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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指令

介绍介绍

这些说明是为了指导您完成InfraStake集成过程。我们建议在开始整合过程之前查看所有的说明。

红外模块说明和备件清单红外模块说明和备件清单

开始之前，请参阅集成软件包随附的“ Infra模块说明模块说明”和和“备件列表备件列表”。它描述了每InfraStake模块相对于要组装的
部件的预期位置。

机械一体化机械一体化

安装模块安装模块

每个InfraStake模块的模板上应有一个直径为11毫米（7/16“ ）的通孔，位于凸台位置上方。这允许相对于
凸台对模块进行一些调整。

每个模块顶部的安装孔选项：

IS32 仅限M8 x 1.25

IS125 M10 x 1.5或5/16“-18

ISM20 M8×1.25或5/16“ -18

螺栓应与8 mm（5/16“）硬垫圈一起使用，以将InfraStake模块安装到工装板上。

一旦InfraStake模块正确定位并且机器生产出可接受的零件，模块就可以被钉在工具板上。

注意：注意：。集成商负责提供适当的机器安全防护装置，保护以操作人员免受所有安全问题的困扰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InfraStake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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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模块放置模块

设置模块高度设置模块高度（机器如果网求允许（机器如果网求允许模块模块  的的Ž位置调整）位置调整）

InfraStake模块设计用于夹紧每个放样点的部件。

1. 将工具板放入工作位置。

2. 将模块高度设置为在要放样的零件上净出。

3. 确保模块的ž位置。

中心模块中心模块

正确对齐对于最佳的InfraStake过程至关重要。

1. 切断冲头气缸。

2. 拆下集中器（和IS32的反射器）。

3. 用手伸展拳头

4. 将冲头置于X和Ÿ方向的凸台上。

5. 确保X和Ÿ的位置，注意不要移动模块。

6. 更换集中器（和IS32的反射器）并重新激活冲压缸。

7. 确认模块的放样部件以老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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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一体化气动一体化

连接气动元件连接气动元件

集成商负责为InfraStake系统提供气动阀门。下载气动原理图以正确地探测气动系统。

InfraStake冲压缸规格冲压缸规格

模模 冲压缸缸径冲压缸缸径 550 kPa（（80 psi）的冲压缸力）的冲压缸力

IS32 16毫米（0.63英寸） 110 N（25 lbf）

IS125 14毫米（0.56“ ） 89 N（20 lbf）

ISM20 14毫米（0.56“ ） 89 N（20 lbf）

压力：压力： InfraStake压力机组件必须施加足够的向下力才能抵消来自InfraStake冲压缸的总力。

冲压阀：冲压阀：冲头需要一个2位阀门; 如果冲头分成组，则需要附加的阀门。如果购买低压凸台传感器，则需要
使用三位双电控开阀，而不是二位阀。

冷却空气阀：网求空气冷却需要冷却空气阀：网求空气冷却需要一个三位双电控开阀。

冷却空气过滤：冷却空气过滤：。冷却空气回路需要0.01微米过滤。所提供的双流冷却空气套件应安装在冷却空气阀
和InfraStake歧管之间，所示如图产品如果进气供应的英文油性或脏的，可能需要额外的过滤。

空气管路：空气管路：每条回路应使用不同颜色的空气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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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垂直InfraStake歧管歧管

端口大小：端口大小：

港口港口 入口外径入口外径 入口入口ID 出口出口OD 出口出口ID

打孔延长端口 6毫米（1/4“ ） 4毫米（1/8“ ） 4毫米（5/32“ ） 2.4毫米（3/32“ ）

打孔撤回港口 6毫米（1/4“ ） 4毫米（1/8“ ） 4毫米（5/32“ ） 2.4毫米（3/32“ ）

冷却空气端口 10毫米（3/8“ ） 6.5毫米（1/4“ ） 4毫米（5/32“ ） 2.4毫米（3/32“ ）

流量控制器安装在冷却空气出口端口。

InfraStake过程需要两个冷却空气流量; 灯打开时流速低，冲头伸出时流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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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低流量和高流量的冷却空气设置低流量和高流量的冷却空气

所有连接到相同调节器的模块将具有相同的冷却空气流量，并且需要被视为一组。低流量冷却空气由调节器控
制。高流量冷却空气由未调节的机器压力决定。流量控制器用于调节组中每个模块的冷却空气流量相同。除非应
用报告另有说明，否则将低流量冷却空气设置为建议值。

推荐低流量冷却空气：推荐低流量冷却空气：

IS32 10 SCFH

IS125 25 SCFH

ISM20 25 SCFH

按照以下步骤分组设置冷却空气阀：按照以下步骤分组设置冷却空气阀：

1. 完全打开一个组中的所有流量控制。

2. 打开低流量冷却空气。

3. 通过从模块断开冷却空气管路并将其连接到包装内包含的0-100 SCFH流量计上的管接头上来测量模块的低
流量冷却空气。

4. 使用调节器将一组中的低流量冷却空气调节至接近推荐值。

5. 使用流量控制将每个模块微调到相同的低流量值; 当低流量冷却空气正确时锁定每个流量控制。

6. 重复每个模块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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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干燥，无润滑的压缩空气对于清洁，干燥，无润滑的压缩空气对于InfraStake过程至关重要。过程至关重要。

电气集成电气集成

连接模块电源线连接模块电源线

集成包包含以下连接方式之一：

飞行导线：飞行导线：根据需要终止

隔板连接器：隔板连接器：安装在接线盒中

在线连接器：在线连接器：  安装在支架上或根据需要固定

连接模块传感器电缆连接模块传感器电缆

集成包可能包含用于过程监控的模拟和/或数字传感器。将传感器连接到随附的M8电缆。

IS32：：  模拟

IS125：：数字

ISM20：：数字

InfraStake模块电源连接器模块电源连接器

灯连接不依赖于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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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销 描述描述

1 灯输出（0 VDC）

2 灯功率（+12 VDC）

3 不曾用过

4 不曾用过

从针边看的男性连接器

InfraStake模块传感器连接器模块传感器连接器

这根电缆需要正确接线作为机器控制器的输入。

销销 描述描述 颜色颜色

1 正* 棕色

2 输入/信号 黑色

3 通用（0 VDC） 蓝色

- ⏚ 屏蔽

* 5-32 VDC数字
* 10 VDC模拟参考电压

从针边看的男性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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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ake过程过程

钳钳

8/13



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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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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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撤回

处理顺序处理顺序

1. 机器扩展InfraStake模块并将部件夹在一起。

2. 控制器打开低流量冷却空气和灯泡。

3. 灯和低流量冷却空气在加热时间期间保持开启。

4. 控制器关闭灯并延长冲头形成凸台，高流量冷却空气打开。

5. 当冲压时间到期时，冲头缩回，同时零件仍然被夹紧在一起。高流量冷却空气保持开启。

6. 机器收回InfraStake模块。

7. 当高流量冷却时间到期时，冷却空气切换回低流量，冷却空气计时器启动。

8. 低流量冷却空气保持打开，直到冷却空气计时器到期。

注意：注意：如果下一个机器周期在高流量计时器到期之前启动，则冷却空气将切换到低流量。

处理设置处理设置

应用程序报告：应用程序报告：如果部件提供给歌颂，可能会有一个应用程序报告，其中包含适当的过程设置。如果不
是，可以使用处理助手建立设置。

处理助手：处理助手：。处理助手能够找到应用程序的最佳放样过程激活处理助手并按照提示设置InfraStake进程。

注意：注意：应避免过热，导致塑料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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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监控设置过程监控设置

使用以下说明设置InfraStake进程监视。IS32模块具有集成的模拟传感器，通过InfraStake集成软件可以通过HMI
轻松进行编程。必须将其物理调整到正确的位置。

放样高度放样高度/全行程验证设置全行程验证设置

建立InfraStake过程后...

加载一个好的，放样的部分。

带来新闻工作的位置。

延长拳。

在人机界面上，选择“ 监视器监视器”选项卡并打开“  监视设置监视设置” 屏幕。

选择你想要编程的模块

打开桩号高度或全行程验证

设置打孔位置

IS32：：展示进入  限制设置限制设置。示状语从句：教高度验证模块设置上限下限状语从句：。

IS125：：旋转螺钉1/4圈，松开模块上的传感器，调整直到传感器开启。重新拧紧传感器。

ISM20：：通过部分松开带夹松开模块上的传感器夹具，并进行调整，直到传感器开启。重新拧紧传
感器。

凸台高度凸台高度/凸台存在验证设置凸台存在验证设置

建立InfraStake过程后...

加载一个好的，没有破裂的部分。

带来新闻工作的位置。

延长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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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机界面上，选择“ 监视器监视器”选项卡并打开“  监视设置监视设置” 屏幕。

选择你想要编程的模块

打开老板身高或老板在场验证

设置打孔位置

IS32：：展示进入  极限设置，极限设置，并在老板高度验证模式下教授模块。设置上限和下限。

IS125：：旋转螺钉1/4圈，松开模块上的传感器，调整直到传感器开启。重新拧紧传感器。

ISM20：：通过部分松开带夹松开模块上的传感器夹具，并进行调整，直到传感器开启。重新拧紧传
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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