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 K-Flow 系统解决方案是如何帮助您提高
生产效率，同时减少总体终端成本的呢？

K-Flow
流钻紧固



2

通过我们工业装配解决方案(IAS)事业部的帮
助，实现了单一供应商提供多个创新连接技术。
无论你面临什么挑战，我们都可以提供您需要
的解决方案，提升制造过程的质量和效率。

您的创新连接合作伙伴

你知道吗？

现代化汽车在进行连接时，使
用多达：

900 个 
流钻紧固件

2500 个 
自冲铆钉

180 米  
涂胶



汽车车身设计变得日益多样化，以达到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提高抗撞击性能的目标。这使得制造过程变

得越来越复杂。有不同强度属性的多种材料需要连

接，如高强度钢、轻型铝、铸件、镁、碳纤维或塑料。

与此同时，自动化需求、缩短生产节拍、有限的可达

性以及质量保证都是制造过程所面对的挑战。有了 
IAS 事业部的帮助，我们不但创建了面向工业连接技
术（如粘接或不同的机械连接方法）的单一源头，还

建立了智囊团，以应对客户的具体挑战，并开发量身

定制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根据您的材料、设计规范和工艺要求，我们的连接专

家会确保您获得各种条件下的连接方案。

我们凭借全球 16 个客户中心组成的网络，拉近了与
全球客户的距离，成为强大的创新和服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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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装配解决方案 
您的创新连接合作伙伴

SCA 
涂胶工艺

Henrob 
自冲铆接

Scheugenpflug 
(肖根福罗格)
电子涂胶

K-Flow 
流钻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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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钻紧固解决现代汽车制造面临的众多挑战。该技

术将紧固件同时作为穿刺工具和连接元件，通过单

面接近的方式实现多材料连接。紧固件高速旋转并

被推入，以加热软化材料。这使紧固件能够在推力

的作用下穿过材料，在过程中形成螺纹— 一种高
效且复杂的连接方法。K-Flow产品系列，适用于在
苛刻的制造环境下操作，并得到可重复的高质量结

果。

K-Flow： 
解决未来的
连接挑战
我们的 K-Flow 技术开启了复杂制造条
件下的多材料和轻量化设计，是先进技
术和深厚连接实力的有效结合。



1.加热

紧固件被放置在工件
上，并高速旋转，从而使
材料温度升高。

2.穿透

通过高转速（高达 9000 
rpm），高进给力（多达 
3000 N），使紧固件穿

过材料。

3.形成螺纹

随着转速和进给力的降
低，紧固件穿过材料，并
形成螺纹，而无需进行

切割。

4.拧紧

紧固件拧紧至所需的最
终转矩。

凭借我们的连接分析人员和工艺专家的专业技术能力，我们为您的
个性化需求和材料组合开发理想的过程参数。 

从单面进行的多材料连接

•   多材料连接

流钻紧固可连接多层不同材料

•   仅单面接入

一次性从单面进行稳健可靠的连接

•   混合连接

通过将流钻紧固与粘接结合，提高了动态连接强
度和耐腐蚀性

•   可靠的工艺流程

连接技术、紧固件和材料的高度匹配，使工艺流
程变得快速、可靠

为您的制造工艺流程带来哪些优势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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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室到工厂 
和我们的客户一起推动创新

我们共同解决您的连接挑战。借助他们广泛且专业的技术，我们的专家
在实验室使用符合客户规范的专用紧固件对连接材料的特定样本展开
分析。我们能帮助寻找理想的参数设置，以实现符合客户需求的连接质
量和工艺节拍。

你知道吗？

12 个 
全球创新中心为连接发
展、参数和抗拉强度测
试提供广泛的能力。

材料、粘合剂、紧固件、设备、参数和工艺流程参数——连接
是多层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确保您能实现高度的契

合。为此，我们的专家与客户的设计和制造专家以及紧固件

和材料供应商密切合作。我们提供全面创新合作的机会，陪

伴您走过开发过程的每一步。在全球创新中心和连接分析

实验室，我们将技术、能力和经验整合起来，以实现高质量

的连接效果。 

•	 确保选择正确的紧固件

•	 生成真实的测试数据，以验证连接强度

•	 模拟生产变量，以测试连接设计和可制造性

•	 提供工艺流程的可追溯性和质量保障

•	 为客户测试实际的汽车分总成连接 

互动 测试

我们的工艺流程……

不断变化的材料组合需要

有能力的连接合作伙伴来

实现理想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经验丰富的工艺专家

能够帮助根据您的个性化

应用确定参数设置。我们很

高兴能为您的可行性评估

提供协助。 

我们的实验室专家能够根

据您的需求对您的样本进

行测试。通过K-Flow系统，
我们能轻松地验证您的预

定参数。

联系



截面分析

•	 首层驱动偏移

•	 螺纹接合

•	 层间差距测量

 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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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开发

•	 测试和原型制作

•	 模拟

•	 参数开发

•	 抗拉强度测试

 工艺流程规范 

解决方案

……您的优势

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对数项

连接技术进行先进测试，使您

能够高质量启动生产。 

因为每个测试会得到独特的

定制结果，我们提供完整的测

试报告，以及所有相关参数设

置和特定的连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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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钻紧固功能

流钻紧固可用于多个白车身应用。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材料，
可使用不同的变体。

6

直接混合连接

•	 两层材料，直接连接，无预开孔
•	 材料：1.5mm 钢 / 2.5mm 铝
•	 钢和铝之间用粘合剂粘连接
•	 典型的应用领域：前车厢、下车身、后车厢和主线

顶层带预开孔的板材

•	 两层材料，带预开孔的顶板
•	 材料：2.0mm 和 4.0mm 铝
•	 可与密封式涂覆结合使用
•	 可连接更厚的叠层（多达4层）。

  

适用于电动车电池 
组装的连接技术

8



顶板和中间板混合连接

•	 三层材料，夹持带预开孔的零件 
•	 材料：1.0mm 钢 /2.0mm 和 3.0mm 铝
•	 钢和铝之间用粘合剂粘连接
•	 典型的应用领域：前车厢、下车身、后车厢和主线

与薄化后的铸件直接混合连接

•	 两层材料，直接连接，无预开孔
•	 材料：3.0mm 铝 / 1.8mm 钢
•	 钢和铝之间用粘合剂粘连接
•	 应用领域：轮罩和前车厢减震塔

与厚实的第二层直接混合连接

•	 两层材料，直接连接，无预开孔
•	 材料：1.0mm 钢 / 4.0mm 铝
•	 对于更厚的叠层，可使用更小的 M4 紧固件，而无需预开孔
•	 更少的材料位移和更少的进给力

  

电池组装的挑战： 

•   连接强度和密闭性

•   可拆卸盖板，满足维护要求

•   可重复紧固/锁紧

•   电接触

•   单面接入

•   大批量生产

我们的托盘和盖板的连接解决方案： 

流钻紧固满足连接强度和碰撞性能的高标准。凭借我们的

K-Flow技术，电池盖可通过单面接入的方式安装到托盘
上。紧固件与板材之间以及板材与板材之间的连接具有密

闭性，可以配合液体密封垫安装。与此同时，连接可拆卸，以

方便维护和拆解。金属部件以导电粘接的方式连接，形成法

拉第笼，防止电磁干扰。由于生产节拍短，并且可靠性高，因

此适合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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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	K-Flow 连接工具是系统解决方案的核心。它安装在机械手法兰
上，能以很高的转速和进给力处理 M4、 M5 和 M6 紧固件。两个独立行
程（下压限位和主行程）使生产节拍变得非常短。根据零件的可达性，有	
3 种不同的几何结构连接工具可选用。 

连接工具

K-Flow  
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综合的流钻紧固解决方案。了
解更多有关我们的系统及其组件的信
息。

10

直线标准型连接工具 紧凑型连接工具 直线穿刺型连接工具



K-Flow 系统控制器管控连接工具和送料装置。我们的软件
使流钻紧固过程的编程、监控、分析和记录更为简单。专用
向导协助操作人员处理复杂的应用，而集成备份系统保存
您的数据。解决方案易集成到客户网络，并且可以通过集成
触控面板、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固定式工控电脑操作。
工艺流程参数可轻松从 Excel 导入。根据单独的紧固件和
零件几何结构，可创建 1024 个以上的紧固程序。

系统控制 

送料装置对 K-Flow 系统的不间断运行至关重要。送料机整理和分离
松散的紧固件，然后根据需要将其提供给连接工具。由于材料是以头
部向前的方式提供给连接件，因此紧固件受损的风险很低。带集成容
器的系统容易维护。由于噪声水平低，因此无需采取额外的隔声措施。

送料装置

11



系统选项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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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low 旋转模块是一个系统特征，确保紧固件通过 “以
头部向前 ”的方式被输送到连接系统中。模块安装在工
具上，这样紧固件可以稳定地被输送，从而避免紧固件
尖端受损。模块使紧固件可以存放在工具中，以缩短向
工具供料的时间，可使生产节拍最多加快 20% 。

旋转模块

了解更多我们的多系统选项，可帮助您提高生产效率。

圆环下压装置

穿透前，向紧固件施加较大的推力和压力。在这个过程步
骤中，机械手的任意小幅度移动都会对紧固件的压紧位置
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最后的扭矩和推力施加不正确，表
面可能会被擦伤。这会对工具和需要连接的材料造成损
坏。圆环下压装置将紧固件固定到位，直到其开始形成螺
纹。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夹爪以机械的方式解锁，并松开紧
固件。由于其形状为圆周形，因此还可防止表面被擦伤。 

和机械夹爪专利

适用于以头部向前的送料

改善生产节拍

•	至多加快 20%

磨损少

•	可减少送钉管磨损和

紧固件损坏

提高连接安全性

•  导向型连接可减少紧固件错误。 

产品优势：

产品优势：



HLX 70 全新弹夹送料技术是一个可靠的系统选项，不会发生
不必要的中断，更适用于高速的应用中。其容量高，最多可容纳 
70 个紧固件，而且没有送钉管，使机械手可以更灵活、更可靠
地运动，并缩短 ‘点到点 ’的时间。这种不设送钉管的独特做法
使系统可以轻松地沿着任何方向（比如反向、横向或纵向）正常
运行。这与快速送料流程高度匹配，因而缩短了生产节拍。

HLX 70 弹夹

灵活的系统配置

K-Flow HLX 70 弹夹可安装到现有的所有 K-Flow 
系统配置里和连接工具（标准型、直线穿刺型、紧
凑型）上。 

1
2

2

3
1.标准 K-Flow 系统控制
2.带装料轨道的送料装置
3.带弹夹的连接工具

提高生产效率

• 加快生产节拍

节省资源

• 减少空气消耗 
• 降低设备需求量

更高灵活性

• 无需送钉管

革新的送料方式

在此了解更多：

产品优势：

产品优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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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一个工位中使用多种类型或长度的紧固件时，需要为各种连

接工具留出大量的空间。凭借我们的 K-Flow 产品系列中的双紧
固件系统，一个连接工具可以使用两种类型的紧固件送料，而且

这两种紧固件适用于相同的补给头和驱动杆。配置由两个通过机

械手编程控制的送料装置组成。每个紧固件能被分配给一个程

序。可对即将吹送进来的紧固件类型进行选择。这款无源头的、容

易控制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节省车间空间，还可优化生产节拍。

双紧固件送料系统

两种紧固件类型 - 一种连接工具

当通过一个连接工具使用不同紧固件长度时，需
要动态夹爪解决方案。动态夹爪确保夹爪锁在正
确的穿透深度处打开。 

动态夹爪解决方案

产品优势：

减少车间空间

• 降低设备需求量 

轻松安装

         • 可添加到所有的 K-Flow         
系统配置

B 型紧固件A 型紧固件

1 2

3



当通过 K-Flow 系统吹送紧固件时，金属碎屑
会出现并附着在系统内。K-Flow 空气过滤器
确保连接环境保持清洁。带集成抽吸系统的
过滤器阻止金属碎片进入补给头，并确保金

属碎片不会留在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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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的工艺流程

• 减少连接污染

空气过滤器和 
集成抽吸系统

适用于清洁的连接环境

1 2

3

1

2

3

紧固件输送

旋转模块

空气过滤装置

4

4 集成抽吸系统
清洁连接表面，避免连接表面发生
因紧固件摩擦引起的任何污染或
任何其他外部污染。

产品优势：

灵活的解决方案

• 部件均可单独进来。



稳健的服务合作伙伴

我们的组合服务伴随您的 K-Flow 连接系统走过
整个生命周期。凭借全面培训和专家支持，您可以

充分利用您的解决方案。

坚固耐用的 K-Flow 设备可以轻松工作高达 100
万次循环，从而显著减少您的总体拥有成本。

我们的全球服务组织借助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为客户提供支持，以减少安装风险和系统故障，无

论客户身在何处。  

在安装过程中使用很大的力时，我们的 K-Flow 
连接工具的下压限位装置可能会因工具失配而

发生磨损，因而需要翻新。我们的 K-Flow 下压
限位装置返修系统可轻松检查是否达到磨损极

限。然后下压限位装置可以被送去修理或翻新。

下压限位装置返修

我们的综合服务产品

容易使用

• 轻松的磨损件自控

原装备件

• 使用原装零件进行翻新

服务优势：

16



我们的质量数据接口在一台电脑（服务器系
统）上收集数个 K-Flow 连接工具的数据。系
统实现更轻易的可追溯性和数据收集，并兼

容多个系统。

9
8

了解更多有关K-Flow 产品

系列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网页

培训和讲习按需现场服务 远程支持 维护和修理

质量数据接口

K-Flow 质量数据兼容接口： 

• MQTT
• SQL
• PDD
• OPC UA
• IPM

 高兼容性

   • 兼容行业常用的所有系统

个性化解决方案

• 协议可根据客户需要进行调整

产品优势：

17

• Matlab
• UDP
• Profep
•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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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的 
大量生产优势

优势总览：

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我们开发的系统操作直观。	因

此可大幅减少培训工作量和维

护时间，加快生产。

便于操作的系统

由流钻紧固专家组成的经验丰

富的全球团队将帮助您解决连

接挑战。通过与紧固件制造商

密切合作，我们会开发出符合

您特定需求的解决方案。

为您服务的全球团队

Atlas Copco（阿特拉斯·科普柯） K-Flow 产品系列中的先进连接系
统设计用于满足汽车行业的高标准的大量生产需求。我们确保连接技

术、紧固件和材料相互协调，并确保工艺流程快速且可靠。凭借我们的

连接和工艺专家的专有技术，我们根据您的个性化需求开发理想的工

艺参数，比如材料组合和现场条件，并对工艺流程进行整体测试。关键

因素是微妙平衡的互动。

我们提供可靠的、仅适用于单

面接入的连接解决方案。紧固

件可同时作为穿刺工具和连接

原件—使我们的技术高效且

具有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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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松江区泾车路80号 
邮编：201611
电话：+86 021-31088880
邮箱：IAS.china.info@cn.atlascopco.com
www.atlasco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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