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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接工具
橙色系列VDE电池驱动式压接工具

提供高等级安全性能的工具系列
高达 1000 V 整体电压防护

REG F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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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 F647

VDE 1000V安全认证
独特创新
柯劳克橙色系列（Orange Line）是行业中创
新的电池驱动式液压工具，它们可提供高压
1000V电击防护。内置的绝缘组件可隔绝工作
头部与工具本体之间的电压放电。
每把工具在生产过程中经过严格的测试，以保
证符合IEC 60900标准的要求，并确保达到
1000V的电压保护。

简介

 `施加在工作头部的电压不会损坏工具本体
 `整体防滑保护防止与带电部件意外接触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根据IEC 60900标准的电气要求通过高达1000V
的VDE测试和认证，并完全通过IEC 62841-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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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接工具
橙色系列VDE电池驱动式压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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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更安全 

在高达1000V的低压区域中处理带电部件通常是某些部门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这些任务都需要使用绝
缘的手工工具。柯劳克新型橙色系列现在首次提供电池驱
动式剪切和压接工具，可显著提高用户安全性。

此外，在涉及可能带电部件的所有应用中我们的绝缘工具
能够提供额外的电压防护。
在以往，即使在断电工况下，用户仍然需要对可能存在的残
电风险做额外的防护，但现在可以主动防止在高达1000V
的低压区域发生电气事故。

`安全又方便

在电气系统不能断电或断开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需要处
理带电电缆。
在这些情况下，柯劳克橙色系列电池驱动式压接和剪切工
具可显著提高操作安全性。它们能适用于高达1000V低压
区域的所有应用：从安装电缆接头，处理高架输电线路，到
安装和修理街道照明或仪表系统。

符合和柯劳克新一代（NG）产品系列相同水平的设计
和生产标准。可通过工具本体显示屏了解实时工况。具
有可连续旋转的工作头部。

符合标准的防滑保护装置可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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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M6022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压接工具，6 - 300 mm²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高达300 mm²的大压接范围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闭合头，带螺栓联锁，可旋转，翻盖型 
▪在出现错误时可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从而保证质量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简单且安全：在完成操作后，自动复位 
▪自动定点复位（ARS）功能，用于在多次压接时提高效率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22系列可互换压接模具，窄压接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 电池驱动式液压压接工具6 - 300 mm² EKM6022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 KB-1850

技术参数  

压接力 60 kN

压接行程 17.5 mm

压接范围 6 - 300 mm²

压接周期 2 秒（对于ARS）至5秒（取决于横截面）

充电时间 39 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3.1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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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22系列压接模具

适用范围 连接材料 压接范围 mm² 压接形状
铜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管制电缆端子，适用于符合DIN EN 60228标准的紧凑型导线 6 - 300

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标准型， 
管制电缆端子，适用于开关柜接线 6 - 300

绝缘电缆端子和紧凑型接头，标准型，预绝缘针型端子 10 - 150

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适用于细绞合导线 10 - 70

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适用于实心导线 10 - 50

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镍和不锈钢材质

不锈钢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10 - 50

镍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10 - 50

铜质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符合 DIN 标准

铜质紧凑型电缆端子（DIN 46235）和接续管  
（DIN 46267，第1部分），符合DIN标准 6 - 300

双芯紧凑型电缆端子 2 x 50 - 2 x 70

端子、接续管和预绝缘针型端子，符合DIN标准，铜质

非焊型端子（DIN 46234），接续管 
及预绝缘针型端子（DIN 46230），符合DIN标准 10 - 70

带绝缘护套的非焊型端子 10 - 70

适用于紧凑型导线和扇形导线的套管，铜质

适用于扇形铝和铜导线的预置圆模具 10 sm - 300 se / 
240 sm

铝质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符合DIN标准

铝质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符合DIN标准 10 - 300

紧凑型接头，适用于铝镁硅合金导线DIN EN 50182、铝导线DIN EN 
50182，120 - 185 mm² 25 - 185

紧凑型接头DIN 48085（第3部分），适用于铝/铁导线DIN EN 50182，
铝压接 25/4 - 120/20

紧凑型接头DIN 48085（第3部分），适用于铝/铁导线DIN EN 50182，
钢压接 25/4 - 120/20

铝/铜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铝/铜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铝端：压接模具A22， 
铝/铜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铜端：压接模具D22 10 - 300

线夹

线夹，C型 4 - 70

H型线夹 70

电缆终端套管

双芯电缆终端套管 2 x 4 - 2 x 16

电缆终端套管，梯形，适用于细绞合导线 10 - 240

双芯电缆终端套管，梯形，适用于细绞合导线 2 x 4 - 2 x 16

请参阅技术附录中有关压接接头的限制。

* 具体规格参见压接模具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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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M60ID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压接工具，10 - 240 mm²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得益于采用创新型2级伸缩式气缸，提供超大的压接区域 
` 单点压接 - 无需压接模具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采用创新型2级伸缩式气缸 
▪闭合头，翻盖型，可旋转 
▪在出现错误时可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从而保证质量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非常适用于紧凑型导线
▪特别适用于符合DIN VDE 60228标准的细绞合导线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压接工具10 - 240 mm² EKM60ID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 KB-1850

适用范围 连接材料 压接范围 
mm²

压接形状

铜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
管，标准型，管制电
缆端子，适用于开关
柜接线

10 - 240

管制电缆端子和接续
管，适用于细绞合导线 10 - 240

端子、接续管和预绝缘端子，符合DIN标准
非焊接端子（DIN 
46234）接续管和预
绝缘针型端子（DIN 
46230，DIN 46341）

10 - 240

铝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铝紧凑型电缆端子和
接续管，符合DIN标准 50 - 240

紧凑型接头符合
DIN 48085（第3部
分）标准，适用于铝/
钢电缆，符合DIN EN 
50182标准

50 - 240

铝/铜紧凑型电缆端子和接续管
铝/铜紧凑型电缆端子
和接续管 50 - 240

技术参数  
压接力 30 - 60 kN（2级伸缩式）

行程/开口宽度 35.5 mm
压接范围（铜） 10 - 240 mm²
压接范围（铝） 50 - 240 mm²
压接周期 2 秒 (MRS+)至7秒（取决于横截面）
充电时间 39 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2.6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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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50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直径50 mm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具有大切割力，可切割铜和铝电缆（也适用于细绞合导线）
` 得益于采用创新型开口机制，可节省时间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开放式头部，可旋转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2级液压系统，提供快速进给和动力行程
▪简单且安全：在完成操作后，自动复位
▪手动定点复位（MRS），可高效操作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铜和铝电缆（多绞合线、细绞合线），甚至适用于铠装电缆

技术参数  
头型 开口式刀头

切割范围 最大直径50 mm

切割力 38 kN

切割周期 8秒至10秒（取决于材料厚度）

充电时间 39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3.0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 
直径为50 mm，带柯劳克电池 ESM50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54 Wh） KB-1850

剪切工具
橙色系列VDE电池驱动式剪切工具



10

剪切工具
橙色系列VDE电池驱动式剪切工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 
直径为20 mm，带柯劳克电池 ES20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 KB-1850

备用刀片 ES20E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适用于切割符合DIN EN 50182标准的铝/铜导线（ACSR），符合DIN 

EN 60228标准的实心铝/铜电缆，1类和层压铜母线汇流排 
` 非常坚固的设计且轻巧 
` 细长型刀头 - 特别适用于对空间要求严苛的应用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开放式头部，可旋转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简单且安全：在完成操作后，自动复位
▪手动定点复位（MRS），可高效操作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钢芯铝绞线（ACSR）

技术参数  
切割范围 最大直径为18 mm（取决于电缆类型）

切割力 23 kN

切割周期 2秒至4秒（取决于电缆类型）

充电时间 39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2.1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ES20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直径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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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32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直径32 mm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细长型刀头 - 特别适用于对空间要求严苛的应用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开放式头部，可旋转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简单且安全：在完成操作后，自动复位
▪手动定点复位（MRS），可高效操作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铜和铝绞合电缆

技术参数  
头型 开口式刀头

切割范围 最大直径32 mm

切割力 15 kN

切割周期 8秒至10秒（取决于电缆类型）

充电时间 39 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2.1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
直径为32 mm，带柯劳克电池 ES32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 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54 Wh） KB-1850

备用刀片套件 ES3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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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工具
橙色系列VDE电池驱动式剪切工具

ESM35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直径35 mm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具有大切割力，可切割铜和铝电缆（也适用于细绞合导线）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开放式头部，可旋转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2级液压系统，提供快速进给和动力行程
▪简单且安全：在完成操作后，自动复位
▪手动定点复位（MRS），可高效操作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铜和铝电缆（多绞合线、细绞合线），甚至适用于铠装电缆

技术参数  
头型 开口式刀头

切割范围 最大直径35 mm

切割力 25 kN

切割周期 4秒至6秒（取决于材料厚度）

充电时间 39 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2.9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 
直径为35 mm，带柯劳克电池 ESM35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54 Wh） KB-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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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25ISM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直径25 mm

` 橙色外壳易于与标准工具区分 
` 绝缘且VDE认证高达1000 V，在处理可能带电压部件时提高安全性 
` 适用于切割钢芯铝绞线（ACSR）、棒材（铜、铝、钢）、铠装电缆、钢杆

和拉线
` 非常坚固的设计且轻巧 
` 内置显示屏，使所有工具数据一目了然

特性
▪开放式头部，可旋转
▪简单且安全：一键式操作理念，用于控制所有工具功能
▪由于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重心平衡，可轻松操作
▪LED适用于工作区域照明
▪2级液压系统，提供快速进给和动力行程
▪简单且安全：在完成操作后，自动复位
▪手动定点复位（MRS），可高效操作
▪得益于采用电池充电和服务显示，确保随时可供使用

适用范围
▪裸线（ACSR），张紧线及高张力张紧线

技术参数  
头型 开口式刀头

切割范围 直径达25 mm的裸线（ACSR，Aldrey），直径
达16 mm的张紧线，直径达12 mm的高张力
张紧线

切割力 67 kN
切割周期 （取决于材料厚度）
充电时间 39 分钟
重量（包括电池） 2.9 kg
环境温度 -10°C至+40°C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VDE电池驱动式液压剪切工具 
直径为25 mm，带柯劳克电池 ESM25ISM

标准配置
柯劳克电池18 V / 2.5 Ah，锂电池 KB-1825

柯劳克快速充电器，适用于18 V锂电池 KBC-30

塑料工具箱 KK50IS

可选附件
柯劳克电池18 V / 5.0 Ah，锂电池（54 Wh） KB-1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