能化模块示意图

图 9 智能化线接口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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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指示灯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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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附录

附录 A： 联系大族光聚

0755-29307733（激光头销售、咨询、维保、配件、投诉）

深圳：深圳市大族光聚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an's Focu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重庆路 128号大族激光全球生产基地 3-3
网址： http://www.hansfocus.com；

电话：0755-2930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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