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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了降低人身伤害的危险，所有对此工具进行使用、安装、修复、维
护、在此工具上更换附件或在其附近作业的人员在执行任何此类工作
之前，都必须阅读并理解这些说明。
切勿丢弃 – 请交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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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产品数据

最大工作压力 7.0 bar 
( psig)

空载速度 350 r/min 
( rpm)

重量 4.5 kg 
(9.9 lb)

声明

责任

在工作环境下，许多情况可能影响拧紧流程，为此须对
结果进行验证。在此，我们要求用户遵守相关标准和/或
法规，在出现可能影响拧紧结果的情况后，检查安装的
扭矩和旋转方向。此类情况的示例包括但不限于：

• 工具系统初始安装

• 更改部件批次、螺栓、螺钉批次、工具、软件、配
置或环境

• 更改通风或电气连接

• 更改管路人体工程学特性、流程、质量程序或操作
法

• 更换操作员

• 任何影响拧紧流程结果的其他变更

检查应：

• 确保未因发生的影响情况改变接头状况。

• 在设备初始安装、维护或修理后实施。

• 至少在每次换班后检查一次或以合适的频率进行检
查。

EU 符合性声明

我们（Atlas Copco Industrial Technique AB, S-105
23 STOCKHOLM SWEDEN）全权声明，本产品（名称、型号
和序列号，请见首页）符合以下指令： 
2006/42/EC

应用的协调标准：
ISO 11148-6

机构能从
Product Compliance Manager, Atlas Copco
Industrial Technique AB, S-105 23 Stockholm
Sweden获取技术信息

Stockholm, 11 June 2018

Carl von Schantz, Managing Director

签发者签名 

噪音与振 声明

• 声压级80 dB(A)、不确定性3 dB(A)，符合
ISO15744。

• 声功率级 dB(A)、不确定性3 dB(A)，符合
ISO15744。

• 总振动值<2.5 m/s2、不确定性，符合ISO28927-2。

以上声明值是根据一定标准获得的实验室测量值，可以
与使用其它工具按照相同标准所测得的声明值进行对
比。这些声明值不适合用于风险评估，在个别工作地点
测出的值可以会更高。每个用户所经历的实际接触值和
损害风险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用户的工作方式，工
件、工作站设计以及接触时间和用户的身体状况。

我们（Atlas Copco Industrial Technique AB）郑重声
明：对于在不受我们控制的工作场所状况下进行的单独
风险评估，如使用声明值而非实际暴露值，则我们对后
果概不负责。

如果该工具在使用时未经适当管理，则可能会导致手臂
振动综合症。有关预防手臂振动的 EU 指南，请通过访
问http://www.pneurop.eu/index.php并选择“工具” -
“法规”进行查看。

我们建议制定一个健康监督方案，以尽早检测出可能与
振动接触相关的早期症状，从而对管理程序进行修改，
避免今后造成损害。

如果本设备适合于拧紧机系统：
所提供的噪声排放信息可供机器装配者参考。整套
机器的噪声和振动发射数据应在机器的指导手册中
提供。

有关 REACH 第 33 条的信息

欧洲法规 (EU) No. 1907/2006 化学品的注册、评估、
授权和限制 (REACH) 定义了与供应链中通信相关的要
求。信息要求也适用于含有所谓高度关注物质（“候选
列表”）的产品。2018 年 6 月 27 日，铅金属（CAS
编号 7439-92-1） 被纳入候选列表。

根据上述要求，特此通知您产品中的某些机械部件可能
含有铅金属。这符合现行的物质限制法规，并基于 RoHS
指令 (2011/65/EU) 中的合法豁免。在正常使用过程
中，铅金属不会从产品中泄漏或突变，并且整个产品中
的铅金属浓度远低于适用的阈值限制。请考虑当地对产
品寿命终止时铅处置的要求。

安全

警告 存在财产损失或严重受伤的风险

确保在操作工具前阅读、了解并遵守各项操作说
明。若不遵守所有操作说明，可能会造成电击、火
灾、财产损失和/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 阅读所有随本系统不同部分提供的安全信息。

► 阅读针对安装、操作和维护本系统不同部分的产
品说明。

► 阅读有关本系统及其中零件的所有本地安全法
规。

► 保存所有安全信息和说明，以备将来参考。

http://www.pneurop.eu/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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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声明

此产品用于安装和拆卸木制、金属制或塑料制的螺纹扣
件。

不允许用作其他用途。仅供专业人员使用。

警告 存在受伤风险

► 如果扭矩高于 50 Nm，应使用反作用力杆。

反作用力臂设计用于吸收组合电动工具的反作用
扭矩。

产品指定说明

警告/须知

• 在使用产品前，请检查旋转方向。

• 切勿在未确保离合器松开的情况下使用产品。

• 确保正确紧固动力套筒。如有必要，更换固定销或
锁止销。

• 如要使用悬吊台，确保悬吊台处于良好状态并已正
确紧固。

一般说明

使用带扭矩反作用杆的工具时需要特别小心以免受到挤
压伤害。出于安全考虑，只有受过培训并且熟知工具在
不同条件下如何工作的人员才可以操作。工具只有配备
相应的反作用杆（适应于相应的螺纹连接件应用）才可
以使用。

警告 挤压危险

在开始前务必检查工具转动方向！在意外转动方向
下启动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 确保在启动工具前转动方向正确。

► 在使用工具时手应远离反作用力杆。

常规安全说明

为降低人身伤害的风险，所有使用、安装、修复、维
护、更换附件或在此工具附近作业的人员在执行任何此
类工作之前都必须阅读并理解这些说明。

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帮您安全高效工作的工具。但本工具
或其他任何工具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是您本人。您的谨慎
态度和良好的判断力是避免伤害的最佳保护。此处无法
尽述所有潜在危险，但我们会重点介绍其中某些重要危
险。

• 只有合格或接受过培训的操作人员方可安装、调节
或使用此电动工具。

• 此工具及其附件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改造。

• 如果此工具已损坏，则不得使用。

• 如果工具上的额定转速、操作压力或危险警示牌不
再清晰可读或已脱落，请立即更换。

更多安全信息请参见：

• 此工具附带的其他文档和资料。

• 您的雇主、工会和/或行业协会。

• “便携式气动工具安全规范”（ANSI B186.1)，
您可以在出版期间从 http://global.ihs.com/
的“全球工程文件”上获取或者致电 1 800 854
7179 获取该文件。如获取 ANSI 标准时有任何
不便，请登陆 http://www.ansi.org/ 与 ANSI
联系

• 更详细的职业卫生和安全信息可由以下网站获
得：http://www.osha.gov（美国）https://
osha.europa.eu/（欧洲）

空气供给和连接危险

• 压缩空气可能造成严重伤害。

• 在更换附件或者进行维修之前，若不使用工具，务
必始终关闭气源、释放管中气压并断开工具与气源
的连接。

• 任何时候不得将压缩空气对准自己或他人。

• 气管甩动可能造成严重伤害。请始终注意检查气管
和管夹有无损坏或松动。

• 切勿在工具上使用快卸连接器。请参阅说明进行正
确设置。

• 使用万向联轴节的时候一定要安装防松销钉。

• 不得超过最大空气压力 6.3 bar / 90 psig，也不
得超过工具铭牌上注明的压力值。

缠绕危险

• 远离旋转驱动装置。操作工具或配件时不得穿着宽
松的衣服、戴手套、佩戴首饰、项链，并应整理好
头发，否则可能发生窒息、撕脱头皮和/或划伤。

• 手套可能会被驱动装置缠住，导致手指被切断或断
裂。

• 驱动装置套筒和驱动器延长件能够很容易地切断橡
胶手套或金属强化手套。

• 不得戴宽松的手套、半指手套或手指部分磨损的手
套。

• 不得握住驱动装置、套筒或驱动器延长件。

抛射物危险

• 进行工具的操作、修理或维护工作或者更换工具附
件或靠近操作现场时，要戴上耐冲击的眼部和面部
护具。

• 要确认作业区域的所有其他人都已佩戴耐冲击的眼
部和面部护具。即使较小的抛射物也可能对眼睛造
成伤害并导致失明。

• 紧固件拧得过紧或过松都可能断裂、松动或脱落，
并造成严重伤害。松脱的组装件可能会成为抛射物
件。需要特殊扭矩的组装件必须使用扭矩表进行检
查。

注意，所谓的“棘爪”转矩扳手无法检查扭矩是否
可能过大的危险情况。

• 不得使用手动扳手。只能使用完好的电动或机动扳
手。

• 确保工件牢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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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危险

• 在操作起子头或套筒，调整离合器或拆除工具之
前，请断开空气供给。

• 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必须有足够的体力掌握体大沉
重的动力工具。

• 正确握住工具：准备好应对可能出现的正常或突然
移动 - 双手都要做好准备。

• 调整完离合器后，立即检查能否正确操作。

• 请勿在气压降低或出现磨损时使用：离合器可能不
工作，从而导致工具把手突然旋转。

• 在主轴旋转的相反方向始终安全地支撑住工具把
手，以减少在最后拧紧和初始松开期间突发扭矩反
应所产生的影响。

• 可以的话，请使用悬架臂来吸收反作用扭矩。如果
不行，那么对于直伸式工具和枪柄式工具，建议在
侧面安装把手；对于角度螺栓紧固机，建议使用反
作用力臂。无论哪种情况，都建议利用一种方法在
使用直伸式工具时吸收大于 4 Nm (3 lbf.ft) 的反
作用扭矩，使用枪柄式工具时吸收大于 10 Nm (7.5
lbf.ft) 的反作用扭矩，以及在使用角度螺栓紧固
机时吸收大于 60 Nm (44 lbf.ft) 的反作用扭矩。

• 开口的爪形螺帽扳手可能将手指碾碎。

• 不要在受限空间中使用：不要把手放在工具和工件
之间，尤其是在进行松拧时，注意不要挤伤双手。

重复性动作的危害

• 使用电动工具执行工作相关操作时，操作人员的双
手、手臂、肩膀、脖子或身体其他部位可能会感到
不适。

• 采用舒适的姿势，同时又能保持站稳，避免采用别
扭或容易导致身体失去平衡的姿势。在进行长时间
任务时，改变姿势有助于避免出现不适或疲劳。

• 不要忽视持续或断断续续的不适、疼痛、搏动、酸
痛、麻感、麻木、灼烧感或僵硬等症状。如有此类
症状，请停止使用工具，告诉您的雇主并咨询医
师。

噪音和震动危害

• 高分贝的声音会导致永久性失聪和耳鸣等其他症
状。请配戴贵公司推荐的或符合职业健康和安全规
范的听力保护装置。

• 暴露在震动环境中会对手和手臂的神经和供血造成
致残伤害。穿着保暖衣物并保持手温暖干燥。如果
发现手脚麻木、刺痛、疼痛或皮肤发白，应该停止
使用本工具，告诉您的雇主并征求医生意见。

• 以安全的方式轻握工具，因为震动带来的风险一般
来说在握力更大时会更高。在可以的情况下使用悬
架臂或在侧面安装一个把手。

• 要避免噪声及振动水平无谓增加：

• 按照本说明手册操作和维护工具，以及选择、维护
和更换附件及消耗品；

• 请勿使用磨损或装配不当的起子头、套筒或加长
件。

工作场所的危险

• 滑跌/绊跌/摔倒是导致重伤或死亡的主要成因。要
注意地面上或者工件表面上多余的管子。

• 工作过程中要避免接触会造成疾病（例如，癌症、
先天缺陷、哮喘和/或皮炎）的东西，比如吸入粉尘
或接触碎片。加工会产生有害微粒的工件时，需要
使用吸尘装置并佩戴呼吸保护装置。

• 砂磨、锯切、打磨、钻孔等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某些
粉尘可能含有加州当局已知的可能导致癌症、先天
性缺陷或其他生殖伤害的化学物品，例如：

• 铅基涂料中的铅

• 结晶硅砖和水泥以及其他泥工产品

• 经过化学处理的橡胶中含有的砷和铬

您暴露于这些化学物质的风险因这类工作的频率而
异。为了降低您暴露于这些化学物品的风险，请注
意下列事项：应该在通风良好的区域内工作，并使
用经过核准的安全设备，比如专用的可以滤掉微粒
的防尘面罩。

• 在陌生环境下作业时应小心谨慎。注意工作活动可
能造成的危险。本工具未经绝缘处理，请勿接触电
源。

• 不建议在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此工具。

请勿丢弃 – 致使用者

标贴

产品配备的标贴含有个人使用安全和产品维护方面的重
要信息。标贴应始终易于阅读。可以使用备件列表订购
新标贴。

有用的信息

网站

登录到 Atlas Copco: www.atlascopco.com.

您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找到关于我们产品、附件、备件
和已发布事件的信息。

原产地

请参见产品标签上的信息。

质保

• 产品保修在首次启用产品后 12 个月内有效，但无
论如何，最迟应在交付产品后 13 个月内过期。

• 保修不包括部件正常的磨损和断裂。

• “正常磨损和断裂部件”是指在工具常规维护期
内，需要更换、进行其他调整/大修的部件（以
时间、运行时数或其他形式表示）。

• 产品保修以工具及组件的正常使用、维护和修理为
前提。

• 本保修不适用于在保修有效期内因维护保养不当或
由 Atlas Copco及其授权维修服务合作伙伴之外的
他方进行维修保养而造成的损坏部件。

• 要避免工具零配件损坏或断裂，请按建议的维护周
期保养工具并严格遵守说明操作。

http://www.atlascop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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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类修理仅在 Atlas Copco维修间或由获得授权
的维修服务合作伙伴处理。

Atlas Copco通过ToolCover 合约提供延保及最佳的预防
维护服务。有关详情，请联系您当地的服务代表。有关
详情，请联系您当地的服务代表。

电动马达：

• 保修仅适用于未打开过的电动马达。

ServAid

ServAid 是一个包含所有硬件和软件产品技术信息的门
户，例如以下信息：

- 安全信息（包括声明、标准和指令）

- 技术数据

- 安装、操作和维修说明

- 备件列表

- 配件

ServAid 持续更新，可在此处下载：
https://servaid.atlascopco.com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 Atlas Copco 代表。

安全数据表 MSDS/SDS

安全数据表介绍了 Atlas Copco 出售的化学产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站：
www.atlascopco.com/sds

螺母扳手的产品安全视频

为了安全操作，请了解更多有关 Atlas Copco 螺母扳手
上的安全功能以及操作员必须采取的措施的信息。点击
链接或扫描以下 QR 码观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h6yttvUpw

https://servaid.atlascopco.com
http://www.atlascopco.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Ah6yttvU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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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数据

	 声明
	 责任
	 EU 符合性声明
	 噪音与振 声明
	 有关 REACH 第 33 条的信息

	 安全
	 使用声明
	 产品指定说明
	 警告/须知
	 一般说明

	 常规安全说明
	 标贴

	 有用的信息
	 网站
	 原产地
	 质保
	 ServAid
	 安全数据表 MSDS/SDS
	 螺母扳手的产品安全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