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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焊钳生产商之一，
可以根据客户需要提供各类机器人焊钳 



NIMAK  Die perfekte 
Verbindung since 1965 

尼玛克 - 完美结合 
创建于1965年 

尼玛克中国 
成立于2006年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尼玛克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快速增长的中国汽车产业提供拥有德国品质的优质焊接装备。      尼玛克焊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始终致力于白车身电阻焊领域的手动焊钳、自动焊钳、固定式凸焊/点焊焊接设备和KES储能焊机、铝板焊接技术、电磁加压技术、自动/手动涂胶设备、焊接控制柜、移动焊接工作站等焊接装备的生产和研发创新，迄今已成为国内高端品牌汽车厂的主要供货商。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世界首创 

机器人动力：液压驱动 

 

变压器功率：18KVA 

 

焊钳重量：    30公斤 

 

焊钳压力：    200公斤 

第一台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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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加压形式 1 



• 普通气缸加压 
 

• 伺服电机加压 
 

• 伺服气动加压 
 

• 电磁加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加压形式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加压形式 

普通气缸加压 

 

优点： 
• 投资成本低 

• 节拍快 

 
 
缺点： 
• 撞击，噪音大 

• 气缸寿命低 

• 行程固定，不可变 

• 压力升高时间长，必须设置前置时间 

• 平衡缸设置受限制 

• 需要动力气源，运行成本高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加压形式 

伺服电机加压 
尼玛克（NIMAK）1998年推出伺服电机加压技术 

 

优点： 
不需要动力气源 

行程可编程 

无撞击 

压力变化快 

可以通过扭矩和电流参数实现压力监控 

 
缺点： 
投资成本高 

焊钳重量增加 

调试复杂，操作人员要求高。 

节拍长，电机及驱动器需要冷却。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加压形式 

伺服气动加压 

 

优点： 
行程可编程 

无撞击 

投资成本相对较低 

节拍快 

平衡缸行程可编程 

 

 
缺点： 
需要动力气源，运行成本高 

调试相对复杂，操作人员要求高。 

I F 

Servo 
cylinder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加压形式 

电磁加压 
尼玛克首创电磁加压驱动系统 magneticDRIVE，通过调控电
磁场强度形成不同电极压力。 

优点： 
压力可编程 

升压/降压响应速度不低于5KN/20ms 

铝板焊接最佳技术 

 

缺点： 
投资成本高 

需要独立电磁强度控制器 

压力曲线 

电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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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焊钳的平衡补偿 2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平衡补偿 

通常情况：静臂电极由于电极磨损，工装精度，以及工件
误差，可能出现不接触板材的情况 

静臂 静臂 静臂 

动臂 
动臂 

动臂 

机器人到位后，静
臂电极不接触板材 

动臂加压 动臂接触到板材后，
板材变形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平衡补偿 

手动焊钳不存在平衡补偿的问题 

动臂 
动臂 

静臂 静臂 

人为操作保证静臂始终接触工件 

手动操作使静臂电
极接触板材 

动臂加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平衡补偿 

普通气动C型焊钳通过平衡气缸完成
平衡补偿功能 
C钳大开口，向工件运动.  

此时平衡缸后腔进气，使气缸轴伸出至最前方。 

 

 

C钳动臂运动至小开口。此时平衡缸不动作，气
缸轴依然伸出之前、最前端。 

 

 

 

C钳焊接位置，平衡缸前后两腔同时有气，使焊
钳钳体处于受力平衡状态（浮动） 

 
伺服气动系统可对任意位置平衡缸的气压编程 

Working cylinder 

Robot 

Equalising 
cylinder 

Pa Pb 

Fixed Arm 

Metal 

F 

Working cylinder 

Robot 

Pa Pb 

Fixed Arm 

Metal 

F 

Working cylinder 

Robot 

Pa Pb 

Fixed Arm 

Metal 

F F 

Equalising 
cylinder 

Equalising 
cylinder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焊钳的平衡补偿 

各类带平衡补偿系统的机器人焊钳 
 

可以实现普通气动，伺服气动和伺服电机加压形式以及控制方法 

C50 

C8000 

X100 

X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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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电机加压第7轴控制焊钳的结构形式 3 伺服电机加压的控制方法 3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伺服电机加压控制方法 

尼玛克（NIMAK）各类伺服电机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伺服电机加压控制方法 

伺服电机加压三种控制方式 

机器人 
控制器 

机器人 
控制器 

伺服电机 
控制器  

伺服电机和焊接 
 控制器 

A    B   C 

焊接控制器 焊接控制器 机器人 & 伺服电机 
控制器 

 “第7轴”类型 “IQ-Weld”智能焊类型  “伺服盒”类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伺服电机加压控制方法-  “第7轴”类型 

第7轴控制方式： 
焊钳上的伺服电机由机器人控制器控制 

 

优点： 

投资少 

通常的伺服电机的优点 

 

缺点： 
伺服电机控制不稳定  

与机器人类型相关联 

与其它两类型相比，较低的焊接质量和过程稳定性  

 

焊接控制器 机器人 & 伺服电机 
控制器 

 “第7轴”类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伺服电机加压控制方法-“伺服盒”类型 

伺服盒控制方式： 
焊钳上的伺服电机由独立的变频控制器控制 

 

优点： 
伺服电机独立控制单元，提高系统灵活性  

可以适用于所有通用机器人 

焊接质量好，过程稳定性高 

通常的伺服电机的优点 

 

缺点： 
 与第7轴类型相比较高的投资额 

机器人 
控制器 

伺服电机 
控制器 

焊接控制器 

“伺服盒”类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伺服电机加压控制方法-“智能焊”类型 

智能焊控制方式： 
伺服电机变频控制器与焊接控制器合二为一 

 

优点： 
所有与焊接有关的功能均出自一手 

减少接口，节省地方  

可以适用于所有通用机器人 

极高的焊接质量和过程稳定性 

相较于伺服盒类型较低的投资额 

通常的伺服电机的优点 

 

缺点： 
 与第7轴控制类型相比较高的投资额 

机器人 
控制器 

伺服电机和焊
接控制器 

“智能焊”类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topCONTROL集成伺服盒焊钳 

伺服电机控制器集成在焊钳上： 
焊钳上的伺服电机由变频控制器直接控制 

 

特点： 
伺服电机控制器直接在焊钳上，不再需要外加控制柜 

不再依赖机器人类型 

不需要机器人的第7轴控制 

可在现有设备中替代气动伺服驱动 

节拍优化 

可实现各类总线通讯接口 

机器人 
控制器 

伺服电机 
控制器 

焊接控制器 

“伺服盒”类型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topCONTROL集成伺服盒焊钳 

可实现各类总线通讯接口 

Interbus LWL 

Profibus 

DeviceNet 

CANOpen 

EthernetIP 

Profinet 

Profinet L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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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电机加压第7轴控制焊钳的结构形式 4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伺服电机加压第7轴控制焊钳的结构形式 

带平衡补偿系统的焊钳 
优点： 
容易实现平衡补偿 
机器人成本降低 
 
缺点： 
焊钳结构复杂 
焊钳重量重 
焊钳成本高 
 

不带平衡补偿系统的焊钳 
优点： 
取消焊钳气缸，电磁阀等 部件 
减轻焊钳15-20%重量 
取消动力气源 
焊钳成本降低 
 
缺点： 
平衡效果较差，有死点 
机器人成本高，包括硬件和软件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实现平衡补偿 5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不带平衡补偿系统第7轴结构 

1. 依靠机器人控制器电极磨损自动
纠正点补偿功能。 

2. 依靠机器人控制器扭力或者压力传感器实施自
动平衡补偿功能，如KUKA EqualizingTech 

第7轴结构焊钳的平衡补偿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不带平衡补偿系统第7轴结构 

第7轴控制伺服电机驱动焊钳扭力及压力传感器自动平衡补偿功能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MG100 Vari模块化自动焊钳 6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焊钳模块化设计理念 
 
- 标准化基础模块 

 
- 钳体结构灵活 

 
- 通过减少及简化零部件 
- 降低成本   

 
- 全焊钳70%以上 
- 零部件可完全互换 

 
- 安装方便 

 
- 焊钳重量低 

 
- 维修保养简便快捷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以客户为导向一直是尼玛克宗旨，我们在充分考虑到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引入“乐高积木”的模块化概念，将“中国智造”的精心设计，精良的德国零部件及精湛的德国工艺进行完美融合，打造了超卓的NIMAK MG100 vari 第7轴自动焊钳，目前已几百台NIMAK MG100 vari 第7轴自动焊钳，在国内多家主车厂的生产线上，帮助我们实现为快速增长的中国汽车产业提供拥有德国品质的优质焊接装备的目标与使命。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MultiFrameGun模块化组合焊钳 

 在多功能基板上完成所有焊钳种类的组合安装 

钳臂锁紧装置 直线导轨 

摇臂 

电动缸 

变压器 

基板 



 
 

C型 – 模块化的焊钳体 

1. 基板 

2. 焊钳驱动器:10kN 

3. 变压器 

4. 动臂线性导轨(C钳) 

5. 矩形钳臂锁紧装置 90 - 150 x 
40mm 

6. 圆形钳臂锁紧装置Ø60mm 

5/6 

4 2 

3 

1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绝对模块化，维护更简便，备件通用，缩短供货期。



 
 

X型 – 模块化的焊钳体 

1. 基板 

2. 焊钳驱动器:20kN 

3. 变压器 

4. 带有圆锥滚子轴承的摇臂 

5. 矩形钳臂锁紧装置 90 - 150 x 
40mm 

6. 圆形钳臂锁紧装置 Ø60mm 

 

4 

2 3 1 

5/6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唯一的钳体结构，让焊钳无大小及C，X焊钳之分。且70%以上的零部件可以完全互换，减少备钳，备件通用，缩短供货期，降低投入成本，及库房的占有率。



与机器人连接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1. 后部：可调 

3.  下部：90° 

2.  侧面：左/右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复杂车型的需求，对焊钳提出灵活性的要求。



超薄对称的结构设计 

X – 型焊钳 

变压器、电缆和伺服驱动都集成在钳体内： 
 
- 没有任何一个会带来干扰的部件凸出在钳体外。 
 
- 不必再有左右之分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C – 型焊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来自尼玛克的超薄设计理念设备规划：    X-型和C-型焊钳超薄的设计，大大降低其自身的干涉，从而为整个设备规划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库房占有率：    X-型和C-型焊钳所用相同的零部件，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库房占有率。维护成本：     装卸零部件，驱动和电路组件的易操作性降低了维护成本和时间。



基板 
1. 20mm厚不需经过平行处

理的锟压板 

2. 只需从一个侧面安装，另
一面的紧固即可 

3. 基板没有螺纹孔，也没有
阶梯孔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X - 型钳：带有轴承结构的摇臂 
 
 

- 高承载，转动灵活耐用的
圆锥滚子轴承 
 

- 为了防止转轴的旷动及滑
落，在侧板上装有钢制轴
套 
 

- 整体侧板受力均匀 
 

- 可以通过转轴的轴承盖来
调节轴承的预（加）应力 
 

- 可通过(轴向)移动2个嵌入在
转轴的卡键来完成状态锁
定的操作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C – 型钳：直线导轨 

- 高精度直线导轨 
 

- 纵向和横向都可调整 
 

- 导向性好，具备高负载能力 
 

-     伺服电动缸无径向负载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 压力： 20.000 N 

- 行程： 0 - 162mm 

- 功效 > 95% 

- 完全封闭的壳体 

- 通过油浴式润滑可达到免维护 

- X- 和C-型焊钳通用 

- 使用寿命:  15.000.000 行程 

- 也可选用其他任意品牌的电机 

 

尼玛克新研发的伺服电动缸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低惯量高转速伺服电机，运行速度高，优化了周期时间，提供了工作节拍。



- 适用于新一代欧式机器人焊钳 

- 中频技术 1000Hz 

- 400V电压 

- 6,5 kA持续电流 

- 冷却水供及量 6升/分钟 

- 对称结构，两极可互换 

- 107 kVA 在 50% ED时 

- 重量: 16,5kg 

-    尺寸 310*150*105 

尼玛克新研发的轻型变压器(中频)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可满足如下横截面的钳臂装卡 

-直径∅60mm的铜钳臂 

-矩形截面100 x 40mm至150 x 40mm 

     的高强度铝合金钳臂 

-两种钳臂的安装简便，且可自由更换 

圆形与矩形截面钳臂锁紧装置 

NIMAK MG100 Vari © 
尼玛克模块组合焊钳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7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 受表面氧化层影响 

- 需要较大的电流 

- 需要较大的压力 

- 焊接过程中压力可编程 

- 电极帽容易形成金属堆积 

- 上下电极帽耗损程度不同 

铝板点焊特性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 可提供80KA的焊接电流 

- 可提供8KN的焊接压力 

- 大截面导电 

- 高强度和刚度设计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 最大焊接电流:  55 kA (260 kVA)                           
  80 kA (500 kVA) 

- 重量:  28 kg / 42 kg 

- 可单独或者并联使用 

尼玛克高功率中频变压器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 采用哈姆斯温德焊铝控制模块可
以定义焊接过程的起始点，建立
可控焊接条件 

焊铝焊接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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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高性能焊铝焊钳NIMAK powerGUN 

 尼玛克首创电磁加压驱动系统 magneticDRIVE，
通过调控电磁场强度形成不同电极压力。 

- 优点： 

- 压力可编程 

- 升压/降压响应速度不低于5KN/20ms 

- 铝板焊接最佳技术 

 

电磁加压 

压力曲线 

电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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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机器人电阻点焊最新代表性技术 

 

 

 

 

   F-BKS 5820... 

布劳伊尔（BRAEUER）自动
更换电极帽及修磨组合机 

哈姆斯温德（HWH）自适应
中频焊接控制器 

尼玛克（NIMAK）模块化第7
轴控制伺服电机机器人焊钳 



尼玛克（NIMAK）机器人焊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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