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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机器人融合了两种文化，提供与众不同的高品质解决方
案。 我们由德国技术团队与沈阳远大铝业集团共同创立，
致力于推动机器人技术的进化。我们拥有一支来自工业界与

科研界的国际化专家团队，希望将我们的产品开发得如普通
工具般熟悉，如智能手机般简单。

两个伙伴，一家企业，一种愿景

当德国技术遇见中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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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大机器人，我们坚持把人作为每项决策的中心要素。我
们的机器人感知、观察、理解。它们通过探索环境，持续学

习、寻找方案。我们的愿景是机器人从安装到部署的每一个
环节都以服务使用者为中心—协作、直观、友好。

彦斯·科特拉尔斯基博士 
总经理

马蒂亚斯·达根先生
副总经理

托比厄斯·奥特麦尔教授 
战略指导

汉诺威 / 德国 沈阳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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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由度，媲美人类灵活性

集成扭矩传感器以确保
更安全的协作能力

远大机器人因其融合了先进的设计与复杂的技术，即便是初
学者，也能很容易熟悉它的软硬件交互。集成的扭矩传感器
确保与使用者的协作，而人工智能算法使快速实施成为可

能。整个系统的简单易用将能极大的缩短集成时间，降低集
成成本。

远大机器人化繁为简

S.6/M.6/L.6系列

型号 S.6 M.6 L.6
状态 即将发布 已发布 即将发布
负载 4 kg 7 kg 14 kg

臂展 810 mm 1020 mm 1360 mm

最大速度 2 m/s

自由度 6 个旋转关节
重复精度 ± 0.1 mm

安全等级 PL d Cat. 3

传感器 集成扭矩传感器
集成视觉 工具端高分辨率RGB相机
通信协议 以太网 (TCP/IP)

供电电压 100–240 VAC, 50–60 Hz

防护等级 IP 54

工作温度 0 °C to 50 °C

工作湿度 10 to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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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模块化特性提供了最高的灵活性，以满足不同程度
的复杂性。6轴系列S6/M6/L6适用于对敏捷度要求较高的场

景。我们独特的协作3轴SCARA系列S3/M3/L3提供更大的
力量与更高的速度，同时也更具性价比。

S.3/M.3/L.3 (SCARA)系列

型号 S.3 M.3 L.3
状态 即将发布 已发布 即将发布
负载 6 kg 9 kg 12 kg

臂展 810 mm 1020 mm 1360 mm

最大速度 2 m/s

自由度 3 个旋转关节
重复精度 ± 0.1 mm

安全等级 PL d Cat. 3

传感器 集成扭矩传感器 

集成视觉 工具端高分辨率RGB相机
通信协议 以太网 (TCP/IP)

供电电压 100–240 VAC, 50–60 Hz

防护等级 IP 54

工作温度 0 °C to 50 °C

工作湿度 10 to 80 %

具有价格竞争力的3轴版，
更大负载，更高速度

独特的协作SCARA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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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S M L
状态 即将发布 已发布 已发布
额定扭矩 10.5 Nm 36 Nm 105 Nm

峰值扭矩 32 Nm 60 Nm 180 Nm

最大转速 150º/s

旋转角度 ±360 º

重量 1.6 kg 2.5 kg 5.1 kg

重复精度 120 μrad

传感器 扭矩传感器
扭矩精度 0.1 Nm

供电电压 48 V DC

防护等级 IP 54

工作温度 0 º to 50 ºC

工作湿度 10 to 80  %

机电模块是远大机器人的核心组成部分。无论是3轴还是6
轴，每一关节都由一个强大、精密的独立模块构成。通过S, 
M, L三个系列，我们提供不同的负载，满足不同的需求。不

同模块之间组合经由自动配置，轻松实现仿真与控制，易于
组装与集成。您来提供任务，我们提供最佳方案。

通用、精密、可扩展

机电模块

完全模块化设计赋予自
由构型的可能

3种不同尺寸关
节模块，适合
各种性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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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3C电子、汽车、金属加工还是其他行业，远大机器
人都能轻松胜任。它们多才多艺，完成您指定的任务：上午
组装，中午喷涂，下午测试，晚上则去包装。基于应用模板

的对话式编程使不同任务的快速实施成为可能。您来关心大
局，我们处理细节。

适用于所有场景

工业应用

内置视觉可以赋予机器人基
于知识库的视觉引导

应用模板可以让用户通
过对话框方式实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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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物体识别

物体轮廓提取

物体分类

条形码与二维码识别

质量检查

ToolPerson

当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相结合，解决方案将可以不断进
化。远大机器人内置视觉，通过AI算法，拥有令人印象深刻
的自主能力。它们观察、识别、学习，并变得越来越好，来

协助您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同时，它们保持精度与可靠性，
自动化因而变得神奇！

观察并学习

视觉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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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对应用场景的适应能力因其功能的可扩展性增加而增
加。远大机器人具有即插即用的能力，我们不仅提供第三方

硬件接口，软件也可以自动配置，您甚至不会察觉这是第三
方配件。外部配件的控制无缝集成至工作流程，简单至极。

适用第三方配件

即插即用的集成方式

针对远大及第三方配件
的即插即用的集成方式

特性 媒介法兰
工具法兰 机器人标准 (DIN EN ISO 9409-1)

电气接口 M8 (DIN EN 61076-2-104)

供电 +24 DC, 1A 最大电流
输入输出 4路数字输出,  2路数字输入
集成视觉 2D相机，含照明
设计 经优化的抓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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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直觉化使用的理解也体现在对远大应用App的设计
中。为了极致的使用体验，我们反复打磨机器人控制接口与

操作方式，让它清晰的反映工作流程，使用起来像智能手机
般简单。 

应用界面友好易用

图形化拖放编程

基于需要的图形用
户接口，创造最佳
体验

花几分钟设置并编制
一个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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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成为机器人专家也可以在数分钟内完成一个应用的配置
与实施：不同的功能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放组合在一起，而后

机器人就可以在仿真或真实环境中执行命令。 仿真操作与
任务实施随时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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