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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007
智能钥匙切割机

免责声明和责任限制

        对设备进行操作或维护前,  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 尤其是安全警告。

注意 :

      说明书中的所有信息、图示均为出版截止时的最新信息。深圳长广科技有

限公司保留对其进行更改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直接、间接、特殊、附带的损坏赔偿或者任何间接经济

损害。



 01 ........................................ ........................................

1.�����告....................................................................�02
2.��产品��....................................................................�03
        ��2.1��产品特点�........................................................................03
������������2.2��产品⽰意图.....................................................................04
������������2.3��产品及配件介绍..............................................................�05
������������2.4��产品规格参数..................................................................07
3.���装说明....................................................................09
          3.1��⽀撑板拆卸...................................................................09
������������3.2��铣⼑、探针安装..............................................................10
������������3.3��铣⼑、探针拆卸..............................................................11
������������3.4��夹具实样图...................................................................�12���
������������3.5��夹具安装.......................................................................13
4.����作说明.......................................................................14
    �������4.1��夹具偏移检测................................................................�.14
������������4.2��换⼑⾼度调平..................................................................17
������������4.3��夹具校准.......................................................................19
������������4.4��汽⻋数据库..................................................................�22
������������4.5��通⽤钥匙复制...............................................................�24
������������4.6��⻮形码加⼯...................................................................�26
������������4.7��全丢查询........................................................................�30
������������4.8��缺⻮查询.......................................................................32
5.��在线升级.......................................................................�34
������������5.1��⽆线⽹络连接.................................................................�34
������������5.2��软件在线升级.................................................................�35
������������5.3��固件在线升级.................................................................�37
������������5.4��数据库在线升级..............................................................�37
6.���养.............................................................................38
         �6.1��保养说明........................................................................38
7.����.............................................................................39

目录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安全警告

使⽤时请�出设备⽀撑�

�终��在��的环境中�作机器

作业过�中, 请佩戴�合ANSI标准的�⽬镜

机器�作过�中 切勿让⾐服�头发�⼿�其�⼯具��钥�切�区, 

切勿将设备⻓期放置于潮湿����阳光直��环境中

切勿�重压�跌落��⽔设备�⾏为

若⻓时间不使⽤ 建议�出电源�头, 

请使⽤原装锂电�或电源��器

发⽣�常�况时 请⽴即切断电源, 

1. 安全警告

       为了操作者的安全, 同时避免对机器、钥匙造成损坏及财产的损失, 

操作者请务必在使用机器前仔细阅读本操作手册, 并遵守以下安全注意

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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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产品概述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产品概述

2.1 产品特点 

       哥斯拉便携式钥匙数控加工机携带方便、性能超强、设计新颖, 是为全

球锁匠量身定做的新一代钥匙加工设备, 其配备7.0寸LCD电容式触摸屏, 操

作简单, 可以快速精准地复制加工各类汽车钥匙 。

       哥斯拉是新一代便携式钥匙数控加工机, 产品拥有以下特点 :

便携�巧�内置⼤容量锂电� �超⻓续切�⼒,

标�双夹具T1/T2

⽀��铣/内铣�

�铝结构机�

⾼�度进⼝丝杆 �切�效率⾼,

⾼刚性交叉导轨 ��⾏更�畅,

⽀��种语⾔

⽹络⾃动更�

       备注: 锂电池为选配部件。

2. 产品概述

显示屏

�针

夹具

提⼿

开/关

LED照明��

铣⼑

USB�⼝

电源��

2.2 产品示意图 

D���9�通讯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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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图例 数量 配置 说明

1哥斯拉主机 机器主体

1

电源适配器

外开⻮钥匙夹具

钥匙夹具

切削⼯具
（φ1.5*φ6*40L)

探测⼯具
（φ1.0*φ6*40L)

更换探针、铣⼑、
T1夹具⽤钥匙

拆卸⼯具

国标电源线�(1.5m)

产品⼿册

�福特FO21
雪铁⻰SX9夹具

产品出⼚检验证明
产品出⼚装箱统计

清理碎屑清洁刷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产品概述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产品概述

2.3 产品及配件介绍 

标配

T1夹具

T2夹具

T3夹具

标配

标配

选配

1.5mm�铣⼑

2.5mm�铣⼑

1.0mm�探针

2mm�内六⻆扳⼿

3mm�内六⻆扳⼿

5mm�内六⻆扳⼿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标配

切削⼯具
（φ2.5*φ6*40L)

夹具安装⼯具

名称 图例 数量 配置 说明

标配

选配

标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内置电池 移动电源

接电⼯具

接电⼯具

接电⼯具

接电⼯具

接电⼯具

标配

标配

产品检验合格
证/装箱清单

1

英标电源线�(1.5m)

美标电源线�(1.5m)

欧标电源线�(1.5m)

钥匙机组装/
调试/使⽤说明书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智能钥匙数控切割机

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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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

如果您在操作本产品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或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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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产品概述

2.4 产品规格参数 

输⼊电压�����������������100~240VAC

输�频�����������������������50/60Hz

�⼤功��������������������������160W

主轴转���������������������12000rpm

USB�⼝��������������������Micro�USB

⼯作温�����������������������-20~50°C

�⼯作湿������������������������10~90%

���净重��������������������������13kg

��总重��������������������������16kg�������������

��尺⼨�������������580*340*420mm�������������

��尺⼨�������������348*225*328mm������������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产品概述

32
8m

m

348m
m225mm

哥斯拉主机尺寸图 

..................................................................................

42
0m

m

580
mm

340mm

哥斯拉包装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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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下图所示, 首先逆时针旋转支撑板上方的 "支撑板锁紧螺丝"

      直至取出螺丝。

(2)  再逆时针旋转支撑板下方的 "支撑板锁紧螺丝" 直至取出螺丝, 

      最后取出支撑板。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安装说明

3. 安装说明 3.2 铣刀、探针安装 

3.1 支撑板拆卸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安装说明

支撑板拆卸步骤 :

相关工具：

5mm 内六角扳手

       

(1)  如下图所示, 首先逆时针旋转 "铣刀顶紧螺丝", 再将铣刀装入铣刀安装孔,

      并向上顶至限位, 再下移一定距离 (2-5mm),  最后顺时针旋转 "铣刀顶紧

      螺丝", 直到铣刀被锁紧。

(2)  探针的安装参考步骤(1)。

铣刀和探针安装步骤 :

相关工具：

2mm 内六角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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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下图所示, 逆时针旋转 "铣刀/探针顶紧螺丝",

       待铣刀或探针松动后取出。

3.4 夹具实样图3.3 铣刀、探针拆卸

铣刀和探针拆卸步骤 :

夹具T1

夹具T2

夹具T3

相关工具：

2mm 内六角扳手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安装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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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夹具安装

       

(1)  如下图所示, 将 "夹具锁紧装置 " 拧松至便于夹具放入的位置。

(2)  再将需要使用的夹具从右侧推入"夹具锁紧装置" 底座至限位。

(3)  最后将 "夹具锁紧装置" 拧紧, 使夹具完全锁紧。

夹具安装步骤 :

相关工具：

3mm 内六角扳手

4. 操作说明

4.1 夹具偏移检测 

       初次开启设备请先进行设备校准,  步骤如下: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安装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  在主界面, 点击 设备参数 。 " "

(2)  在 设备参数 页面, 点击 夹具偏移检测 。 " "  " "

(3)  在 夹具偏移检测 页面选择 T1夹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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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页面提示, 更换T1夹具并锁紧, 然后点击 开始检测 , 进入校准程序。 " "

(5)  待机器停稳后, 点击 返回  退出页面, 完成T1夹具偏移检测。" "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5 ........................................ ........................................

(6)  在 夹具偏移检测  页面选择 T2夹具 。" " " "

(7)  按页面提示, 更换T2夹具, 保持B面朝上, 然后点击 开始检测 , 进入校" "

       准程序。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8)  待机器停稳后, 点击 "返回" 退出页面, 完成T2夹具偏移检测。

(9)  该步骤出厂时已经校准, 建议在每次更换新夹具后 (原夹具切

       割过程中损坏或丢失等) 重新进行校准 (注意: 校准完成后, T1

       和T2夹具两者间的更换不用再次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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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7 ........................................ ........................................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5)  锁紧铣刀和探针, 点击 "退出", 完成调平。

(6)  机器停稳后, 按照已安装的铣刀直径, 点击 "加工设置", 根据实际需求

       选择页面上相应的铣刀直径, 点击 "设置" 完成设置, 点击 "关闭" 退出。

 18 ........................................ ........................................

4.2 换刀高度调平 

(1)  在主界面, 点击 "设备参数"。

(2)  在设备 "参数" 页面, 选择 "换刀高度调平"。

(3)  按页面提示, 更换好T1夹具并锁紧, 然后点击 "开始", 进入调平程序。

(4)  待机器停稳后, 即可调整铣刀和探针, 当两者状态都显示绿灯时, 即为

       调平状态。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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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夹具校准 页面选择 T1夹具 。 " " " "

(4)  按照提示要求, 更换T1夹具并锁紧, 点击 开始校准 , 并等待校准完成。 " "

(5)  校准完成后, 点击 返回 。 " "

4.3 夹具校准 

(1)  在主界面, 点击 "设备参数"。

(2)  在 "设备参数" 页面, 点击 "夹具校准"。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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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夹具校准 页面选择 T2夹具 , 点击 T2A 。 " "  " "  " "

(7)  进入T2夹具A面校准, 根据提示更换T2夹具并锁紧, 旋转夹具至A面朝上

       , 然后点击 开始校准 " "。

(8)   完成校准后, 按要求在A面上放置一把空白钥匙胚并夹紧, 再次点击 

       开始校准 。" "

(9)   完成校准后, 点击 退出 , 结束T2夹具A面校准。" "

(10) 然后依次完成T2B、T2C和T2D的校准, 按照页面提示校准即可。

(11) 待四面均校准后, T2夹具校准完成。

(12) 该步骤出厂时已经校准, 建议在每次更换新夹具后 (原夹具切割过程

        中损坏或丢失等) 重新进行校准 (注意: 校准完成后, T1和T2夹具两者

        间的更换不用再次校准)。

4.4 汽车数据库 

(1)  使用钥匙复制首先确定车的型号和年份, 在钥匙数控机主界面,

       点击 "汽车数据库", 进入下一页。

(2)  从搜索框输入车辆厂商或车型, 也可从列表中选择车型, 点击进入下一页。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  点击 "通用钥匙复制", 进入通用钥匙复制界面。

(2)  点击 "选择钥匙胚" 按钮, 点击进入下一页。

4.5 通用钥匙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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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车型及钥匙胚, 点击进入加工界面。

(4)  按照提示正确装夹钥匙, 点击 "钥匙学习"。

(5)  获得原钥匙齿形编码, 确认无误后点击 "钥匙切割"。 (3)  选择对齐方式, 进入下一页。



(3)  选择对齐方式, 进入下一页。

(4)  选择正确的夹具, 点击 "钥匙学习"。

(5)  获得原钥匙齿形编码, 确认无误后点击 "钥匙切割"。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  点击 "齿形码加工", 进入钥匙胚选择界面。

使用齿形码加工根据是否有原钥匙分两种方法

4.6 齿形码加工

⽅法⼀

没有原车钥匙的情况下, 获取齿形码有以下两种途径:

1.通过专业工具获得齿数。

2.将车锁拆解, 查看锁片获得齿号。

 25 ........................................ ........................................  26 ........................................ ........................................

(4)  选择正确的夹具, 点击 "钥匙学习"。

(5)  获得原钥匙齿形编码, 确认无误后点击 "钥匙切割"。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  点击 "齿形码加工", 进入钥匙胚选择界面。

使用齿形码加工根据是否有原钥匙分两种方法

4.6 齿形码加工

⽅法⼀

没有原车钥匙的情况下, 获取齿形码有以下两种途径:

1.通过专业工具获得齿数。

2.将车锁拆解, 查看锁片获得齿号。

 25 ........................................ ........................................  26 ........................................ ........................................



(2)  选择钥匙类型, 进入加工页面。

(3)   根据页面提示核对相关参数, 确认夹具类型并调整好夹具位置。

(4)  输入已知齿形编号, 确认无误后点击 "钥匙切割"。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法⼆�

有原车钥匙, 使用齿形码加工做出钥匙。

(1)  点击 "齿形码加工", 选择或输入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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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钥匙类型, 点击进入加工界面。

(3)   点击 "钥匙学习", 获得原钥匙齿形。

(4)  确认无误后点击 "钥匙切割"。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  点击 "全丢查询", 进入车辆品牌选择界面。

4.7 全丢查询

(2)  点击所选车辆品牌, 输入钥匙齿码, 点击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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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列表中选择钥匙系列号, 点击进入加工页面。

(4)  齿形码会自动生成。

(5)  确认无误后点击 "钥匙切割", 开始加工。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1)  点击 "缺齿查询", 进入车辆品牌或车型选择界面。

(2)  选择或输入车辆品牌或车型, 点击进入。

4.8 缺齿查询

(3)  选择钥匙胚类型, 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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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输入已知齿形码, 如齿形码不明确直接点击输入 "?", 输入完毕点击

      "缺齿查询"。按照系统推算出的齿形编码加工即可。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操作说明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在线升级

5.1 无线网络连接

5. 在线升级

(1)  在 "主界面" 或者 "版本更新" 界面上, 点击WIFI标志    进入WIFI连接界面。

(2)  按界面提示, 进行连接, 若已连接上, WIFI标志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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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在线升级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在线升级

5.2 软件在线升级

(1)  在主界面, 点击 "版本更新"。

(2)  如果服务器版本有更新则文字会变红, 如果没有则已经是最新版本。

(3)  点击 "APP更新", 在弹出对话框中点击 "是", 下载并安装新版本

       更新内容。

(4)  如果更新失败时提示如上, 重启后重新更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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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固件在线升级

(1)  在主界面, 点击 "版本更新"。

(2)  如果服务器版本有更新则文字会变红, 如果没有更新则已经是最新版本。

(3)  点击 "固件更新", 在弹出对话框中点击 "是", 下载并安装新版本更新内容。

(4)  固件升级完成后, 整机重启来应用更新。

5.4 数据库在线升级

(1)  在主界面, 点击 "版本更新"。

(2)  如果服务器版本有更新则文字会变红, 如果没有更新则已经是最新版本。

(3)  点击 "数据库更新", 在弹出对话框中点击 "是"。

(4)  等待设备离线数据包下载完成。

(5)  数据库更新成功后, 点击 "确定" , 完成升级。

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保养哥斯拉钥匙切割机-在线升级

6.1 保养说明

以下阐述了如何保养设备, 以及必要的预防措施。

6. 保养

请使⽤软布或温和的玻��洁剂�洁LCD��屏

切勿在��屏�机器各部件上使⽤研�性�洁剂 洗涤剂,�

使⽤屏��请�⼲双⼿,�果��屏潮湿 或⽤沾⽔的⼿�,�

点击屏�将�可�影响���应

��钥�切�加⼯区域⼲净,�否则碎� 杂质将腐蚀机器部件,� ,

会导�钥�加⼯�度��

切勿⽤⽔直�冲洗机器�部件,��不可使⽤湿布�拭机器,

�防�成机器漏电或⾦�部件⽣锈

切勿使设备跌落或者�受严重撞击

请勿⾃⾏更换电� 或者使⽤�包装中�套的�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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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拉钥匙切割机-保养

       深圳长广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向作为本产品原始零

售购买者承诺, 自交货之日起一年内 (若无交易凭证, 则以公司记录的

出厂日期为准), 如果在正常使用情况条件下, 产品或配件存在工艺或

者材料方面缺陷导致设备故障, 凭交易凭证, 公司将依据情况为您提

供维修或更换服务。

7. 保修

此保修不适用于以下情况 :

未�说明书�求使⽤⽽�成机器故障的

因⾃⾏�理或改装导�机器损坏的

因跌落�碰撞或不当电压�成机器故障的

因不可抗⼒�成机器损坏的

⻓时间在恶劣环境中或⻋辆���上�载使⽤,��成机器

故障或损坏的

�壳���罩污旧��损�⽇常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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