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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1. 安全考量

安全提示
Ersa 产品在满足基本安全要求情况下开发、生产并经过检测。
但仍存在剩余风险！
因此在首次操作工具前，请阅读本说明书。说明可帮助您安全地操作焊接工
具，了解并最佳地使用所有功能。
需要注意的安全提示也包括附加的信息文字“安全提示”。
必须注意国家和国际安全、健康和劳动保护规定。

 危险
因不恰当操作造成的危险

a) 遵守使用说明书！
b)任何受委托调试、运行和/或保养焊接工具的人都必须阅读并理解信息文
字“安全提示”和章节“为确保您的安全”以及本使用说明书中与作业有关的
章节！

c) 运行焊接工具另外还需要遵守当地的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
d)请始终将本说明书保管在焊接工具附近所有用户可随时接触到的位置
上！

 小心
事故风险！不允许损坏焊接工具的组件！

a) 在使用前检查所有组件！
b)如果损坏，禁止运行焊接站！
c) 只能让专业人员或生产商执行维修！
d)只能使用原装 Ersa 损耗件和备件。
e) 不得进行改装！
它们同样会导致丧失质保请求权。

f) 绝对不要在没有焊头的情况下使用电烙铁，存在过热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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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警告
因高温焊接工具出现火灾危险！

a) 在接通焊接站之前，从作业区域中移除所有易燃的物品、液体和气体！
b)在不使用时，始终在存放支架中放置焊接工具！
c) 在使用完之后，将焊接站与电网断开！

 小心
烫伤危险！在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绝对不能直接触摸高温的焊头或高温的加热体！

 小心
烫伤危险！只能由焊接站操作员控制焊接站！
只允许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操作员通过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或 App
"Ersa Trace" 控制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温度设置或关闭时间！

 警告
在焊接时有触电危险！

a) 只能在没有电的零件上执行焊接作业！
b)焊接站和电烙铁不能暴露在高机械负荷下！
c) 不能将焊接工具浸入液体中进行冷却！

 警告
可能出现火灾危险或财产损失！
在盖住通风口时存在热蓄积危险！

a) 绝对不能盖住通风口！

 小心
使用防护装备！
焊接的时候，可能会有高温焊剂或腐蚀性助焊剂从焊接位置溅出。通过使用
防护装备避免焊剂或助焊剂进入眼睛或皮肤！
a) 遵守企业内部有关防护服的规定！
b) 遵守所使用焊剂和助焊剂的安全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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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警告
危险电压！
因触电造成死亡或重伤！

a) 出现电源故障时立即关闭焊接站！
b)只允许专业电工或由受到过电子技术指导的人员在专业电工指导和监督
下，根据电子技术规定在电气零件上工作！

c) 绝对不允许打开设备！
d)只能使用具有规定电流强度的原装保险装置！
e) 只能使用电绝缘工具！
f) 保护连接线：
不能将连接线用于拔出电源插头或携带设备！连接线不能接触热、油或
锋利的边缘！立即更换损坏的连接线，因为它们可能造成火灾、短路和
触电！

 小心
禁止进食和饮水！
ü 焊剂和助焊剂有毒。为避免它们进入生物体，请注意以下方面：
a) 在焊接室内既不允许进食、饮水，也不允许吸烟！
b)在使用焊剂和助焊剂作业期间，始终要洗手！
c) 遵守所使用焊剂和助焊剂的安全数据表！

 小心
在焊接时会出现有毒蒸汽！
在焊接时焊接材料和组件会产生气体析出。这些气体析出对健康有害。不能
吸入蒸汽！

a) 确保充分通风或者使用焊烟抽吸装置！
b)遵守所使用焊剂和助焊剂的安全数据表！

 警告
火灾和触电危险！
水分和潮湿会传导电流。这可能导致火灾和触电。

a) 防止作业设备出现潮湿和水分！
b)不得接通潮湿的焊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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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警告
因无人看管的焊接站导致的火灾危险！

a) 为了避免事故和烫伤，未获授权人员必须远离焊接站！
b)绝对不能让已接通的焊接站无人看管！
c) 必须将焊接工具放到指定存放支架的存放位置。
d)只允许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操作员通过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或 App "Ersa Trace" 控制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温度设置或关闭时间！

e) 关闭焊接站之后，焊接工具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冷却下来。

 小心
避免受伤危险！

a) 在接通前检查作业设备是否损坏！
b)只能在参数表中指定的环境条件下运行和保管作业设备！
c) 按照操作说明书中的规定对工作用设备进行维护和清洁！
d)保持工位旁的秩序！

 小心
事故风险！因无关人员使用出现危险！

a) 确保无关人员，尤其是儿童，不会接触到焊接站！

1.1 有静电危险的部件

提示
使用敏感的部件作业
某些部件可能因静电放电而受损。请注意包装上的警告提示，或者询问生产
商或供应商。为保护这些部件，可使用防 ESD 工位（ESD＝静电放电）
可使用符合 IEC61340-5-1 标准的零件形成这一环境。
通过 ESD 接地插头（包括安装的 1 MOhm 安全电阻）将可导电的 ESD 工作垫
与同样连接 i-CON TRACE 接地安全引线 (PE) 的同一插排的接地安全引线触点
(PE)® 相连（参见插图1）。
与 ESD 工作垫相连的 ESD 接地线必须拥有集成的 1 MOhm 安全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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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图 1: 正确连接：I 级防护等级的电烙铁（保护导体）和 ESD 接地插头在同一插排中

1.2 FCC USA 提示
本设备经测试，并且符合 FCC 规定第 15 部分的 A 类数字式设备的极限值。
这些极限值应该能够为商业环境中运行的设备提供合理保护，防止出现有害干
扰。本设备生成并使用高频能量，而且还可能发射这些高频能量。如果不按照
操作说明书安装和使用，则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干扰。如果是在住宅区内
运行本设备，则可能造成干扰。这种情况下，使用者必须自费负责解决这些干
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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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2.1 按规定使用
焊接工具 i-CON TRACE® 是按照最新技术水准和公认的安全技术规定制造的。但
如果由未经培训的人员不恰当地使用或者用于不符合规定的用途，则焊接工具
可能产生剩余危险。
焊接站 i-CON TRACE® 设计在封闭的室内用于工业用途。该工具只用于软焊料钎
焊。任何其他或有驳于此的使用方式均被视为非合规使用。对于由此造成的损
失，生产商/供应商不承担责任。合规使用还包括注意本使用说明书及其安全
提示，以及产品随附的安全提示。

2.2 版权和责任
Ersa 本着严谨的态度制作了本使用说明书。但无法对本说明书中的内容、完整
性和信息质量提供保证。内容将得到维护并按照最新的情况调整。
所有在本使用说明书中公布的参数以及有关产品和工艺的信息都是由我们使用
现代化技术辅助工具按照我们最高知识水平确定的。这些信息没有约束力，它
们不能免除用户在使用设备前自主负责进行检查的责任。
未经事先明确书面确认，我们无法对不损害第三方应用和工艺过程专利提供保
证。我们保留为改进产品而进行技术变更的权利。
在合法手段范围内，不承担因购买本产品造成的间接损失、后续损失或者第三
方损失。保留所有权利。
我们推荐保管好包装材料，以备之后使用。只能使用这种包装材料才能妥善地
包装、存放、运输或使用焊接工具。
未经 Ersa GmbH 书面同意，不允许以摘录的方式复制、修改、传输本说明书，
或者将其翻译为其他语言。这一点对 Web-App“Ersa TRACE Cockpit”的所属软件
说明书同样适用。

2.3 质保
加热体和焊头或脱焊头属于易损件，无法享受质保。由材料或生产造成的缺陷
必须在报告缺陷并在退货前展示购买凭证，并将其附加在退货中。
质保期依据 Ersa GmbH 一般有效的销售、供货和付款条款中的规定。在不按规
定使用并干涉设备时，将丧失质保以及买方针对生产商的责任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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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3. 技术数据

3.1 电气连接

名称
电源电压 (VAC) 220-240

电源频率 (Hz) 50-60

保险丝，惰性 (A) 0.8

电源电压 (VAC) 110-120

电源频率 (Hz) 50-60

保险丝，惰性 (A) 1.6

次级电压 (VAC) 24

3.2 一般参数

工位
宽度 (mm) 156

深度 (mm) 175

高度 (mm) 102

重量 (kg) 约3.1

存放支架
宽度 (mm) 146

深度 (mm) 135

高度 (mm) 94

重量 (kg) 约0.75

3.3 属性

名称
短期最高加热功率 (W) 150

平均加热功率 (W) 80

无级温度范围 (°C / °F) 50-450 / 122-842

静止状态下的调节振荡 
(°C / °F)

<±2 / <±3.6

焊头与地线之间的欧姆电阻（欧姆） <2

焊头的对地泄漏电压 
(mV eff)

<2

允许的环境温度 
(°C / °F)

0-40 / 3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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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名称
调节技术 SENSOTRONIC（比例积分控制法）
功能显示 LED

馈电线，PVC，包括设备插座 (m) 2

防护等级 I

依据 MIL-SPEC/ESA 标准 ✓
经过 VDE、EMV 检测 ✓
防静电表面，适于在静电区域内使用。 ✓
合规性 CE, CMIIT, EAC

可连接的焊接工具 i-TOOL TRACE

选项 LAN 接口的以太网网卡

3.4 服务器-PC 最低要求

名称
处理器 (GHz) 2,4; Dual Core

内存 RAM (GB) 4

可用数据存储器 (GB) 16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20H2); Windows Server 2016

3.5 网页浏览器最低要求

名称
最低屏幕分辨率 1920 x 1080

Firefox v78.0

Google Chrome v87.0

Microsoft Edge v93.0

3.6 WLAN 拓扑结构

名称
频率范围 (GHz) 2.4

3.7 移动设备最低要求

名称
Android 操作系统 5.0 以上版本
Apple iOS 操作系统 9.0 以上版本
Apple iPadOS 操作系统 13.0 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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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国-RoHS 声明表

本设备中使
用的零件

有害物质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联苯醚

(PBDE)

连接器引
脚：
电烙铁
i-TOOL
TRACE

插头

X O O O O O

O 表示该零件所有均质材料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低于 GB/T 26572 规定的极限值
要求。
X 表示该零件所用均质材料中至少含一种超过 GB/T 26572 极限值要求的有害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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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安装，储存，清理

4. 运输，安装，储存，清理

4.1 供货范围

提示
交付不完整，或部件损坏？
请检查交付是否完整。如果某件货物缺少或损坏，请与供应商联系！

名称
电气焊接站 i-CON TRACE®

220-240 V；0.44 A; 24 V，抗静电，或
110-120 V；0.88 A；24 V，抗静电
电烙铁 i-TOOL TRACE，24 V，抗静电
焊头 142CDLF1.6

i-TOOL TRACE 的加热体
存放支架 i-TOOL TRACE，抗静电
干式气体净化器
连接电缆
简要说明书
安全提示

请调用 i-CON TRACE®-焊头系列 142 的概览，通过互联网快速链接 142.ersa.de
进行调用。

4.2 有关运输和存储的提示

提示
可能出现财产损失！

a) 在存储时防止焊接站受到天气因素影响（潮湿、水分、海风、雾）！
b)在高空气湿度的区域内长时间存储时，包装好焊接站，防止漏气，并设
置除湿剂！

c) 在原始包装内存储和发运！

我们推荐保管好包装材料，以备之后使用。只能使用这种包装材料才能妥善地
包装、存放、运输或使用焊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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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报废处理

提示
电设备的废物处理
按照欧洲议会的2002/96/EC指令和欧洲委员会2003年1月27日的指令中有关电
子和电动设备废物处理的要求进行垃圾处理。
带有在垃圾桶上打叉的标记的产品不得与未分类的城市垃圾一起处理。 地方
当局已为这些废物设立了特殊的回收点。 请到您的城市或社区机构核查对二
手设备单独回收的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废物再利用来保护环境和人类
的健康。

 小心
废弃处理
ü 焊接废弃物属于特殊垃圾，绝对不能进入生活垃圾！
a) 确保安全、环保地废弃处理焊接工具！
b)确保安全、环保地废弃处理生产原料、辅助材料和更换件！
c) 请注意城市废物清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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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5. 调试

5.1 调试的前提条件
a) 请首先了解焊接站的安全运行，根据章节 安全考量 [} 5]。
b)请检查包装内含物是否完整。为此请阅读章节 供货范围 [} 14]。如果其
中列出的组件损坏或者不完整，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电流和网络连接的前提条件
如果在一个工位上有超过一个焊接站运行，可能导致出现补偿电流。为避免出
现补偿电流，必须将所有焊接站的电源插头插入同一个插排中或者插入最近的
插座中。
如果已有多个焊接站通过以太网 LAN 电缆连接，则这些焊接站必须连接到同
一个交换器上，以避免平衡电流。

5.2 有两种方法通过网络用支持网页浏览器的设备操作焊接机站
– 使用网络浏览器支持的设备通过 WLAN 连接操作焊接站。
可以用采用安卓或 iOS 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将焊接站接入到现
有 WLAN 网络中。移动设备上必须已经安装有 App“Ersa TRACE”。
如果焊接站已经和 WLAN 网络连接，则用 Web-App“Ersa TRACE Cockpit”通
过网络在一个支持网页浏览器的设备上操作该焊接站。

– 使用支持网络浏览器的设备在以太网中通过 LAN 网线操作焊接站。
为此，必须将可选以太网网卡推入焊接站中（参见章节 备件/易损件和附
件 [} 49]）。
如果焊接站已通过 LAN 电缆和网络连接，则用 Web-App“Ersa TRACE
Cockpit”在一个支持网页浏览器并带有 LAN 接口的设备上操作该焊接站。
创建网络连接的时候，不需要带 App“Ersa TRACE”的移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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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网络连接：工作步骤和方法

图 2: 网络连接：工作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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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网络端口
为了运行“Ersa TRACE Cockpit”，必须确保以下端口放行：

服务器计算机上的端口放行（双向）：

通讯协议 网络端口
http 80

mDNS 5353

mqtt 1883

postgres 数据库 5432

Ersa TRACE Cockpit 4660; 8081-8089

图 3: 启用的端口

Ersa GmbH3BA00252-02 | Rev. 318



调试

5.3 使用 Android 或 iOS 移动设备通过 WLAN 操作焊接站
它还可以使用移动设备通过 WLAN 操作焊接站。为此，可以借助采用 Android
或 iOS 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将焊接站接入到现有 WLAN 网络中。
移动设备上必须已经安装有 App“Ersa TRACE”。如果焊接站已经和 WLAN 网络
连接，则用 App“Ersa TRACE” 通过网络在移动设备上操作它。

图 4: 使用移动设备通过 WLAN 操作焊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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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操作元件和接口

图 5: 前视图和背视图

1 在线-LED 6 网线接口
2 电铬铁插口 7 保险盒
3 就绪-LED 8 铭牌
4 接通/断开开关 9 焊接站的二维码
5 服务-LED 10 可选的以太网网卡

图 6: 下侧

11 解锁手柄 12 重置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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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焊接站准备好首次接通
提示：仅将电烙铁落放在中间电烙铁搁放架中，不要将其落放在焊头的侧搁放
漏斗中。（参见插图7）

a) 必须遵守在章节 安全考量 [} 5] 中列出的安全提示。
b)确保电源电压与铭牌上指定的值一致。
c) 按照章节 有静电危险的部件 [} 8] 所述，将焊接站和存放支架放到连接有
接地插头、耐热、可导电的 ESD 工作垫上。焊接物同样仅落放在 ESD 工作
垫板上。
必须避免设备可能倾翻。

 警告
在因易燃的物质造成火灾危险！

a) 在接通焊接站之前，从作业区域中移除所有易燃的物品、液体和气体！

图 7: 正确安装了
焊头

a) 确保通过接通/断开开关断开了焊接站。
b)检查焊头的正确位置：
滚花套筒到 [2] 电烙铁 [3] 的确切距离参见插图6.
滚花套筒的卡口式接头已完全锁紧。
调整板 [1] 不接触滚花套筒 [2]。

c) 将电铬铁放到存放支架中（参见插图7）。电铬铁的连接线不允许承受拉
力。

图 8: 正确的电铬铁存放位置和定位干式气体净化器
d)插入干式气体净化器，插图7 展示了位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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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插入电烙铁插头
e) 插图8 左：将电铬铁的插头 [1] 插入焊接站的电铬铁插口 [2] 中。并且，将
插头的防扭转装置和插口的下凹槽对齐，参见箭头。

f) 插图8 右：电烙铁插头 [3] 盖形螺母的凹槽朝上对齐。然后，用力将盖形
螺母 [4] 推到插头上，并通过转 90° 顺时针锁紧。

g) 将网线与焊接站的网线接口和电源插座相连。

 警告
因通风口被覆盖出现火灾！

a) 不能将存放支架放到焊接站上！绝对不能覆盖通风口，以免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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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首次接通焊接站

 小心
烫伤危险！在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绝对不能直接触摸高温的焊头或高温的加热体！

 小心
烫伤危险！带电烙铁的焊接站出厂时已预设为 360 °C (680 °F)！
即使没有网络连接或没有安装软件，打开接通/断开开关后电烙铁也将立即发
热！

ü 已执行运行焊接站所需的软件准备工作，相关内容已在 Web-App“Ersa
TRACE Cockpit”的软件操作说明书中有所描述。

ü 已执行了调试准备工作。为此，请阅读章节 在调试前。
ü 电铬铁放在存放支架中。
a) 通过接通/断开开关接通焊接站。

ð 焊接站处于加热模式。
ð 首次接通后 LED 显示以下颜色：

在线 红色：没有网络连接
蓝色：焊接站等待通过 App“Ersa TRACE”建立蓝牙连接，以便
接入到 WLAN 网络中
黄色：网络正常，没有和 App“Ersa TRACE” 或者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的连接
绿色：已建立网络连接

就绪 红色：焊头温度不在所设温度范围内
绿色：已达到 360 °C (680 °F) 的出厂预设温度

服务 绿色：所有功能都正常
黄色：未连接任何工具
红色：连接了错误的工具，或者 App“Ersa TRACE” 或 Web-
App "Ersa TRACE Cockpit" 中有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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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断开

 小心
小心烫伤危险！
在断开之后，焊头仍会时间保持高温！

a) 利用设备正面的通/断开关 [1] 将焊接站断开。

图 10: 断开焊接站
ð 所有 LED 熄灭。
ð 网络连接中断，并且 Web-App“Ersa TRACE Cockpit”将已断开的焊接站显示
为“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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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将焊接站与网络建立 WLAN 连接
本章节描述了如何将焊接站接入一个 WLAN 网络，并将其投入运行。

– 用作服务器的 PC 必须支持网络。
– 将一个 i-CON TRACE 焊接站接入到 WLAN 中时，将使用 App“Ersa TRACE”。
提示：还可以选择将焊接站接入到一个 LAN 网络中。为此请阅读章节 将焊接
站与网络建立 LAN 连接 [} 32]。Web-App“Ersa TRACE Cockpit”的操作将在单
独软件说明书中描述。

5.8.1 借助 App“Ersa TRACE”将焊接站和 WLAN 连接
如果将焊接站注册到网络中时需要 MAC 地址，该地址请参见铭牌。
ü 已执行了调试准备工作。为此请阅读章节 在调试前。
ü 已在移动设备上激活地点放行功能。
将不采集任何地点数据。这方面适用 Kurtz Holding GmbH & Co Beteiligungs
KG 的隐私保护政策。

ü 仅支持 2.4 GHz 的 WLAN。
a) 在 Google Play Store 或 Apple App Store 中将 App“Ersa TRACE”下载到您的智
能电话或者平板电脑上，并安装该 App。此处是用来章节访问 App-Stores
的 QR 代码：

图 11: “Ersa TRACE”下载链接
b)打开移动设备上的蓝牙，并启动 App“Ersa TRACE”。
c) 有了该 App，便可以识别设备位置。
d)有了该 App，便可以将设备接入本地网络。
e) 有了该 App，便可以拍摄照片和视频。
ü 您在焊接站蓝牙连接的有效范围内。
ü 电铬铁放在存放支架中。
a) 接通焊接站。

ð 焊接站的 ONLINE-LED 亮起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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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烫伤危险！在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绝对不能直接触摸高温的焊头或高温的加热体！

 小心
烫伤危险！带电烙铁的焊接站出厂时已预设为 360 °C (680 °F)！
即使没有网络连接或没有安装软件，打开接通/断开开关后电烙铁也将立即发
热！

如果可以使用移动设备-摄像头
a) 选择 [Add Device] 按键，然后选择 [Scan QR Code]。
b)扫描焊接站铭牌上的二维码。

图 12: 蓝牙连接：扫描焊接站的二维码，或者选择蓝牙网络
c) 选择所需 WLAN 网络。
d)输入网络密码。
ð 焊接站将接入 WLAN 中。
ð ONLINE-LED 亮起绿色。

如果不可以使用移动设备-摄像头
a) 在第 1 步选择 [Add Device] 按键，然后选择焊接站。
b)选择所需 WLAN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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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输入网络密码。
ð 焊接站将接入 WLAN 中。
ð ONLINE-LED 亮起绿色。
现在，每次接通时焊接站都将自动连接服务器或移动设备。
重置/复位焊接站后，必须重新执行焊接站建立 WLAN 连接的工作步骤。

5.9 使用 App“Ersa TRACE”运行焊接站

 警告
因高温焊接工具出现火灾危险！

a) 在接通焊接站之前，从作业区域中移除所有易燃的物品、液体和气体！
b)在不使用时，始终在存放支架中放置焊接工具！
c) 在使用完之后，将焊接站与电网断开！

 小心
烫伤危险！在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绝对不能直接触摸高温的焊头或高温的加热体！

 小心
烫伤危险！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a) 在接通前确保正确安装了焊头！
b)高温的工具不得接触皮肤或头发。
c) 高温的工具不得接触不耐热和可燃的材料！
d)始终使用耐热的工作垫板！
e) 不使用时，始终在存放支架中放置工具！

 小心
烫伤危险！只能由焊接站操作员控制焊接站！
只允许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操作员通过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或 App
"Ersa Trace" 控制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温度设置或关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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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用户控制
绝对不允许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设备上设置或操作 i-CON TRACE 焊接站。存在
在关闭软件应用程序时通过其它 App 操作焊接站，而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操
作人员对此并不知晓的危险。

App 优先级
不能同时使用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和 App“Ersa TRACE” 设置或操作 i-
CON TRACE 焊接站。如果在与 i-CON TRACE 相同的网络中激活打开了两个应用
程序，将在 App“Ersa TRACE” 中出现“ETC”图标 (Ersa TRACE Cockpit) 并在移动设
备上禁用控制。

图 13: 在 App“Ersa TRACE” 中显示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的优先级“ETC”

为了能通过 App“Ersa TRACE” 设置和操作 i-CON TRACE 焊接站，必须通过控制
面板点击 [Stop Process] 关闭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Ersa GmbH3BA00252-02 | Rev. 328



调试

图 14: “Ersa TRACE Cockpit”Web-App 的控制面板

5.9.1 使用“Ersa TRACE”App

使用“Ersa TRACE”App 可以在一个网络中接入并操作多个 i-CON TRACE 焊接站。
可在 [Devices] 菜单中接入其它焊接站。

 小心
烫伤危险！只能由焊接站操作员控制焊接站！
只允许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操作员通过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或 App
"Ersa Trace" 控制 i-CON TRACE 焊接站的温度设置或关闭时间！

通过点击焊接站名称和向左或向右滑，可显示和设置下个接入网络的焊接站。
在 App“Ersa TRACE” 下个显示的开始页面中显示 i-CON TRACE 焊接站的以下参
数，可以修改这些参数：

– LED 灯颜色
– 温度
– 温度窗口（绿色 READY-LED 灯）
– 焊接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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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App“Ersa TRACE” 的开始页面

5.9.2 通过 App“Ersa TRACE” 升级固件
如果未显示温度，必须首先执行 i-CON TRACE 固件的升级。
定期检查焊接站固件是否有最新版本并进行更新。最新版本的 App 始终会一
同提供最新的固件文件。

图 16: 焊接站固件的版本号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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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烫伤危险！
如果固件版本为 1.014 以前版本的焊接站收到固件升级，升级过程中，焊头
将持续加热数分钟，直至达到最后设置的设定温度！升级期间始终将电烙铁
放在存放架中！

a) 为检查是否有新固件版本和更新固件，选择 [Update Firmware] 按键。

5.9.3 设置
在 [Settings] 设置窗口中可校准焊接站。也可以按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软件说明书所述设置待机和关闭设置以及能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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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将焊接站与网络建立 LAN 连接
本章节描述了如何将焊接站接入一个 LAN 网络，并将其投入运行。

– 用作服务器的 PC 必须有一个以太网-LAN-接口。
– 可选以太网-网卡（参见章节 备件/易损件和附件 [} 49]）必须插入焊接
站中。

如果在将焊接站与 LAN 相连时需要有以太网 MAC 地址，可以在铭牌中找到
它。
提示：还可以选择将焊接站接入到一个 WLAN 网络中。为此请阅读章节 将焊
接站与网络建立 WLAN 连接 [} 25]。Web-App“Ersa TRACE Cockpit”的操作将在
单独软件说明书中描述。

5.10.1 将可选的以太网网卡插入焊接站
ü 焊接站已断开。
a) 为防止在操作以太网网卡时出现损坏，遵守 ESD 防护措施：

ð 在触摸以太网网卡时，必须将其释放静电（比如放置 ESD 工作垫，或
者在此之前触摸恰当的物体）。

ð 只能用手抓取以太网网卡的边缘或网络插口。
ð 只能将以太网网卡放到可导电的衬垫上。

b)将可选的以太网网卡小心地从包装中取出。
c) 小心地将以太网网卡插入焊接站背面的开口中，并将其插入到底（参见插
图12）。

图 17: 插入以太网网卡
d)用复位键将焊接站复位。为此请阅读章节 使用复位键复位焊接站

[} 44]。
e) 将 LAN 线与以太网网卡相连，与 LAN 连接。
f) 注意，连接线绝对不能承受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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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1 拔出可选的以太网网卡

如果应重新拔出以太网网卡，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ü 焊接站已断开。
a) 为了防止操作以太网网卡时发生损坏，请遵循 ESD 保护措施，具体如整洁

将可选的以太网网卡插入焊接站 [} 32] 的描述。
b)拔出网线和电铬铁电缆。
c) 小心地旋转焊接站，使下侧朝上。这时注意连接的 LAN 线。
d)操作并按住解锁手柄 [1]（参见插图13）。

图 18: 拔出以太网网卡
e) 通过 LAN 线将网卡 [2] 小心地拔出。
f) 下次接通时用复位键复位焊接站。为此请阅读章节 使用复位键复位焊接

站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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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描述

6.1 LED 显示器的信息

ONLINE-LED 的信号

蓝色 焊接站等待通过 App“Ersa TRACE”建立蓝牙连接，以便接
入到 WLAN 网络中

黄色 网络正常，没有和 App“Ersa TRACE” 或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的连接

绿色 已建立网络连接
红色 没有网络连接/连接错误

READY-LED 的信号

绿色 可以焊接
红色 焊头温度不在所设温度范围内
黄色 待机模式，温度已下降
闪烁黄色 静止模式，加热体已关断
闪烁蓝色 两次点击电烙铁将加热体关断，例如：为了更换焊头

SERVICE-LED 的信号

绿色 所有功能都正常
黄色 未连接任何工具
红色 连接了错误的工具，或者 App“Ersa TRACE” 或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中有错误消息

其他 LED 灯信号

所有 3 个 LED 都是黄色 已按下复位按钮。焊接站将恢复出厂设置
所有 3 个 LED 都闪烁黄色 正在进行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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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更换焊头
为焊接站 i-CON TRACE® 开发了全新的 142 系列焊头。通过每个焊头上独立存在
的 QR 代码，Web-App“Ersa TRACE Cockpit”可以识别焊头，并进而管理已执行
的工作。

6.2.1 在存放支架中更换焊头
提示：只能在安装了焊头的情况下，并且只能在中间的电铬铁存放架中存放电
铬铁，不能将其放到存放支架的四个侧面更换漏斗中！更换用漏斗只允许用于
落放焊头。
在更换焊头时，可按以下方法使用存放支架。

 小心
小心烫伤危险！
在断开之后，焊头仍会时间保持高温！

 小心
烫伤危险！在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绝对不能直接触摸高温的焊头或高温的加热体！

为了避免因过热导致的材料受损，每次更换焊头之前都要将加热体关断或者关
闭焊接站！绝对不能在没有焊头情况下运行电烙铁！

立即关断加热体
a) 两次点击电烙铁，以便关断加热体。点击期间，将电烙铁略微右偏（参见
插图14）。

图 19: 两次点击电烙铁
ð READY-LED 闪烁蓝色，这表示加热体已关。

b)可选择通过通/断开关将焊接站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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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焊头

图 20: 分四步落放焊头
a) 插图 15 左侧：将电烙铁穿入更换用漏斗中，将其穿入到底 [1]，然后 让电
烙铁稍微远离您的身体 [2]。

b)插图 15 右侧：逆时针将电烙铁转到底 [3]，然后让电烙铁稍微远离您的身
体并从焊头中拔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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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取焊头

图 21: 分四步拾取焊头
a) 插图 16 左侧：将加热体穿入焊头中，将其穿入到底 [1]，然后 顺时针将电
烙铁转到底 [2]。

b)插图 16 右侧：让电烙铁稍微向您的身体偏 [3] 并将其拔出 [4]。

图 22: 正确安装
了焊头

c) 检查焊头的正确位置：
滚花套筒到 [2] 电烙铁 [3] 的确切距离参见插图17。
滚花套筒的卡口式接头已完全锁紧。
调整板 [1] 不接触滚花套筒 [2]。

d)更换焊头之后，点击两次稍微向上偏的电烙铁，以便重新接通加热体或重
新接通焊接站。

ð READY-LED 不再闪烁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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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手动更换一个焊头

 小心
烫伤危险！在接通之后，电烙铁会立即升温！
绝对不能直接触摸高温的焊头或高温的加热体！

 小心
小心烫伤危险！
在断开之后，焊头仍会时间保持高温！
始终只触摸有滚花的塑料部分（[2] 插图 17）

为了避免因过热导致的材料受损，每次更换焊头之前都要将加热体关断或关闭
焊接站！绝对不能在没有焊头情况下运行电烙铁！

立即关断加热体
a) 两次点击电烙铁，以便关断加热体。点击期间，将电烙铁略微右偏（参见
插图18）。

图 23: 两次点击电烙铁
ð READY-LED 闪烁蓝色，这表示加热体已关。

b)可以选择通过通/断开关将焊接站关闭。

更换一个焊头

 小心
烫伤危险！使电铬铁冷却至安全温度！
原则上自担风险触摸焊头的滚花塑料件。必要时在更换焊头前使焊头完全冷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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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解锁 [1] 并拔出 [2] 焊头

图 25: 取下焊头

图 26: 放上焊头 [1]，克服弹簧力，并将锁住卡口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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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正确安装
了焊头

a) 检查焊头的正确位置：
滚花套筒到 [2] 电烙铁 [3] 的确切距离参见插图22。
滚花套筒的卡口式接头已完全锁紧。
调整板 [1] 不接触滚花套筒 [2]。

b)更换焊头之后，将点击两次稍微向上偏的电烙铁，以便重新接通加热体或
者重新接通焊接站。

ð READY-LED 不再闪烁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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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和保养

7.1 故障信息和故障代码
App“Ersa TRACE” 和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将错误显示为带提示文本的
错误代码。焊接站的 SERVICE-LED 显示错误状态。为此，另请阅读章节 LED 灯
[服务]的信号。排除错误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确认之后，将重新加热已连接的
焊接工具。

错误代码列表

错误消息 原因 排除方法
[校准焊接站] 焊接站不再经过校准 安排执行工厂校准
[环境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测量值不正常 安排检查焊接工具和焊接站
[加热体无接触] /
[温度传感器损坏]

未正确安装加热体/温度传感
器故障

正确安装加热体，检查焊接工
具和加热体

[加热体损坏] 加热体损坏 检查加热体，
检查焊接站

[数据丢失] 参数/配置数据损坏 关闭焊接站。进行复位，具体
如章节使用复位键复位焊接站
[} 44] 的描述。

[加热体短路] 加热体已短路 更换加热体
[焊接工具-校准] 焊接工具不再经过校准 安排执行工厂校准
[电源频率] 电源频率在频率范围以外

(±10 %)
检查电源频率

[过载保护] 焊接站过载 使焊接站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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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故障处理
如果焊接站不起作用，检查以下项目：

– 电铬铁不热。
电铬铁与焊接站正确相连吗？

– 焊接站在接通之后仍关闭/没有电源电压？
将电源连接线与焊接站和插座正确相连。为此注意铭牌上的电气信息。

– 焊接站在接通之后仍关闭。
保险丝损坏？

– 焊头烧至红色。
利用设备正面的通/断开关 [1] 将焊接站立即断开。将网线与焊接站断开。
联系 Ersa 服务部门。

使用已接入 LAN 网络的焊接站时，可能因为强电磁场中断连接，例如：雷雨
或者附近的技术装置。请关闭焊接站，并重新将其接通，以便重新建立连接。

7.2.1 更换保险丝
a) 关闭焊接站，并将电源插头从焊接站中拔出。

 小心
触电危险！
在更换保险丝之前，通过拔下电源插头断开焊接站的电流！

a) 小心地将电源接口下面的保险丝盒撬开，例如用一把平口螺丝刀（参见插
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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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更换保险丝
b)将保险丝支架取出，并将用于 230 V 衍生型的保险丝“0.8 A 惰性”或者用于

115 V 衍生型的保险丝“1.6 A 惰性”更换到支架中。
c) 重新插入保险丝支架，关闭保险盒。
请务必注意，损坏的保险丝也可能是根本错误原因的提示。如果更换保险丝后
并不能排除错误，并且在章节 故障处理 [} 42] 中没有找到任何解决方案，则
请联系 Ersa 服务部门，电子邮件：Service.tools@kurtzersa.de。

7.2.2 更换加热体

 小心
烫伤危险！仅在焊头和加热体低温状态下更换加热体！
在更换加热体之前，断开焊接站，使焊头和加热体冷却！

a) 取下焊头。
b)用手拔出加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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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更换加热体
ü 推入备用加热体：
a) 将加热体的槽 [1] 与电铬铁中的标记 [2] 对齐。
b)使加热体与电铬铁准确平行对齐。
c) 稍稍用力小心、缓慢地将加热体推至止挡位置。如果加热体无法轻松推
入，请不要暴力按压，而是重新插入！

d)重新放上焊头。

7.2.3 使用复位键复位焊接站
如果 App“Ersa TRACE” 或 Web-App "Ersa TRACE Cockpit" 和焊接站之间出现连接
问题，而且改问题无法排除，则将焊接站恢复出厂设置可能是很有帮助的。
出厂设置在章节 出厂设置（默认） [} 48] 中说明。

复位焊接站
ü 焊接站已断开。
ü 电烙铁电缆已拔下。
ü 电源插头已连接。
a) 如果存在可选的 LAN 电缆，请将其拔下。
b)小心地将焊接站翻身，以确保外壳底部朝上。并且，要注意所连接的电源
电缆。

c) 按住底部的复位键 [12] 不放（参见插图25），按住时请使用合适的物体
（例如：办公室用回形针）。不能使用锋利的物体。

Ersa GmbH3BA00252-02 | Rev. 344



服务和保养

图 30: 外壳底部的复位键 [12]

d)在按住复位键时，接通焊接站。
e) 如果全部 3 个 LED 都亮起黄色，则松开复位键。

ð 焊接站已恢复出厂设置。
f) 关闭焊接站。
g) 重新插入拔出的电缆。
h)使用 WLAN 进行网络连接时：
复位后必须重新将焊接站接入 WLAN 中。为此，请使用移动设备上
App“Ersa TRACE” 的蓝牙功能。为此请阅读章节 将焊接站与网络建立 WLAN
连接 [} 25]。

7.2.4 可能的损坏
可能出现以下故障，它们提示焊接站可能损坏：

– 焊接站始终只显示室温。
加热体或电铬铁输入引线损坏。
如果焊接站有几分钟处于静止状态（Ready-LED 闪烁黄色），则还将显示
室内温度。

提示：如果寄出焊接站进行维修，必须同样一同寄出所有相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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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清洁和维护
提示：焊接站内部没有任何待维护零件。

 小心
触电危险！
清洁之前通过拔下电源插头将焊接站完全断电！

 小心
小心烫伤危险！
在断开之后，焊头仍会时间保持高温！

清洁
a) 请不时地用一块湿软布清洁设备。不允许使用摩擦海绵、研磨剂、酒精或
汽油等溶剂以及蒸汽和高压清洗机。

b)擦干通风口上的粉尘沉积物。
c) 可以打开存放支架，以便能对其进行内清洁。

图 31: 打开存放支架

维护作业
a) 焊接后始终在焊头上留有少量焊料，以便提高焊头的使用寿命。未镀锌的
焊头在短时间内会钝化。

b)如果需要，快要焊接时用一块湿海棉擦拭焊头，或者在干洗时反复刺入焊
头。

c) 为保持高导电率和导热性，偶尔取下焊头，用黄铜刷清洁加热体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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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请仅使用原装 Ersa 备件和附件。
e) 为此，请确保焊接站的通风口不会因为灰尘沉积而失去作用。
f) 设备内部没有任何待维护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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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出厂设置（默认）
下表显示了出厂设置。用复位键复位之后（参见章节使用复位键复位焊接站
[} 44]），当前设置被删除，并且将恢复出厂设置。

参数 数值
设定温度 (°C /°F) 360 / 680

温度上限 (Δ°C / Δ°F) 20 / 68

温度下限 (Δ°C / Δ°F) 20 / 68

能源等级 介质
待机时间 (min) 2

待机温度 (°C / °F) 210 / 410

关机时间 (min) 10

校准温度 (Δ°C / Δ°F) 0 / 0

Ersa GmbH3BA00252-02 | Rev. 348



备件/易损件和附件

8. 备件/易损件和附件
电子焊接站 i-CON TRACE®,
220-240 V / 110-120 V,
抗静电，完整配备电烙铁 i-TOOL TRACE、焊头 0142CDLF16 和存放支架
电气焊接站 i-CON TRACE®,
220-240 V / 110-120 V，抗静电
电烙铁 i-TOOL TRACE，
24 V，150 W，抗静电，带焊头 0142CDLF16

i-TOOL TRACE 用存放支架，抗静电
i-TOOL TRACE 的加热体
干式气体净化器
以太网-LAN-网卡
存放支架清洁海绵
黄铜清洁刷
142 系列焊头

请使用互联网快速链接 142.ersa.com 将 142 系列的所有焊头列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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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ies
 Local agents
 other presence

America
Kurtz Ersa, Inc.
usa@kurtzersa.com
www.ersa.com

Mexico
Kurtz Ersa, S.A. de C.V.
info-kmx@kurtzersa.com
www.ersa.com

France
Ersa France
ke-france@kurtzersa.com 
www.kurtzersa.com

Asia
Kurtz Ersa Asia Ltd. 
asia@kurtzersa.com 
www.ersa.com

China
Ersa Shanghai
info-esh@kurtzersa.com 
www.ersa.com

Vietnam
Kurtz Ersa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info-kev@kurtzersa.com 
www.ersa.com

Electronics Production Equipment

GLOBALLY PRESENT i-CON TRACE®
IoT soldering station

Operating instructions: 3BA00252-01

Ersa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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