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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焊接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艾西特数控机械有限公司、成都华远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海别得（上海）商

贸有限公司、常州九圣焊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六和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火焰切割机械

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昆山乾坤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江苏亚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昆山华恒切割系统

有限公司、宁波金凤焊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哈尔滨焊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茂忠、杨斌、徐江、杨京华、马红星、王智新、朱军营、张友彬、王昌、李

乃健、赵松柏、李云稀、张永刚、张鹏、蒋宝、聂鑫。 



T/CWAN 0036—2021 

1 

  

数控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控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以下简称“切割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型号、基本参

数、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龙门式和台式数控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试验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75  焊接术语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IEC 60204-1：2016，IDT） 

GB/T 8923.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表面和

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ISO 8501-1:2007，IDT） 

JB/T 50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2部分：涂装 

JB/T 5102-2011  坐标式切割机（ISO 8206：1991，MOD） 

JB/T 7438 热切割设备  空气等离子弧切割机 

JB/T 10045  热切割  质量和几何技术规范（ISO 9013：2002，MOD） 

JB/T 13382.1-2018  激光切割机床  第1部分：精度检验 

T/CWAN 0037  切割质量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375和JB/T 1004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数控切割机  CNC cutting machine 

用数字指令形式控制割炬运动轨迹进行材料切割加工的设备。 

 

数控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  CNC high precision plasma cutting machine 

实现本文件规定的切割质量要求的，利用等离子工艺进行高精度切割的数控切割机。又可称精细等

离子切割机或类激光等离子切割机。 

 

龙门式切割机  gantry cutting machine 

采用龙门结构形式的切割机。 

 

台式切割机  desktop cutting machine 

采用台式结构形式的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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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和型号 

切割机按结构形式可分为龙门式和台式。 

型号可依据切割机特点由生产厂编制，型号至少包含以下要素：结构形式代号、加工范围。 

5 技术要求 

导轨的安装精度 

5.1.1 纵向主导轨侧面直线度允差：±0.05mm/1000 mm，±0.10 mm/10000 mm。 

5.1.2 纵向副导轨侧面直线度允差：±0.20 mm/20000 mm。 

5.1.3 纵向主导轨和纵向副导轨纵向轨面与水平面平行度（以下称水平精度）允差：±0.2 mm/1000 mm， 

20000 mm 长度内水平精度允差：±1.0 mm。 

5.1.4 纵向主导轨横向轨面水平精度允差：±0.05 mm/1000 mm。 

5.1.5 纵向副轨道横向轨面水平精度允差：±0.10 mm/1000 mm。 

5.1.6 纵向主导轨与纵向副导轨的轨面平面度允差：±0.50 mm。 

5.1.7 在整个纵向导轨长度范围内，主导轨与副导轨侧面之间平行度允差：±1.0 mm。 

5.1.8 在整个横向导轨长度范围内，横向导轨侧面直线度允差：±0.08 mm。 

5.1.9 在整个横向导轨长度范围内，主导轨与副导轨侧面之间平行度允差：±0.08 mm。 

5.1.10 导轨上齿条精度要求应不小于 7 级。 

5.1.11 X、Y 轴空程运行速度不小于 24m/min,加速度不小于 0.4m/s2。 

5.1.12 Z 轴应为伺服控制，空程运行速度不小于 8m/min。 

额定行程尺寸 

5.2.1 割炬高度调节的有效行程应大于额定行程，差值不小于 3mm。 

5.2.2 切割机的有效切割宽度应大于额定切割宽度，差值不小于 10mm。 

5.2.3 切割机的有效切割长度应大于额定切割长度，差值不小于 20mm。 

工作精度 

5.3.1 切割机割炬运动应为双边驱动，分别以 1000mm/min 和 6000mm/min 的运行速度对割炬的运动

精度按 6.2 规定图形划线检验，相关精度应不大于表 1 中要求。 

表1 规定图形划线检验要求 

单位为mm 

项目 允差 备注 

交点偏移 

1000mm/min 

±0.20 

6000mm/min 

±0.30 三条以上线相交处 

直 线 度 ±0.10 ±0.10 拐角附近为重点 

圆   度 ±0.15 ±0.20 — 

对角线差 ±0.20 ±0.30 — 

5.3.2 切割机割炬上下运动轨迹的垂直度按 6.3 方法检验，百分表读数允差为±0.10mm。 

5.3.3 切割机割炬 Z 轴的跟踪精度按 6.4 规定方法检验，百分表读数允差为±0.30mm。 

5.3.4 切割表面质量：切割面割纹深度≤12.5μm，平面度≤1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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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切割小圆孔的尺寸偏差：切割上沿圆度≤0.20mm，内孔切割面垂直度≤1.0°，其他切割面垂直

度≤2.0°。 

5.3.6 切割其他图形的尺寸偏差应不大于符合表 2 中要求。 

表2 工件尺寸偏差 

单位为mm 

精度 切割厚度 
基本尺寸范围 

35~<315 315~<1000 1000~<2000 2000~4000 

A 6~25 ±0.5 ±1.0 ±1.5 ±2.0 

B 6~25 ±1.0 ±1.5 ±2.0 ±2.5 

注： 表中所列的工件尺寸偏差适用于： 

a) 图样尚未注公差的尺寸； 

b) 长宽比小于或等于 4:1 的工件； 

c) 切割周长大于或等于 350mm 的工件。 

气路 

5.4.1 气路系统应能保证额定切割厚度的供气流量和供气压力。 

5.4.2 切割机配备的割炬及气路的气密性应符合 JB/T 7438 的要求。 

5.4.3 电气控制 

5.4.4 控制电路进行经绝缘试验，应符合 GB/T 5226.1-2019 中 18.3 的要求。切割机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3Ω。 

5.4.5 当网路电压波动范围在±10%以内时，割炬运行速度变化率范围应不大于±10%。 

涂装 

5.5.1 切割机的涂装应符合 JB/T 5000.12 标准的要求。 

5.5.2 所有部件表面在实施防腐处理前，应彻底清除铁锈、氧化皮、焊渣、油污、灰尘、水分等。 

5.5.3 所有设备的焊接件采用喷砂除锈，除锈等级达到 Sa2.5 级。 

5.5.4 涂装前应进行表面防锈处理，防锈等级 Sa2 1/2 级，符合 GB/T 8923.1 标准的要求。 

5.5.5 总漆膜（塑膜）厚度不小于 130 μm。 

5.5.6 涂装颜色按双方协商执行。 

6 检验方法 

纵向、横向导轨安装精度依据 JB/T 5102-2011 中 7.1 的方法进行，应符合 5.1 的要求。 

工作精度应进行规定图形划线检验，依据 JB/T 5102-2011 中 7.2.2 方法进行，应符合 5.3.1 的要求。 

割炬 Z 轴运动垂直度的检验，依据 JB/T 13382.1-2018 中第 5 章 G3 方法进行，应符合 5.3.2 的要

求。 

割炬 Z 轴的跟踪精度采用附录 A.1 进行检验，应符合 5.3.3 的要求。也可进行切割试验，按照图

A.2 斜度摆放的平整钢板进行切割，切割图形和切割工件质量应符合 6.5 的规定。 

依据 T/CWAN 0037 方法进行切割试验，分别进行下列要求的切割试验，钢板冷却至常温后对切

割工件进行检验（除引入和引出点外）： 

a) 切割厚度 6-25 mm 的规则、洁净低碳钢板，切割带有 30°角度图形的零件，切割工件的切割表

面质量应符合 5.3.4 的要求，尺寸偏差应符合 5.3.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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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切割厚度 6-25mm 的规则、洁净低碳钢板，切割与板厚等值直径的圆孔，切割工件的切割表面

质量应符合 5.3.4 的要求，尺寸偏差应符合 5.3.5 的要求。 

7 验收规则 

切割机出厂前，每台应进行逐项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用户验收时，由指定的安装地点安装完毕后，可根据本文件和用户协议对各项数据和性能进行检

验和抽检，由用户现场监督。并可选用下列方式进行验收： 

a) 用户可根据授权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验收； 

b) 用户可以委托授权检验机构代为验收。 

8 标志、包装、贮存 

切割机的气路、电路接口及危险部位应有明显标志。标牌应至少标出型号、名称、出厂日期、出

厂自编号、主要技术参数、厂名和厂址等内容。 

切割机（包括附件、备件）在装箱时应采取防振、固定和防雨措施，以适应运输及露天存放的要

求。数控切割机装箱方式也可与需方协商确定。 

随同切割机提供的技术文件至少应有： 

a) 装机清单； 

b) 出厂合格证明书； 

c) 出厂验收报告； 

d) 使用维护说明书及相关文件、图样； 

e) 产品保修证书。 

储存环境应干燥、通风，不应有腐蚀及易燃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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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等离子割炬弧压跟踪精度检测试验方法 

A.1 范围 

适用于等离子切割机割炬上下跟踪精度的检验。 

A.2 基本原理 

采用虚拟电压的方式，将实时的电容信号转换为模拟量信号，实现跟踪反馈（见图A.1所示）。 

 

图A.1 基本原理示意图 

A.3 检验方法 

A.3.1 在切割料台上放置幅面为1000 mm×500 mm（X×Y）的平整钢板，钢板厚度不小于10 mm。利

用水平仪调整钢板X、Y方向的水平精度，允差±0.1mm。 

A.3.2 按照6.3规定的方法检测割炬Z轴运动垂直度，应符合5.3.2的要求。 

A.3.3 割炬夹持位置安装百分表，将百分表表头沿钢板X、Y方向分别运动，检测割炬运动平面度，百

分表允差≤0.10mm。 

A.3.4 割炬下降到距离板材高度5 mm位置，保持割炬高度不变，调整切割电流为100A（或额定切割

电流的60%），测量实际弧压值。 

A.3.5 计算弧压与高度比例关系，调节分压板，使5 mm高度对应等离子切割参数弧压。 

A.3.6 建立底边与高度比例为1000：25的斜坡，如图A.1所示。调整切割电流为100A（或额定切割电流

的60%）测试高度跟随系统，将百分表按照图A.1所示夹持于割炬升降体，百分表表头沿钢板上、下分

别运动，读取百分表数值为割炬上下运动跟踪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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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割炬；2——割炬升降体；3——百分表架；4——百分表。 

图A.2 割炬上下跟踪精度检验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