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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人规格

[1-1] 机器人手臂 (KJ314C)
1. 型号 KJ314C-D0 , KJ314C-D1

2. 型式 多关节型机器人 + 摆动装置

3. 动作自由度 7 轴 (6 轴 + 1轴)

4. 轴规格 动作轴 最大动作范围

 手臂旋转 (JT1) +120 ゜ ～－120 ゜

手臂伸缩 (JT2) +130 ゜ ～－ 80 ゜

手臂上下 (JT3) +  90 ゜ ～－ 65 ゜

手腕弯曲 (JT4) +720 ゜ ～－720 ゜

手腕弯曲 (JT5) +720 ゜ ～－720 ゜

手腕弯曲 (JT6) +410 ゜ ～－410 ゜

摆动 (JT7) +  90 ゜ ～－ 90 ゜

5. 重复性 ±0.5 mm (在工具安装表面)

6. 反复精度 ±1.0 mm (在工具安装表面)

7. 最大有效负荷 手腕 : 15 kg (在工具安装表面)

上机械臂 : 25 kg

       (在上机械臂 :包含加压隔间内的涂装设备)

8. 最大涂装速度 1500 mm/s (在工具安装表面的中心)

9.

JT4 56.2 N･m           2.19 kg･m2

JT5 43.4 N･m           1.31 kg･m2

JT6 22.0 N･m           0.33 kg･m2

Note*

10.驱动电机 无刷AC伺服电机

11.作业范围 参照附加图

12.质量 720 kg　(可选除外)

13.涂色 相当于蒙赛尔 10GY9/1

14.按装 壁挂

15.环境条件 (温度)  0 ～ 40 ﾟC, (湿度)  35 ～ 85 %, 不可结霜，雾

16.防爆 增压的和内置保险

17.对操作装置供气 清洁，干燥空气 : 0.5 Nm3/min, 0.4～0.7 MPa

露点 : 大气压下－17 ℃ 或以下

固体材料 : 0.01 μm 或以下

油量检测 : 雾分离 99.9999% 或更多

18.自选 可调节机械制动器 : JT1/JT2/JT3

归零成套治具

喷涂设备

    FGP 电机 (1个装置可配备)

    涂装电磁阀 (最多3个单元可配备)

    涂装电控转换器 (最多可装备 3个单元)

机械臂上盖

应用软管防护装置

19.其他 关于维护部件,备件,请另行咨询.

最大负荷扭距 惯性运动*

该表中的值表示达到手腕各轴容许的最大扭矩负荷时所允许的JT4/JT5/JT6
负荷惯性运动。
关于其他细节请另行咨询我司。

手腕负荷能力



[1-2] 机器人手臂 (KJ264C)
1. 型号 KJ264C-B0 , KJ264C-B1 (地面)

KJ264C-D0 , KJ264C-D1 (安装壁是左侧)

KJ264C-F0 , KJ264C-F1 (安装壁是右侧)

KJ264C-H0 , KJ264C-H1 (台架)

2. 型式 多关节型机器人

3. 动作自由度 6 轴

4. 轴规格 动作轴 最大动作范围

 手臂旋转 (JT1) KJ264C-B□ +120 ゜ ～－120 ゜

KJ264C-D□ +120 ゜ ～－ 30 ゜

KJ264C-F□ + 30 ゜ ～－120 ゜

KJ264C-H□ +120 ゜ ～－120 ゜

手臂伸缩 (JT2) +130 ゜ ～－ 80 ゜

手臂上下 (JT3) +  90 ゜ ～－ 65 ゜

手腕弯曲 (JT4) +720 ゜ ～－720 ゜

手腕弯曲 (JT5) +720 ゜ ～－720 ゜

手腕弯曲 (JT6) +410 ゜ ～－410 ゜

5. 重复性 ±0.5 mm (在工具安装表面)

6. 反复精度 ±1.0 mm (在工具安装表面)

7. 最大有效负荷 手腕 : 15 kg (在工具安装表面)

上臂 : 25 kg

        (在上机械臂 :包含加压隔间内的涂装设备)

8. 最大涂装速度 1500 mm/s (在工具安装表面的中心)

9.

JT4 56.2 N･m           2.19 kg･m2

JT5 43.4 N･m           1.31 kg･m2

JT6 22.0 N･m           0.33 kg･m2

Note*

10.驱动电机 无刷AC伺服电机

11.作业范围 参照附加图

12.质量 KJ264C-B□ 540 kg　(可选除外)

KJ264C-D□ , -F□ , -H□ 530 kg　(可选除外)

13.涂色 相当于蒙赛尔10GY9/1

14.按装 KJ264C-B□(地面)

KJ264C-F□(安装壁是右侧)

15.环境条件 (温度)  0 ～ 40 ﾟC, (湿度)  35 ～ 85 %, 不可结霜，雾

16.防爆 增压的和内置保险

17.对操作装置供气 清洁，干燥空气 : 0.5 Nm3/min, 0.4～0.7 MPa

露点 : 大气压下－17 ℃ 或以下

固体材料 : 0.01 μm 或以下

油量检测 : 雾分离 99.9999% 或更多

18.自选 可调节机械制动器 : JT1/JT2/JT3

归零成套治具

喷涂设备

    FGP 电机 (1个单元可配备)

    涂装电磁阀 (最多3个单元可配    涂装电磁阀 (最多3个单元可配备)

    涂装电控转换器 (最多可装备 3个单元)

机械臂上盖

应用软管防护装置

19.其他 关于维护部件,备件,请另行咨询.

最大负荷扭距 惯性运动*

该表中的值表示达到各轴容许的最大扭矩负荷时所允许的JT4/JT5/JT6的负荷惯性
运动。
关于其他细节请另行咨询我司。

KJ264C-D□(安装壁是左侧)

KJ264C-H□(台架)

手腕负荷能力



[2] 控制器
1.  型号  E25/E27

2.  外壳  外壳结构 / 间接冷却系统

3.  尺寸  参考附图

4.  控制轴数  6 轴

5.  伺服控制和驱动系统 全数字伺服系统

6.  控制型式  示教模式  关节，基座，工具，固定工具 (可选) 操作模式

   重复模式  PTP, CP 控制模式

   关节，线性，循环的(可选) 内插

7.  示教方式  示教或AS语言程序

8.  存储能力  8 MB

9.  外部操作信号  外部电机电源切断，外部控制等.

10.  通用信号  输入信号  32 信道 (包含专用信号)

 输出信号  32 信道 (包含专用信号)

11.  操作盘  基本操作开关

 (示教/重复 SW, 异常停止 SW, 控制电源灯)

12.  电缆长度  非危险区域电源/信号电缆  3 m

 危险区域电源/信号线  3 m

 示教器电缆 10 m

13.  质量  参考附图

14.  动力条件  AC200 V - AC220 V±10%, 50/60 Hz, 3 相

 最大5.6 kVA(E27), 最大 10 kVA(E25)

15.  接地  小于 10Ω(防爆) ,小于n 100 Ω (机器人专用接地)

 泄露电流: 最大100 mA

16.  环境温度  0 - 45 °C  

17.  相对湿度  35 - 85 % (无结霜)

18.  颜色  相当于蒙赛尔: 10GY9/1

19.  示教器  内置安全结构，彩色监视器(7.2 英寸 LCD) 带触摸盘

紧急制动，示教连锁和安全开关

20.  自选

 通用 输入信号  64/96/128 信道 (包含专用信号)

 信号 输出信号  64/96/128 信道 (包含专用信号)

 I/O 连接器  D-SUB 37端子(阳，阴) 带罩

 操作盘  电机电源 ON, 循环启动, RUN/HOLD, 出错复位，出错指示灯

 电源/信号线  非危险区域  5,7,10,15,20,25,30m

 危险区域        1,5,7,10,15m  总长: 最大. 40 m

 示教器电缆  5m, 15m, 20m, 25m

 示教器  非危险区域  3,5,7,10,15,20,25,30m

 连接器箱  危险区域        1,3,5,7,10,15,20,25,30m 总长: 最大 50 m

辅助存储器  USB 内存

 制动解除  制动解除开关

 AC 电源插座  AC100V 电源插座

 PC 电缆  1.5 m, 3 m

 示教器选项  电缆挂钩，较少TP的连接器

 其它  空调，LED 照明，现场BUS,软件PLC, 模拟输入/输出

 传送机同步，涂装设备控制等

21.  其它 维修配件和备件请咨询川崎营业部

 7/8/9 轴(除了内置，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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