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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本手册

说明手册

一定要按照设备自带操作手册中的说明使用 Struers 设备。

注释
在使用之前请认真阅读《使用手册》。

注释
如果要查看详细的具体信息，请见本手册的在线版本。

1.1 附件和耗材

配件

关于可用范围的信息，请见：Struers 网站 (http://www.struers.com)。

耗材

该设备只能使用专门针对此目的和此类机器设计的 Struers 耗材。

其他产品可能含有侵蚀性溶剂，可能会溶解( 例如 ) 橡胶密封。如果损坏是因使用非 Struers 供

应的耗材直接造成的，则这些机器零件 ( 如密封件和管子) 可能无法享受保修。

关于可用范围的信息，请见：

• Struers 耗材目录 (http://www.struers.com/Library)

2 安全性

2.1 预期用途

用于对材料进行专业的自动材相研磨或研磨，以供进一步的材相制备。机器仅供技术娴熟 /经
过培训的人员操作。该机器要使用专门针对此目的和此类机器设计的 Struers 耗材。

机器适用于专业的工作环境 ( 如材相实验室) 。

不得将本机器用于以下用途 制备除了适用于材相研究的材料之外的材料。此机器不得用

于任何类型的爆炸性和 /或可燃性材料，或在加工、加热或加

压期间不稳定的材料。

型号 Xmatic采用高压清洁

Xmatic采用高压清洁和超声波清洁

6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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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功能

机器配有以下安全装置：

• 紧急停止按钮

停止所有危险移动

• 平面研磨防护罩联锁 ( 研磨防护罩 )

在机盖打开时，防止磨石 /磨盘转动

• 限速功能，平面研磨站

如果超过转速，电机停止工作

• 限速功能，试样移动器头

如果超过转速，电机停止工作

• 主防护罩联锁，危险移动

在主防护罩打开时，防止工作区内的任何移动

• 主防护罩联锁，水和酒精

在主防护罩打开时，防止滴入水和酒精

• 主防护罩联锁和锁定功能

在运行后或断电的情况下，防止接触任何移动部件

• MD 升降机门联锁

在门打开时，防止升降机移动

• MD 升降机门联锁和锁定功能

在运行后或断电的情况下，防止接近 MD 升降机

• 垂直传送器门联锁

在门打开时，防止垂直传送器移动

• 循环单元门联锁

在门打开时，防止泵运行

• 排气监控系统

防止在没有安装排气系统的情况下使用酒精

2 安全性

Xmatic 7



紧急停止按钮

A 紧急停止按钮

在制备过程中进入制备区域

一旦机器完成制备，必须等待大约 3 分钟，才能打开主防护罩。

2.2.1 Xmatic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之前务必仔细阅读

具体安全注意事项 - 残余风险

1. 忽略此信息和对设备操作不当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材料损坏。

2. 确保实际电源电压与机器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机器必须接地 ( 地线) 。

3. 拆解机器或安装额外组件前，先关闭机器、断开电源。

4. 将机器接到冷水龙头。要保证接入阀是防漏的且排水管工作正常。较长时间不使用机器

时请切断水源。

5. 确保紧急停止按钮工作正常。

6. 使用试样夹具座时，请先确认所有试样均已牢固地夹紧，并配重平衡，然后再开始制备流

程。

7. 请戴上合适的手套，以防手指被粗糙和高温 /尖锐试样所伤。

8. 该设备只能使用专门针对此目的和此类机器设计的 Struers 耗材。

8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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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安全注意事项

1. 机器必须按照当地的安全法规进行安装。本机器和任何连接设备的所有功能必须处于

正常运转状态。

2. 操作员必须阅读安全注意事项和说明手册，以及所有连接设备和附件的手册相关部

分。

操作员必须阅读操作手册并根据情况阅读所用耗材的安全数据表。

3. 一定要按照设备自带操作手册中的说明使用 Struers 设备。

4. 检修或维修过程中如需拆卸设备的任何部件，都应由合格的技术人员 ( 机电、电子、机

械、气动等 ) 进行。

5. 如果发现功能异常或者听到异常噪音，请关闭机器，并联系技术服务部门。

6. 如因使用不当、安装不当、改装、忽视、意外或不当维修等原因对使用者或设备造成伤

害，Struers 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2.3 安全消息

Struers 使用以下符号指示潜在危险。

电气危险
此符号指示电气危险，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受伤。

危险
此符号指示高级别风险，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受伤。

警告
此符号指示中等级别风险，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受伤。

小心
此符号指示低级别风险，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人员轻微或中度受伤。

挤压危险
此符号指示挤压危险，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人员轻微、中度或严重受

伤。

高温危险
此符号指示高温危险，如果不加以避免，将导致人员轻微、中度或严重受

伤。

常规消息

注释
此符号指示有财产损失风险，或继续操作时需要特别注意。

2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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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此符号表示有额外信息和提示。

2.4 本手册中的安全消息

警告
如果主防护罩出现明显老化或损坏迹象，必须立即更换。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警告
在达到最大使用寿命 20 年后，必须更换安全关键组件。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警告
安全装置有问题时切勿使用机器。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警告
发生火灾时，请提醒周围人员，并通知消防队。切断电源。使用干粉灭火器。不

要用水。

电气危险
机器必须接地( 地线 ) 。
确保实际电源电压与机器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

电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电气危险
设备通过安全隔离变压器保护。

确保存在足够的 ik_min 级别。

联系合格电工验证解决方案。

一定要遵守本地规定。

电气危险
安装电气设备前先断开电源。

确保实际电源电压与机器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

电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电气危险
循环冷却装置的泵必须接地。

确保电源电压与泵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

电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电气危险
只能由合格的技术人员断开装置的供电电源。

小心
一定要按照设备自带操作手册中的说明使用 Struers 设备。

10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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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如果机器损坏，请勿使用。

小心
安全装置必须每年至少测试一次。

小心
测试应由合格的技术人员进行 ( 机电、电子、机械、气动等 ) 。

小心
长期暴露于噪音环境下可能会导致听力永久性损伤。

如果噪声级超出当地规定的水平，请使用听力保护装置。

小心
不要在机器上使用不兼容的附件或耗材。

小心
请戴上合适的手套，以防手指被粗糙和高温 /尖锐试样所伤。

小心
确保机器保持水平。

小心
机器停靠在轮子上时，不得运行机器。

小心
避免皮肤接触冷却液添加剂。

小心
循环水箱满时非常重。

小心
供给机器的冷却液压力必须最大为 2 bar。

2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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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始使用

3.1 设备说明

这是一台自动化机器，用于材相研磨、抛光和清洁。

操作员选择制备参数、研磨 /抛光表面以及用于该方法的悬浮液 /润滑剂。机器有标准的制备和

清洁方法，且可以添加定制的方法。

操作员通过将试样夹具座放在垂直传送器上的抽屉中，开始该过程。垂直传送器上最多可放

置 8 个试样夹具座。

将试样夹具座放置在垂直传送器上时，机器会自动进行检测，并在图形用户界面 (GUI) 上显示

出来。待制备样品的表面积可由机器自动识别，以确定参数：力、水流和悬浮液 /润滑剂的正确

滴液水平。

操作员为每个试样夹具座选择不同的研磨 /抛光方法和 /或清洁方法。

操作员按下 “开始 ”按钮，根据为每个试样夹具座选择的方法，启动流程。垂直传送器将试样夹

具座传送到拾取点，移动器头从拾取点拾取试样夹具座。根据所选的方法，移动器头将试样夹

具座带入每个过程步骤。

典型的方法包括高切割平面研磨步骤，随后，是在超声波室或高压清洁室中的清洁步骤。之

后，在 MD研 磨 /抛光台上，进行一系列研磨和 /或抛光步骤。在 MD 台，机器可以自动交换 MD
盘，并将加料器臂定位在 MD 盘上。

在 MD 台的一个步骤中，机器会自动对选定的耗材或水进行定量。在 MD 台的每个步骤之间，
试样夹具座通常进行清洁和干燥。

在最后一个加工步骤之后，移动器头将试样夹具座送回拾取点，垂直传送器将试样夹具座送

回抽屉。抽屉会自动打开，指示试样夹具座中的试样已准备好接受检查。

该机器能够自动处理垂直传送器上的所有试样夹具座，无需操作员干预。

机器可识别机器中存在的所有 Struers 耗材。这允许机器提示操作员所选方法的耗材缺失或不

足。

在操作员启动机器时，机器的主防护罩锁定，并保持锁定，直到所有危险动作停止。在主防护

罩打开时，机器不可运行。

清洁

根据选择的清洁方法，通过高压清洁和 /或超声波清洁，完成清洁。这些类型的清洁在两个独立

的室中进行。酒精可用于清洁和干燥对水敏感的材料，它是高压清洁过程的一部分。在高压清

洁过程中，也可以使用浓缩肥皂。

MD 升降机

MD 盘将根据所选方法自动交换。MD 升降机中最多可放置 8 个不同的研磨 /抛光表面。

在机器制备试样夹具座时，操作员可以接触 MD 升降机，但当机器更换研磨 /抛光表面时，操作

员不能接触。

瓶架

可以根据方法，选择多种悬浮液和润滑剂，包括氧化物抛光悬浮液。瓶架最多可容纳 7 瓶耗

材，1 瓶酒精和 1 瓶浓缩肥皂。耗材瓶通过专用于每个单独瓶子位置的连接器连接到机器。

12 Xmatic

3 开始使用



在机器制备试样夹具座时，操作员可以更换悬浮液 /润滑剂瓶，但如果正在使用相关悬浮液

/润滑剂，则不能更换。

如果移除一个瓶子并插入新的，GUI 将询问是否需要自动冲洗，在管连接到新瓶子之前，
可以插入冲洗功能中。

机器配有 2 个紧急停止单元。如果其中一个紧急停止被激活，所有危险的移动部件都会停

止。

型号

Xmatic采用高压清洁

Xmatic采用高压清洁和超声波清洁

3.2 设备说明

Xmatic 是一款用于材相平面研磨和抛光 ( 包括使用氧化物悬浮液制备 ) 的自动机器。

为给研磨过程供应冷水，可以选择连接一个循环冷却单元。

操作员选择制备参数和研磨 /抛光盘。

流程第一步是将试样夹在试样夹具座中，然后，打开前罩，将其放入机器中。Xmatic也可以

配备输入进料器。如果配备，操作员打开每个试样夹具座的门，将试样夹具座放入进料器。

进料器中最多可放置 8 个试样夹具座。

将试样夹具座放入进料器或直接放入机器时，机器会自动检测其存在，并在图形用户界面

上显示出来。操作员为试样夹具座选择一种方法。如果Xmatic配有进料器，操作员可以为进

料器中的每个试样夹具座选择不同的方法。

不带进料器的Xmatic一次将制备 1 个试样夹具座，且操作员必须手动取出制备好的试样夹

具座，并插入一个新的。

配有进料器的Xmatic通过打开单独的门，向操作员指示，已准备好接受检查并可以取出的

试样夹具座。可以插入新的试样夹具座、选择方法和进行准备。

研磨 /抛光盘将根据选择的方法自动更改。机器中可以放置 8 个不同的研磨 /抛光盘。

可以根据方法，选择多种悬浮液和润滑剂，包括氧化物抛光悬浮液。

在每个步骤之间，都会对试样夹具座进行清洁。通过高压清洁和 /或超声波清洁来完成清

洁。这些清洁工作在两个独立的腔室内完成。此外，也可使用酒精来清洁和吹干水敏感材

料，并且酒精是高压清洁室的一部分。

在最后一个制备步骤之后，清洁并干燥试样夹具座，然后便可接受检查。

操作员启动机器时，机器的防护罩会上锁，并在电机停止前保持锁定状态。机器防护罩打

开时，机器无法运行。

在机器制备试样夹具座时，可以操作试样夹具座进入进给器 ( 插入和取出 ) ，但在机器接收 /
传送试样夹具座到研磨 /抛光区域时，不能操作。

可以在机器制备试样夹具座时重新填充或更换研磨 /抛光表面，但不能在更换研磨 /抛光表

面时进行。

选择参数 ( 方法 ) 后，操作员可通过按下图形用户界面上的启动按钮启动机器。

如果激活了紧急停止功能，则会切断所有移动部件的电源。

3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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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Xmatic采用高压清洁

Xmatic采用高压清洁和超声波清洁

3.3 概述

前视图

A 研磨站
B 主防护罩
C 超声波清洁台 (可选 )
D 高压清洁站
E MD 研磨和抛光
F MD 升降机
G 紧急停止
H 总开关
I 瓶架
J 电气隔间
K 循环装置隔间
L 循环装置
M 显示
N 拾取点
O 垂直传送器

14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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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视图

右侧

总开关。

左侧

A 水流调节器 和供水
B 进水口
C 出水口
D 以太网连接
E 压缩空气
F 外部控制信号
G 排气

后视图 - 电源

3 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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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显示器

显示屏是一个触摸屏，您可以点按按钮、图标和特定区域来访问屏幕或激活功能。

所有编程和操作都在触控屏上进行。

当您打开机器时，软件启动。

概述

A 试样夹具座功能区
B 主菜单
C 用户模式
D 耗材功能区
E MD 盘功能区

16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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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视图

A 此项表示抽屉中有一个试样夹具座，并显示包含多少试样。
B 此项显示所选方法的名称。
C 此项显示运行所选方法所需的时间。
D 此项显示方法中包含的步骤数。
E 点击此项，进入 Step selection ( 步骤选择 ) 和 Edit method ( 编辑方法 ) 子菜单。
F 在准备好运行所选方法时，点击运行按钮。您也可以使用此按钮，暂停正在运行的过

程。

注释
绿色运行按钮表示所选方法所需的所有耗材都已到位。

红色运行按钮表示运行该方法所需的一些耗材尚未到位。解决问题之

后继续操作。

G 点击此项打开下拉列表，显示所选方法的所有步骤。
H MD 盘功能区显示机器中可用的 MD 盘。
I 每当需要暂停时，请点击暂停按钮。
J 耗材功能区显示机器中可用的耗材。
K 此项显示登录到机器的用户类型。

4 安装

4.1 拆箱

包装箱

1. 打开和去除包装箱的侧边与顶部。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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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支架

• 拧下运输支架上用于将机器固定到货板的螺钉。

注释
Struers 建议保留所有原始包装和配件，以备未来使用。

4.2 提升

挤压危险
搬运机器时，小心不要压到手指。

在搬运重型机械时，建议穿着安全鞋。

18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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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机器 960 kg (2116 lbs)

所使用试样夹具座和耗材的重量。

重心

前视图 侧视图

A 884 mm (35")
B 817 mm ( 32")

A 329 mm (13")

从货板上起吊机器

1. 使用叉车，将机器抬离货板，以露出可调节支脚。

2. 将机器从货板上移开之前，松开可调支脚。确保支脚的位置高于车轮。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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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机器后侧的配重螺钉

– 使用 5 mm 内六角扳手，拆下配重螺钉。

使用叉车移动机器

1. 放置货叉时，使重心落在货叉之间。从前侧抬起机器。

2. 将机器移动到最终位置。

3. 降低机器，使轮子接触地面。

小心
确保机器保持水平。

20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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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动可调支脚，直到机器靠在支脚上。

小心
机器停靠在轮子上时，不得运行机器。

5. 卸下运输横梁，并将其存放起来，以备将来使用。另请参阅 ：拆卸运输横梁 ►22

注释
将机器放到水平地面上。

推动机器就位

1. 如果无法将机器直接放入其位置，则向上转动调整脚，将机器放置在其轮子上。

2. 卸下横梁并将其存放起来以备将来使用。另请参阅 ：拆卸运输横梁 ►22。安装有横

梁时，机器的轮子无法转动。

3. 移动机器以尽量靠近其位置。

4. 降低机器，使轮子接触地面。

注释
将机器放到水平地面上。

小心
机器停靠在轮子上时，不得运行机器。

5. 将机器推入正确位置。

小心
确保机器保持水平。

6. 转动调整脚，直至机器停靠在支脚上，并确保机器保持水平。

7. 卸下运输横梁，并将其存放起来，以备将来使用。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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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运输横梁

1. 卸下机器附带的轮子和运输横梁。

2. 存放横梁，以备将来使用。

机器和横梁 不带横梁的机器

4.3 检查包装箱单

包装箱中可能包含可选零件。

包装箱内应有以下部件：

件 说明

1 Xmatic

1 瓶子，方形，带 QR 标签，4 升

4 瓶子放置导轨，1 升

4 瓶子放置导轨，2 升

2 瓶子放置导轨，4 升

1 M5，L-200 mm 三角扳手

1 喷嘴清洁单元

1 循环单元，75 升水箱

1 1 个过滤袋

1 管和套管，直径 50mm，320mm

2 蜗杆软管夹，40-60/9.0-C7W2

1 管和套管，直径 50mm，140mm

1 DBI-DUT100 NA0870A PELD

1 Southco 钥匙，E3-26-819-15

1 进水软管，3/4" 连接

2 软管，Danflex K-126，直径 51mm

22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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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说明

1 弯头，87" 186113 050

1 用于自来水入口的 GEKA 盲板接头

4.4 检查包装箱单

包装箱中可能包含可选零件。

包装箱内应有以下部件：

件 说明

1 Xmatic

1 瓶子，方形，带 QR 标签，4 升

4 瓶子放置导轨，1 升

4 瓶子放置导轨，2 升

2 瓶子放置导轨，4 升

1 M5，L-200 mm 三角扳手

1 喷嘴清洁单元

1 Southco 钥匙，E3-26-819-15

1 进水软管，3/4 连接

1 蜗杆软管夹，40-60/9.0-C7W2

2 软管，Danflex K-126，直径 51mm

1 弯头，87" 186113 050

4.5 电源

电气危险
机器必须接地( 地线 ) 。
确保实际电源电压与机器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

电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电气危险
设备通过安全隔离变压器保护。

确保存在足够的 ik_min 级别。

联系合格电工验证解决方案。

一定要遵守本地规定。

电气危险
安装电气设备前先断开电源。

确保实际电源电压与机器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

电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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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发生火灾，请提醒周围人员，然后通知消防人员，并切断电源。使用干粉灭火

器。不要用水。

建议电源电缆规格

对于供电电缆，当地标准优先于此处建议。如有必要，请联系有资质的电工，以确认哪种选择

适合当地安装情况。

电压 /频率：3 x 200-240 V/50-60 Hz

最小保险丝：
35 A

最小保险丝时的最小电缆尺寸：
3 x AWG12/2.5 mm2 + PE

最大保险丝：
40 A

最大保险丝时的最小电缆尺寸：
3 x AWG12/2.5 mm2 + PE

电压 /频率：3 x 380-480 V/50-60 Hz

最小保险丝：
20 A

最小保险丝时的最小电缆尺寸：
3 x AWG14/1.5 mm2 + PE

最大保险丝：
40 A

最大保险丝时的最小电缆尺寸：
3 x AWG12/2.5 mm2 + PE

电气数据

根据电气规范和当地规定，可以为到电源的电缆另一端配备一个核准的插头或硬连线。

电压 /频率：3 x 200-240 V/50-60 Hz

功耗 200-240 V：3.6 kW

主电机输出 200-240 V：2.2 kW

最大载荷 200-240 V：15 A

电压 /频率：3 x 380-480 V/50-60 Hz

功耗 380-480 V/50-60 Hz：3.5 kW

主电机输出 380-480 V/50-60 Hz：2.2 kW

最大载荷 380-480 V/50-60 Hz：8 A

程序

关于规格，请参阅 技术数据 部分。

机器交付时没有电源电缆。

安装电源时需要：

• 电源线，4 导线，三相和一个接地

24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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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电缆连接到电气接线盒。

PE 地线 ( 接地 )
L1 相位

L2 相位

L3 相位

电气连接盒

EU 电缆

L1 棕色

L2 黑色

L3 黑色 或 灰色

地线 ( 接地 ) 黄色 /绿色

零线 蓝色

UL 电缆

L1 黑色

L2 红色

L3 橙色 /蓝绿色

地线 ( 接地 ) 绿色 ( 或 黄色 /绿色)

零线 白色

根据电气规范和当地规定，可以为到电源的电缆另一端配备一个核准的插头或硬连线。

外部短路保护

机器必须通过外部熔断器进行保护。有关所需的保险丝大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电气表。

残余电流断路器 (RCCB)

注释
对于供电电缆，当地标准优先于此处建议。如有必要，请联系有资质的电

工，以确认哪种选择适合当地安装情况。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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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装要求

不带残余电流断路器 设备必须通过绝缘变压器 ( 双绕组变压器 ) 保护。

4.6 噪音

声压级值请见此部分：技术数据 ►80。

小心
长期暴露于噪音环境下可能会导致听力永久性损伤。

如果噪声级超出当地规定的水平，请使用听力保护装置。

4.7 振动

手和手臂所受的总体振动信息请见此部分：技术数据 ►80。

4.8 压缩空气供应

技术规范

压力 6 - 9.9 bar (87 - 143 psi)

空气消耗，约 大气压下最小 200 l/min (53 gpm)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通过内置过滤器和水分离器的内部调节器获得。

A 压缩空气供应

26 Xmatic

4 安装



程序

1. 连接 8 mm (5/16") 压缩空气软管到机器上的压缩空气入口。

2. 将空气软管连接到压缩空气供给端。

4.9 连接到进水口和出水口

进水口

注释
新水管安装：
在连接机器供水之前，让水流几分钟以冲刷掉水管中的废污。

A 进水口
B 出水口

程序

1. 将软管的一端连接到机器上。

2. 将软管的另一端连接到供水系统。

机器随附一根标准软管，可以将机器连接到水源。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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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 - 技术规范

水压 2 - 9.9 bar (29 - 143 psi)

水流 最小 10 l/min.(2.6 gpm)

连接 直径：¾”.

GEKA 连接至循环单元。

管连接 增强 PC 软管

废水出口

程序

1. 连接标准 HT 出水管或软管 ( 直径：50 mm (2") 至机器左侧的出水口。

注释
到排放口的距离不得超过 6000 mm (236")，且必须至少有 8% 的坡度。

注释
如果没有在磨石台使用循环单元，请将 GEKA 盲板接头放在快速接头上，用于

水连接。请参阅：将循环单元连接至机器 ►32。

4.10 连接排气系统

警告
需要一个带监控的排气系统。

技术规范

最小容量：150 m3/h (5297 ft3/h)，直径 50 mm (2")。

28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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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排气

程序

1. 将一根 50 mm (2") 管连接到机器排气口。

2. 将管的另一端连接到排气系统。

4.11 在机器上安装信号灯

机器可以配备信号灯。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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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 极连接器
B 插座

1. 打开 MD 升降机门。

2. 使用信号灯随附的内六角螺钉，安装信号灯。

3. 将 6 极连接器连接到插座。

30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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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连接循环装置

机器配有再循环装置，用于平面研磨站。如有必要，可为 MD 研磨 /抛光站配备额外的再循

环装置。

电气危险
循环冷却装置的泵必须接地。

确保电源电压与泵铭牌上说明的电压一致。

电压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电路损坏。

小心
供给机器的冷却液压力必须最大为 2 bar。

Struers 循环装置包含

• 一个循环泵

• 一个循环冷却箱

• 液位传感器

• 平面研磨用的过滤袋

• MD 研磨 /抛光用的过滤袋

• 用于连接机器软管的 GEKA 接头

耗材

• Struers 建议在冷却水中添加 Struers 防腐蚀添加剂。

• 建议使用 Struers 耗材。

其他产品可能含有侵蚀性溶剂，可能会溶解( 例如 ) 橡胶密封。如果损坏是因使用非

Struers 供应的耗材直接造成的，则这些机器零件 ( 如密封件和管子 ) 可能无法享受保

修。

4.12.1 装满循环水箱

1. 放置一个干净塑料内衬到水箱中。

2. 确保内衬平放在水箱底，以免阻塞泵。

3. 装置轮子必须与机舱的侧面对齐，这样移动装置时便不再需要扭动。

小心
循环水箱满时非常重。

灌装水箱前，将再循环装置放在最终位置，或确保您能轻松将其按入。

注释
为避免腐蚀，Struers 建议在冷却水中使用 Struers 添加剂。更多信息，请查看

添加剂容器。

切记每次在水箱中添加水时，相应地添加适量的 Struers 添加剂。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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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不要将水箱装得太满。

移动水箱时避免溢出。

4.12.2 将循环单元连接至机器

注释
另请参阅循环单元的操作手册。

A 循环单元的电源接头
B 液位传感器的电源接头
C 用于水连接的快速接头

32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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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机器的出水管插入过滤器装置的大孔。可根据需要缩短管子。

2. 将进水管连接到循环泵 (C)上的快速接头。

3. 将循环泵电缆连接到循环装置的电源插座舱。(A)

4. 连接液位传感器 (B)。
5. 确保水流方向与泵上的箭头一致。如果方向不正确，则切换两个相线：

– EU 电缆：切换两个相线。

– UL 电缆：切换相线 L1 和 L2。
6. 将装置按入机器下的舱中。

4.13 调整转盘冷却和 OP 冲洗

在软件中设置转盘冷却水平和冲水时间。

如果需要，调节转盘冷却的速度。

水流调节器

A OP 冲洗水
B 磨石上的自来水
C MD 修整器水
D MD 盘冷却水

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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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动调节器，以调节直接施加到磨石上

的水量。

4.14 安装MD-Disc

注释
Struers 建议由检修技师安装 MD-Disc。

程序

1. 松开 MD-Disc 背面的三颗螺钉

2. 从轴 [A] 上拆下螺栓和垫圈

3. 将 MD 磁性盘的下半部分放入碗状托盘中，并用从 MD 磁性盘背面取下的三颗螺丝将其

固定住

34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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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 MD 磁性盘的上半部分放在下半部分的顶部，并使用从轴上取下的螺栓和垫圈将其

固定住

5 运输和存放
如果在安装后的任何时候，您必须移动装置或将其存放在仓库中，我们建议您遵循一些准

则。

• 运输前包装好装置。

包装不充分可能导致机器损坏，将会使保修失效。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 Struers 建议保留所有原始包装和配件，以备未来使用。

5.1 存储

注释
Struers 建议保留所有原始包装和配件，以备未来使用。

• 断开装置供电电源。

• 拆下所有附件。

• 存放前清洁并干燥装置。

• 将机器和附件放在原包装中。

5.2 运输

注释
Struers 建议保留所有原始包装和配件，以备未来使用。

要安全运输机器，请遵循这些说明。

1. 确保以下物品可用：

– 运输支架 (x 2)

– 运输横梁 (x 1)

– 杆和轮子 (x 2)

– 原始托盘

2. 根据需要断开以下组件：

– 电源

电气危险
只能由合格的技术人员断开装置的供电电源。

– 压缩空气供应

5 运输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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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水

– 循环装置 . 参阅具体设备自带的手册。

– 断开显示器。此操作必须由 Struers服务 完成。

– 配件

3. 清洁并干燥装置。

必需

• 确保工作区域和运输走廊的地板可以承载以下重量：

重量

机器 960 kg (2116 lbs)

所使用试样夹具座和耗材的重量。

• 确保以下设施可用：

– 电源

– 供水

– 压缩空气供应

– 水排放

移动机器

请使用叉车和横梁移动机器。

注释
机器必须由 Struers 技术人员或经过 Struers 针对该特定任务培训的授权维修技

术人员安装。

1. 打开循环单元的门。

2. 开始提升之前，确保机器附带的运输横梁和轮子固定到位。

3. 松开运输横梁上的支架以便移动。

4. 调节支架。

5. 在机器前部，将横梁按向轮子底部。

6. 在轮子边缘滑动运输横梁支架，并紧固螺栓。

7. 将叉车尽可能靠近重心线放置。另请参阅 ：提升 ►18

6 启动 - 第一次

小心
一定要按照设备自带操作手册中的说明使用 Struers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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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语言

1. 在 Main menu中，选择 用户类型，管理员。另请参阅 ：显示器 ►16。

2. 点击主菜单，并选择配置。

3. 点击选择语言，然后，选择想要使用的语言。

4. 选择使用机器时使用公制还是英制单位。

6.1 安装磨石或金刚石研磨盘

小心
不要在机器上使用不兼容的附件或耗材。

A 磨石修整器
B 分度柱塞
C 磨石盖
D 三叶旋钮

6 启动 -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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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以Administrator ( 管理员 )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在耗材功能区中，点击磨石图标。

3. 点按 Change ( 更改 ) 。

4. 打开主防护罩

5. 松开并抬起三叶旋钮。(D)

6. 拉动分度销 (B)，提起磨石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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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8 mm 内六角扳手取下螺钉和垫

圈。

8. 如果磨石模块中有磨石，将其移除。

9. 将磨石或金刚石研磨盘放到驱动底板

上。

10. 确保驱动底板上的 2 枚销钉与磨石或金

刚石研磨盘底部的 2 个孔完全咬合。

11. 重新装上垫片和螺钉，使用 8 mm 的内

六角扳手将其拧紧。

12. 松开分度柱塞，并将盖板降低到磨石

上。

13. 拧紧三叶旋钮。

14. 关闭主机罩。

当您在屏幕上选择一种磨石或金刚石研磨盘

后，修整器会自动移动以检测磨石的顶部。

在找到磨石顶部后，修整器移动到其停放位

置。

提示
如果选择金刚石研磨盘，修整器将因未使用而停留在研磨室的侧面。

提示
Struers 建议在使用新磨石进行研磨前，先修整几次。这将确保磨石平整且随

时可用。

6.2 MD 表面

小心
不要在机器上使用不兼容的附件或耗材。

MD表面放置在 MD 升降机的货架上。

6 启动 -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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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 升降器有多个货架，包含用于方法中不同步骤的单独 MD 研磨或抛光表面。如果使用

Struers表面，机器会自动检测每个货架上放置的表面类型。

使用一次 MD 抛光面后，机器会显示与特定 MD 抛光面配合使用的磨料尺寸。

注释
该机器已配置用于 250 mm 或 300 mm MD 表面。不能混合使用两种直径。

程序

1. 打开 MD 升降机门

2. 如图所示，将表面放置在所需的货架上。

确保磨石放在货架 [A] 上的小缺口内。

3. 关闭 MD 升降机门，开始表面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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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瓶架

机器有 9 个泵

瓶子位置 1 和 2：

酒精 /肥皂

泵 3-9
悬浮液、润滑剂或氧化抛光。

6.3.1 将瓶子放入瓶架模块

如果使用Struers耗材，机器将自动检测耗材的类型和瓶子的液位。

注释
位置 1 和 2 仅适用于酒精 /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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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瓶子导轨放在瓶架上。

2. 将瓶子放在瓶子导轨中，且数据矩阵代码面向机

器。

3. 将简易连接器连接到瓶子上。

4. 检查耗材功能区，确保机器已检测到安装的耗

材。

6.3.2 皂液和酒精

小心
需要一个排气系统。

小心
不要在机器上使用不兼容的附件或耗材。

填充皂液和酒精瓶

1. 充满肥皂瓶。

2. 使用乙醇和丙醇溶液，填充机器附带的空瓶。

监测皂液和酒精液位

该机器自动监测肥皂和酒精液位。

7 配置

注释
只有拥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能配置机器。

1. 在主屏幕中，选择管理员。

2. 点击主菜单图标。

3. 选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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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Configuration ( 配置 ) 屏幕，可以访问以下子菜单：

• 制备

• 清洁模板

• 机器设置

• 系统设置

7.1 制备

配置修整器程序

注释
您需要管理员权限，方可调整磨石的修整设置。

1. 以Administrator ( 管理员 )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从 Main menu ( 主菜单 ) 选择 Configuration ( 配置 ) 。

3. 选择 Preparation ( 制备 ) > 磨石，打开修整器程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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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列表显示许多无法更改的默认修整器程序。唯一的例外是 Manual ( 手动 ) 修整程序。

每当您在耗材功能区中选择 修整 时，将使用Manual ( 手动 ) 修整程序。

若要创建新的修整器程序，点击 +程序按钮。这将向列表中添加一个新的修整器程序

4.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所有的更改都会自动保存。

修整器模板

您可以从以下修整器模板中选择：

注释
加工后的修整在制备方法中独立选择。

Manual ( 自动 )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

Struers ductile ( Struers韧性

材料 )
使用此修整器模板，利用适用于镍基合金和不锈钢等韧性

材料的耗材进行研磨。

44 Xmatic

7 配置



修整器模板

Struers 硬性材料 Struers 硬性材料 - 经济型

使用此修整器模板，利用适用于硬金属和超硬金属的耗材

进行研磨。

在使用此修整器模板时，修整器的用量较少，速度和灵敏

度也较低，从而延长磨石的使用寿命。

Struers 硬性材料 - 快速

使用此修整器模板，利用适合非常硬的金属的耗材进行研

磨。

Struers soft ( Struers软性材

料 )
使用此修整器模板，使用适合软性非铁金属的耗材进行研

磨。

Dressing amount (修整量 )

• 在 10-300 的范围内，以微米为单位，设置切削量。

Dresser speed (修整器速度 )

• 在 1-10 的范围内，设置修整速度。

Dresser mode (修整器模式 )

在Removal based ( 基于磨削 ) 或Time based ( 基于时间) 之间选择。

Removal based ( 基于磨削 ) 从 1-20 中，选择所需的灵敏度。

敏感度越高，磨石修整次数越多。

Time based ( 基于时间 ) 在 10 秒到 5 分钟之间，选择所需的修整间隔。

在选定的修整间隔后，修整磨石。该过程是循环的。

Sensitivity (灵敏度 )

选择所需的灵敏度设置。

Dressing during grinding (研磨中修整 )

选择Yes ( 是 ) ，在材料切割过程中修整磨石。

选择No ( 否 ) ，在修整磨石时，起吊试样夹具座

7.1.1 手动修整

Struers 建议在使用新磨石进行研磨前，先修整几次。这确保它是平面的，且准备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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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Dresser step (修整器步长 )

要获得有效的平面研磨石表面，请确保修整器步长足够大，足以对磨石进行修整。

为使磨石获得尽可能长的使用寿命，请确保修整器步长尽可能小。

Dresser step ( 修整器步长 ) • 20 至 100 µm，间隔 10 µm。

Rotate Time (旋转时间 )

Rotate Time ( 旋转时间 ) 设置旋转时间。

• 1 至 9 分钟，步进 1 分钟。

程序

1. 以Administrator ( Admin)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从 Main menu ( 主菜单 ) 选择 Configuration ( 配置 ) 。

3. 从 Configuration ( 配置 ) 菜单，选择 Configure Dressing ( 配置修整 ) 。

4. 选择 Manual dress ( 手动修整 ) 。显示 Dressing and Stone Check ( 修整和研磨石检测 ) 屏

幕。

5. 选择 Dress grinding stone ( 修整磨石 ) 开始修整过程。

6. 设置 Rotate Time ( 旋转时间 ) 。

安装新磨石后，您可以将磨石旋转一段指定的时间，以确保磨石没有损坏且旋转正常。

7. 选择 Rotate grinding stone ( 旋转磨石 ) 开始过程。

7.2 机器设置

配置机器设置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机器。

1. 从 Main menu ( 主菜单 ) 选择 Configuration ( 配置 ) 。

2. 在Configuration ( 配置 ) 菜单中，选择机器设置。

显示机器设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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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需要调整设置。所有的更改都会自动保存。

弹出空托盘

• 在抽屉中没有任何试样夹具座的情况下关闭抽屉时，选择抽屉是否应自动弹出。

试样夹具座直径

• 您可以定义试样夹具座的默认直径，也可以设置机器自动检测试样夹具座的直径。

MD 升降机

• 选择将所有 MD 盘放在 MD 升降机上时，机器是否自动读取所有 MD 盘。

磨石

• 选择机器是否自动测量修整器尖端和磨石高度。

液体

• 选择机器是否自动读取放在瓶架上的瓶子中的液位。

7.3 清洁模板

该软件包含预定义的Struers清洁程序，可用于大多数要求，但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清洁程

序。

配置清洁模板

1. 以Administrator ( Admin)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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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 Main menu ( 主菜单 ) 选择 Configuration ( 配置 ) 。

3. 选择 Cleaning templates ( 清洁模板 ) 。

显示Cleaning templates ( 清洁模板 ) 菜单。

4. 选择所需的清洁模板。

下拉列表打开。

5. 根据需要，调整不同的参数。

机器会自动保存您所作的修改。

注释
您也可以复制清洁模板，并用来创建自己的清洁模板。

7.3.1 创建清洁模板

您可以复制现有的清洁模板，并开始创建自己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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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清洁程序

1. 以Administrator ( 管理员 )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从 Main menu ( 主菜单 ) 选择 Configuration ( 配置 ) 。

3. 选择 Cleaning templates ( 清洁模板 ) 。

显示Cleaning templates ( 清洁模板 ) 菜单。

4. 点击+Template ( +模板 ) 添加新模板，并根据需要，调整参数。

5. 点按 Copy ( 复制 ) 。

注释
您只能复制 Struers 预定义的清洁模板。

在用户定义的模板中，您可以：

• 调整任何参数

• 重命名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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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清洁步骤

• 删除模板

8 操作设备

警告
如果在运行中电源中断，主防护罩和 MD 升降机门将保持锁定，直到电源恢复。

请参阅：停电时进入工作区 ►78。

小心
不要在机器上使用不兼容的附件或耗材。

8.1 夹持和调平试样

小心
不要在机器上使用不兼容的附件或耗材。

确保试样牢牢夹在试样夹具座上，且保持水平一致。

8.2 将试样夹具座放入 /移出垂直传送器

挤压危险
搬运机器时，小心不要压到手指。

由于试样夹具座很重，因此，处理时，请务必穿着安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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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请戴上合适的手套，以防手指被粗糙和高温 /尖锐试样所伤。

垂直传送器抽屉有三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位置表示机器的特定状态：

• 打开：该抽屉已经准备好使用。

• 部分打开：试样夹具座已准备好接受检查，或者抽屉是空的。

• 关闭：机器正在处理放在此位置的试样夹具座。

将试样夹具座放置在垂直传送器上

1. 如果抽屉是空的，点击主屏幕上的图标将其打开。另请参阅：显示器 ►16。

如果抽屉已关闭且有试样夹具座，点击主屏幕上的图标，然后，点击弹出图标。另请参

阅 ：从垂直传送器上取下试样夹具座 ►51

如果抽屉部分打开，请将其拉开。

2. 拉开抽屉。

3. 如图所示，放置试样夹具座，然后，关闭抽屉。

机器会自动检测试样夹具座。

从垂直传送器上取下试样夹具座

处理完一个试样夹具座后，机器会自动将抽屉打开至半开位置。

打开抽屉，取出试样夹具座。

如果试样夹具座尚未处理，抽屉保持关闭。若要打开，点击试样夹具座图标，然后，选择弹

出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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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抽屉，取出试样夹具座。

8.3 方法

8.3.1 Struers methods

You can access all Struers methods in the Method Library ( 方法库 ) .

Procedure
1. Place a specimen holder in the desired position.

The machine shows the latest applied method as default.

2. Tap the method name on the screen.

The Methods ( 方法 ) screen opens.

3. Tap the Library ( 知识库)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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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lect the desired method, or use the filter tools to locate the desired method.

应用过滤器

您可以对Struers方法库应用筛选器，以找到您需要执行的任务的最佳方法。

可以使用以下标准，应用筛选器：

• 材料组名称

• 制备工作要求

• 方法使用的悬浮液类型

• 方法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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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自定义方法

创建自定义方法

您可以通过复制Struers方法，并添加或修改步骤，创建自己的方法。

自定义方法保存在 Methods ( 方法 ) 标签中。

编辑方法

您可以在开始制备过程之前以及制备过程中编辑方法。

开始制备过程前，编辑方法

1. 以Administrator ( 管理员 )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将试样夹具座放在所需位置。

机器默认显示最新应用方法。

3. 点击方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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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Methods ( 方法 ) ，打开用户定义的方法库，或者，如果想打开Struers方法库，请点

击Library ( 知识库 ) 。

5. 选择您想编辑的方法。

6. 您可以Delete ( 删除 ) 或Copy ( 复制) 个步骤，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Preparation ( 制
备 ) 和Cleaning ( 清洁) 个步骤。

7. 完成编辑后，可以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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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在机器中放置试样夹具座时编辑方法

1. 以Administrator ( 管理员 )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点击主菜单图标。另请参阅：显示器 ►16。

3. 点按 Methods ( 方法 ) 。

4. 点击Methods ( 方法 ) ，打开用户定义的方法库，或者，如果想打开Struers方法库，请点击

Library ( 知识库 ) 。

5. 选择您想编辑的方法。

6. 您可以Delete ( 删除 ) 或Copy ( 复制) 个步骤，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Preparation ( 制备 ) 和
Cleaning ( 清洁) 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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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编辑后，可以保存更改。

8.4 制备流程

使用Preparation ( 制备 ) ，进行日常制备工作。

8.4.1 耗材

8.4.2 启动制备流程

小心
请戴上合适的手套，以防手指被粗糙和高温 /尖锐试样所伤。

在开始制备过程之前，可以通过点击下拉图标，查看不同制备步骤的列表。请参阅：显示器

►16。

当方法正在运行时，显示制备进程，时间倒计时至 0。

1. 以管理员或Operator ( 操作员 ) 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1. 选择所需的方法。

2. 确保机器上有所有必要的耗材和 MD 表面。

8 操作设备

Xmatic 57



3. 点击运行。

机器会在过程完成时自动停止。

注释
如果在垂直传送器上放置了多个试样夹具座，试样夹具座将根据您为每个

试样夹具座按下运行的顺序排队。

若要修改队列，请点击弹出，并按下运行，按照您希望的加工顺序，对每个

试样夹具座进行加工。

9 维护和服务 -
Xmatic
为确保机器实现最长的正常运行时间和使用寿命，请正确维护机器。维护对保证机器长期安

全运行有重要意义。

本章节介绍的维护流程必须由熟练或受过培训的人员完成。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SRP/CS)
特定的安全相关部件请见本手册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SRP/CS)" 部分中的 "技术数据" 部
分。

技术问题和备件

如果您有技术问题或在订购备件时请提供设备序列号和电压 /频率。关于设备序列号和电压，
请查看机器铭牌。

9.1 常规清洁

为了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Struers 强烈建议您定期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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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清洁机器时，请勿使用任何研磨剂。

如果较长时间不使用机器

• 全面清洁机器和所有附件。

9.2 在必要时

某些维护和清洁程序的执行频率取决于使用机器的频率和方式。

9.2.1 空气过滤器

使用软刷，仔细清洁空气过滤器。

9.2.2 清洁 MD-Disc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 使用湿布，将 MD 磁性盘擦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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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状托盘衬垫

清洁碗状托盘衬垫

1. 拆下防溅罩。(A)

2. 拆下碗状托盘衬垫的上部，并清洁。(B)

3. 使用湿布，擦拭碗状托盘衬垫的下部。(C)

4. 重新安装碗状托盘衬垫的上部和防溅罩。

更换碗状托盘衬垫

如果碗状托盘衬垫损坏，请更换上新的，并根据当地法规，处理损坏的碗状托盘衬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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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下防溅罩。(A)

2. 拆下 MD 磁性盘。另请参阅 ：安装MD-Disc ►34。

3. 拆下旧的碗状托盘衬垫 (C)，然后安装新的衬垫。

4. 安装防溅罩。

5. 根据当地法规，处理用过的碗状托盘衬垫。

9.2.3 清洁磨石工作台

小心
避免皮肤接触冷却液添加剂。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提示
如果需要，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去除油脂和机油。

有关如何打开磨石盖以及如何在清洁前移除磨石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安装磨石或金刚石

研磨盘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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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磨石 /金刚石研磨盘

• 使用抹布，将碗状托盘擦干净。

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清洁前取出磨石。另请参阅：安装磨石或金刚石研磨盘 ►37。

更换碗状托盘衬垫

注释
您不能自行更换碗状托盘衬垫，该工作必须由检修技师完成。

9.2.4 清洁管子

如果您更改了液体类型，或者如果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机器，您可以选择清洁瓶子与加料喷嘴

间的一根或所有管。

程序

1. 以Operator ( 操作员) 的身份，登录到计算机。

2. 点击主菜单图标，并选择 Maintenance ( 维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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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清洁管 ”。

4. 选择要清洁的管，并将简易连接器放在瓶架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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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lean tubes ( 清洁管) 菜单中，可以选择：

– Clean tubes ( 清洁管 )

– Calibrate tubes and pumps ( 校准管和泵)

– Fill tube ( 填充管 )

– Empty tube ( 清空管 )

5. 选择所需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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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更换磨石修整器和 MD 修整器

氧化铝棒 [A]
1. 逆时针旋转三叶旋钮，将其松开。

2. 在夹具座上，安装一个新的氧化铝棒。

3. 再次拧紧三叶旋钮。

硬质刀头修整器 [B]

4. 卸下水帘。

5. 松开旧的刀头。使用 9mm 内六角扳手。

6. 安装新刀头。使用 9mm 内六角扳手。

7. 重新安装水帘。

注释
固定螺钉可能会从臂上脱落。

9.2.6 清洁触控屏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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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 LCD 清洁剂清洁触摸屏。

9.2.7 清洁 MD 升降机的镜子

1. 使用湿布，清洁 MD 盘升降机 9 个抽屉内的镜子 (A)。

提示
如果可以，使用压缩空气清洁镜子。

注释
因为表面不耐刮擦，清洁镜子时，请勿使用干布。

9.2.8 清空酒精分离器瓶 - (可选 )

警告
清空酒精瓶时，始终戴上防护手套和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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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酒精瓶连接器
B 酒精瓶

程序

1. 拉出循环单元，这样，可以触及酒精瓶。

2. 从酒精瓶连接器上取下瓶子。

3. 清空瓶子的内容物。

4. 重新装上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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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MD 修整器

氧化铝磨石

1. 卸下氧化铝磨石。(A)

2. 仔细擦拭所有表面，确保没有碎屑或灰尘残留。

3. 将氧化铝磨石安装在修整器上。

金刚石刀头修整器

1. 卸下金刚石刀头修整器。(B)

2. 仔细擦拭所有表面，确保没有碎屑或灰尘残留。

3. 将金刚石刀头安装在修整器上。

9.3 日常维护

清洁机器

9.3.1 MD 研磨盘

MD 研磨盘

每天检查 MD 磨抛盘，确保它们洁净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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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MD 升降机门，检查每个MD研磨盘。

2. 更换损坏的MD研磨盘。

3. 清洁MD研磨盘：

– 将磨抛盘置于常温的自来水下，并用干净的软毛刷刷干净。

– 使用蒸馏水冲洗磨抛盘。

– 擦干磨抛盘。

– 将研磨盘放入升降机中。

4. 关闭 MD 升降机门。升降机移动到其停靠位置。

另请参阅使用的 MD 研磨盘的用户指南。

9.4 每周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提示
如果需要，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去除油脂和机油。

9.4.1 机器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提示
如果需要，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去除油脂和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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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

1. 用湿软布和普通家用清洁剂，清洁机器内部的所有喷漆表面。

试样移动器头和导轨

定期使用湿布，清洁试样移动器头和导轨。另请参阅 ：概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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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湿布，彻底清洁试样移动器头 (A)的上部和下部。

2. 使用干布，清除工作区内导轨 (B)上积聚的污染物。

注释
保持试样移动头的上下表面清洁至关重要，否则，会有污染试样的风险。

注释
由于导轨上覆盖有一层油膜，所以，清洁工作区内的导轨时，可以使用干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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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防护罩

1. 定期使用湿布或常规家用窗户清洁剂，清洁主防护罩。

让窗户清洁溶液作用几秒钟，然后，用布擦干净。

注释
清洁主防护罩表面时，小心不要用力，否则，会有划伤的危险。

9.4.2 High pressure cleaning station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提示
如果需要，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去除油脂和机油。

1. Clean the nozzles. See:清洁喷嘴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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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湿布清洁橡胶密封件。

清洁喷嘴

1. 使用喷嘴清洁剂，清洁高压清洁站中的喷嘴。

9.4.3 超声波清洁台 - (可选 )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提示
如果需要，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去除油脂和机油。

1. 清空超声波清洗器。

2. 使用刷子和皂液清洁超声波清洗器的内壁。

3. 清空超声波清洗器。

4. 填充超声波清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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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每月

注释
不要使用干布擦拭，因为这会在表面产生划痕。

注释
请勿使用丙酮、苯或类似溶剂

提示
如果需要，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去除油脂和机油。

9.5.1 循环装置

1. 彻底清洁循环水箱和连接水管。

2. 如果使用皂液清洁防溅碗或循环水箱，请用清水冲洗，然后填充循环水箱。

注释
如果冷却液受到藻类或细菌污染，请立即更换冷却液。

3. 如果再循环水受到细菌或藻类污染，则用合适的抗菌消毒剂清洁水箱和水管。

4. 清洁静态过滤器：将其取下并用水清洗。

更换循环水

小心
避免皮肤接触冷却液添加剂。

注释
循环水中含有添加剂和研磨残留物，不能直接弃置于排水管。

循环水在废弃处理时必须遵守当地的安全法规。

清空循环水箱。

小心
开始清空循环水箱之前，确保机器上的主防护罩和下门已关闭。

小心
循环水箱满时非常重。

5. 从主机上断开水管，并将其放入收集容器或排放口中。

6. 使用外部软管清空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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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启动循环单元前，关闭循环室门和主防护罩。

8. 启动设备清空循环单元，水箱清空后停机。取出塑料内衬，然后清空水箱中的所有水

和碎屑。

9. 彻底清洁循环水箱和连接水管。

10. 如果冷却水受到细菌或藻类污染，则用合适的抗菌消毒剂清洁水箱和水管。

9.6 每年

警告
安全装置有问题时切勿使用机器。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警告
在达到最大使用寿命 20 年后，必须更换安全关键组件。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小心
安全装置必须每年至少测试一次。

小心
测试应由合格的技术人员进行 ( 机电、电子、机械、气动等 ) 。

小心
Xmatic 若已损坏，请勿使用。

注释
安全关键组件只能由 Struers 工程师或认证技师 ( 机电、电子、机械、气动等)
执行。

安全关键组件至少更换为同等安全水平的组件。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9.6.1 主防护罩

检查主防护罩

提示
如果机器每天工作超过一个 7 小时班次，请更频繁地执行检查。

1. 目视检查主防护罩是否有磨损或损坏迹象，例如，破裂、凹陷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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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主防护罩

小心
主防护罩必须由Struers技术人员更换。

注释
如发现主安全罩因遭弹射的物体碰撞而受损或出现可见的老化或损坏迹象，应

立即进行更换。

9.6.2 测试安全装置

安全装置必须每年至少测试一次。

警告
安全装置有问题时切勿使用机器。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注释
测试应由合格的技术人员进行 ( 机电、电子、机械、气动等 ) 。

紧急停止

1. 启动抛光过程。等到试样被研磨 /抛光。

2. 按下其中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另请参阅 ：概述 ►14。

3. 所有动作都停止，且显示屏上应显示一条弹出消息。

4. 如果机器没有停止移动，在显示屏上，选择 停止。

5.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垂直传送器

1. 确保垂直传送器上至少有一个抽屉是空的。

2. 开始制备过程

3. 在机器拾取和移动试样夹具座时，尝试完全打开空抽屉。

4. 如果机器没有停止移动，在显示屏上，选择 停止。

5.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主防护罩

测试主防护罩联锁

1. 打开主防护罩。

2. 开始制备过程。

3. 如果机器开始制备过程，按下其中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另请参阅 ：概述 ►14。

4.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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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主防护罩锁定功能

1. 开始制备过程。

2. 尝试打开主防护罩。

3. 如果可以打开主防护罩，请按下其中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另请参阅 ：概述 ►14。

4.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MD 升降机

1. 打开 MD 升降机门。

2. 关上门，聆听 MD 升降机内部的动作。

3. 尝试打开 MD 升降机门。

4. 如果可以打开 MD 升降机门，请按下其中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另请参阅：概述 ►14。

5.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磨石盖

1. 打开主防护罩。

2. 松开磨石盖的三叶旋钮，直到可以提起罩盖。另请参阅：安装磨石或金刚石研磨盘

►37。

3. 再次关闭罩盖，但不要拧紧三叶旋钮。

4. 关闭主防护罩。

5. 尝试启动研磨过程。

6. 如果拾取臂开始拾取试样夹具座，请按下其中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另请参阅：概述

►14。

7.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循环单元隔间

1. 启动研磨过程。

2. 打开循环单元隔间。

3. 循环单元的泵应立即停止工作。否则，请按下其中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另请参阅 ：概述

►14。

4.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9.7 备件

技术问题和备件

如果您咨询技术问题或订购备件，请提供设备序列号关于序列号，请查看设备铭牌。

有关更多信息，或想要查看备件，请联系 Struers 服务部门。联系信息请访问 Struers.com。

9.8 服务和维修

Struers 建议每年或每使用 1500 小时后就要进行定期检查。

机器启动后，显示屏上会显示与运行时间相关的信息和机器检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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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1000 小时后，显示屏会显示一条消息，提醒用户安排一次检修。

注释
服务只能由 Struers 工程师或认证技师 ( 机电、电子、机械、气动等 ) 执行。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服务检查

Struers 提供一系列综合性维护计划以满足客户的需求。这种服务范围即称为 ServiceGuard。

维护计划包括设备检查、易损件更换、调整 /校准以实现最佳运行，以及最终的功能测试。

9.9 废弃处理

标有 WEEE 符号的设备都含有电气和电子元件。这些设备都不能作为一般废

物进行常规处理。

应根据所在国的相关法令采用正确的方法对这些设备进行废弃处理，更多详

情请联系您当地的相关部门。

耗材和循环液的处理请遵守本地规定。

9.9.1 环境因素

警告
如发生火灾，请提醒周围人员，然后通知消防人员，并切断电源。使用干粉灭火

器。不要用水。

注释
切屑必须根据当前处理和处置循环水中切屑 /添加剂的安全法规进行处理。

注释
循环水含有添加剂和切屑，不能直接弃置于总排水管中。

冷却液在废弃处理时必须遵守当地的安全法规。

10 故障排除 - Xmatic
错误 原因 操作

研磨 /抛光表面有持续不规

则的磨损。

试样夹具座或者试样移动器

头上的连接头磨损。

更换连接件。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10.1 停电时进入工作区

1. 确保主开关处于关闭位置。请参阅：概述 ►14。

2. 使用机器随附的三角钥匙，打开主防护罩和 MD 升降机。请参阅：检查包装箱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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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顺时针转动钥匙，打开主防护罩和 MD 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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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技术数据

11.1 技术数据

容量 直径 250 mm MD 盘：4 x 40 mm,

300 mm 盘：4 x 50 mm

高去除平面研磨站 直径 270 mm

速度 1450 rpm

材料去除传感器 ( 内置 ) 0.05 mm - 10 mm (0.002-0.4")

旋转方向 顺时针

电机功率 2.2 kW

持续 (s1) 持续 (S1)

最大 (s3) 最大 (S3)

MD 研磨和抛光站 直径 250 mm 或 300 mm

速度 50 - 600 rpm

材料去除传感器 ( 内置 ) 0.05 mm - 5 mm (0.002 - 0.2")

旋转方向 逆时针

电机功率 1.5 k W

持续 (s1) 持续 (S1) 3.21 A

最大 (s3) 最大 (S3) 5.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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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器头 试样夹具座 仅适用于 RFID 标签夹具座

重量 4 kg (8.8 lbs)，包括试样

试样在夹具座下方的最大突出

量

6 mm

试样夹具座 - 直径 140 mm( MD 盘 250 mm) 或 160
mm( MD 盘 300 mm)

力 50 - 500 N

力准确度 100N 以下为 +/-10%，较高值

为 +/-10N

速度 加工 150 - 600 rpm

干燥 1400 rpm

旋转方向 逆时针，顺时针

MD 表面修整 自动 ( 金刚石尖端 /氧化铝棒 )

电机 1.1 kW

扭矩 7.3 Nm @ 150 rpm

垂直传送器 试样夹具座号码 8

MD 升降机 MD 表面号码 8

清洁台 超声波( 选件 ) 70 W

高压，包括酒精和肥皂 40 bar

加料器模块 自动加液 7 个泵，用于 OP 或 DP 悬浮液

1 个用于清洁站的酒精泵

1 个用于清洁站的肥皂泵

自动清洁( 仅适用于泵位置)

循环冷却系统 高去除平面研磨站 是。

MD 研磨和抛光站 选件

软件和电子元器件 触摸屏 电容式

显示 LCD, 12.1" (1280 x 800)

安全标准 见符合标准声明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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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环境 环境温度

运行期间 5 - 40°C (41 - 104°F)

运输期间 -25°C - 55°C( 运输)

-25°C - 70°C( 运输过程中，最

多 24 小时 )

湿度 35 - 85 % 相对湿度，无冷凝

供水 (自来水 ) 压力 1 - 9.9 bar (14.5 - 143 psi)

流速 最小 10 l/m (2.6 gmp)

压缩空气供应 压力 6 - 9.9 bar (87 - 143 psi)

流速 最小 200 l/m (53 gpm)

建议质量 3 级，符合 ISO 8573-1 中的规

定

废水出口 直径 50 mm (1.97")

出水口高度 地面以上 50 cm (19.7")

到排放口的最大距离 600 cm

坡度 最小 8%

电源 电压 /频率 220 V/430 V +/-15% (50/60Hz)

电源输入 15 A

电源 2.2 KW

额定载荷 1.5 KW

空转 500 W

电流

标称 4 A

最大 15 A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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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电路分类 / 性能级

别

SF-1 PL c，类别 1

停止类别 0

SF-2 PL d，类别 3

停止类别 0

SF-3 PL d，类别 3

停止类别 0

SF-4 PL d，类别 3

停止类别 0

SF-5 PL d，类别 1

停止类别 0

SF-5A PL c，类别 3

停止类别 0

SF-6 PL a，类别 b

停止类别 0

SF-7 PL c，类别 3

停止类别 0

SF-8 PL c，类别 1

停止类别 0

SF-9 PL d，类别 3

停止类别 0

SF-10 PL b，类别 1

停止类别 0

SF-11 PL b，类别 1

停止类别 0

排气 直径 50 mm (2")

推荐容量 150 m³/h (5297 ft³/h)

噪声级 工作站的 A 加权声压级 LpA = 65 dB(A)( 测量值) . 不确

定性 K =4 dB

噪声级 等效超声声压级 ( 等效超声级 ) Lteq,T=95.2 dB( 测量值 ) . 不确

定性 K =2 dB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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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级 所引用的数字是排放级别，不一定是安全工作级别。虽然排放级

别与暴露级别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通过使用该指标来确定

是否要采取进一步预防措施的做法并不可靠。影响操作人员实

际暴露级别的因素包括工作间的特征和其他噪音源等，即机器

和其他邻近加工程序的数量。此外，各个国家允许的暴露级别可

能各不相同。但是，该信息可让机器用户对危险和风险作出更

好的评估。

振动水平 声明的振动发射值 N/A

尺寸和重量 宽度 242.5 cm (95.5")

深度 75.0 cm (29.5")

高度

高度 ( 罩盖开启 )

189.0 cm (74.4")

244.0 cm (96.0")

重量 960 kg (2116.4 lbs)

REACH 有关 REACH 的信息，请联系

当地的 Struers 办事处。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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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SRP/CS)

警告
机器及其零件的设计为每天运行16 小时 /每年 220 天。按照指示使用，在达到最

大使用寿命 20 年后，必须更换安全关键组件。

如果使用机器超过指定的时间，必须尽快更换安全关键部件。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注释
SRP/CS(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零件 ) 是对机器的安全操作有影响的零件。

注释
安全关键组件只能由 Struers 工程师或认证技师 ( 机电、电子、机械、气动等) 执
行。

安全关键组件至少更换为同等安全水平的组件。

请联系 Struers 服务。

部件

安全

相关

部件

制造商 /制造商说明 制造商目录编号 电气

参考

Struers 目

录编号

ID

紧急

停止

Omron A22NE-M-N S02 2SA41700 SF-1

磨料

保护

联

锁，
平面

研磨

保护

联锁

Sick 安全传感器 IME2S12-
04B4DW2

B37 2SS00812 SF-2

磨石

限制

速

度，
平面

研磨

台

施耐德电气变频器 ATV320U22N4B Q01 2PU23422 SF-3

85 X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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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相关

部件

制造商 /制造商说明 制造商目录编号 电气

参考

Struers 目

录编号

ID

试样

夹具

座移

动器

限制

速

度，
( 试样

移动

器头 )

施耐德电气 变频器 ATV320U15N4B Q02 2PU23415 SF-4

主防

护罩

联

锁，
危险

移动

Sick 感应传感器

Schmersal 安全锁

IME2S12-
04B4DW2

AZM 161SK-
1212RKED-024

B44

F31

2SS00812

2SS00120

SF-5

主防

护罩

联

锁，
水和

酒精

Sick 感应传感器

Schmersal 安全锁

IME2S12-
04B4DW2

AZM 161SK-
1212RKED-024

B44

F31

2SS00812

2SS00120

SF-
5A

主防

护罩

锁定

装置

Schmersal 安全锁 AZM 161SK-
1212RKED-024

F31 2SS00120 SF-6

MD
升降

机门

联锁

Sick 感应传感器 IME2S12-
04B4DW2

B43 2SS00812 SF-7

MD
升降

机门

锁定

装置

Schmersal 安全锁 AZM 161SK-
1212K-024

F30 2SS00124 SF-8

垂直

传送

器门

联锁

安全灯发送器 /接收器 SH 馈线 L41S-11MA1A

L41E-11MA1A

B40

B41

2HQ00110

2HQ00120

SF-9

循环

门联

锁

Sick 感应传感器 IME2S12-
04B4DW2

B38

B39

2SS00812 SF-
10

11 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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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相关

部件

制造商 /制造商说明 制造商目录编号 电气

参考

Struers 目

录编号

ID

排气

监控

系统

B05 SF-
11

11.3 图表

如果要查看详细的具体信息，请见本手册的在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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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图表 - Xmatic

标题 编号

气动回路示意图 16891001 C ►89

水路图 16891000 C ►90

模块图 19543050 A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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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100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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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1000 C

90



195430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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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法律和监管信息

FCC 警告

本设备经测试，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规定的 B 类数字装置限制。这些限制旨在对居住环境

中安装运行时产生的有害干扰进行合理防范。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射频能量，如

未按照说明进行安装、使用，可能会对无线通讯产生干扰。但是无法保证特定安装环境下不

会发生干扰。如果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产生了有害干扰( 可通过开和关设备判断 ) ，
建议用户使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纠正干扰问题：

• 重新定向或定位接收天线。

• 增加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间隔。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不在同一电路的插座上。

12 制造商
Struers ApS
Pederstrupvej 84
DK-2750 Ballerup，丹麦

电话：+45 44 600 800
传真：+45 44 600 801
www.struers.com

制造商的责任

应注意遵守以下相关限制，若违反本限制，Struers有权拒绝履行相关法定义务：

制造商对本手册中的文本和 /或插图错误不负任何责任。手册中相关信息的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本手册可能会提及所提供设备版本中未包含的附件或零件。

只有在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检修和维护设备时，制造商才会对设备的安全、可靠性和性能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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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声明 半成品机械装置的合并声明
制造商 Struers ApS • Pederstrupvej 84 • DK-2750 Ballerup • 丹麦

名称 Xmatic
Xmatic Compact

型号 N/A
N/A

功能 Grinding/Polishing equipment abrasive stone/disk
Grinding/Polising equipment abrasive disk

类型 06896229, 06896246, 06896129, 06896146
06886129, 06886146, 0688629, 06886246, 06886329, 06886346, 06886429,
06886446

上述机械仅适用于：
并不得投入使用，直到它将被纳入的最后机器已申报符合本条例

( 如适用 )

序列号

模块 H，根据全球性策略 EU

我们声明所述产品符合以下立法、指令和标准：

2006/42/EC EN ISO 12100:2010, EN ISO 13849-1:2015, EN ISO 13849-2:2012, EN ISO 13850:2015, EN 14118, EN ISO 16089:2015) , EN ISO
20607:2019, EN 60204-1:2018, EN 60204-1-2018/Corr.:2020,

2009/125/EC

2011/65/EU EN 63000:2018

2014/30/EU EN 61000-3-3:2013, EN 61000-6-2:2005, EN 61000-6-2:2005/Corr.:2005, EN 61000-6-4:2007, EN 61000-6-4:2007/A1:2011,

2014/53/EU

1907/2006/EU

Additional standards NFPA 70, NFPA 79, FCC 47 CFR 第 15 部分子部分 B

输入发布日期：

授权编写技术文件 /
授权签字人

日期：[Releas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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