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 1800
适用于锂离子电池生产中的激光工艺 

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 1800



Manz 的 FLS 1800为客户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其将标准系统的各种优点与定制解决

方案的优点相结合。

Manz AG 是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系统以及电容器生产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我们在这一

领域树立了全球标准。Manz 具有多年积累的激光加工专业技术以及具有在光束整形、分

光和导光的光学系统设计方面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有了 FLS 1800，Manz 等于成功开发出了一个灵活的激光平台，其专门为制造锂离子电池

制造的不同激光工艺而设计的软性材料激光平台。

从标准化的机器底座开始，单个机器配置均能只用几个步骤就能创建起来，以满足所需的

应用需求。

无论其是否是一个手动进料的单一系统还是某个全集成生产线的一个组件：若想在锂离子

电池制造中获得最佳的灵活性，性能和精度，那么选择 FLS 1800 肯定没错。FLS 1800 在
高精度激光焊接方面就如同其在激光切割、钻孔或其他材料和涂层的部分清除方面一样精

通。优势：由于模块化的系统设置，FLS 1800 不仅因其多功能性，而且也因其极具吸引

力的整体经营成本而闻名。

采用模块化概念用标准化元件组装 FLS 1800 相比于客制化的生产系统可明显缩短交货时

间 — 并且这是在不降低激光工艺性能参数的情况下实现的。

提供给您的高效备件管理和全天候客户服务能确保您的激光系统具有最高的可用性，并帮

助您提高您的制造业的生产率。

FLS 1800 – 一个机台，多种激光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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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 1800 — 适用于您的最佳激光工艺 

激光焊接 

采用 FLS 1800，不同形状的电池壳可

进行高强度焊接 

Manz AG

1987 年成立 

总部位于德国的罗伊特林根。

在德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 

中国、台湾、美国、韩国和印度均设有 

分支机构。

员工 

全球约有1800 多名员工，其中有大约  

500 名工程师

核心技术  

自动化 

测试与检测 

激光工艺 

化学湿制程

印刷和涂布

卷对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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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机器底座 
• 标准宽度：1800 mm

• 其他宽度可咨询

• 标准零件尺寸 1000 x 500 x 300 mm

• 更大零件可咨询

05 | 外壳  
• 激光保护壳，带回转门或滑动门 

• 激光保护壳，用于有锁或无锁输送带 

06 | 选项  
• 通风系统 

• 不同的冷却单元 

• 附加 Z 轴，用于工艺/测量设备

• DMC 和条码扫描仪 

• RFID

• 用于内部监控的监控器

• 成型和工艺气体集成选项

02 | 工艺设备  
• 振镜扫描器（基于镜像） 

• 固定光学器件 

• 波长可变激光，最高达 6 千瓦 

• 不同波长和最高 6 KW的激光源

03 | 计量   
• 位置测量  

• 轮廓和高度测量 

• 焦点测量 

• 激光功率测量 

• 激光工艺控制

04 | 自动化程度   
•具有手摇柄的手动进料的或伺服驱动器的工

作 

• 分度输送带 

• 保持装置和起重设备用输送带 

• 转盘 

• 灵活的张力系统 

一个机座，众多选项：一旦配置了 FLS 标准组件，我们就能提供高性能的激光系统，可以满足您的个人需要，而这是专门针对您的工艺要

求而配置的。

FLS 1800 — 在六个配置步骤中 

选择
机器底座

选择
工艺设备

选择
激光防护外壳

选择
附件

选择
计量

选择
选项



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 1800 背后的概念结合了以下几个优点：高工艺安全性及最大

的灵活性。

MANZ 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 1800 设计用于众多激光工艺。

您可以自定义您的需求 — — 我们则提供合适的激光工艺。由于标准化的缘故，您的 FLS 日后可以进行转换，用于另一个工艺或与其他工

具合用。

您的优势一目了然FLS 1800 — 始终是激光工艺的最佳选择 

更大的灵活性工艺安全性 质量与经验

Manz 的灵活的激光系统 FLS 1800 是根据模块化原则由高性能组件制成的。激光

系统可以基于标准化机台和众多同样标准化的附件进行配置。附加选项可以按需

索取，这样，每个系统每次均可根据不同的用途进行更改。我们的激光应用因较

高的工艺安全性而著称，多年来已在各种应用中加以实践。

Manz 在机械设计方面拥有 30 多年的经验以及丰富的工艺技术诀窍，而我们也

很乐意按您的需求利用我们的经验和工艺技术诀窍其来开发或优化适当的激光工

艺。

该 FLS 1800 可以作为小型设施、中试项目用机器，以及量产系统用机器来使用，

并集成到（现有）自动化系统中。通过采用标准化组件，该激光工艺可适应新的

需求，外壳也可在将来进行改装。因此，其在未来仍能保持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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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Laser cutting of metals, 
plastics and compound 
materials

DRILLING
Drilling holes in the 
widest array of materials

MARKING
Marking texts, codes 
and samples on wide 
array of materials

ABLATION
Partial removal of 
material and coatings

WELDING
Welding materials 
with differing material 
partners

激光焊接是 FLS 1800 的标准应用之

一。根据不同的材料和要求，Manz 将
采用专门的焊接法，其比之一般的电

阻焊接和超声焊接更有优势。

使用范围：
• 焊接相同或不同的金属

• 焊接反光材料（如，铜，金，铝）

优势： 
• 高强度焊缝 
• 在处理差异明显的两种材料时也具

有稳定、可重复的焊接深度

• 在焊缝几何图形和焊缝截面方面具

有很高的自由度 

对焦：MANZ 激光焊接  

激光焊接 
圆柱形电池   
• 用较薄的下层材料对较厚的上层材料进

行搭接焊接

• 具有低热力影响区的微焊接能力

优势 
• 组件/电池的低热负荷

• 无焊穿 

激光焊接   
与放电器连接或外壳的密封焊缝  
• 焊接厚铜 
• 可能有不同的连接配置

优势

• 大连接截面和公差补偿

• 高密度连接

根据不同的工艺和材料，各种专门开

发的方法用于激光焊接。

不同的材料组合的
材料焊接

打标文字、字母以
及在广泛的材料的
各种样本上打标

在最广泛的材料上 
钻孔

激光切割金属、塑料
和复合材料

材料和涂料涂层的部
分去除

焊接 打标 钻孔 切割 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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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活跃的高科技设备制造商，Manz AG 总公司位于

德国罗伊特林根城，是快速增长市场中创新产品的先驱。

1987 年成立的 Manz 公司，涵盖的技术领域包括涵盖的技

术领域包含自动化、激光工艺、印刷与涂布、卷对卷、测

试与检测及化学湿制程。

Manz 集团在德国、斯洛伐克、匈牙利、义大利、中国大

陆及台湾皆设有自己的生产据点；而 Manz 集团的业务销

售及服务网络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和印度。Manz 集团在

全球拥有约 1,800  名员工，其中在亚洲约 750 名。

MANZ GERMANY
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MANZ HUNGARY
制造

MANZ USA
销售及服务

MANZ INdIA
销售及服务

MANZ CHINA
研发、制造、 
销售及服务

MANZ TAIwAN
研发、制造、 
销售及服务

MANZ SoUTH KoREA
销售及服务

MANZ SlovAKIA
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MANZ ITAlY
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Manz AG  
Steigaeckerstrasse 5 
72768 Reutlingen
德国

电话：+49 7121 9000 0
传真：+49 7121 9000 99

www.manz.com 
info@man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