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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器人
 改变制造和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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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工作流程实现现代化
欧姆龙移动机器人是一款室内自主导航车 (AIV)，能够大幅提高生产

和物流操作的效率。有了欧姆龙移动机器人，员工便可以专注于复杂

且高级任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此外，欧姆龙移动机器人还能提高

生产量、缩短机器停留时间、消除错误、改善物料的可追溯性。

可定制不同应用

全面符合安全标准认证

灵活

· 轻松集成传送带

· 支持协作式机械臂

· 可运输推车和物料袋

· 配备电源、IO、Wi-Fi

· 可与人协同工作

· 能避开静止和移动的障碍物

· 配备急停按钮

安全

易于部署
具有真正的自主导航功能
· 无需改造设施，降低成本

· 无需进行路径预设定

· 可通过车载 PC 自动绘制地图

· 安装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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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工作流程实现现代化

可组成多达 100 台的车队*

优化您的运营

· 具有任务调度和管理功能

· 集中式配置和地图管理

· 集中通信

* 需配合车队调度管理器Enterprise Manager使用

· 选择最短的可行路径

· 自动规划备选路线

· 轻松添加取货点和交货点

高效

可扩展

具有强大的 24小时X7天 生产力
· 会根据生产情况自动充电

· 能在频繁变化的环境中运行

· 通过全球客户的实际检验

· 超过 17 年的连续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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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千上万种
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

如今，欧姆龙的室内自主导航车在制造业拥有数量最多 
的客户。  
我们的移动机器人可在多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种应用中部

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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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装配 | 把胎坯从中间储存站运输到硫化机站

汽车电子器件 | 把部件从装备区运输到生产线补充

区。

汽车配件 | 在注塑站间往返运输物料

仓库 | 电子商务订单执行。

发货配送中心 | 把物料从货架运输到装卸码头。

半导体晶圆制造 | 在储料器与工艺设备之间传送内部 
WIP (SMIF Pod/FOUP)。

半导体封装和测试 | 通过推车运输 IC 芯片托盘。

移动设备制造 | 在手机组装线中运输盛放 PCB 的物料

袋。

数据中心 | 环境（温度、湿度等）监控和故障排除。

珠宝制造 | 将首饰模具运输到铸造点。

高级饰品 | 将太阳镜从 ASRS 运输到手动分拣站。

餐饮设施 | 将食材运输到储藏室。

酒店 | 送餐等客房服务。

消毒 | 将手术器械医疗器材等运输到消毒室。

血液化验室 | 样本运输。

汽车

医疗

物流

电子产品

消费产品

食品、饮料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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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技术

地图绘制和导航技术

安全技术
欧姆龙移动机器人完全符合安全标准1，

使用车载激光和其他传感器来检测路径

中的障碍物，并根据行驶速度触发急停

设备，以防止小车发生碰撞。

传感器：

· 通过安全性评定的主激光

· 下部激光

· 侧部激光（专利）

· 前部保险杠

· 后部声呐

配备 ACUITY（专利）的强大导航能力 

Acuity 提供了一种车载激光“定位”之外方

法，以帮助机器人适应频繁变化的环境。 

它能识别顶灯，并能用“区域平面图”来覆

盖“顶灯图”。它还允许机器人在大型仓库的

开阔区域轻松移动。

1安全标准：ISO 12100、ISO 14121-2、ISO 13849-1、IEC 61010（仅用于电池）、IEC 
60950（仅用于电池）、EN 1525、ANSI B56.5 Part 3、JIS D 6802、IEC 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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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技术

车队管理技术

运输作业分配：在整个车队中挑选最适合的小车，将

运输作业任务分配给它。

交通控制：管理并优化车队的交通流量。

通讯：为与工厂系统（MES、WMS、ERP 等）集成提

供统一通讯窗口。

MobilePlanner：通过基于 PC 的软件用户界面来管理

一台小车或一个车队。 

Enterprise Manager
“Enterprise Manager”是一台联网设备，能够协

调多台移动机器人，为整个车队提供可追踪、作

业分配和交通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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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运营

保持高效 

让我们来帮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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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支出类拔萃的全球团队提供机器人专业知识指导
和机器自动化支持。

40
150
3000

个国家

个地点

名应用工程师

规划
实施
支持

无论您身处世界何方，欧姆龙随时准备为您的每一步

发展提供帮助。

只需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的专家将帮助您确定移动

式自主车辆是否适合于您的应用场合。

使用真实产品进行测试 模拟

全球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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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器人

LD 系列
室内自主导航小车 (AIV) 
自主绘制地图，自主导航
•• 自主导航•
自动规划路线，避免发生碰撞

•• 车队管理•
监控及调度多达•100•台小车的车队

•• 易于部署•
安装时间短：无需改造设施

LD-60/LD-90 

组件和功能

技术参数

操作面板
电源开/关，紧急停止按钮，制
动按钮，3.5 英寸彩色显示屏

环形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位于两侧

移动机器人-LD 平台
一般规格

前部保险杠
当它碰到障碍物时停止

前下部激光传感器
用于探测前方低矮物体的障碍物传感器。

安全扫描激光传感器
用于 SLAM 扫描（同时进行定位
和绘制地图）的安全等级激光传
感器。
也可用于安全功能。

顶板（选配件）
上板配有启动器套件。 
无需建立客户有效载荷。

WiFi
IEEE 802.11 a/b/g

后部声呐
采用声呐探测后侧情况的障碍
物传感器。

项目
LD-60 LD-90

备注
37031-□□□□□ 37041-□□□□□

本体材质 KYDEX

尺寸（长•×•宽•×•高） 699•×•500•×•383•mm *所示高度包括•WiFi•天线。

重量（带电池） 62•kg

环境

环境温度 5•至•40•°C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5•至•95%•（无结露）

运行环境 仅限室内使用，无过多灰尘，无腐蚀性气体 阳光直射可能导致安全激光发生误报

防护等级 IP20

洁净等级 Fed•Class•100、ISO•Clas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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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V （室内自主导航小车）规格

项目
LD-60 LD-90

备注
37031-□□□□□ 37041-□□□□□

地板条件

地板要求 由混凝土的水平表面 （无水、无油、无尘土）

地板最小平整度 FF25 （* ACI 117 标准）
* ACI 117 是美国混凝土协会的混凝土地板标准。 
FF 为平整度，FL 为水平度。平整度数字越大，则表示地板越
平整。 FF25 是一个相当宽松的规范标准。

可跨越的台阶 最大为 15 mm * 最大为 10 mm * * 对于 LD-60 和 LD-90，跨越这些台阶时的速度需要达到 
250-300 mm/s 和 250 mm/s。 
以更快速度或频繁地行驶于这种台阶或间隙上，将缩短传动
系部件的寿命。以较低速度行驶可能无法跨越这些台阶。台
阶应采用平滑的圆形轮廓。可跨越的间隙 最大为 15 mm 最大为 15 mm

爬坡能力 低于 1:12 （最大重量为 60 kg 时）超过 60 kg 时仅限平整地板

导航
路径选择 通过基于环境映射的安全扫描激光器进行定位，自主选择路径。

环境地图绘制方法 采用 SLAM 扫描 （同时进行定位和绘制地图）

有效载荷 最大重量 60 kg 90 kg

移动性能

最大速度 1800 mm/s 1350 mm/s

最大旋转速度 180°/s 180°/s

停止位置精度 ± 100 mm：位置精度 *， ± 2°：角度精度
* ±10 mm：位置精度， ±0.5°：角度精度 （带选配件的情况
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驱动轮
材质 无痕尼龙泡沫填充橡胶，不导电

尺寸 200 （直径） × 50mm （公称尺寸）， 2个

被动脚轮
材质 以导电热塑性橡胶包覆的聚烯烃

尺寸 75 （直径） × 41 mm （公称尺寸）， 4 个

电源

电池 22-30 VDC 

容量 电池组的标称容量为 72 Ah

运行时间
（不携带有效载荷
的情况下）

约 15 小时 （连续运行）

充电时间 约 4 小时 （比例为 5:1）

电池寿命 2000 个充电周期 （电池组标称值）

充电方法 自动/手动

电池输出

DC 5 V ± 5%， 1 A 辅助电源
DC 12 V ± 5%， 1 A 辅助电源
DC 20 V ± 5%， 1 A 辅助电源
DC 22～30 V， 4 A 用户用电池电源×2
DC 22～30 V， 10 A 用户用电池电源 *
DC 22～30 V， 10 A 安全用电池电源 *

DC 5 V， 12 V， 20 V， 22～30 V的电源可向外部设备供电。
*用户用电池电源 10 A 和安全用电池电源 10 A

标准
安全标准 EN1525 / JIS D6802 / ANSI B56.5

无线 IEEE 802.11 a/b/g

安全功能

安全扫描激光传感
器

1 个位于前部
1 级
PLd （ISO13849-1）
检测距离：15 m
检测角度：240°

紧急停止按钮 1 个位于操作面板上

后部声呐 2 个位于后部， 2 m 范围 每对包括一个发射器和一个接收器，二者一起工作

前部保险杠 1 个位于平台前部， 2 对传感器

前下部激光传感器 1 个位于平台前部 （位于地板上方 63.5 mm） 270°， 4 m 范围， 1 级，对眼睛安全

侧部激光传感器 选配件 * * 2个位于有效载荷结构的两侧，由用户安装

信号灯 两侧各有一个环形指示灯

扬声器 3.5 英寸，最大功率为 80 W 内嵌语音合成

操作界面

屏幕/触控板 3.5 英寸 TFT 320 × 240 像素， 256 K 彩色屏幕

按钮
“启动”按钮：绿色， 
“关闭”按钮：红色， 
制动释放按钮：橙色，钥匙开关（禁用“关闭”按钮）

用户 I/F

无线网络 IEEE 802.11 a/b/g

以太网端口 1 × 用户 LAN， 1 × 维护 LAN， Auto-MDIX

串行端口 RS-232 × 2， CAN Bus B × 1

数字 I/O 16 个输入， 16 个输出

模拟 I/O 8 个输入 （0 至 30 V）， 4 个输出 （0 至 20 V）

音频 数字音频输出，音频输入/音频输出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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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Planner地图规划软件 （运行该软件的PC需达到如下
配置）

Enterprise Manager 1100车队调度管理控制器

* 典型功率为 100 W

高精度定位系统

Acuity 定位器

触摸屏

呼叫器

电池

充电桩

*1.交流电源开关中的热保险丝 （用于传统对接站开关的 10 A 延时保险丝）
*2.( ) 中的尺寸适用于带地板垫板的情况

操纵杆

型号 13495-200

操作系统
Windows 7 （32 位/64 位版本） / 
Windows 8 （32 位/64 位版本） / 
Windows 10 （32 位/64 位版本）

CPU 推荐使用 1.5 GHz 双核 CPU

主内存 最小为 1.5 GB （推荐使用 4 GB 以上内存）

硬盘 可用空间至少为 200 MB

显存 最小为 256 MB

显示器 XGA 1024 × 768， 1600 万色

通信端口 USB 端口 （用于许可证密钥） 

支持的语言 日语、英语

型号 11167-100

尺寸- 宽 × 深 × 高 426.0 × 438.4 × 42.4 mm

重量 6.8 kg

安装方法
在标准 19 英寸设备机架中 
采用 1U 机架安装

电源 100-240 VAC *

功耗 最大 200W

工作温度 10 至 35 °C

存放温度 -25 至 60 °C

工作湿度 相对湿度 8 至 90% （无结露）

存放湿度 5 至 95 % （无结露）

底架防护等级 IP20

CPU Intel  Xeon  CPU

主内存 4 GB DDR3

存储器 32 GB SSD

通信端口 10/100/1000 以太网 × 4， USB × 4， VGA

型号 13660-□00

传感器

深度 30 mm

宽度 160 mm

额定防护等级 IP64

环境 -40 至 85 °C
LED 电源，就位的磁带，左标记， 右标记

磁带
宽度 25 mm

方向 南极朝上

标记 
（磁带）

宽度 25 mm

长度
以 500 mm/s 的驱动速度行驶时，最少
为 300 mm

方向 北极朝上

与磁带分离 15 - 30 mm

连接

前部传感器
位于核心部件上的 RS232-1 (/dev/
ttyUSB9)

后部传感器
位于核心部件上的 RS232-2 (/dev/
ttyUSB10)

电源，两个传感
器

辅助电源，使用附带的分线器电缆

型号 13700-□00

视野范围 140°

电源输入 通过电源连接器从平台提供 12 VDC (±10%)

功耗 最大为 3.3 W

型号 13605-000

触控板
PCAP 触摸传感器， 5 点触控，黑色边框盖透
镜

TFT 显示屏
TFT 液晶面板， 18/24 位 RGB 并行接口。
7.0 英寸 WVGA - 宽视角， 5 点触摸

背光 恒流 LED 电源

电源输入 通过电源连接器提供 5 VDC

功耗 最大为 6.5 W

型号 13029-802

尺寸- 宽 × 深 × 高 141.4 × 74.7 × 30 mm

重量 190 g

安装方法 用四个螺钉安装到提供的壁框上

电源 12 VDC

功耗 0.5 A， 6 W （典型）

WiFi 802.11 a/b/g/n

通信端口 以太网

I/O 输入 × 2，输出 × 2 （最大为 30 VDC， 2 A）

型号 18578-000

运行时间
（不携带有效载荷的情况下）

约15小时 （连续运行）

重量 19 kg

电压 22-30 VDC

容量 72 Ah （电池组的标称容量）

充电时间 约 4 小时

使用寿命
2000 个充电周期 （放电深度为 80% 时）（电
池组标称值）， 16 小时/天， 5 天/周
约 4 年：19 小时/天， 7 天/周 （全时）

型号 12477-0□0

电流 8 A *1

触点 2

电源 100 至 240 VAC， 50 至 60 Hz

功耗 800 W

湿度 5 至 95 % （无结露）

温度 5 至 40 °C

尺寸 - 宽 × 深 × 高
349 × 369 × 315 mm 
(495 × 495.5 × 317 mm) *2

重量 8.2 kg

安装方式
采用墙壁支架，直接安装在地板上，或使用地
板垫板安装在地板上

指示灯
开启 - 蓝色
充电 - 黄色

交流电源线 用于在充电桩以外的地方给电池充电

型号 13558-000

重量 550 g

防护等级 IP56

配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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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机器人-LD 平台

Enterprise Manager 1100

383
[15.1]

201
[7.9]

379
[14.9]

50
[2.0]

500
[19.7]

699
[27.5]

尺寸参数 单位以毫米[英寸]表示
CAD 数据可从 Omron Adept Technologies Inc. 网站下载。
http://www.adept.com/Robots-CAD-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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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Accuracy Positioning System

Acuity Localization

触摸屏

(3.35)
85

(8.46)
215 

(7.07)
179.7

(6.57)
166.9

(4.24)
107.6

(4.06)
103

(3.38)
85.9

(0.43)
10.8

(0.63)
16

(0.24)
6

(8.94)
227

(0.18) 
4x Ø 4.5

(0.52)
13.2

(0.16)
4.2

(0.30)
7.6  (0.30)

7.6

(0.79)
20

(0.79)
20

(1.35)
34.4

(8.9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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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Door Box

充电桩

操纵杆

Ø

406 [16.0]

495 [19.5]

89 [3.5] 114 [4.5]

267 [10.5]

247 [9.7]

123 [4.9]

121 [4.8]

356 [14.0] 

315 [12.4]

369 [14.5] 

384 [15.1]

98 ± 20
[3.8 ± 0.8]

3x Ø6 [0.25]

8x 25 [1.0]

18x Ø6 [0.25]

349 [13.75]

146° 

146° 

76.2 96.5

17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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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移动机器人-LD 平台

外观 产品类型 最大载荷 最大速度 配置和附件 型号

LD-60 60•kg 1.8•m/s

标准套件 ― 37031-00000

充电桩套件 充电桩• ：12477-000
电池电源线（0.45m）•• ：12676-000L 37031-00002

启动套件

充电桩• ：12477-000
电池电源线（0.45m）•• ：12676-000L
MobilePlanner地图规划软件• ：13495-200
操纵杆• ：13558-000
顶板• ：12944-000

37031-10004

LD-90 90•kg 1.35•m/s

标准套件 ― 37041-00000

充电桩套件 充电桩• ：12477-000
电池电源线（0.45m）•• ：12676-000L 37041-00002

启动套件

充电桩• ：12477-000
电池电源线（0.45m）•• ：12676-000L
MobilePlanner地图规划软件• ：13495-200
操纵杆• ：13558-000
顶板• ：12944-000

37041-10004

软件/控制器

外观 产品名称 配置和附件 型号

地图规划软件 安装程序•(USB)•＊•
许可证加密狗 13495-200

调度管理控制器•1100
EnterpriseManager

机架滑动安装工具
AC电源线（2.5m） 11167-100

＊.•MobilePlannerd的最新版本请咨询本公司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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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外观 产品名称 规格说明 配置和附件 型号

电池 - - 18578-000

充电桩

- 交流电源线（2.5m） 12477-000

扩展壁架
交流电源线（2.5m），
扩展壁架
（用于推车运输装置）

12477-050

操纵杆
电缆长
0.6m～3m

- 13558-000

- 分接电缆 -
DB44HD 分接电缆（0.76m）
（用于数字 I/O 接口的 D-SUB44 针电缆（0.76m））

14165-000

- 顶板 OEM 型号的顶盖 - 12944-000

- 电池电源线
电缆长
0.45m

- 12676-000L

选配件

外观 产品名称 规格说明 配置和附件 型号

高精度定位系统

双传感器
2 个传感器，2 个安装支架，1 个电源连接器，2 个 RS-232 连接器，
宽度为 25 毫米的磁带（南极朝上）。50 米/卷

13660-000

磁条 宽度为 25 毫米的磁带（南极朝上）。50 米/卷 14925-000

Acuity 定位器 - 摄像头，安装套件，电缆（2m），水平校验套件 13700-000

触摸屏 -

带支架的触摸屏，
带支架的电源，
从核心控制器到电源的电源线（长度为 33 厘米），从电源到触摸屏
的电源线（长度为 183 厘米），
触摸屏与核心控制器之间的以太网网线（长度为 153 厘米），
触摸屏与 AIV 安装表面之间的垫片，软件包（包括触摸屏支持软件）

13605-000

侧面激光器

标准套件 2 个激光器，1 条电缆（2m）（连接 2 个激光器的 Y 形电缆） 13456-000

启动套件
2 个激光器，1 条电缆（2m）（连接 2 个激光器的 Y 形电缆），2 套
安装套支架，2 个金属盖

13456-100

呼叫器
WiFi
有线

呼叫/门盒（2.8m），转换适配器 1302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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