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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互联，智领未来”
2019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赋能产业升级

机器人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切入点。当前，全球机

器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速回落，服务、特种机器人增速稳定。据世界机器人联盟（IFR）最新数据，目前全球工业

机器人使用密度已达 85 台 / 万人，而在 2015 年，全球平均机器人密度为 66 台 / 万人，全球自动化进程稳步加速。

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在 2017 年达到 97 台 / 万人，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预计 2021 年突破 130 台 / 万人，达到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我国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国家，智能化改造升级的需求日益凸显，2018 年工业机器人市场约占全球市场份额三

分之一，持续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

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孕育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专业展——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2019 中国工博会机

器人展展览面积 5.6 万平方米，共吸引 17 个国家和地区，300 多家全球知名机器人品牌厂商，携近千套机器人最新技术产品亮相本届展会，

展品涵盖了机器人核心部件、各类型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柔性智能机器人、移动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各种行业应用。工博会机器

人展一直以来被誉为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每年展会现场各类最前沿的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新产品层出不穷，此次

将有 60 款新品将在现场首发。本届机器人展以 “协作、互联，智领未来” 主题，各大厂商将在人机协作、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热

点趋势上展现不同的产品和应用。此外，在汽车、3C、物流、生物医药、食品、金属制品、橡胶、建筑等行业，本届机器人展上将上

演全新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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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展以机器人为核心的各类前沿产品、技术、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展示推广为主体，是上下游合作洽谈、技术交流、人才引进、

投融资对接、产业融通发展的开放性国际平台，为产业链、资金链、创业链提供纽带，提供多元化价值，为机器人行业人士创造新商机，

赋能产业升级，推动机器人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助力推动行业发展新格局。

ABB、发那科、安川电机、库卡、川崎、不二越、优傲、史陶比尔、爱普生、电装、雄克、韩华、新松、艾利特、非夕、珞石、达明、配天、格力、节卡、远大、

越疆、华数、慧灵、溱者等众多品牌引领协作机器人的发展。

优傲 e-Series 协作式机器人可设定机械臂保护性停止的停止时间和停止距，并内置力传感器提高精度和灵敏度，满足更多应用场景的需求。

韩华 HCR 系列协作机器人，凭借其部署灵活、操作简单、人机安全协作等特点，可有效应用于多种作业环境。首次亮相工博会的非夕机器人带来

的拂晓 (RIZON) 是结合力觉控制与 AI 技术的自适应机械臂，内有非夕自主研发的新型轴关节、关节扭矩控制器、独有的力觉感知技术以及层级式

机器人智能系统。越疆科技携带最新研发的无编程全感知协作机器人 DOBOT CR6-5 等机器人产品。还有川崎机器人最新研发的 duAro2 型双臂协

作机器人、珞石新品 xMate 柔性协作机器人、艾利特新品 EC612/ EC612M 六轴协作机器人、节卡小助系列协作机器人等。

电装第一款人机协作机器人 COBOTTA 以小型轻量著称。为满足中国市场对高性价比机器人的产品需求，爱普生推出了首款六轴一体机 VT6L

机器人，其外部结构紧凑，便于安装，且控制器内置的设计可大大降低对安装空间的要求。

看点一：人机协作不断走向深入；更多的小型化、轻型化、柔性化机器人产品亮相

本届机器人展集聚 150 余家长三角机器人企业，创历史新高。全球机器人巨头及国内龙头品牌均在长三角设有总部基地或研发中心，机器人展

一直都是这些品牌重点对外展示的窗口。按照总部设置地划分，今年 150 余家企业包括国内外知名品牌来自上海的有 ABB、发那科、库卡、安川电机、

不二越、欧地希、优傲、电装、雄克、东芝机械、IAI、非夕机器人、汇聚自动化、仙知机器人、节卡机器人、柴孚机器人、木蚁机器人、沃迪、达野、优爱宝、

博信、溱者、电科所、聚华、神弋等 72 家。来自江苏省的有熊猫电子、艾派科技、灵猴机器人、艾利特机器人、哈工智能、雅马哈、东佑达、新代数控、

软体机器人、柔触机器人、南通振康、钧和伺服、绿的谐波等 46 家。来自浙江省的有钱江机器人、史陶比尔、双环传动、迦智机器人、中大力德、来福、

龙盛、海尚、电产新宝、海康机器人、恒丰泰等 24 家。来自安徽省的有配天机器人、欢颜机器人、埃夫特机器人等 8 家。

长三角机器人企业已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链。长三角机器人上中下游企业的联动合作将为推动区域乃至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同时，

长三角的机器人产业是实现将长三角区域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建设世界级产业发展集群目标的重要发力点之一。

看点二：长三角三省一市机器人企业互联互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一步加速融合，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显著。ABB AbilityTM 互联服务平台支持对单台或所有互联机器人

的状态和性能进行监控。本届机器人展还将看到 ABB AbilityTM 互联喷涂雾化器，通过将配备传感器的 ABB 喷涂雾化器连接到强大的 ABB 

AbilityTM 数字化平台，首次实现了在喷漆过程中实时智能诊断，优化喷涂质量。围绕 “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化工厂” 主题，FANUC 将带来：

结合物联网、大数据和云技术的 FANUC 云端服务系统 ZDT 以及生产车间数字化管理系统。库卡机器人可与基于云技术的库卡 Connect 相连，实

现机器人与设备的联网，实时查看和分析工业机器人的运行状态。另外，库卡本届最为耀眼的产品当属在工博会上首发的迭代新品 KR 

QUANTE-2，“它” 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数字运动模式的工业机器人，新一代高负载级别的全能机器人已转变为高度灵活的数字化机器。安川电机

针对 IOT 开发的 YCP 功能，YASKAWA Cockpit 是集机器人远程操控、状态监视、安全管理等功能的综合数据监视管理系统。

电装 IoT 新产品 DENSO WAVE 已开发并提供了一系列诸如自动数据采集，工业机器人和工业控制器等引导工厂，商店以及办公室改革的产品。

科瑞技术智能信息系统采用最新的信息网络技术，通过与 ERP 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以及与底层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的连接，实现了对车间的

人、机、料、法、环、质等生产要素的全面管控以及企业精益制造和数字化管理。还有拓斯达基于 IOT 的智能整厂可视化规划仿真系统、研华 EMBS（嵌

入式单板及模块化解决方案）机器人自动化实时控制解决方案等。

看点四：工业互联网发力、聚焦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沃迪将带来机器人智能化包装生产线系统；沃德全自动包装生产线；OTC 适合医疗及食品行业应用的洁净机器人的应用；遨博的 AUBO-i5 从

事泡茶、泡咖啡、以及调制鸡尾酒等服务性功能的展现；钱江机器人大规模定制柔性化 C2M 无人智能生产线等

看点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聚焦机器人应用细分领域

除了国际品牌纳博特斯克、哈默纳科、住友、电产新宝等，还有国产品牌 RV 减速机南通振康、双环传动、中大力德、恒丰泰、欢颜等，谐波

减速机绿的谐波、来福谐波等。纳博特斯克适用于工业机器人、机床设备、托盘变位机、焊接变位机等不同系列的 RV 减速机、电产新宝谐波减速

机新产品小型 WPC、双环传动 SHPR 系列减速机、海尚新一代矢量摆线减速机等新品也将亮相。

机器视觉方面：科瑞 AOI——RevEye 系列产品的首发亮相；神弋全自主开发的综合性算法开发平台 AGILE VISION（迅识）；所罗门自主研发

的 AccuPick 3D 智能精确分拣取放系统，该系统曾在美国 Vision Systems Design 的评比中获得全球创新金奖；灵猴推出了一款自适应远心镜头；

大恒图像 3D 视觉引导机器人抓取齿轮系统等。

看点六：国产核心零部件的崛起

为更好地促进机器人行业人才培育、人才交流、信息共享，本届机器人展特设立招聘信息公告栏 Job Board（展位号：7.1H E157）。

同期论坛 43 场，其中，9 月 18 日在西郊宾馆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暨第五届 CEO 圆桌峰会每年备受关注，本届论坛以 “协作、互联，

智领未来” “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及机器人产业新动能” 为主题汇聚机器人行业顶尖人物、行业大咖、相关人才。新松、IBM、创新工厂、优傲机器人、

节卡机器人、非夕机器人、富士康、爱仕达、海尔等高管和技术大咖分享机器人最前沿讯息；圆桌峰会特邀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ABB、发那科、

中科新松、库卡、安川电机、雄克、名傲、李群自动化、海康威视、ATI、艾利特等公司 CEO 围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做深度交流和探讨。

同期活动

本届机器人展集结众多移动机器人，上演物流仓储设施的 “变形记”，让人领略未来智能化物流时代的高便捷性。这些移动机器人品牌企业依

靠创新技术寻求差异性发展在市场竞争中角逐：特殊应用领域里，在电力巡检领域占比重头的新松、亿嘉和；应用于港口码头、车辆停泊的海康机器人、

汇聚自动化，汇聚自动化带来 OMV 夹持式停车机器人和托盘码垛 AGV；在快递 / 电商领域有海康机器人为代表，制造领域中高端领域的新松，中

端经济型的嘉腾、木蚁机器人，备受关注的新锐企业仙知机器人、迦智机器人、牧星智能也重磅推出其自主研发产品，国际大咖品牌库卡、名傲，

当移动机器人加上机械臂、机器视觉实现智能化复合型移动机器人的发那科、库卡、史陶比尔、艾派科技、艾利特，还有电产新宝新产品搬送车

“S-CART”，科瑞带来乐易登重货载物爬楼机和 AIR 移动机器人、艾派的 AGV- FLOW 等。    

2018 年并联机器人的销量大约有 50% 多的增长，出货量大致在 3500~4000 台之间，相比 SCARA 机器人、六轴机器人等依旧保持了高速增

长的态势。2015 年市场基本由发那科、爱德普、ABB 等占据，国产化率在 25% 左右；2017 年开始，国内并联机器人市场占有率达到 55%，首次

看点三：移动机器人和并联机器人企业参展比例大幅增加、SCARA 机器人新品丰富

超越外资品牌；至 2018 年，国产市场占有率已提升至 71%。随着国产市场率的提升，国内品牌并联机器人企业的参展比例也大幅上升，除了国际品

牌 ABB、发那科、安川电机、川崎、Asyril 等，还有国内品牌新松、辰星 / 阿童木、勃肯特、优爱宝、凯宝、博力实、大族、众拓等这些市场活跃度

最高的并联机器人企业悉数到场。

本届 SCARA 机器人新品丰富，史陶比尔带来了全新 TS2 ESD 防静电机器人特殊环境版本，专为防止静电释放环境设计，能安全操作电子元器件，

适用于多种对静电环境敏感的电子产品应用。东芝机械将现场发布 THE 系列 SCARA 机器人新产品 THE600/TS500。爱普生带来的新产品 LS10-B 

SCARA 机器人既延续 SCARA 机器人高速度、高精度的优势，又将负载从 3Kg 扩充到最大负载 10 公斤。李群自动化将首次亮相其自主研发的首台倒

装式 SCARA PG6 机器人。……



展位号 — 7.1H B125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松”）成立于 2000 年，隶属中

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

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中国机器人领军企

业及国家机器人产业化基地，新松拥有完

整的机器人产品线及工业 4.0 整体解决方

案。以创新、开放和共赢的思维引领行业

进步，以领先的产品和服务为全球客户持

续创造价值。新松本部位于沈阳，在上海

设有国际总部，在沈阳、上海、杭州、青岛、

天津、无锡建有产业园区。同时，新松积

极布局国际市场，在全球设立六大研发机

构，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地设

立多家控股子公司，现拥有 4000 余人的

研发创新团队，形成以自主核心技术、核

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方案

为一体的全产业价值链。

         新松协作机器人作为新时代智能机器

人代表，已摆脱了工业围栏的束缚，不再

是冰冷的工具，已经成为你的机器人工友，

并且正逐步代替人类处理高危险、高重复

性和高精度的工作。他们不会犯错，更无

需休息，极大提高了生产力和安全性。

         新松工业机器人 柔性生产、个性化定

制正在成为制造行业发展攻关的重要方

向。面对越来越多的小批量、多种类的生

产需求，新松轻量型机器人能够在保证生

产效率的同时，以足够的灵活性与人类“心

意相通”。

新松自主研发的轻量化 SR4A、SR4B 机器

人，内嵌新松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控制器

SRC C5，具备预防维护功能，可预测机器

人系统硬件寿命，成功实现了主动柔顺控

制技术、力觉感知技术等应用，还可扩展

视觉感知模块，为人机协作、实验教学、

精密装配、精密测量和精密磨抛等应用提

供了优异的解决方案。

李群轻量级全系列自主研发一体机机器人

李群自动化是一家专注于轻量型高端

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制造企业、

系统集成商、科研机构等用户，提供创新

的机器人产品、服务与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李群拥有了从轻量级全系列自

主研发一体机 SCARA 机器人，拥有标准

式、洁净式、倒装式，实现从 3kg、6kg、

展位号 — 7.1H D012

10kg、20kg 各种负载场景，工作空间从

400mm、500mm、550mm、600mm、

700mm、800mm、850mm、1050mm 全覆盖， 

全系列机器人产品均使用自主研发的分布

式驱控电一体控制器系统，真正做到从内

到外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手里。

         在 2019 年的工博会上，李群携全系

列机器人亮相，并首次亮相首台倒装式

SCARA PG6 机器人及其他系列型号机器

人。

 “PG”取名于“Pegasus（珀加索斯）”，

寓意希望之神，为拥有双翼的飞马，被其

足蹄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

获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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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机器人邀您相约2019上海工博会

9 月 17 日 -21 日，华数机器人将亮相

位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 2019 年（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器人展。展会

现场将以 " 协作、互联，智领未来 " 为主题，

通过真实场景演绎、技术立体讲解等多角

度的方式呈现一系列新技术及新产品，展

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最新成果。

届时，华数机器人将在展会上重磅推

出“PT1600 喷涂应用”、“未来工厂：人机

协同环境作业”、“设备融合应用”、“三维

扫描工作站”等十多款高精尖智能应用案

例展品。

华数机器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产品研

发、制造、应用的领军品牌，是机器人自

动化解决方案的最佳工程承包商，是智能

制造及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的最佳提供

商。目前已掌握机器人 4 大核心关键零部

件，拥有 6大系列 30 多种机器人整机产品，

已在家电、3C、五金、汽摩、装配、机加

工等领域开展大批量应用，具备年产

10000 台工业机器人的生产能力。

工博会是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影响

力、最具权威性的装备制造类大型国际品

牌展之一，期待与您再次共同见证“中国

制造”由大变强，竭诚欢迎各位莅临华数

机器人展位交流指导，7.1H 馆 E019 展位，

华数机器人与您不见不散！

推荐展品一：PT1600 喷涂应用

推荐展品二：未来工厂——人机协同环境

作业

展位号 — 7.1H E019

作为此次展出的重头戏——PT1600

喷涂演示机器人将从技术、产品、解决方

案、服务体系等多个层面展示“防水 + 防

爆”的极智高防护特性，展示行业赋能的

最新创新成果。

极智高防护性能，新品满足防水 + 防

爆特性，可满足任意方向喷水作业，整机

产品防护等级达 IP67。尤其适用于喷涂行

业、冲洗环境、粉尘环境及其他需要高防

护的应用场合。

突破传统运动算法，当使用通用机器

         针对传统工业机器人轻便性、集成性、

智能性等不足，以及动力机械组件较为复

杂等现状，华数机器人推出更智能、更安

全可靠的协作机器人。华数机器人未来工

厂集合了智能移动机器人、智能协作机器

人等工作单元，采用视觉误差补偿等技术，

满足了企业智能化数字车间对整个机械结

构运动精度的苛刻要求，解决了因多个运

动单元的误差累积而造成精度不达标的问

推荐展品三：三维扫描工作站

华数机器人打造的三维扫描工作站，

采用机器人与 3D 相机深度融合，实现工

件三维还原、三维特征提取、机器人轨迹

引导。此工作站可以用于大型工件 3D 逆

向、加工件自动检测及去毛刺、制鞋行业

机器人自适应喷胶、视觉引导焊缝跟踪、

机器人自动点胶等应用场景。

该工作站特点在于，适用于大型工件

的三维扫描及出图；配备智能 3D 视觉系

统，能够快速提取特征数据，实现三维检

测；另外，建立定制化工艺包，可实现机

器人轨迹引导或者机器人定位抓取。

艾派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昆山艾派科技有限公司

将与您相约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 中国

馆 7.1H，展位号 E001。本次工博会将携

自 主 研 发 的 桌 面 式 SCARA、吊 顶 式

SCARA、六轴机械手、AGV，控制类等产

品，视觉与运动控制软件等，共4大产品线，

超过 50 种自动化产品。今年延续去年的

机械手 × 视觉相关应用场景，将新推出

六轴机械手 2.0 版本的 SV70 和自主研发

AGV 全线产品，敬请期待。

APE 艾派科技以超过十年的技术应用

团队经验为基底，匠心打造高精、高速的

轻型机械手，并以提供客户一站式软硬件

整合方案为特色，结合自主研发、稳定易

用的视觉和运动控制软件，与快捷高效的

技术支持服务，艾派科技用心解决中小企

业从人工生产升级至智能生产的问题，大

量节省自动化专案时间开发成本。目前，

APE 技术研发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开发

了多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及

控制系统，包括机器人运动学动力学核心

算法包、基于高可靠性实时操作系统及总

线环境的机器人软件平台、皮带跟踪技术、

附加轴协同技术、驱控一体控制平台技术、

全闭环模拟量控制平台技术、脉冲式开环

展位号 — 7.1H E001

推荐展品一：水平多关节机器手 ST40/ST60

推荐展品二：深度学习

推荐展品三：3D 分捡

可进行立体搬运、挑选、插入、排列、

涂胶、装配等工作。 产品设计、控制系统、

人机交互，均较为优良。具有通用性强、

可靠性强等基本特点，同时体积小巧，高

速度、高精度、高效率，可同时配置多台

机械手协同作业。

通过手眼标定系统，将机械手与相机

标定，利用 3D相机一次扫描识别多个物料，

测量范围不受激光长度和相机视野限制，

引导机械手按照目标物的空间姿态进行分

拣，实现机械手 360 度无死角工作姿态，

从杂乱无序堆叠摆放的多种产品中，抓取

目标物并存放指定位置。

根据数据，通过快速自学习方式检测，

自身建立检测模型，结合 SV45 全方面、

多角度捕捉到产品姿态，与自身建立的检

测模型进行匹配，实现在低对比的图像中

检测无法描述量化的瑕疵，提高产品检测

的准确率及产品质量。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D013

         AGV-67-DMN500 是嘉腾机器人自主

研发的一款背负举升型 AGV，它采用二

维码导航技术，载重 500kg，可以原地旋

转且货物相对地面不旋转。配合仓储管理

系统进行移动、举升、搬运等动作可单台

或多台机器人相互协作搬运货架，小巧灵

活，工作速度较快，广泛应用于高密度智

能仓库（需配合智能仓储调度系统），也

这款叉车采用激光导航技术，灵活高

效，安全可靠，项目周期短，维护成本低。

采用永恒力车体，载重 1600kg。

主要应用于仓储、制造、危险场所 ;

出版 印刷 ,汽车 ,医药 ,电力 ,烟草等行业。 

该技术应用范围广泛 , 帮助企业提升自动 

化水平 , 减轻人的劳动强度 , 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 , 缩短物流周期。

推荐展品一：小蚂蚁

推荐展品二：激光导航叉车

可以用于普通 AGV 使用环境。

控制技术等。 APE 快速成长，已逐渐

成为国内外顶尖的轻型机器人及控制系统

解决方案供应商。

人用法功能无足够空间时，还可以编

辑内循环旋转模式，另辟溪径避让，将高

灵活性能展示的淋漓尽致。

该款新品采用轻量化设计，本体重量

仅 128KG；负载达到 16KG；平均重复定

位精度达到 0.04mm，最大达到 0.05mm。

题，极大地拓展了机器人的应用适应性。

04 057.1H 中国馆7.1H 中国馆



推荐展品一：xMate 柔性协作机器人

推荐展品二：打磨工作站

xMate 是珞石新一代柔性协作机器

人，本体各关节配置力矩 - 位置全状态测

量传感器，搭载开放性的应用软件平台，

配合全新的柔顺控制技术，为智能制造、

医疗、餐饮、教育、科研等行业提供自动

化解决方案。

特点介绍 

珞石 XB20 六轴机器人配合浮动电主

轴工装，能够有效去除工件加工表面的毛

刺，湿式打磨方式完美解决工件打磨过程

中温度升高对于工件性能影响及耗材磨损

过快的难题。 

相约工博会，相约珞石柔性协作新纪元

2019 年 17 日—21 日，珞石与您相约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500 余

平设备展示区，集中展示了 xMate（柔性

协作）、XB、NB 等系列的多个技术新品，

以及缝制、打磨等多个应用领域的尖端性

解决方案。为您带来一场智能制造创新科

技盛宴。

珞石着力打造“最好用的工业机器

人”，推出的六轴轻型工业机器人产品，

搭载自主研发的 Titanite 协作型控制系统，

综合性能行业领先。珞石聚焦客户需求，

充分发挥技术研发核心优势，实现各工艺

软件包的开发定制，积极开拓机器人的应

用领域。

未来，珞石将在机器人产品研发、应

用技术创新、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等领域持

续投入，让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高效、

便捷，与客户及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成长，

为数字工业、高端装备技术赋能！

展位号 — 7.1H C085 

应用领域：

工业打磨、装配；医疗辅助、科研。

自主研发浮动电主轴工装保证高精度、

高质量打磨效果（Ra3.2） 

自动检测工件规格，自动切换打磨程序 

湿式打磨保证作业环境更友善

        钱 江 QJR50-1A 六轴机器人，负载

50kg，臂展 2012mm，4，5，6 轴的电机集

爱仕达·钱江机器人构建智能制造生态圈亮相2019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D016

推荐展品一：

钱江 QJR50-1A 六轴机器人
推荐展品二：

钱江 QJRH4-2 专用焊接机器人

在上海拉开帷幕，位于 7.1H D016 的

爱仕达控股的钱江机器人展位上，将展出

钱江机器人的无人化、智能化的多条应用

示范线：大规模定制柔性生产线、3C 智

能检测、智能仓储、双机协调智能焊接、

大型工件抛光打磨、磁悬浮环形直线模组、

涂装工艺柜及喷涂件展示，以及多种自主

研发的工业软件，其中最大看点要数大规

模定制柔性化 C2M 无人智能生产线，包

含 6 种不同应用服务和钱江机器人，多套

自主研发的实时视觉在线检测系统，以及

MES 和工业互联网，实现全智能无人生产

和个性化柔性定制，加工周期短、节拍快、

订制化，打造大规模定制柔性化 C2M 智

能生产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9 月 16 日下午

14:00，爱仕达·钱江机器人将在上海洲际

酒店举办一场主题为“智能时代·共创未

来”发布会，届时，行业专家云集，将共

同探讨国产机器人在互联智能时代的发展

突破及中国智能制造未来发展之路。

         钱江 QJRH4-2 专用焊接机器人，负

载 4kg，臂展 1410mm，高灵活性、高刚

中在小臂上，机器人手腕上无电气元件，

利用传动模块来保证机器运动的稳定行和

准确性，元件的选用上，电机、I/O 接口

防护等级达到 IP67，航插壳体达到 IP68，

电柜达到 IP54，以及专门设计的密封腔室，

同时，可通过在机器人表面及应用端连接

处涂隔热层、酚醛树脂用于隔热等一系列

隔热手段，提高机器人的耐热防护等级，

综上原因，钱江 QJR50-1A 六轴机器人完全

胜任高温工作环境下的压铸应用。

度 U 型腕部，保证机器人在快速移动中的

稳定性；定制减速机，提高减速机均匀性

和刚度，机器人运行更平稳；减少转座和

底座结构缝隙，降低焊渣进入堆积；小臂、

腕部关节支撑刚度提升，减少焊接变形误

差；驱控一体，IP54 防护等级，EMC 工

业三级电磁兼容性的电控柜，能有效屏蔽

焊接现场的电磁、电流脉冲；配合新一代

自主研发控制器，优化了焊接基础功能，

兼容市面上各大主流焊机。

汇聚自动化携新品亮相工博会打造全方面“智能智造”

展位号 — 7.1H C008

推荐展品一：OMV 夹持式停车机器人

推荐展品二：托盘堆垛 AGV

         最新研发新一代夹持式停车机器人，

无需借助载车板、梳齿、支架等辅助设施，

可以直接进入车辆下方，通过机械臂自适         新推出的轮系拓展产品托盘堆垛 AGV

应不同车型的轮距、轴距，直接夹取车轮，

移动车辆。通过自行设计驱动轮组，以满

足低高度、高速度、大功率和全向驱动的

要求。中央调度系统控制多机协同工作，

对停车场的全部机器人进行统一任务调

度、最优路径规划，有效提高停车场的停

取车效率和空间利用率。结合手机 APP 预

约停车、取车及自动缴费，方便且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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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舵轮驱动系统，结构简单，集成了驱

动电机、转向电机、减速机等一体化的机

械结构，通过跟车体相对运动来控制转向，

使用可靠，转弯半径小，不破坏基建，可

以在地面随意行走，转向不受空间和地面

限制，整车稳定性好，性价比高。适用于

物流仓储系统，自动化工厂、车间、仓库

等多种场所，可实现对货物的精准搬运、

堆垛。



装备中国 智行未来

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是世界五

百强、电子行业最大央企——中国电子

（CEC）旗下智能制造供给侧骨干企业，

是国内领先的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系统

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熊猫智造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依

托强大的研发团队和资源支持，形成以熊

猫机器人、熊猫 iMANUF. 系统平台为基

础，云平台、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支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网核心体

系，致力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数字化、信

息化、智能化贡献更多力量。

目前，熊猫智造已在液晶面板、玻璃

制造、航天航空、军工通信、新能源、新

材料等多个领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定制化

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公司近年来承担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江苏省科技厅等多

个科研及改造项目，填补了多项产业空白。

在本届工博会上，熊猫智造以实际应

用 场 景 为 重 点，以 机 器 人 本 体 和

iMANUF. 为核心，从客户需求出发，全

面演示客制化应用解决方案，多方位展示

品牌核心竞争力。同时，现场还将展出熊

猫智造全新服务机器人概念机——这是熊

猫智造在人工智能领域一次有益的探索与

尝试。

展位号 — 7.1H A114

推荐展品一：熊猫服务机器人——万事俱

俻 AI 常相随

推荐展品二：熊猫智造 iMANUF. 系统平

台——让智造，更胜任制造 

熊猫智造全新服务机器人概念机——

俻俻，是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结晶。它

诞生于全球服务机器人行业的飞速发展、

机器人行业技术的成熟和市场需求增加的

大背景之下，是熊猫智造在人工智能领域

一次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熊猫“俻俻”具有语音交互、人脸识别、

避障移动、引领跟随、情感交流、家庭娱乐、

智能控制等功能，配备熊猫机器人云平台

管理系统，可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俻

俻”可实现个性化定制：从不同客户实际

需求出发，为教育、智能家居、餐饮、医疗、

金融、商务等多领域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

解决方案，创造全新智能体验。

熊猫智造 iMANUF. 系统平台是熊猫

智造重点打造的从企业层到设备层全覆盖

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聚焦解决当前企业

产量低、成本高、质量差等传统作业模式

导致的问题。

熊猫智造 iMANUF. 系统平台以人工

智能、熊猫工业云、物联网等平台为基础，

构建企业层（ERP、PLM 等）、管理层

（MES、WMS、APS 等）、操 作 层

（SCADA、HMI 等）、控制层（PLC 等）、

设备层（机器人等）等作业管理系统，打

造全流程的智能制造生态环境。以软件定

义世界的思路，将自动化和信息化高度融

合，实现生产计划可排、生产过程可控、

生产问题可追溯、自动化作业、信息化管

理，帮助企业达成生产智能化、产品智能

化、服务智能化、运营智能化的目标。

哈工智能亮相2019年工博会：AI+ROBOT，赋能未来新智造

2019 年 9 月 17 日，第二十一届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

帷幕。本届工博会，哈工智能将通过人工

智能和智能制造领域的最新技术和产品，

全面诠释公司转型升级之后，以人工智能

为核心，从多个方面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产业赋能的全新理念。

AI+ROBOT，这一主题概念，也是哈

工智能的核心发展理念，将贯穿于哈工智

能 2019 年工博会的整个展台，同时，哈

工现代、人工智能、51Could 将作为主要

展出板块，将集中呈现这一年来哈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制造领域的主要成

果与业绩。

          AI+ 对于哈工智能来说，是自主研发、

掌握核心技术的蜕变。ROBOT 产品和机

器人产业的布局，则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战略新动能。AI+ROBOT，人工智能引

领的技术研发与运用，通过产品渗透至哈

工智能的全产业链布局，带来的是，人工

智能与技术，技术与产业的互融互通，由

此形成的合力，推动哈工智能不断发展，

进而带动新一轮技术革新与产业赋能。

         在全球智能化时代来临的背景下，哈

工智能将一如既往，通过与领先的技术公

展位号 — 7.1H B015

推荐展品一：KUKA KR210
推荐展品二：哈工现代 HS220

的占地面积持续减小了干扰轮廓。此外，

创新拖链系统的干扰轮廓得到了优化，确

保了简化的模拟和更经济的工作单元规

划。停止时短的机器人惯性行程还允许紧

凑的工作单元和系统结构，并使系统规划

和实施具有灵活性。

         KUKA KR210 允许通过运动模式软件

附件在过程或过程步骤中临时更改机器人

的能力。例如，机器人在无负载时可以调

整为最佳动态，或者在搬运工件时调整为

绝对轨迹精度。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动

态模式”和“路径模式”两种运动模式将

可供 KR210 列使用。

         KR210 即使在复杂的情况下也能简化

工程设计，这归功于更修长的手腕和更小

应用：点焊、搬运

HS220 搭 配 了 哈 工 现 代 全 新 的

Hi5a-S00 机器人控制柜。Hi5a-S00 机器人

控制柜包含了机器人控制主板、伺服控制

系统；采用基于 BASIC 的操作程序，简单

容易操作；伺服控制系统包含的动态控制、

高级震动抑制控制以及加强扭力速度控

制，能完美地实现对外围的工艺设备的快

速响应以及精准控制。

司建立合作关系，结合企业自身产业技术

背景优势，同时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研发和

投入，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

能制造产业的协同效应，搭建技术与产业、

产业与资本的桥梁，以科技、智能，与世

界一同成长，为中国智造奋勇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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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和（天津）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A001

         聚和（天津）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6 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总部位

于天津宝坻，工厂占地面积 75 亩，员工

人数约 200 人，其中技术人员占比 60%。

在北京、南京、福建、辽宁等全国多地布

局区域公司以及工厂。公司一直以来专注

于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自动化生产线制造、

工业及协作机器人、快换装置、专业机床

设备等产品和服务，致力于为制造行业提

供全面优质的解决方案。

推荐展品一：机器人打磨工作站

用机器人抓取工件在砂带机上进行打

磨，用以代替人工打磨作业。打磨站具有

产品一致性好，工作效率高，减少粉尘对

人体产生的伤害的优点。

推荐展品二：机器人去毛刺工作站
         机器人去毛刺工作站：用机器人带工

具或带工件的方式对铸造件或机加工零件

的飞边、毛刺进行打磨的设备，用以替代

人工去毛刺打磨作业。去毛刺工作站具有

聚焦先进制造 发挥技术优势科瑞技术邀您共聚2019上海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A107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和技术服务，以及精密零部件制造业务，

产品主要包括自动化检测设备和自动化装

配设备、自动化设备配件、精密零部件，

产品主要应用于移动终端、新能源、电子

烟、汽车、硬盘、医疗健康和物流等行业。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科瑞技术已成

为一家专业为客户实现智能化生产提供工

业自动化设备和工业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

的智能制造企业。2019 年 7 月，科瑞技术

于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957。

相聚 2019 上海工博会上，科瑞技术

聚焦先进制造行业，携多款精密自动化设

备亮相。

推荐展品一：AOI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此次工博会是 AOI——RevEye 系列产

品的首发亮相。RevEye 自动光学缺陷检测

设备基于自主开发的数学模型和算法，对

物体表面特征激进行深入研究，结合自主

         此次工博会是 AOI——RevEye 系列产

推荐展品二：乐易登重货载物爬楼机

推荐展品三：AIR 移动机器人

         乐易登重货载物爬楼机，是科瑞技术

旗下的重磅产品，经专业团队多年研发及

推荐展品一：拓星辰 I 号

推荐展品二：拓星辰 II 号

仰望星空，汇聚智造—智能制造综合服务商拓斯达星辰
系列爆燃来袭

展位号 — 7.1H A102

国际水平循环时间 0.38s

最高运动速度 9160mm/s

重复定位精度±0.01mm

控制柜体积缩小 20%

完全自主开发的驱控一体硬件

高达 30kg 的负载

高刚性设计，优化手臂网格结构

结构变形量控制 0.005mm 内

采用高刚性 KK 模组

重复定位精度±0.025mm

降低 10%-35% 综合成本

适用点胶、锁螺丝、搬运场景

革命”还是“演进”，我们都正在经

历以智能制造为典型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移动互联网、超级计算、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并

迅速的应用与普及，形成了群体性跨越，

新技术发展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历史机遇。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拓斯达，股票代码：300607) 是一家登陆

创业板的广东省机器人骨干企业，专注于

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装备的研发、

制造、销售，致力于成为系统集成 + 本体

制造 + 软件开发 + 工业互联网四位一体的

智能制造综合服务商。

2019 年 9 月 17-21 日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拓斯达科技以“仰望星空，汇聚智造”为

主题，将通过年度星辰系列新品诠释“智

能制造综合服务”的内涵：

展示一：基于 IOT 的智能整厂可视化

AIR 机器人是针对智能工厂设计的室

内自主导航搬运机器人，可以轻松实现地

图编辑、路径调整、站点配置等功能，无

须更新现场布置，无须增加额外设施，结

合科瑞技术丰富的系统集成经验和强大的

工业信息系统，可系统的为客户提供解决

方案。

反复测试验证。独特的爬楼机构设计使爬

楼机的重量和成本做到了最佳的平衡。现

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认证。乐易登重货载

物爬楼机可广泛运用在物流、配送、搬运

等重物的上下楼环境，操作方便、快捷、

安全、彻底解决重物上楼的难题。

打光技术，形成先进的 AOI 理论。用于检

测金属产品异形表面的划痕、凹凸、脏污、

色差等外观缺陷。

规划仿真系统。拓斯达工业互联网平

台为拓斯达客户提供设备监控服务、远程

运维服务、预防性维护服务，致力于解决

工业信息孤岛，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展示二：“因价值而来·因未来而生

“的年度星辰系列新产品。

拓星辰 I 号，拥有国内体积最小的控

制柜，体积相比同类缩小 20%，产品的循

环周期 0.38s；重复定位精度 ±0.01mm；

完全自主研发的一块芯片驱控一体技术；

可广泛应用于 3C、汽配、食品、电子等

行业。

拓星辰 II 号，运动范围 1200mm，额

定负载 8KG, 最大负载 30KG，循环周期

0.27s（节拍 220cpm）, 配置自主研发视觉，

提供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可为客户降低

10%-35% 综合成本，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适

用点胶、锁螺丝、搬运等场景。

展示三：“多功能”休闲娱乐场景。

现场除展示以上展品，还将展示具备视觉、

检测、语音等功能为一体的人机五子棋互

动项目，也有自动扫码下单自动配备多种

现磨咖啡、奶茶、多款果茶等形式的自动

化生产线，为您提供舒适、愉悦的美好体

验。

2019 年工博会现场拓斯达（展位：

7.1H A102）将携年度新产品全新亮相，

现场将同步举办“仰望星空—拓星辰

全球上市“活动，更多精彩，持续不断，

还有神秘大礼等着您，敬请期待您的莅临。

推荐展品：BRTIRPZ1825A

BRTIRPZ1825A

         BRTIRPZ1825A 是广东伯朗特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某些单调、频繁和重

复的长时间作业，或是危险、恶劣环境下

的作业等而开发的一款四轴码垛机器人，

其拥有 1800mm 臂展，最大负载可达

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A018

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8 年，公司注册资本 4500 万，目

前拥有员工近 400 余人，是广东省机器人

骨干企业（第一批），同时也是广东省战

略新兴产业骨干企业。专业研发、生产、

销售机器人和机械手。

         2014 年 1 月 24 日广东伯朗特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新三板扩容后首批挂

牌企业，也是新三板全国扩容以来首家在
BRTIRPZ1825A

BRTIRUS2520BBRTIRUS2520B

中登公司完成股份登记的挂牌企业，同时

也是机器人行业首家挂牌企业，股票代码：

430394，简称：伯朗特。

25kg。多自由度的灵活性对上下料、搬运、

拆 垛、码 垛 等 场 景 能 够 应 对 自 如。                                                                    

防护等级高——IP 54，防尘防水                                               

精度高——重复定位精度 0.08mm

产品一致性好，工作效率高，减少粉尘对

人体产生的伤害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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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沃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展品一：顶入式全自动装箱机

推荐展品二 ：

机器人智能化包装生产线系统

推荐展品三：国内 PE 袋智能装箱

近几年来包装行业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总体保持了健康、快速、可持续发

展的势头。沃迪装备坚持在智能包装领域

积极开拓新市场，将智能制造与数字化应

用相结合并实际应用于重大科研项目，获

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及认同。

针对我国食品、药品行业对成套自

动化无人车间装备的重大潜在需求，通过

发展生产线和机器人的计算机集成控制系

统及网络通讯技术，实现对车间内装备资

主要组成部分 :

● 进料输送系统

● 排列整理系统

● 装箱机器人单元

● 胶带封箱单元

● 出箱传送带

主要功能 :

适用纸箱包装小盒，中包或瓶等产晶，

起到保护产晶 ( 防潮，防尘，保护外表面 ) 

和物流运输的功能，主要适用于医药，日

化，食局和饮料等行业。

设备特点 :

上海沃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于 1999 年，沃迪智能装备视“科技创新”

为核心竞争力，在立足自主创新的基础上，

同时整合、吸收欧美先进的机械设计及自

动化控制理念，在生产、包装、搬运、仓

储智能系统方面掌握前沿技术，通过智能

化工厂建设打造现代化新企业。

沃迪智能装备拥有一支以硕士、博士

和高级工程师为核心的研发团队。沃迪智

能装备下辖食品装备、机器人应用、智能

包装、汽车零部件应用、智能生物装备、

国际业务六大事业部，市场覆盖欧盟、美

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

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力求打造和提升

中国智能装备在世界舞台上的全新形象。

机器人智能装备领域设有专门的机器

人和工程技术应用研究院，承担着国家和

市级多项机器人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应用

技术和产业化技术研究等重点攻关任务。

出品的“TRIOWIN”TPR 系列品牌码垛

机器人经中国科学院评定：技术水平达到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截止目前

“TRIOWIN”已连续多年成为国产码垛机

器人畅销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

“变、渐进、学习力”，完美注释了沃

迪装备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企业精神。

“日本式管理、德国式技术、中国式人文”

体现了沃迪人集众家之长，以人为本，力

求在国际舞台发中国声音的匠心文化。全

体沃迪人秉持尽心尽力、尽善尽美，精益

求精造精机的理念，争做精品民族机械的

领导者 !

凝中国精神，铸百年沃迪！

展位号 — 7.1H F002

该项目的技术难点：

①产品灌装后的 PE 袋表面粘附性较大且

容易破袋；

② 单条主线有多台灌装机，PE 袋在落到

输送机上时容易叠包；

③ 生产速度非常快，输送机速度太快增加

了破袋的可能性；

④ PE 袋在装箱时必须要轻拿轻放以保证

PE 袋不破损。

经过多次技术攻关，沃迪智能装备成功的

解决了上述问题。

        首先 , 采用沃迪的自动装箱系统，将

原产线的灌装机产能全开，代替了 16 个

人工。

其次 , 在项目的整体设计上，我们解决了

行业内没做到的防叠包系统、PE 袋快速

输送无破损以及抓取 PE 袋不破损不掉袋。

通过本次机器换人，产量相比以前人工装

箱提高了近 60%。

达野机器人亮相工博会 助力多领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推荐展品一：DY 系列——轻量型机器人

专家

推荐展品二：拧螺钉专机——拧螺钉机器

人专家

         DY 系列是达野机器人家族最新推出

的产品系列，具有自重轻、成本低、维护

简便、精度高、速度快等优点。计划共推

出 DY04、DY07、DY10 三种机器人产品。

本届展会将率先展出 DY10，与传统的工

业机器人相比，工作范围更大、姿态变换

更加灵活，具有较高的负载自重比、集成

化程度高、价低性优，具有很好的市场应

        该拧螺钉专用机器人内置拧紧枪，结

构紧凑，成本低，集成化程度高，具有很

好的市场前景。它具有以下特点：支持吹、

吸螺钉供料系统；支持 M5 及以下螺钉规

格，扭矩重复精度 +/-5%，换型简捷；拧

紧高速精确、实时监测转速；正反向高精

度控制扭力值、控制软启动、监测漏锁、

浮锁、滑牙等异常、报警提示，并且可以

实时监测等。它适用于平面锁螺丝、精密

控制拧紧扭力，拧紧装配各类螺钉，适合

大部分工业装配使用：电子产品装配、家

电、仪表、各种零部件等。

2019 年 9 月，江苏达野智能系统有限

公司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7.1H 馆

F013 与您相约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RS 

2019），达野将展示 3 款新款工业机器人

以及智能医疗、医药包装、高精度激光焊

接等多领域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江苏达野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国内最

早掌握机器人控制器及本体核心技术的一

批企业。公司目前有工业机器人 20 余款，

涵盖 SCARA、码垛、焊接、协作及普通

六轴机器人，是国内机型最齐全的工业机

器人企业之一，为客户提供智能医疗、医

药、焊接、汽车、3C 等多领域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

3 款重量级机器人产品首发

2 款 SCARA 机器人负载分别为 3KG

和 20KG，其中 3KG 负载 SCARA 机器人

门型路径时间可达 0.4s，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

1 款轻量型六轴机器人负载 10 公斤，

最大负载可达 15 公 斤，工作半径为

1580mm，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相比，工

作范围更大、姿态变换更加灵活，具有较

高的负载自重比、集成化程度高、价低性

优，具有很好的市场应用前景。

智能医疗机器人平台

         智能医疗成像机器人平台，将机器人

的灵活性引入到医疗影像领域，提升现有

展位号 — 7.1H F013

推荐展品一：DY 系列——轻量型机器人

         DY 系列是达野机器人家族最新推出

推荐展品：HMHS-V 系列谐波减速器

深圳市大族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简介

展位号 — 7.1H C007

 深圳市大族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大族谐波传动）为大族激光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专注于精密减速器及装置、

机器人系统、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专业技术实力雄厚，拥有优秀的研发

及管理团队，并从国外引进一批世界一流

水准的加工、检测设备，成立工业机器人

工程实验室，除此还与日本东京大学、筑

波大学等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① 阳台式设计，符合 GMP 标准；

② 纸箱物料输送单元阶梯式设计，确保每

次吸取工况一致；

③ 纸箱输送皮带四个立箱手指，保证封箱

外观规整；

④ 机械和运动部件隔离，高安全标准，便

于清洁；

⑤ 操作员侧方便操作；

⑥ 规格转换时不会遗留上一批次产晶；

⑦ 规格转换轻松方便。

产数据和生产过程数据在统一平台下管

理，完成基于国产机器人技术的“数字车

间”中试建设，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层

次的深度结合。整条生产线在信息化层面

重大突破，配备计算机服务云平台，可提

供产线设备的健康诊断、远程预测维护、

全生命周期管理、产品溯源及质量管控服

务。“大数据”发展趋势深入智能化制造

领域，通过对服务云平台积累的大数据分

析，实现基于数据专家系统的柔性排产及

产能优化功能。

医疗影像设备的灵活性和易用性，更给新

的医疗成像方式提供可能，如立位 CT 成

像，解决关节和脊椎负重位三维 CT 成像

问题，产品性能堪比国际一线品牌同类三

维产品。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达野智能

在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RS 2019）等待您

的莅临！

用前景。它的额定负载为 10 公斤，最大

负载可达 15 公斤，工作半径为 1580mm，

并且大臂筒和小臂筒可以根据需要做一定

的拓展和定制。该机器人可适用于上下料、

装配、搬运、点胶、打磨、焊接、喷涂等工作。

目前已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和发明实用

专利，行业内连续获得恰佩克“技术创新

奖”、工业设计“红帆奖”技术创新奖、

金手指创新产品奖、世界机器人大会最具

创新产品奖等诸多奖项。

         产品远销国内外 , 客户已达三百余家，

广泛应用于机器人、航空航天、通信设备、

半导加工设备、医疗设备、检测分析设备

等领域。大族谐波传动本着“精进匠心”

的企业精神，持续不断地提升产品价值和

服务，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精密

谐波减速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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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以公司形式运

行，依托单位沈阳智能机器人国家研究院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由哈尔滨

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

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14 家国内机

器人领域优势单位发起成立，注册资本金

20000 万元，注册于沈阳市浑南区。2017

年 10 月 3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同意由沈阳智能机器人国家研究院有限公

司组建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2018 年 6月，

创新中心揭牌。

         创新中心旨在突破机器人行业共性关

键技术和解决机器人产业基础问题，提高

产品核心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能

力，加速人才培养、行业服务、国际合作

进程，建成机器人全产业链的国家级协同

创新平台，推动我国机器人技术和创新能

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建成国际一流的机

器人技术研发基地、成果转化基地、人才

培养基地和国际合作基地。

推荐展品一：瑞博思双机器人协作控制系

统  ROBOX 运动控制器—RP1

通过一个 ROBOX 控制器同时控制两

个六轴机器人进行复杂的协作运动，对一

个对象进行双机器人协同作业，从而展现

ROBOX 运动控制器强大稳定而精准的控

制能力。这样的能力也是瑞博思可以帮助

客户的机器人与其他机械设备达到各种工

业现场的复杂运动控制要求的基础所在。

机器人创新中心

展位号 — 7.1H B113

推荐展品一 : 协作机器人 MoKi 5

从机身到示教器的精心设计，操作极

其简单、易用，完美实现人机协作。

配天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配天机器人是专注于工业机器人、核

心零部件及行业自动化产线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现有六轴工业机器人产品涵盖 3 公

斤至 165 公斤负载范围，已在多个行业、

领域成功应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包括控

制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等全部自主

研发，且拥有强大的核心软件技术和算法。

公司总投资 5000 万元，厂房建筑面积

18400 平方米，可年产 5000 台智能工业机

器人。公司在北京、安徽、深圳均设立研

发中心，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配天机器

人目前持有 700 余项专利（包含 100 余项

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及40余项软件著作权，

目前参与制定中的国家标准余 30 项。

配天机器人的优势 :

主要体现在 “核心技术”，强调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展位号 — 7.1H E009

1、机身仅重 23KG，重复定位精度
AIR3 桌面型机器人

推荐展品二 :AIR3

推荐展品一：IP68 防水机器人

推荐展品一：SWB 型无励磁制动器（伺服

电机专用型）

推荐展品二：SWB 型无励磁制动器

灵猴自主研发的 IP68 六轴工业机器

人，已通过 IP 等级认证并且已投入实际

的项目中检验。主要应用于特殊环境下的

工作；如：淋水环境下机床上下料行业业、

粉尘环境下打磨行业业、大颗粒粉尘的喷

涂行业、无尘环境的医药行业、沿海高湿

度环境下作业等。

SWB 型伺服电机专用无励磁制动器是

一种薄型化，高稳定性，性能卓越的制动器。

多个压力弹簧在断电情况下通过摩擦力产生

制动扭矩，通过电磁吸力释放。专为伺服电

机系列优化设计的新型制动器，特点轻、薄、

快、小；额定扭矩高、运行噪音低、动作寿

命长。

SWB 型无励磁制动器是一种小型化，

高稳定性，性能卓越的制动器。多个压力弹

簧在断电情况下通过摩擦力产生制动扭矩，

通过电磁吸力释放。有制动、保持两种制动

器可选择，可添加手动释放手柄。出厂就达

到额定扭矩，不需要磨合期。有消音装置，

运行低噪音；100万次以上的动作长寿命。

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专注智能

制造和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核心零部件供应

商。

         在第 21 届上海工博会中，灵猴机器

人参展产品主要涵盖了直线电机系统、机

器视觉系统、工业机器人系列、斗山协作

机器人。

作为智能制造与工业自动化核心零部件的

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一直秉承着不断进取、

追求卓越的制造和经营理念，为客户创造

价值的同时，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着眼现

在、探索未来，助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成为“中国制造 2025”及 工业 4.0 的有力

践行者。

9 月 17-21 日我们将在 7.1H 馆 E014

号展台虚左以待，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STEKI 是最早接触于工业自动化离合

器、制动器的公司之一。历经三十余年发

展与经验的积累，并秉持一贯的品质与专

注经营理念，已成为一家业界领先的离合

器制动器系统提供商，公司将技术与制造

相结合，为全球工业与汽车客户提供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现今产品主要应用于伺服

电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动车型自动

门等领域。

在中国大陆地区，STEKI 投资多家工

厂来完善生产基地，包括昆山工厂、福州

工厂、苏州工厂，并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同时，我们建立完整的销售网络，

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福州、青岛等沿

海城市销售分公司，未来向东西部及内陆

地区推进，致力于 STEKI 品牌的推广，务

求带给用户最完善的服务。

展位号 — 7.1H E014  

推荐展品二：龙门专用伺服驱动器

推荐展品二：智能平台型服务机器人

新松平台型服务机器人集合行业全部顶尖

技术，具有语音识别、人脸识别、语音指令、

创新中心通过联盟组织面向机器人行

业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工作，协同开展产

业化示范应用，坚持市场导向，建立起联

合开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

的协同创新机制。通过“专业孵化器 + 联

合孵化基金”的模式，推动行业关键共性

技术向产业转移转化，辐射带动产业发展，

不断创新商业模式，逐步实现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         便 携 式 手 臂，十 分 轻 巧，本 体 重

19.5KG，质量负载比小于 4。

本体十分方便快捷的设计：设置了三

色状态指示灯，清晰掌握机器人运行状态；

设置了末端功能键，操作更简单，可摆脱

示教器，拖动本体就可进行示教。

无线连接，摆脱线缆束缚，电脑、

PAD、手机均可控。具有更棒用户体验的

示教器界面：参数化设计，简单工艺快速

完成；图形化设计，编程逻辑一目了然。

±0.02mm；

2、标准循环时间小于 0.36s，满足追求最

短循环时间和最高产量的需求，提高了产

出以及投资回报率；

3、在最小空间内实现最高的性能，占地

面积 180mmx180mm，最小工作半径仅

145.6 mm，减少占用底座空间的面积，保

证手边作业布局紧凑，非常适合电子行业

等小型自动化单元；

4、专用的电机散热设计，能应对 3C 行业

高强度高频次重复运动产生的高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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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堂奕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A247

远程更新、远程视讯、视频直播、多媒体

播放、自主行走、自主充电、一键呼叫、

远程咨询、档案管理、课程点播、云端服

务等功能，广泛应用在健康养老、教育陪

伴、政务金融、促销

导购等服务领域。

         智能腕表适用于老人、儿童、追求健

康人群，具有拨打电话、拍照录像、睡眠

监测、心率监测、时钟闹钟、卫星定位等

功能，智能腕表能够随时监控用户身体状

况和位置，在手机 APP 端查看状况，外出

佩戴有效防止走失。新松平台型服务机器

人行业内功能最全，价格最优，新松公司

作为服务机器人行业标准制定单位，隆重

推出该款明星产品，必将引领行业。

产品功能：

智能激光导航（SLAM）；智能图像技

术（人脸识别）；智能语音交互（多样选择）；

移动媒介专业界面（触摸屏）；远程视讯（流

媒体防丢包）；云平台，大数据（新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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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一：节卡小助系列协作机器人 

JAKA Zu 3 推荐展品二：节卡小助系列协作机器人

JAKA Zu 7

推荐展品三：节卡小助系列协作机器人

JAKA Zu 12

JAKA Zu 3 协作机器人自重 13.5kg，

负载 3kg，工作半径达到 587mm，重复精

准度 ±0.03；小巧轻便，能够适应狭小的

空间安装、高精度密度要求的搬运组装等

工作；主要应用于 3C、精密制造、教育、

服务等行业。

特点：

         可以实现无线示教，采用移动终端（如

PAD 或者手机）APP 即可与机器人进行交

互；采取图形化编程、拖拽示教等技术，

无需编程基础，也无需写专业代码，普通

工人可以快速自主编程控制机器人完成产

线换型；良好的兼容性，以 TCP/Socket

通讯为基础，兼容 Python/C++ 等语言，

JAKA Zu 7 协作机器人自重 22kg，

负载 7kg，工作半径达到 814mm；一体化

关节设计，易组装、易拆卸；高载荷自重比，

高性价比，更高适用性，兼顾灵活轻便和

大负载；无需安装安全栅栏，与人、机器人、

周围环境共融协作。

JAKA Zu 12 协作机器人自重 41kg，

负载 12kg，臂展长度达 1327mm，主要应

用于食品、包装等行业的分拣、搬运、码垛，

以及一台机器人服务多个工作台的工作场

景，如机床上下料等。

节卡机器人丨无线互联  协作共融

展位号 — 7.1H E005

节卡机器人创立于 2014 年，音译自

英 文 名“JAKA”（Just  Always Keep 

Amazing）永葆卓越之意，是一家聚焦于

新一代协作机器人本体与智慧工厂创新研

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节卡以“用机器人解放双手”为使命 ,

秉持专注、专业、原创精神，将智慧的火

花传递到全球各个角落，助力企业迈入工

业 4.0 时代。为光明乳业智能制造新模式、

新乡化纤年产 2 万吨超细旦氨纶纤维智能

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又率先实现了协作

机器人对消费类锂电池的全线自动化生

产，填补了化纤、锂电池行业空白。并开

始拓展海外市场，努力实现引领中国协作

机器人迅猛发展目标。

         在本次工业国际博览会上，节卡机器

人将携带小助系列协作机器人亮相，内容

更加丰富，包含了小助协作机器人拍照、

人机互动下棋等趣味场景，还有视觉抓取、

涂胶、分拣回流线等工业场景。展会现场，

节卡同步发布《2019 年中国协作机器人蓝

皮书》，敬请期待！

遨博（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B009  

遨博智能 (AUBO) 成立于 2015 年，

旗下在全球有多家子公司和办事处。是我

国首家致力于轻型协作机器人研发、生产

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遨博率先推

出国内首个自主可控及核心部件国产化的

i 系列协作机器人。先后通过 NRTL、CR、

KCs 等国内外认证，遨博全系列产品通过

欧盟 CE 认证，成为国内首家以协作机器

人产品形态获得 PL=d 认证。凭借高安全、

易操作、开放性等特点，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汽车零部件、家电、五金、医疗、教育、

生活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

遨博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

高新技术企业、恰佩克奖、科技创新奖等

多项殊荣，已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以及其

他各项专利、发布国家标准等共 50 余项。

被 IEEE Spectrum 评为国际最具创新性和

成长性的协作机器人企业。

         遨博以轻型协作机器人为基础，融合

工业互联网和工业大数据的设计理念，开

拓全新的智能工业生产模式。签约多家知

名厂商建立协作机器人生态合作体系

(AUBO WORLD)，集合众多优秀机器人

外围配件厂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

推荐展品一：AUBO-i5

● AUBO-i5 具备泡茶、泡咖啡、以及调

制鸡尾酒等服务性功能，是未来服务行业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 AUBO-i5 在 3C 电子制造领域，快速进

行零部件上下料，大大节省厂家的时间和

财务成本；

● 手机电池贴胶生产线，AUBO-i5 进行

电池上下料工序，产出比要比人工快 5 倍；

● AUBO-i5 进入汽车制造行业，对汽车

后备箱的零部件进行打螺丝，并佩戴视觉

检测功能，实现自动定位和筛选，大大提

高机械臂作业的精准度和工作效率； 

● AUBO-i5 对金属零部件进行激光焊接，

脱焊、点焊，高速精准，并拥有卓越的温

度控制；

AUBO-i5 对金属零部件进行激光焊接，脱焊、
点焊，高速精准，并拥有卓越的温度控制。

手机电池贴胶生产线，AUBO-i5 进行电池上下
料工序，产出比要比人工快 5 倍

推荐展品三：节卡小助系列协作机器人

推荐展品：5 轴机器人平抓转竖立

        主要演示对平抓物料的旋转竖立放置。

增加了并联机器人的活动维度；扩大了并

联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其原理是在传统三

轴并联机器人基础上，增加两根平行旋转

轴，通过一轴控制水平转动，另一周控制

阿童木机器人将携新品亮相2019中国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B110

         阿童木机器人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其创始团队成员来自天大和北航，是一家

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以及配套生产线系统解

决方案提供商，目前主要致力于并联机器

人本体的研究。在严峻人工智能大环境下，

阿童木自身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阿童木

在产品上主要有“金刚”、“钻石”以及“闪

电”三个系列，可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

电子、日化等行业。在技术上，阿童木采

用自有的完整数学建模方法，对个装备零

部件进行精准的参数分析，确保机器人运

动的准确性。

         阿童木机器人将于 2019 年 9 月 17-21

日参加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简称 " 中国工博会 "）

自 1999 年创办以来，通过专业化、市场化、

R

案。海外销售辐射欧洲、北美、澳洲、亚

太区，国内辐射华南、华东、西南以及华

北东北等地区。

做为连续五年参加工博会的协作要器

人品牌，遨博将在本次工博会上展出码垛

方案、焊接方案、AGV 方案、机器人安

全方案等应用案例。欢迎各领域客户莅临

7.1 馆 B009 展位参观洽谈。

● AUBO-i5 与数控机床相配合，实现金

属零部件上下料，全自动无人化作业，产

出比是人工作业的 5 倍。

国际化、品牌化运作，已发展成为通过国

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中国装备制

造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工业品牌展，是我

国工业领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和经

贸交流合作平台。

阿童木机器人将携新品“五轴”和“控

制系统”亮相此次展会，您会在展会上看

到并联机器人不同的应用场景，阿童木机

器人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7.1H B110

展位等待您莅临指导。

并提供 ROS 驱动，便于系统二次开发。

垂直方向旋转；水平旋转为 ±180°，垂

直旋转达到 ±90°。两中间轴采用伺服耦

合控制，相较于传统采用气缸实现该功能

的结构具备更高的精度，更快的速度更长

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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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二：E167 新品介绍

艾利特即将亮相2019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展位号 — 7.1H F008

         2019 月 17-21 日，第 21 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盛大开

幕，作为小型机器人行业专家，艾利特机

器人将携多款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和前沿技

术亮相。

         艾利特机器人在本次工博会，将携多

款重磅展品及演示方案参展，包括协作机

器人，SCARA 最新全系产品，以及多种

实用新型应用场景及工作站。届时，艾利

特将会在展台上发布年度重磅新品，欢迎

各位新朋老友莅临艾利特展位，与专业工

程师交流和探讨机器人技术和发展趋势。

EC612/ EC612M 六轴协作机器人最大

负载 12 公斤，工作范围 1.3 毫米，而自重

仅 31 公斤，占地小至 200 毫米；工具端

最大速度 3.2 米 / 秒，重复定位精度

+-0.03 毫米，每个关节运动范围 +-170 度。

EC612/ EC612M 六关节机器人具有轻

松编程、快速安装和设置、重新部署灵活、

人机协作和安全等特点，机械臂有反向驱

动功能，可以直接牵引机械臂编程示教；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D e d u c t i o n

推荐展品一：GSK 机器人热锻生产线

推荐展品二：GSK 机器人工程机械焊接系

统工作站

该生产线一台机器人可以代替一个人

在热锻机前进行上下料，上下料速度快，

加工质量稳定。

该生产线可选购总控柜。总控柜采用

modbus tcp 协议连接 每台机器人自带 plc 

即连即用无需接线，最多可连接 32 台。

总控柜可以协调各个机器人，让生产线上

的机器人可以按节拍运作，运行更加流畅。

采用耐高温传感器，检测抓料位置是

否有工件，并反馈给机器人，机器人可以

发出警报进而人工处理故障。

综合焊接机器人、L 型变位机和激光跟踪

传感器焊接应用：

● RB06-1850 长臂焊接机器人，6 轴控制，

最大有效负载 8kg，运动半径 1850mm，

重复定位精度±0.05mm。

● 本工作站机器人配备先进激光焊缝跟踪

传感系统实现产品在非接触状态下自动快

速寻找焊缝实际位置，自动引导机器人运

行到焊缝位置进行焊接，有效提升焊接效

率，降 低 对 人 工 的 依 赖。适 用

MAG/MIG/CO2 等方式机器人自动化焊

接。

● 配有大负载 L 型伺服变位机快捷实现焊

缝有利位置联动焊接。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B117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广州

数控、GSK）成立于 1991 年，历经创业、创新、

创造，首批高新技术企业，国内专业技术

领先的成套智能装备解决方案提供商，被

誉为中国南方数控产业基地。

面向数控机床行业、自动化控制领域、

注塑制品行业，广州数控为用户可提供机

床数控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数控

机床连锁营销、机床数控化工程，自动化

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精密数控注塑机、

数控培训学院，为用户提供智能制造全过

程解决方案。

          广州数控是全国机床数控系统标委会

主任单位、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协会工业机

器人应用分会秘书长单位，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国家 863 科技计划项目、国家智能制

造专项承担单位，拥有博士科研工作站、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工程实验室，拥有工

程技术研发人员 800 多人、年投入科研经费

占销售收入 8% 以上，年新产品收入占总销

售的 75% 以上。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的生产

设备和工艺流程，科学规范的质量控制体

系保证每套产品合格出品，年产销数控系

统连续十来年位于全国首位；拥有完善的

售后服务网络和一流的技术服务团队，以

勃肯特（镇江）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B019

勃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工业机器人本体与高速高精自动化解决方

案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凭借自身

技术储备，陆续完成并联机器人、串并混

联机器人、SCARA 机器人、BeMotion 控

制器和无线示教器的研发上市，成为全球

唯一一家拥有全系列并联及串并混联工业

机器人本体产品的公司。

公司以技术研发为先导，不断探索机

器人结构、控制和视觉算法的优化与创新

方案，现已累计国家专利超过 60 项。首

开拖动示教及无线示教器在并、混联领域

应用的先河，将机器人在人机互动领域的

发展推向一次新的高峰。

推荐展品：勃肯特新品 Phatom-1200 三加
一轴机器人

         Phantom-1200 被称为“颠覆之作”，

是真正的高速高稳定性，低功耗，免维护

的并联机器人。之所以称为颠覆之作，主

要是因为 Phantom-1200 无论从外观和性

能都颠覆了一般用户对并联机器人的认

识，在外观结构方面，创新使用三结构型

主动臂结构，即主动输出臂和主副动臂铰

接，主动副臂和从动主臂铰接从而共同构

EI67 六关节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

7kg，涵盖 700mm/900mm 两种臂展，重复

精度 ±0.02mm，自重仅为 33kg/35kg，具

有尺寸紧凑，整机重量轻，应用范围广，

防护等级高，易于集成等特点；控制器为

艾利特 ERC200 控制器。

EI67 底 座 安 装 尺 寸 为 190mmX-

190mm，腕部宽度为 100mm；机器人内部

拥有 4 路气源，10 路客户线缆以及千兆以

可以通过设置安全参数，并经过安全

评估，在不增加安全围栏条件下满足人机

协作应用需求。

EC612/ EC612M 六关节机器人作为轻

量化、小型化、人机协作机器人尤其适用

于汽车、金属加工、注塑和 3C 行业的装配、

大扭矩拧紧、机床上下料、物料检测、物

品取放、堆垛和拆垛、打磨和抛光等领域。

太网线（可选配置）；未来将推出

Cleanroom ISO4 的版本。

EI67 作为高精度高性能的小型工业机

器人，适用于电子，食品饮料，医药，太

阳能，金属加工，汽车等行业的组装，搬运，

打磨，激光切割，包装等应用。

“精益求精，让用户满意”的服务精神，

全方位、多层次、科学高效的服务管理方

式和手段，保证用户在最短时间得到快捷、

可靠、有效的响应。

成了主动臂组件。另外，Phantom-1200 首

次使用陶瓷轴承 + 虎克铰的形式替代传统

的球头球碗结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

大幅度降低摩擦阻力造成的能耗，且陶瓷

轴承无需添加润滑脂，使得整套结构无需

维护和保养。

抓住《中国制造 2025》重要战略的发

展机遇，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助力中国制

造走向“中国智造”，这是国人职责，更

是勃肯特人的使命。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C211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谐波传动装置研发、

设计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从 2003

年开始从事机器人用精密谐波减速器研

发，主要生产、检验均采用世界一流的先

进设备；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自己的

研发中心，并与国内外多家院校与科研机

构合作。目前公司拥有 6 个博士，20 多名

硕士组成的 100 余人的研发团队。每年用

于谐波传动的研发经费超过 2000 万；在

谐波传动领域已拥有 40 多项国家专利；

是 GB/T30819-2014《机器人用谐波齿轮减

速器》、GB/T34884-2017《滚动轴承工业

机器人谐波齿轮减速器用柔性轴承》及

GB/T 35089-2018《机器人用精密齿轮传动

装置试验方法》等国家标准的主要编制起

草方。

绿的目前研发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已

经处于批量生产阶段，该产品具有整体结

构紧凑、振动小、噪声低、易于安装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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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编程！自学习！全感知！
越疆机械臂跃变3.0时代，引爆上海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A014

9 月 17—21 日，第二十一届上海工业

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

作为全球领先的轻量型全感知工业机器人

解决方案提供商，越疆科技将携最新研发

的无编程全感知协作机器人 DOBOT CR6-5

等机器人产品及其丰富的解决方案参展，

让您现场体验智能制造的全新魅力！

越疆科技结合全球领先的接近觉电子

皮肤以及 AI 轨 迹复现技术，推出的

DOBOT CR6-5 是世界第一台真正意义上具

有学习能力的协作型机器人，以智能快捷

部署攻克机器人实际应用的最后障碍，完

成制造业人工替代、无人新零售领域的工

业商业落地。

同时，DOBOT CR6-5 也是世界上第一

台具有力反馈与接近觉感知的多重主动防

护协作机器人，非接触电子皮肤感知颠覆

传统碰撞检测手段，同时保留接触力觉感

知功能，以新一代柔性安全协作与环境适

应能力突破人-机-环交互下的作业安全度。

         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化生产所需要的已经

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不断迭代的产品对

机器人组装工艺的通用性、精准度、可靠

性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应对这

一挑战，越疆推出的协作六轴机械臂极具

灵活安全性，无编程自学习部署更加高效，

更适应中小企业和全球性企业等不同生产

         DOBOT CR6-5 是越疆科技最新研发

的第三代无编程全感知协作六轴机械臂，

是全球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学习能力

的协作型机器人，具备接近觉电子皮肤以

及 AI 轨迹复现技术。同时具有力反馈与

接近觉感知的多重主动防护协作功能。它

可灵活部署，兼具高负载与低成本、协作

性与安全性，满足用户对于投资回报周期

短及人机协作方面的各类需求。适用于布

局紧凑、精准度高的柔性化生产线，满足

精密装配、产品包装、打磨、检测、喷涂、

需求。 

目前，越疆科技针对行业特点和企业

需求，已在 3C、物流、医疗、新零售等行

业为众多企业完成了智能化产品设计或改

造，提供更柔性、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并

与德国大众、阿里巴巴、腾讯、周大福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合作。

上下料等工业操作需要，兼具工业机器人

和协作机器人优点。

推荐展品二：越疆 DOBOT M1

展位号 — 7.1H C017

苏州通锦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通锦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2 年，位于苏州国家级高新技术

开发区，公司主营设计、加工和销售伺服

电动缸、智能伺服压装机、直线运动模组

及相关自动化部件，并根据客户需要进行

系统集成，打造工业 4.0 无人化精密装配

生产线。公司主要产品运用领域广泛，主

要客户包括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纺织机

械行业、军工装备行业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的高端装备制造商以及部分实行智能化改

造的制造型企业。同时公司为客户制定自

动化整机和运动控制系统，提供一站式自

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实现自动化、无化人、

绿色化工业生产线。

公司拥有众多资深的研发、销售和技

术服务团队，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

司已通过了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已申请专利 140 余项，已授权 57 项，

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 已获得软件著作权 9

项；软件产品 2 项；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5 项；有效商标注册 5 项，苏州市名牌产

品 2 项。

公司已数年连续参加中国工博会，我

司展位号 7.1H-C017 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深圳一诺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A006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CIIF 上海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展会面积大于 28 万平方米，

超过 2600 家内外企业参展，同期精彩活

动 50 余场，将会迎来海内外的 17 万余名

的专业观众共享智造盛宴。

         深圳一诺基业科技有限公司当仁不让

的参加了这次展会，展会期间我们展出的

展品也是一大亮点。展出的展品有：单工

位焊接工作站、品字型焊接工作站、机器

人演示工作站、九轴联动三轴变位机焊接

工作站。想必很多业内人士都有听说过一

诺机器人，在焊接领域我们拥有高端的焊

接技术和专业的技术人才。我们的产品销

往全国各个省份，得到众多客户的好评和

推荐展品二：品字形三工位焊接工作站

规格尺寸可定制；采用模块化设计，

配套齐全，只需插电即可使用

功能扩展性强：可再外加两个轴，满

足更多位置更换，亦可配机器人行走滑轨

欢颜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E167

         欢颜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简

称“欢颜机器人”）自成立以来凭借尖端

科技力量，销售工业机器人，为广大用户

提供焊接、切割、打磨、包装、组装、搬

运等各种不同功能的工业机器人，以及相

应的成套解决方案。

欢颜机器人致力于为中小制造型企业

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及综合生产成

本，努力实现“无人化”工厂，为用户和

社会创造价值。

欢颜机器人的愿景是为更多中小型企

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为用

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立

足之本。

推荐展品一：HY1006A-145

推荐展品二：HY1010B-140

工作半径：1450mm

安全负载：6KG

用途：弧焊、氩弧自熔、氩弧填丝、等离

子切割、铝合金焊接

产品优势：

        高效率：实现行业高水准的动作速度，

缩短作业节拍时间，从而达到更高效的目

的；

大半径：最大工作范围可达 1450mm

工作半径：1400mm

安全负载：10KG

用途：冲压、搬运、码垛、上下料等 

产品优势：

拥有高速运作的能力。（注：效率视

不同现场定，实际情况会有所差异）

半径大：最大工作范围可达 1400mm

更灵活，可用于多种用途，并且完美的完

成任务；

寿命长：采用 RV 减速机技术，RV

推荐展品三：HY1010A-143

工作半径：1430mm

安全负载：10KG

用途：冲压、搬运、码垛、机床上下料等 

产品优势：

半径大：最大工作范围可达 1430mm

更灵活，可用于多种用途，并且完美的完

成任务；

更稳定：电机动力和运动性能具有较

短的时间周期，稳定性更强；

操作方便：示教器操作简单，易于应

用简单的编程方法，轻松搞定复杂编程逻

辑。

更灵活，可用于多种用途，并且完美的完

成任务；

操作方便：示教器操作简单，易于应

用简单的编程方法，轻松搞定复杂编程逻

辑。

减速机的超强刚性可以应对机器人高速运

转带来的冲击；

负载大：可以应对大重量、加长夹具、

双夹具。

口碑。

一诺机器人技术无疑成为本次展会的

一大亮点，产品在展会现场大放异彩，将

会吸引众多国际客商莅临观看、洽谈，选

择一诺机器人让你的品质得到更优质保障

和最强的售后服务。

推荐展品一 : 越疆 DOBOT CR6-5 协作机

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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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OT M1 是首款专为中小型工厂

实现人机协作生产的 SCARA 机械臂。本

体采用一体化设计，底座内置控制器，易

搬运，可快捷安装，灵活部署。同时 M1

具备无传感器碰撞检测功能，能够提升人

机协作的安全性和易用性。M1 编程简单，

其操作软件界面友好，支持图形化编程、

示教再现、脚本控制三种控制方式。丰富

的集成解决方案，可直接满足客户诸如品

质检测、测量、模板匹配等生产需求。完

全开放的软硬件平台，为客户创造更多可

能性。DOBOT M1 将助力中小规模生产商

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

推荐展品一：H型三轴焊接工作站



仙知机器人邀您相约2019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C092

2018 年仙知机器人首次亮相工博会，

引起了行业和市场的高度认可和广泛关

注。经过一年的成长与蜕变，仙知机器人

又将为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在即将到

来的第 21 届工博会，请大家拭目以待！

仙知机器人作为移动机器人领域内的

佼佼者，在机器人控制系统、核心算法、

调度系统、操作软件与信息系统等多个方

面占据领先优势。目前推出的移动机器人

最强大脑 SRC 系列核心控制器、AMB 系

列无人搬运底盘和基于 SRC 的激光 SLAM

自动叉车等一系列移动机器人产品及配套

软件，在性能与技术方面始终具有强大的

竞争力。

作为一站式移动机器人方案专家，仙

知机器人为集成商与移动机器人本体制造

商等合作伙伴提供的全系列激光导航移动

机器人产品与解决方案已在汽车制造、家

电制造、3C 电子制造、半导体制造、食

品烟草、电商仓储、安防巡检、商用服务、

科研教育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

在本届工博会现场，如果想进一步了

解仙知机器人强大的技术魅力、大胆想法

与仙知人的风采，敬请关注我们。展会现

场将会有一大波惊奇有趣的现场活动与干

货分享，期待大家莅临参观！

推荐展品一：SRC 系列核心控制器

SRC 系列核心控制器，被称为“移动

机器人最强大脑”。作为移动机器人最核

心的控制元件，它为移动机器人提供核心

的地图构建、定位及导航等功能，配合仙

知机器人自主研发的可视化操作软件

Roboshop，可快速完成移动机器人的搭建

与部署，一站式实现机器人的标定、建图、

导航、配置、监控等操作。SRC 系列核心

控制器不仅算法强大、功能丰富，而且适

配多种车型，满足工业移动机器人、商用

移动机器人、自动叉车的不同应用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绝对的竞争力。

推荐展品二：AMB 系列无人搬运底盘

AMB 系列无人搬运底盘，通过激光

SLAM 算法实现了高精准定位，激光无反

（反光板）的重复定位精度在 ±5mm* 以

内，达到了业内领先水平；多种规格满足

从 50kg~500kg 的负载使用需求，可配合

顶升、辊筒、机械手、皮带、云台、显示屏等，

实现一种底盘，多种应用；同时支持多种

导航方式任意切换，包括反光板、多激光

自然轮廓、惯导、摄像头等，在保证高精

度的同时，无需担心复杂环境带来的困扰；

配合仙知多机调度系统 RoboRoute，支持

上百台 AMB 机器人的调度与部署，可广

泛应用于工业搬运、产线对接、电商仓储、

医疗服务等领域。

万众瞩目的 2019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将于 9 月 17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以“木蚁‘让人类不再搬运”为主题，

展出核心产品——Mooe-M8 行业通用机

器 人、Mooe-W500 货 架 搬 运 机 器 人、

Mooe-F1 无人叉车搬运机器人等产品亮剑

2019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木蚁机器人亮

点不容错过。

推荐展品一：Mooe-M8 行业通用机器人

采用 SLAM 激光导航，体积小巧、运

动灵活（1.5m/s,60cm 窄门）、布置场景简

单并快速（30 分钟完成部署）、支持单机

木蚁参展2019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展位号 — 7.1H E271

推荐展品二：Mooe-F1 无人叉车搬运机器人

采用工业级伺服驱动系统（毫米级控

推荐展品三：Mooe-RCS 高效率调度系统

Mooe-Rc s 高效率调度系统是多机

器人协作的大脑，负责机器人调度，

任务分配以及交通管制，让机器人写

作时能共享资源，互不影响。支持 30

台机器人同时连接

平板操作系统与多机调度系统方案，主要

应用于智能制造行业，轻型搬运场景、人

机混场工作。最大负载为 100KG。

制度）重复定位精度 ±10mm, 支持虚拟轨

道系统、位置点操作、IO 编程扩展操作

（16进16出）、无限按钮呼叫与服务器调度；

结合深度摄像头，可图像分割、识别、准

确的检测目标，最大负载为 1500KG。

聚焦优爱宝智能机器人  相约2019上海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E160

推荐展品：高速无电控柜优爱宝 S 系列伺

服机器人

优爱宝核心控制系统完美结合国际一

线品牌核心部件，确保产品的稳定性，高

速高精度。保障了优异的性能和上佳的投

资回报率。

● 优爱宝机器人采用国际一线品牌核心部

件搭配优爱宝核心控制系统，在保证长期

稳定运行的同时，提供深入内核的灵活定

制和编程

● 采用优爱宝机器人，1 年收回投资后，

还有 3 年以上的稳定运行期 ( 投资回报期

长，投资回报率高 )

● 可提供灵活的金融服务方案
特点：

海尚集团

展位号 — 7.1H B021

海尚集团创建于 1993 年，旗下拥有 5

大子公司，总部位于享有“中国汽摩配之

都”之称的浙江瑞安，是集智能制造、汽

车零部件、环境科技产业的科研开发、设

计生产、技术服务于一体的跨区域、跨行

业的企业集团。

海尚集团于 2010 年开始集中优势资

源着力于智能制造产品的研发及自动化设

备的产业化；2016 年，海尚集团斥资 6.5

亿元建设占地 100 余亩的智能制造产业园，

并于 2018 年投入使用，促进了精密减速

器等智能控制系统产业化进程，推动了国

内高端智能制造产业的健康发展。

海尚集团将于 9 月 17 日上海工博会

期间召开新一代矢量摆线减速机及智能机

器人共享控制系统相关新品新闻发布会。

其中，备受关注的海尚集团自主研发的新

型矢量摆线减速机具有高钢性、高精度、

宽速比、高效率、低温升、低噪音、长寿

命等特点，它与 RV、谐波及行星减速机

相比具有全接触、无死角、零背隙、全覆

盖等优点，完全颠覆行星减速机技术应用，

完美替代机器人领域 RV 和谐波减速机应

用。此外，海尚新型智能机器人共享控制

系统将会在海尚官网上线下载使用版块，

用户可免费体验使用共享控制系统。

         海尚集团新一代矢量摆线减速机的成

功研发代表着精密行星减速机退出历史舞

台的开始。批量化生产的新一代矢量摆线

减速机将打破国产工业机器人用精密减速

推荐展品一：海尚新一代矢量摆线减速

机——全面颠覆传统高精密行星减速机技术

推荐展品二：海尚智能机器人共享控制系

统即将开放免费体验版块

海尚新一代矢量摆线减速机是目前全

球高精密摆线减速机的重大技术发明，它

设计最为经典，简化了制造摆线减速机复

杂的工艺和零件的数量，让制造变的更简

单、工艺链更短、成本更低、性能更佳。

它具有高钢性、高精度、宽速比、高效率、

低温升、低噪音、长寿命等特点，与 RV、

谐波及行星减速机相比具有全接触、无死

角、零背隙、全覆盖等优点。它的出现将

解决现有的传送结构的传动较低且体积较

大的问题。

新一代矢量摆线减速机的大规模产业

化将全面颠覆了传统高精密行星减速机的

技术和千亿级的行星减速机的市场存量。

同时，将会取代机器人关节用的 Rv、谐波

减速机。随着智能制造、智能家居、5G

目前，国内结构封闭的机器人控制系

统已经不能满足生产自动化的要求，海尚

以开发“具有开放式结构的模块化、标准

化机器人控制系统”为当前机器人控制系

统发展方向，推出了海尚新一代智能机器

人共享控制系统。

与传统的智能机器人控制系统相比，

可实现实现多台机器人协同工作，采用的

基于 EtherCat 或 RTEX 等实时高速总线的

运动控制器，能够对 6 轴以上、32 轴以下

的机器人进行实时复杂的运动控制和采集

机器人的所有数据信息；利用 OpenGL 技

术，可实现机器人的 3D 运动仿真；使得

操作员更加方便地进行离线编程和运动程

序的调试，实现了直观、便捷、友好、美

观的人机交互。

另外，尚新型智能机器人共享控制系

统将会在海尚官网上线下载使用版块，用

户可免费体验使用共享控制系统。

器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推动我国机器人

产业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制造 2025 提供

强劲动力！

通讯产业的快速崛起，小型化、轻量化的

精密减速机将迎来高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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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一 : 工业机器人技能考核实训台

（标准版）

推荐展品二：智能机器人实验台

推荐展品三：工业互联网智能网关实验台

HRG-HD1XKB 型工业机器人技能考

智能机器人实验台以 e.Do 智能机器

人 /Z-Arm 协作机器人为核心，结合丰富

的实验模块，实现青少年工程素质教育相

关实验教学。通过该平台，学生可以掌握

智能机器人基本概念及使用、开发方法，

激发对机器人的学习热情。

通过该平台，学生可以了解并掌握 AI

基本应用方案，针对 AI 关键技术进行实

操训练。

应用领域 :

适用于青少年工程素质教育人才培养。

HRG哈工海渡亮相工博会 全力赋能教育新生态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HRG 哈

工海渡将携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青少

年等三大领域教育装备及系列配套教学资

源在上海举行的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上亮相，全力赋能先进制造业教育新

生态。

哈工海渡通过转化哈尔滨工业大学在

机器人研究领域的积累沉淀，开发出一系

列贴近工业应用和教学需求的工业机器人

教学装备，结合配套的教学体系，与国内

近百所院校合作，从专注于工业机器人教

育装备研发，已升级为技术研发、技能培

训、资质颁发、标准起草、赛事主办等多

位一体、综合发展的创新平台企业。

工业互联网智能网关实验台以工业智

能网关为核心，结合 PLC、伺服系统、

RFID 等自动化设备，实现工业数据采集、

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边缘计算、云服

务开发、远程访问等实验教学。通过该系统，

学生可以掌握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流程。

展位号 — 7.1H B123

东莞市沃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推荐展品一：全自动包装生产线

推荐展品二：全自动高速精密贴装设备

● 全自动完成上料、扫码、打印标签、标

签打印质量视觉检测、标签快速拾取、标

签视觉定位贴附、自动套袋、自动封装和

分选下料等多道工序。

● 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

减工序及设备，产能可达 1200UPH。

● 由 PLC+PC 控制，即可以保证整个运动

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可以与工厂信息中心

通讯，中央控制系统可以随时监控设备的

运行状态。

● 全自动完成扫码、上料、贴装、保压、

高度复检、XY 复检、出料等整个精准贴

装作业。

● 采用模块化设计产能可达 1500UPH。

● 由 PLC+PC 控制，即可以保证整个运动

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可以与工厂信息中心

通讯，中央控制系统可以随时监控设备的

运行状态。

展位号 — 7.1H B001

东莞市沃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世界制造中心的创新城

市东莞市万江区。公司专业从事各类精密

机械零组件加工、SMT 载具、组装治具、

测试治具、测试系统、非标自动化系统集

成与智能装备为一体的制造型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涉及机械制造、自动化系统集成、

航空、通信、半导体、医疗、石油勘测等

相关领域，公司先后在深圳、上海、郑州

等地成立实体分公司，同步在美国、香港、

深圳、重庆、成都、太原、昆山、苏州、

南京等地成立办事处，公司拥有世界一流

的国际创新型人才与高端客户。

公司拥有完备的 ERP 生产运营系统、

在线式看板管理系统、品质管理系统及项

目管理系统，可满足客户在线设计，快速

制造，产品质量可控，以实现订制化设计

与制造需求，产品质量符合不同客户标准，

并为世界知名企业所接纳。公司自成立以

来，一直本着“以人为本，持续创新，优

质快捷，客户至上”的原则为全球客户竭

诚服务。

● 可自动识别工件品质，将不合格工件自

动分拣，同时将分拣的工件以满料盘的形

式导出，出料口可以与 AGV 自动机械手

无缝对接，实现整个生产线的无人化。

核实训台（标准版），选用紧凑型工业六

轴机器人，结合丰富的周边自动化机构，

配合工业应用基础教学模块，该实训台主

要用于工业机器人技术人才的培养教学和

技能考核。

推荐展品一：

室内外全系工业级自主搬运 AGV

1、国内近百家知名品牌批量选用的工业

级无轨导航 AGV 产品；

2、超强非标定制能力切实满足工厂动态

复杂场景作业需求；

3、室内外工业级无轨导航 AGV，支持负

载 200kg-10T 以上，支持单向、双向与全

向移动，满足工厂内多环节物料柔性转运

与上下料需求。

推荐展品二：制造业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1、帮助工厂实现物流智能化与数字化改

造；解决工厂物流效率提升、差错率控制

和减人增效难题；实现精益柔性生产；

2、满足多产线与多仓库间原材料、半成

品及制成品的柔性转运需求；

3、方案涵盖负载物料 200kg 至 10T 的自

主搬运、上下料机器人和多机器人调度管

理系统，可轻松实现工厂物流环节自动化、

数字化、智能化。

迦智机器人亮相工博会 创新“未来智能工厂物流”

展位号 — 7.1H B016

  2019 年 9 月 17-21 日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迦智机器人携 100%

自研的全系工业级自主移动机器人产品与

解决方案亮相工博会，邀您共同进入“未

来智能工厂物流”时间。

          迦智科技是国内专业的室内外智能移

动作业机器人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面

向智能工厂提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的一站式智慧物流解决方案。迦智团队专

注于机器人智能感知和运动控制方向 19

年，具备优秀的软硬件非标定制能力和国

家级移动机器人领域前沿难题解决能力，

核心团队来自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东

南大学等知名高校，曾参与过国内多款知

名机   器人产品研发。 

          公司自创立起就定位于开发面向制造

业的自主导航移动机器人产品及解决方

案，产品涵盖了全系工业级自主移动机器

人、多机器人调度管理系统、自主移动导

航核心模块三大体系。产品负载跨度从

200Kg 到 10T 以上，能够适应多仓多线间物

料自主柔性转运、产线上下料、立体库接

驳转运等实际工厂物流升级需要，目前已

在电子信息、汽车与汽配、电力成套、医药、

新能源、纺织服装、家电家居、精密制造、

化工、机械等多行业超百家制造工厂批量

落地服务，切实帮助用户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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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一 : 机器人第七轴产品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的不断推进，制

造业的自动化改进需求愈发旺盛，博信提

TL 系列七轴产品可以移动重达 4 吨的机

器人。由于核心部件使用了精密滚轮导轨，

因此产品具备以下几个优势：1、更加便

于维护和更换；2、载重能力大幅增加；

博信机器人，专注桁架及七轴产品，与您共赴2019工博会

展位号 — 7.1H B123

随“机”而动，众创未来——众拓机器人重磅参展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推荐展品一：直线模组

推荐展品二：直角坐标机器人

         德国 BAHR 公司成立于 1990 年，是

一家专业生产直线定位系统的高科技企

业，拥有世界领先的直线定位系统生产技

术。其产品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出售。

BAHR 定位系统产品以其性能优良、质量

稳定、供货周期短等优点深受业内人士好

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作为机

器人的一种，直角坐标机器人以其特有的

优点，在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他能够

实现自动控制的、可重复编程的、多功能

的、多自由度的功能；他能够搬运物体、

操作工具，以完成各种作业。直角坐标机

器人的诞生有效的替代了人力劳动。 

沈阳众拓机器致力于直角坐标机器人

的设计，具有多年的设计经验，产品广泛

应用于汽车、冶金、医疗、电子、航空、

教学等各方面。产品分类有：上下料机器

人、搬运机器人、码垛机器人、移载机器人、

检测机器人、教学和实验机器人等。

展位号 — 7.1H F211

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作为机

器人的一种，直角坐标机器人以其特有的

优点，在工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他能够

实现自动控制的、可重复编程的、多功能

的、多自由度的功能；他能够搬运物体、

操作工具，以完成各种作业。直角坐标机

器人的诞生有效的替代了人力劳动。 

沈阳众拓机器致力于直角坐标机器人

的设计，具有多年的设计经验，产品广泛

应用于汽车、冶金、医疗、电子、航空、

教学等各方面。产品分类有：上下料机器

人、搬运机器人、码垛机器人、移载机器人、

检测机器人、教学和实验机器人等。

本次展会，众拓机器人还将展出直线

模组产品。

德国 BAHR 公司成立于 1990 年，是

一家专业生产直线定位系统的高科技企

业，拥有世界领先的直线定位系统生产技

术。其产品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出售。

BAHR 定位系统产品以其性能优良、质量

稳定、供货周期短等优点深受业内人士好

评。

沈阳众拓机器人是德国 BAHR 公司直

线定位系统中国代表处，自 2009 年始，

我公司已成为德国 BAHR 公司全球最大的

代理商之一，全权负责 BAHR 公司中国市

场业务。

我公司代理的 BAHR 直线定位系统广

泛应用于医疗、汽车、纺织、光电、电子

等各个行业。

沈阳众拓公司始创于 2003 年，座落

评。

沈阳众拓机器人是德国 BAHR 公司直

线定位系统中国代表处，自 2009 年始，

我公司已成为德国 BAHR 公司全球最大的

代理商之一，全权负责 BAHR 公司中国市

场业务。

我公司代理的 BAHR 直线定位系统广

泛应用于医疗、汽车、纺织、光电、电子

等各个行业。

推荐展品一：平面 SCARA 机器人

推荐展品一：喷涂机器人系列产品——

TR1500-7P/TR1800-5P

推荐展品二：飞行器全表面智能机器人喷

涂系统

推荐展品二：谐波一体机及电动关节组件

● 伺服电机、谐波减速器一体化设计，小

体积、高精度；

● 选型方便，装配简洁，精度保证；

● 电机功率按需定制，支持绝对值光编，

增量式光编，旋转变压器等多种编码器规

格；

● 可按需定制中空型号一体机；

● 环境适应性高。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简介

展位号 — 7.1H F18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

所，作为国内微特电机与组件研制生产的

专业研究所，国家三部委确定的“军工电

子保留核心能力单位”，凭借人才、技术

优势，积极开拓军、民品两大领域市场。

民品领域围绕智能制造，电机、减速器、

机器人及系统集成开展相关工作。在2017

年年初，专门成立了机器人核心部件及系

统工程中心。中心所研制的产品领域涵盖

：一体化关节组件、外骨骼机器人、特种

移动机器人、轻量型多轴工业机器人、智

能制造自动化生产线等。中心旨在打造“

零部件研发+本体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

的三位一体的智能机器人生态系统。

清研同创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号 — 7.1H C106

● 优越的速度性能，高重复精度，高可靠

性；

本次工博会上，全新的喷涂机器人系

列产品——TR1500-7P、TR1800-5P，将首

次亮相，该系列机器人是我司自主研发的

紧凑型喷涂机器人，具有 6 个自由度，

TR1500-7P运动半径 1500mm，负载 7千克，

TR1800-5P运动半径 1800mm，负载 5千克。

        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大型飞行器内

外表面机器人智能喷涂系统攻破了大尺度

博信科技创立于 2011 年，公司总部

设立在上海，下设昆山源博信予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嘉兴博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拥有大型现代化厂房 1 万多平方米。2019

年初博信完成了数千万的 A 轮融资用于产

品的标准化执行和市场开拓，并致力于打

造中重载搬运领域的中国领先品牌。

经过多年对技术的钻研和品质的把

控，博信已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并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

证，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并且在东南亚的印度、泰国、越南等国家

也设立了代理商及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全自主研发的重载龙门桁架机器

人，传送工作距离可达 100 米，最大载荷

达 4 吨，最大龙门跨度可达 12 米，已广

泛应用于汽车、太阳能、高铁、电缆、石

油石化等行业，实现重型工件精准搬运。

随着中国制造 2025 的不断推进，制造业

的自动化改进需求愈发旺盛，博信提供的

机器人第七轴系列产品能够匹配各大品牌

机器人进行使用，可实现地面安装、倒挂

于沈阳市中国机床城产业园区，是一家专

业研发、生产、销售工业机器人产品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我公司具有近二十年的研发、生产、

销售自动化产品经验，拥有数十项专利技

术。核心产品主要有桁架机器人、龙门机

器人，冲压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机

器人系统集成、自动化生产线、直线定位

系统等。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

航空、军工、钢铁、医疗、纺织、轨道交通、

教学实验等多个领域，客户遍及全国各地。

我公司是德国 BAHR 公司在中国的合

作伙伴，全权负责 BAHR 公司直线定位系

统产品的中国市场业务，以累计为国内客

户提供超过 5000 套各类直角坐标机器人

产品。

金秋九月，我们盛装启航，与您邀约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配合专有的喷涂工艺软件，可以满足

大部分的喷涂要求，且能实现倒装、侧挂

等多种安装方式，极大满足不同客户的应

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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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表面、高精度涂层厚度要求的两个技

术难点，大大缩短相应的生产周期，提高

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生产灵活性、适应性，

获得国内某主机厂客户认可。

安装、侧挂安装和顶部安装等多种位置需

求，为机器人的行走提供更多可能。 

3、保证了机器人在高速运行时更加稳定；

4、运行噪音更小供的机器人第七轴系列

产品能够匹配各大品牌机器人进行使用，

可实现地面安装、倒挂安装、侧挂安装和

顶部安装等多种位置需求，为机器人的行

走提供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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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按需定制（3 轴、4 轴）；

● 可用于电子电气业、家用电器业、精密

机械业的插件、焊接、组装、涂胶、分拣、

移载、堆栈、包装等 。



推荐展品一：

ABB AbilityTM 互联喷涂雾化器

推荐展品二：

ABB AbilityTM 互联服务

通过将配备传感器的 ABB 喷涂雾化

器连接到强大的 ABB AbilityTM 数字化平

台，首次实现了在喷漆过程中实时智能诊

断，优化喷涂质量，而非只能在喷漆过程

结束后再进行质量检查，并修复高昂的缺

陷。喷漆是汽车制造流程中成本最高的环

节之一，当今种类繁多的油漆、密封胶和

面漆对于喷涂质量的要求比以往更精准、

更严格。

ABB 喷涂解决方案使用实时数据对雾

化器进行调整，避免在喷漆过程中发生错

误，同时将上漆率提升 10%，并将换色过

程中雾化器内部的涂料耗损降低 75%，将

压缩空气消耗量减少 20%，为制造企业节

省数百美元的成本。

ABB AbilityTM 互联服务平台支持对单

台或所有互联机器人的状态和性能进行监

控。今天，全球 750 多个工厂的 7000 多台

机器人已经实现了互联，并生成可操作性

数据，使服务专家能够在故障发生前解决

问题，避免造成代价高昂的计划外停机。

ABB Ability™互联服务能够使事故率减少

25%，响应速度和问题解决速度提高 60%。

对于计划外停机成本高达每小时数千美元

的工厂， ABB Ability™互联服务能够为制造

企业节省大量成本。

ABB机器人亮相工博会 引领制造业迈向数字化
在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在上海举

行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ABB 将集中

展示一系列创新的数字化产品、技术和针

对各行各业的解决方案，引领制造业迈向

数字化。

ABB 机器人是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的

先行者和领跑者，早在 1994 年就开始在

中国市场推广工业机器人应用，早在 2005

年就开始在中国开展研发和生产工作，目

前在华开展从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

工程、系统集成到服务的全价值链业务。

ABB 机器人提供完整的产品系列，包括裸

机、软件、外围设备、模块单元、多种应用、

系统集成及服务，同时提供汽车生产全部

四大工艺（冲压、白车身、涂装、总装）

的机器人解决方案。ABB 机器人在中国拥

有约 2,000 名员工，遍布 20 余座城市。

ABB 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

人及先进的数字化服务的开拓者。作为全

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技术提供商，ABB 机

器人在 53 个国家、100 多个地区开展业务，

全球累计装机量 40 余万台，涉及广泛的

行业和应用领域。ABB 致力于帮助客户提

高生产柔性、效率、安全和可靠性，助其

走向互联、协作的未来工厂。

展位号 — 8.1H E001

欧地希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B246

日本 OTC 公司 (DAIHEN Corpora-

tion) 是一家总部设立在日本大阪的公司。

从 1919 年创立以来，从变压器及输配电

设备开始到焊机及机器人、以及半导体制

造装置中的高频电源，然后又到今天的太

阳能发光的电源调节器等，根据时代的要

求进行创造新价值的挑战，为作为生活基

础的电力基础设施和商品的生产做出了贡

献。

OTC 公司是日本及世界上处于领先

地位的焊机制造厂商，其产品向全世界进

行销售，并于 1980 年开始正式开发并生

产机器人，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能同时生

产机器人和焊机的厂商。

欧地希机电 ( 上海 ) 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OTC）是日本 OTC 于 2001 年在上海

设立的独资企业，主要从事日本 OTC 公

司焊机及机器人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及

售后服务。

          OTC 公司产品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进入中国的市场，其产品广泛使用于各种

行业 ( 汽车、家具、健身器材、医疗器材、

自行车、电动车造船、锅炉等），获得广

大用户的好评，为中国的工业生产的效率

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做出了贡献。我们在

不断向市场推出新产品的同时，也加强和

用户的合作，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尤其近几年随着中国市场的企业转型，对

自动化的要求更加提高，OTC 的工业机器

人为客户自动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2019 年，正值 DAIHEN 集团创业一

百年周年之际，我们将在 9 月的工博会上

展出 Tig 高品质焊接机器人系统、D-Arc

厚板机器人焊接、IoT 远程监控、激光线

焊机器人系统、铝堆焊系统、适合医疗及

食品行业应用的洁净机器人等。其中多台

设备是首次面向中国用户展出。

期待各界人士的莅临指导，现场更有

小礼品相送，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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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B257

展位号：8.1HB257

推荐展品：HarmonicDrive 谐波减速机

CSF mini 系列

CSF mini 系列是运用 Harmonic Drive

的小型型号而实现的轻便型组件化产品。 

请使用采用小型 4 点接触滚珠轴承的

2XH、1U 型，以及采用交叉滚子轴承的

2UP 型。

哈默纳科 ( 上海 ) 商贸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11 年 1 月，是日本 HarmonicDrive 

Systems Inc.( 简称 HDSI) 在 华投资设立的

全资销售子公司。主要负责 HDSI 产品在

中国大陆的销售、选型等技术支持以及售

后服务。

此次工博会，哈默纳科公司携新产品

无刷 DC 执行元件 FLA 系列参展。该产品

延续了哈默纳科公司超扁平、超轻量的产

品特色，尤其适用于 AGV 车轮驱动等用

途，将成为高精度需求客户的首选。

哈默纳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E198

● 无齿隙，高精度定位，旋转精度 
● 小型，轻型，高转矩容量 
● 高负载容量 
● 较宽的速比范围和与用途相符的形状 

产品特点：

● 追加了超扁平，高刚性型的 2UP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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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一：全系列产品登场

本届工博会，FANUC 将携旗下众多

高技术产品参展，有可灵活应用在装配、

搬运、焊接、铸造、喷涂、码垛等不同生

产环节的各类工业机器人，其中包括多款

重量级新品亮相。此外，小型加工中心、

全电动注塑机、慢走丝切割机等智能机械

也将携手展出。

推荐展品三：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化

工厂

推荐展品二：主流行业应用全覆盖

以物联网、大数据等为核心的先进技

术， 正在加速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不断

提升效能、助推行业转型升级。为此

FANUC 将带来：结合物联网、大数据和

云技术的 FANUC 云端服务系统 ZDT 以

及生产车间数字化管理系统。

根据行业不同的工艺需求，提供与之

匹配的机器人解决方案是实现高效自动化

的关键。现场的近 30 套行业自动化解决方

案将为：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汽车内

外饰、IT 电子、食品饮料、医药及医疗器械、

工程机械、金属加工、塑料电子、机床等

行业的用户实现智能制造带来强大助力。

2019 年 9 月，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

公司将与您相约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器

人展 （RS 2019），在 1000 ㎡的展台，近 30

余套行业尖端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与最新技

术，将带您体验尖端智能制造的魅力。

工博会，相约FANUC相约智能制造

展位号 — 8.1H B233

展位号 — 8.1H C030

推荐展品一：A200- 室内智能巡检机器人 推荐展品二：E100- 室外智能巡检机器人

守护万家灯火的电力特种机器人：“我们来自亿嘉和”
电力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源，

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18 年全社会用电

量 6844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然而，

当万家灯火亮起时，却很少有人能想起在

明亮的背后，是哪些人在默默坚守？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事不同岗位，

不同工种，扎根不同地区，却有着一致的

目标。为了保证人们的生活不断电，保证

安全用电，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他们

每天 24 小时待命，坚守岗位、奋战一线，

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守护万家灯火的电力特种机器人：“我们来自亿嘉和”

该产品可用于电力配电房、开关室、

电厂配电房等室内场景运维。A200 机器

人在减少人工的同时 , 大大提升运维效率

和频率，改变传统运维方式。

产品可应用于变电站、电厂升压站、

仓库、油田等场景。以自主或遥控方式，

在无人值守或少人值守的室外对设备进行

巡检。E100 机器人自主运行，适应性强，

具有设备开关状态自动识别，仪表识别，

电力带电检测，室外环境检测等功能。通

过公司自主研发后台系统，数据实时同步

上传至市级服务器，省级平台可以自主调

取，实现多级管控



适应未来自动化需求，雄克智能抓取系统亮相工博会
数字化、自动化和人机协作等主题将

引起搬运及装配行业的技术革新，作为抓

取系统与夹持技术专家，雄克（SCHUNK） 

一直保持创新并专注于数字化未来。此次

雄克将在工博会机器人展上呈现一系列灵

活、高效、智能的抓取解决方案。

德国雄克（SCHUNK）成立于 1945 年，

从最初的机械作坊逐步发展成为德国乃至

全球知名的抓取系统与夹持技术制造商。

雄克可提供 11000 多种标准部件，其中包

括 2550 款标准机械手产品。整个雄克抓

取系统共由 4000 多种自动化模块组成，

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自动化抓取解决方

案。

展位号 — 8.1H D020

推荐展品一：SCHUNK EGS 电动旋转抓

取模块

推荐展品三：PGN-plus-P

雄克 EGS 是紧凑的电动旋转抓取模

块，符合装配自动化的最新标准，具有高

工艺稳定性和低维护性，采用 24V 直流电

进行能量供给，并采用 4 个 I/O 数字信号

对旋转动作和机械手的抓取动作进行控

制。对外接口简单，调试便捷、易于使用，

旋转角度可以在 30°至 270°之间无极调

节，具有极高的柔性和重复定位精度。旋

得益于的在自动化及大型机械方面的

强大实力，上海东芝机械有限公司开拓自

动化设备业务，为客户提供注塑机、机床

等大型机械周边及其他场景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

        雄克最新工业用仿人机械手 SCHUNK 

SIH 同样配备五个手指，其结构类似于人

手，但在传动和动力学方面与精密型 SVH 

五指手有根本区别。经由九个电机驱动的 

雄克在不断开发并拓展高性能机械手

系列 PGN-plus-P，对应抓取力非常稳定，

最近一次产品升级将专利多齿导轨的六个

承重肩之间的支承尺寸增大了 40%，椭圆

形活塞的表面积增加了约 15%，能够吸收

更高的力矩，安装更长的机械手手指，以

及搬运更重的工件。在新的 PGN-plus-P 系

列中，多齿导轨上的润滑剂凹槽确保导轨

表面始终受到润滑。

丰富的自动化产品

我们东芝机械集团以“迈向新未来～ 

创造拥有尖端技术的社会”为理念，为本

次展会准备了一系列新产品和系统集成解

决方案：THE 系列 SCARA 机器人新产品

THE600/TS500 的现场发布；3D 视觉检测、

值得期待的 2019

东芝机械集团以“能源·环境”、“提

高劳动生产率”、“LoT/ICT”、“应用新材

料””作为重点战略关键词，在汽车、电子、

光学、纳米技术等时代要求的领域，通

过注塑机、压铸机、挤出成型机、精细

转印装置、精密仪器、机床、电子控制

装置、工业机器人等主要商品群的开发、

制造、销售及其改造与售后服务，致力

于发展成为“为世界的制造提供支持的

综合机械制造厂家”。

一直以来、东芝机械以水平多关节

机器人闻名于“市”，但丰富的自动化产

品才是其自动化实力的真正体现。垂直

多关节机器人（TVL/TV/TVM 系列）、水

平多关节机器人（THL/THA/THE 系列）、

为世界的“制造”提供支持的综合机械制造厂家

展位号 — 8.1H A218

直交机器人（BA3/BAC 系列）以及 BS 伺

服马达等全系谱产品有力地支持“制造”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推荐展品二：SIH 工业用仿人机械手

推荐展品一：KR QUANTEC-2

推荐展品二：KUKA 凸焊自动化应用

KUKA——成就如“数”，智造“橙”林
KUKA 历史始于 1898 年的奥格斯堡，

创 始 人 为 Johann Joseph Keller 和 Jakob 

Knappich。KUKA 的成功历史可以追溯到 

120 年 前，当 时 Johann Josef Keller 和 

JakobKnappich 开设了一家用于照明的乙

炔气工厂，当时这家公司名称的电报首字

母 缩 写 为 (“Keller und Knappich 

Augsburg”)，这也就是 KUKA 这个商标

名称的由来。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诞

生于二十世纪中叶。1973 年，KUKA 研发

了第一台由电机驱动的 6 轴工业机器人

FAMULUS。1996 年，KUKA 机器人公司

的工业机器人开发取得质的飞跃。当时，

由 KUKA 公司开发的首个基于 PC 机的控

制系统已投放市场。由此开创了以软件、

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完美结合为特征的、

“真正的”机电一体化时代。

         如今，KUKA 是一家为全球客户提供

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企业，2018 年销售额约

为 32 亿欧元，在全球范围拥有近 14200 名

员工。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化解决方案提

供商，KUKA 为其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

案：从机器人及单元到完全自动化的系统，

以及其在汽车行业、电子行业、一般工业、

消费品行业、电子商务 / 零售行业和医疗

展位号 — 8.1H E025

产品特点：

本次工博会，KUKA 将携 Quantec-2

系列新品向大家展示先进的紧固件固定工

艺。KUKA 通过优化控制软件，提供凸焊

专用的信号配置界面和联机表单，方便用

户通过用 SmartPad 示教器来配置并控制

凸焊的工艺步骤。KUKA 制定的优化控制

和电气方案极大地降低了自动化凸焊系统

成本，提高了客户使用便捷度。

东野精机（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F184

推荐展品一：M型装配平台 

推荐展品二：W型装配平台

简化结构环节与组装工序，模组化设

计省心方便，工作站具高延伸性，移动速

度快，利于搭配各种·制程，节省成本与

提高生产效率 !

三大优势：

高精度：载台重覆定位精度达 ±0.05mm，

线性移动速度 0.3m/s，载重能力 20(N)

易填充：模组化设计载台站数可弹性扩充，

易于组合应用

好维护：简化传动配置，易于组合应用

简化结构环节与组装工序，模组化设

计省心方便，工作站具高延伸性，移动速

度快，利于搭配各种·制程，节省成本与

东野精机成立于 1988 年，是全球知

名自动化模组、准装备及铝挤型产品服务

商、工厂遍布亚洲各地。客户涉及动力电

池产业、光电装备、半导体领域、智能仓

储物流系统、汽车智能产线及医疗日化等

六大板块。

        从研发、加工及生产制造，我们专注

于每一个环节，将精湛工艺淋漓尽致地发

挥，提供客户最卓越的产品，并且能够依

据客户需求，从分析开始到设计、制作及

开发，提供一贯的服务体制。以客户需求

为导向，以最新最可靠的产品服务，达成

客户期望的获利目标，建立长远的竞争优

势，且不时秉持着创新、进取的经营理念，

成为您最多元的合作伙伴！

         KR QUANTE-2 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

数字运动模式的工业机器人。新一代高负

载级别的全能机器人已转变为高度灵活的

数字化机器。按下按钮，KR QUANTEC-2 

就能根据各种生产过程灵活调整。在高负

载级别领域中，这款机器人提供目前市场

上最大的负载能力和工作范围的产品组合。

1. 优化产品组合，负载提高至 300kg，作

用范围至 3100mm；

2. 允许使用环境范围更大 : 0° -55° C 

/IP67 作为机械手腕轴的标准值；

3. 密封性更好，使用寿命更长；

保健等市场的网络。KUKA 机器人使自动

化变得简单：设计简单、集成简单、操作

简单、保养简单，并且能够简单地匹配客

户的特殊要求。凭借着 KR AGILUS 系列

小型机器人、KR CYBERTECH 系列低负

载机器人，KR QUANTEC 系列机器人、

尤其还有 2013 年推出的轻型灵敏型 7 轴

人机协作机器人 LBR iiwa 等一系列产品组

合，KUKA 正向世人展示机器人技术如何

让生活和工作变得更轻松。

提高生产效率 !

三大优势：

高精度：载台重覆定位精度达±0.03mm

易填充：模组化设计载台站数可弹性扩充，

易于组合应用

高负载：双轨设计，载重 30(N) 更适于高

负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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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度为 0.18 s/180°，抓取速度也仅为

0.05 s/ 行程。这款灵活的机械手可高速、

灵活地抓取和移动中小型工件，适用于较

清洁的环境 .

SVH 五指手符合精密机器人作业的典型要

求，而配备五个电机并经由拉索驱动的 

SIH , 较之前者，更接近有血管和肌肉的人

手结构，适合工业上对抓取强度和灵活性

均有一定要求的场景，在执行自动化生产

的搬运任务时表现出极大优势。

传送带同步抓取等集成应用场景各种方案

的展示。

欢迎有自动化系统需求的专业客商到

现场洽谈。



史陶比尔亮相工博会：人类主导变革 机器人加速创新
在 9 月 17 日至 21 日，第二十一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即将上海隆重举行，史

陶比尔机器人将携全新智能生产工厂及性

能卓越的机器人产品和解决方案震撼亮相

机器人展 8.1 馆 A233 展位。

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全球工业机器人

领先者之一，从 SCARA、六轴机器人和

协作机器人，到移动机器人系统，史陶比

尔提供全行业高效、精准的解决方案，助

力客户从容应对工业 4.0 时代下的挑战。

在本届工博会机器人展上，史陶比尔

将证明在真正工业 4.0 背景下，性能卓越

四六轴工业机器人、安全协作机器人及移

动机器人协作联动，使生产过程更高效、

更透明、更灵活、更智慧。

展位号 — 8.1H A233

推荐展品：史陶比尔 TS2 ESD 防静电机器

人块
TS2 系列采用模块化设计，首次将史

陶比尔专利 JCS 驱动技术应用于四轴机器

人，极大提升了性能。轴中空技术让独一

无二的净室设计成为可能，使得外部布线

成为历史。
安全操作静电敏感元件

川崎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F001

推荐展品一：CP 码垛，拆垛 推荐展品三：川崎双臂协作机器 duAro 纸

板箱生产线

川崎机器人指尖陀螺自动组装生产线

由五台 7 公斤 6 轴机器人 RS007N、和两

台双手臂协作机器人 duAro 配合周边设备

来组成。单元中包括多种机器人和外部设

备的应用技术，以 15s 的节拍完成产品的

快速组装与检测。

川崎机器人指尖陀螺自动组装检测生

产线包含了离线仿形、电路板切割、夹具

更换、电气元件插装、自动焊锡、力传感

组装、视觉定位、光感检测等一系列应用

和技术；对川崎小型机器人在 3C 行业的

组装应用中起到了功能示范和技术指导的

作用。  

推荐展品五：双臂机器人冰饮服务单元

川崎双臂机器人 duAro 冰饮服务单

元，是面向快餐零售门店推出的示范系统，

具备外观精美，操作简便，界面友好等特

性。为快餐行业的省人化、自动化、信息

化提供了解决方案。

川崎双手臂机器人 duAro，具备单手

2KG 的负载能力，和 760mm 的动作范围；

两只手臂既可以联动协同工作又可以独立

工作，让应用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柔性。

同时 duAro 还能够与人共存，并具备

食品级的洁净等级，完全符合餐饮行业的

使用要求。

人机界面点餐服务系统通过网络服

务，由微信扫码进入专用界面点餐，而后

用微信支付，全程快速准确、轻松便捷、

无人工干预。

推荐展品六：3D 分拣 + 研磨

此单元用两台川崎中型通用机器人

RS20N 结合 3D 视觉和激光扫描来实现卫

浴接头的自动分拣 / 上下料 / 打磨的工作。

3D 视觉成像系统可以对大范围内的，

完全散乱堆放的工件做出准确的位置判

断，数据传送给机器人后用专门的夹具从

各个角度把工件取出，并以 ±0.1mm 的精

度安装在旋转工装的卡盘上，完成工件的

自动分拣和上料。

双臂协作机器人 duAro 纸板箱生产

线，采用川崎两种型号共 7 台 duAro 双臂

机器人作为生产线主体。实现了纸板箱的

折叠、装盒、折盖、物流转运装箱和装箱、

码垛等操作工艺。为电子产品包装行业广

泛应用。通过双臂协作机器人可以实现，

在狭小的空间，设置双手臂，同时进行不

同的工作需求，以及双手臂进行协同作业，

进 行 同 一 项 工 作 等 需 求。最 新 型 的

duAro2 型双臂协作机器人，是川崎机器

人最新研发的双臂机器人，通过追加第三

轴（Z 方向）的行程，可以轻松地将折叠

好的纸箱放进物流转运箱。在最后的码垛

工位上，追加了 1 台 RS010N 机器人并搭

载川崎码垛系统 Ksparc，进行整箱码垛。

● 可以满足物流现场高速输送需求的高速

码垛机器人

1、动作范围大、力大无穷、抗压能力强。

2、强大的输送能力
● 码垛拆垛行业应用

本系统可对大小不一的混合纸箱进行

自动拆垛及码垛，模拟实际物流的应用场

景。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识别回合纸箱、

自动生成跺型、自动识别纸箱的尺寸等。

推荐展品二：指尖陀螺自动组装生产线

本系统既可对普通平面木门进行表面

及外边的喷涂，又可对格子门进行内边的

喷涂，在空心部分执行停止喷涂，减少涂

料的损耗。还能对有凹槽的木门进行凹槽

的喷涂处理。

苏州钧和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E256

         齿轮箱、编码器、控制器和完整的传

动系统。maxon 驱动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高要求的应用场合： 例如 NASA 的火星探

测车、外科手持设备、机器人和精密的工

业设备。 为了在这个高要求的市场中保持

领先地位，公司将销售收入的大部分都投

入到产品研发中。 maxon 在全球共 9 个生

溱者机器人首次亮相工博会展示新一代协作机器人

展位号 — 8.1H C035

推荐展品：负载 8Kg 的新一代协作机器人2019 年 9月 17 日至 21 日，溱者（上海）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携新一代协作机器人

亮相上海工博会机器人展。力觉、视觉、

人工智能融合的多个应用案例将展现新一

代协作机器人的易用性、智能化和安全性。 

溱者（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技术领先的机器人公司，由一批毕业于

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在机器人行

业具有多年从业经历的硕博士创立，专注

于研发、生产、销售融合高精度力控、机

器视觉和人工智能为一体的新一代协作机

器人，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机器人产品及单

元技术解决方案。产品具有使用简单、智

能、安全的特点，主要面向柔性制造和专

业服务。

负载 8Kg 的新一代协作机器人，功能上具

有如下特点：

（1）更易用，体现在图形化编程、脚本编程、

拖动示教、轨迹示教、力 / 位混合示教等

多种编程和示教方式。

（2）更智能，TCP 参数识别、阻抗控制和

专用视觉模块使机器人更智能。

（3）更安全，关节处安装有力矩传感器，

与人接触的安全性更高。

（4）更省空间，关节布局上进行了优化，

腰部旋转半径减小，占用空间更小。

●  ESD 防静电机器人专为防止静电释放环

境设计，能安全操作电子元器件。适用于

多种对静电环境敏感的电子产品应用，如

PCB 组装、视觉检测、产品测试及电子数

码产品的包装。 

推荐展品四：自动喷涂

本系统是通过在木门上料后，通过视

觉及激光的扫描，通过工控机的处理，在

显示设备上显示出门的图形。根据系统中

的木门的喷涂参数 ( 吐出量、扇形空气、

雾化控制、喷涂距离、喷涂方式、遍数等 )，

自动生成机器人的喷涂轨迹，无需人工进

行任何示教。

●  通过 3 项测试认证的 ESD 防静电性能：

包括表面电阻率、横截面电导率及残留电

荷消散率，都需经过 7 个测试点，覆盖机

器人手臂的每个元件。

●  减少部件故障及返工的成本：使用特有

的 ESD 防静电涂层，确保所有可达元件均

涂有静电消散涂层，以减少在生产中静电

放电的风险。

●   安全地操作静电敏感元件：横截面电导

率，手臂的每个部位都接地。

产研发基地，约有 2600 名员工，并在 30

多个国家都设有销售公司。

         机器人推动全世界， 我们推动机器人。

复杂的机电系统仅在所有元件均达到最高

品质的条件下才能完美运作。 maxon 的产

品完全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同时也是全球

唯一能够研发和生产 DC 电机、齿轮箱、

传感器和控制系统的供应商。 这为客户带

来多项优势——例如当客户需要多轴机器

人控制系统时。 因为不同的接口必须从一

开始就相互完美匹配。 由此可缩短研发时

间并节省资金。此外，maxon 还是仿人机

器人、手持器械、包装机或焊接设备的驱

动装置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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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上海工博会爱普生工业机器人亮点抢先看

展位号 — 8.1H A225

现如今上海工博会已成为中国装备制

造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工业品牌展之一，

也是中国工业领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

口和经贸交流合作平台，作为工业机器人

领域的深耕者和推动者爱普生将携多种工

业机器人和优秀解决方案出席，向观众充

分展示了科技带来的高效与便捷。

爱普生本着“让自动化更轻松”的初

心，将不断推出紧凑、节能、高精确度控

制的机器人产品和高良品率、高易用性的

解决方案，致力促进用户提升生产效率而

不懈努力。并兼顾绿色环保、高效生产以

及个性化定制的发理理念，继续深耕中国

市场，以四大创新领域为世界带来积极的

改变，使爱普生成为一家“不可或缺的公

司“。

推荐展品一：爱普生 LS10-B SCARA 机器

人 10 公斤级别高效能手

推荐展品二：爱普生六轴一体机 VT6L 机

器人

最大负载 10 公斤 高速度高精度

爱普生 LS10-B 延续了 SCARA 机器人

高速度、高精度的优势，更短的循环时间，

满足高速作业需求。LS10-B60*S/C 型号循

环 时 间 可 达 0.39 秒，最 高 速 度 可 达

9100mm/s，±0.02mm 重复定位精度，有

效提高生产节拍。优秀的工作性能和超高

的工作精度适用于 3C 行业 / 锂电行业等。

爱普生 LS10-B SCARA 机器人最大负

载 10 公斤，可适用于多夹具、多工件。

将 LS 系列产品线扩充为从负载 3kg 到

20kg，从臂长 400mm 到 1000mm，以满足

客户不同需求。

易于维护 方便搬运

全新的爱普生 LS10-B SCARA 机器人

配备了免电池的马达单元，从而更易于维

护。由于马达单元无需电池，仍可准确记

录原点位置数据，节省了因更换电池带来

的生产时间成本。此外 M/C 线缆可轻松

卸载和安装，方便搬运及组装。

长为 600mm，700mm 和 800mm 三种

可选型号，其 Z 轴提供 200mm 和 300mm

两种型号（洁净型为 170mm 和 270mm）。

LS10-B SCARA 也有 ISO 4 级洁净型可选。

这使爱普生 SCARA 机器人有更多选择，

确保在下次应用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机器

人。此外，还配备了全新的RC90-B控制器，

爱普生六轴一体机 VT6L 机器人外部

结构紧凑，便于安装，且控制器内置的设

计可大大降低对安装空间的要求，简化初

始安装和重新配置的工序，可适应台面安

装和吊顶安装，安装起来更省力；此外，

手腕中空的设计方便手部布线，线缆可以

通过手臂中空结构内部走线，避免线缆从

旁边突出，架设起来更省时。

免电池 宽电压 低重量 维护使用更便捷

爱普生六轴一体机 VT6L 机器人无需

电池马达单元的配备，一方面，省去了更

换电池的麻烦，可将原地位置数据保留在

内存中；另一方面，可大大减少停机时间，

节省使用和维护的时间成本。此外，爱普

生 VT6L 机器人能够在 100V 到 240V 之间

工作，真正实现低电压作业，可灵活适应

多种作业环境。爱普生 VT6L 机器人的机

身重量小于 40Kg，搬运、组装起来也非常

便捷。

输入输出兼容 PNP/NPN 两种接线方式，

以较低价格提供较强易使用性和可靠性体

验。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展位号 — 8.1H D008

电装机器人自 1967 年投入开发以来

已历经 50 余年，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核

心的生产理念，将本公司在生产现场，生

产技术中的使用经验运用于产品开发，不

断创造出高性能且易于使用的机器人。目

前，已累计销售达 10 万台。

简单的操作方法，让您从简单繁琐的

工作中彻底解放，为工作和生活带来无限

可能性。其优势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

DENSO WAVE 已开发并提供了一系

列诸如自动数据采集，工业机器人和工业

控制器等引导工厂，商店以及办公室改革

的产品。如今，IoT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

如生产，物流，医疗，农业，运输和金融。

随着 IoT 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各个领域，

通过网络连接的事物所产生的新的服务正

在加速普及。

推荐展品一：人机协作机器人 COBOTTA

推荐展品二：新产品 IOT

推荐展品一：e 电缸

简单·高性能·高收益；革新型的驱动轴

         e 缸与控制电磁阀相同，只需要信号

ON/OFF 就可以动作，即使是第一次使用

电动产品的新手也可以很方便地开始工

小型工业机械手的需求每天都在变

化，IAI 之所以能够顺应变化，源源不断

地给市场供应新型产品，根本原因在于我

们具有追求进化、不断改变的精神。我们

提前对市场变化的趋势进行预测，主动改

变，从而实现了多次领先于市场的“进化”。

用「心」回应客户的期待，是我们产

品与服务的宗旨。用心制造产品，就是要

设身处地地思考：什么样的产品才是客户

真正需要的。同时，有了用心制造的产品，

还要有用心的服务，才能体现产品的魅力，

才能确保客户的体验与满意度。我们始终

铭记客户至上的服务精神，在制造产品和

提高服务时用心回应客户的期待，推动事

业的不断发展。 

         永远领先一步，创造无限可能。作为

小型工业机械手的领军企业，IAI 始终坚

持走在市场需求的前端，积极投资开发研

究项目，所以每年都能够开发出各种各样

的产品。并且将客户的意见忠实反应到产

艾卫艾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A215

推荐展品二：RCON 控制器

适用性业界领先适用 7 种现场网络；

控制多根驱动轴，最多可搭载 8 台驱动单

元；配备了电容器的预防保全功能和风扇

单元、驱动轴的预兆保全功能；连接驱动

轴数行业第一，可以连接 332 种机型的

IAI 驱动轴。

从形态到运动的设计都确保了人类在

使用时的安全；

其小型轻量的特点确保其可以在想要

使用的时间和地点，立刻就可以开始投入

作业；

使用时无需记忆指令，就可以轻松实

现示教，即使是之前从未接触过机器人的

人士，也可以立即使用；

其内置控制器完全开放，控制用 API

也完全公开，支持 Java 和 Ruby 等各种开

发语言，充分满足专业需求的高扩展性。

DENSO WAVE 已经为集团公司的核

心业务开发了 IoT 产品。凭借我们的成功

经验，我们能为各种客户开发所需要的

IoT 产品。凭借我们高品质，高性能的产

品以及丰富产品链，我们将应对各种客户

的需求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创造

新的价值，为全球的“制造”领域做出贡献。

 今天，快速发展的技术，应用和设备

之间在不停地变化，推进并复杂化。

Tsuzumi 模型在这些应用程序，设备和应

用程序设备之间建立简单而安全的连接，

以提高智能工厂的效率和可扩展性。

品设计中，从而提供更“好用”的产品。

在国内外建有多个网点，帮助客户提

高竞争力。中国国内共计 3 个据点，34 个

代理经销商， 117 个销售点营销网络覆盖

中国各大城市 IAI 分公司职能涵盖产品销

售， 技术支持，售后维修服务，并定期开

班各类相关产品讲习会， 力求为广大客户

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服务于体验。

作。并且，A(加速度)·V(速度)·D(减速度)

都能以百分比方式输入调整，可以实现高

速且平滑的起动与停止。因此，同样有助

于缩短工作节拍与削减短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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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智集成 协同助力 “智造”不再是未来

展位号 — 8.1H C198

全球瞩目的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 -21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

重举行。此次盛会，韩华（Hanwha）将

为各行业观众带来全系列协作机器人，以

及新的产品应用和丰富的集成解决方案，

为实现中国智造的目标持续助力。

韩华集团成立于 1952 年，是韩国十

大企业之一韩华通过持续、稳步的发展，

资产规模已居韩国第八位，同时入围《财

富》评选的“全球 500 强企业”，目前位

列244位。韩华以其在工业制造、建筑地产、

金融保险、能源开发等领域积累的竞争优

势为基础，不断开辟新的海外市场，向全

世界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韩华

集团为了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而开展

了机器人业务。在多种多样的机器人中，

我们聚焦的是协作机器人。

推荐展品：HCR 协作机器人

是一款空间利用极为突出的六轴多关

节机器人。此次主推展示的 HCR-5 是最

为常用的型号，工作半径与人的手臂长度

相似。有效负载 5kg, 工作半径 915mm。

韩华协作机器人的特点是：操作简单，

便于产线灵活切换，显著降低投资成本及

运营费用。不仅可以实现手工制作的自动

化，还能为作业人员提供安全简易的工作

环境。让自动化不再是难事。与此同时， 

随着协作机器人在各个行业的广泛应用，

对机器人外设的需求将同步增长。因此，

我们意识到快速简便部署机器人解决方案

HCR-3 ：有 效 负 载 3kg, 工 作 半 径

630mm；具有小型化、轻量化优势，适合

在人工难以作业的狭小空间使用。尤其是

第六轴可无限旋转，适合于拧紧螺丝、装

配等应用。

HCR-5：有 效 负 载 5kg, 工 作 半 径

915mm；是最为常用的型号，与人的手臂

相似，可以协助作业人员，提高生产效率。

HCR-12：有效负载 12kg，工作半径

为 1300mm；工作范围宽广，便于远距离

取放较重的物体。尤其适合装卸、码垛、

搬运等应用。

韩华 HCR 系列协作机器人一共有

HCR-3、HCR-5 以及 HCR-12 这三种型号，

凭借其部署灵活、操作简单、人机安全协

作等特点，可有效应用于多种作业环境。

从简单的拾放、码垛到检测、拧螺丝、抛

光打磨、点胶、焊接等多种场合，均可使用。

目前我们可轻松连接自动化周边设备，比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慧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将携 5 款全新机器人产品及自动化解决方

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8.1 馆 B010 展位

正式发布。现场设置了五子棋人机大赛等

游戏环节，更备下丰厚礼品现场抽送。

          慧灵科技成立于 2015 年，公司核心

成员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机器人领域

领先的轻量型协作机械臂和电动夹爪等产

慧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B010

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可轻松连接自动化周

边设备，比如夹具，视觉系统，扭矩传感器、

AGV 以及其他应用设备。

如夹具，视觉系统，扭矩传感器、AGV

以及其他应用设备。此外，HCR-5 还通过

了洁净室认证等级 ISO Class 2，进一步扩

大了对粉尘敏感等对环境有要求的应用领

域。

品提供商，以“科技，创新，专业，服务”

为发展标签，立志成为中国智造的良心企

业，并荣获了世界 500 强控股孵化器之称

的联想之星、顺为资本，极星资本、泽厚

资本等投资机构的 4 轮投资。通过近 10

年的自主研发积淀，慧灵科技已成功从成

本和应用性等维度降低了中小企业自动化

改造的门槛，以高效、低成本、模块化的

方式输出领先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服务。

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慧灵不盲从，不跟

随，勇于改革突破，紧贴客户需求，注重

创新性，专业度及科技感。颠覆传统机械

设计，采用直驱结构；坚持创新，自主研

发伺服电机、编码器等；以人为本，不断

优化便捷实用性，支持图形 /Pad 端 / 拖动

示教、APP 等；保质保量，年产上万台；

以完善的技术型中外销售团队服务客户，

进行全球覆盖和快速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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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v非夕科技携自适应机器人
首次亮相中国市场

展位号 — 8.1H C200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21 日， Flexiv（非

夕科技）将亮相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这也是 Flexiv 首次登陆中国市场，

带来其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第三代自适应

机器人 Rizon（拂晓），以及一系列基于自

适应机器人系统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开

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深度融合的新时代。

在此次工博会上， Flexiv 展示的第三

代自适应机器人 Rizon 在融合力觉控制和

AI 方面表现出了重大创新。

Flexiv 设展于 8.1 馆，展位号为 C200。

Flexiv 采用全开放式 Demo 演示，这种形

式突破了已往机器人 Demo 的安全防护设

置或半开放式互动，观众可以进行对

Rizon 机械臂进行任何部位的干扰和趣味

互动，让观众真正零距离和拂晓机器人进

行接触，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科技。
        拂晓 (RIZON) 是全球首个结合力觉控

制与 AI 技术的自适应机械臂，Flexiv 自主

研发了新型轴关节、关节扭矩控制器、独

有的力觉感知技术以及层级式机器人智能

系统，使机械臂更加柔性、智能、易于使用，

不需要精准定位就能完成较高难度的工作

任务，有着误差容忍度高、抗干扰性强、

智能可迁移的特点，能在不确定工作环境

中和人类紧密合作，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目前拂晓已在工业零件插拔、木质品打磨、

基于自适应机器人系统的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能够解决超越传统自动化能力的行

业痛点问题，为生产制造带来更多柔性，

为客户带来高品质兼容高性价比的体验。

从客户价值的角度来看，自适应机器人解

决方案能够有效替代人工、确保高质量的

工作效果、降低传统自动化系统的部署成

本、投资回报更加合理。

● 自由度设计，通过嵌入式计算机视觉模

块完成灵活的手眼配合

● 独有创新性的力及力矩传感技术，跟现

有产品相比，在准确性、鲁棒性及性价比

方面有量级上的提升

● 独特的关节设计，为更好的力矩控制及

过载保护做了优化

推荐展品一：自适应机器人拂晓 (RIZON)

推荐展品二：基于自适应机器人系统的行

业应用解决方案

核心特性：

推荐展品： 行业取放专用控制器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专业的 PC based 数位控制器厂

商。新代专注于工具机领域，产品涵盖车

铣床控制器与产业机械控制器，以高度技

术创新，加值型应用，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深得顾客信任；除工具机控制器外，近年

来并将产品延伸至高端主轴伺服方案、线

性马达，及直驱马达等特色产品。也因应

智慧自动化的趋势，积极开发泛用自动化

控制器及各类型机械手臂控制器，期许能

提供相关之整合加值产品来满足各种产线

智能化及自动化的需求；更进一步以「工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A007

取放专用包套电控方案；

手持式控制器 + 多合一驱动包套方

案，它是一款为直角桁架、关节、冲床、

SCARA 机器人等量身定制的电控方案；

控制器与伺服均是新代自主研发产

品，上下位高度整合；

伺服驱动一体化包套设计，配线简单

服务更方便；

HHB 电源模组可扩充 IO 模块，最多

支援 4096 个 IO 点位；

支援 M3/EtherCAT 串列总线，传输

速率更快，附加功能丰富。

农业采摘、金属件去毛刺等领域进行具体

应用与探索。

业 4.0」做为新技术发展的主轴，积极在

相关领域进行资源整合与佈局。贯彻达成

新代的愿景：「机床行业最值得信任的电

控伙伴」。



MiR即将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展位号 — 8.1H A001

总部在丹麦欧登塞的 Mobile Industrial 

Robots ( 简称 MiR) 是面向工业应用的协

作式自主移动机器 AMR 的领先供应商。

MiR 自主移动机器人开发并推广业界最先

进的兼具协作与安全性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产品线，能够快速、轻松且经济

高效地管理内部物流，从而使员工得以从

事更高价值的生产活动。 

2019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21 日，MiR

将亮相于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紧随于上届博览会隆重推出的 MiR500 的

步伐，届时，MiR 的最新产品 MiR1000 将

首登中国，MiR 首席执行官 Thomas Visti

将率领 MiR 中国团队，与现场观众亲密互

动，带来 MiR 机器人的最前线资讯。MiR

工程师也会到达现场使用 MiR 自主研发的

机器人车队调度系统 MiRFleet 对机器人进

行演示。现场观众还可提前通过微信预约，

参与体验 MiR 自主移动机器人简单易容的

小任务。MiR 的展位现场将活动不断，前

期也会有展会相关活动在 MiR 微信公众号

举行，MiR 期待与观众亲密互动。

         MiR500 专为在各行各业中实现托盘
推荐展品一：MiR500

推荐展品二：MiR1000
体验MiR自主移动机器人

敬请莅临展馆 Hall 8.1 展位A001

关注MiR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资讯

mir-robots.com 

MiR1000 可在动态环境中自动拾取、

运输和运送托盘和其他重载荷高达 1,000

公斤（2,200 磅）的重物。MiR1000 有两个

灵活的托盘升降机，适用于两种最常用的

托盘类型——欧盟托盘、40“ x 48”托盘。

与 MiR 其 他 自 主 移 动 机 器 人 一 样，

MiR1000 可 通 过 直 观 的 用 户 界 面 或

MiRFleet 机器人车队管理系统进行编程，

这样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完成公司整个机器

人队伍的新任务管理。自主移动机器人还

可以轻松集成不同的顶部模块，如托盘升

降机、传送带、机器人手臂或其他配件，

以支持广泛的应用。

和 重 型 负 载 自 动 运 输 而 设 计。负 载

500kg，最 高 2m/s 行 驶 速 度，长 宽 为

1350x920mm。MiR500 配备可提供 360 度

扫描视角的最新 LiDAR Slam 技术，通过

标志物的重复定位精度可控制在±5mm

以内，其 3D 摄像头可以检测托盘且扫描

范围为地面 3cm 至 2 米。借助 MiR500 托

盘举升器，MiR500 能够自动拾取、运输

并卸下托盘，从而释放企业的劳动力以用

于完成更有价值的任务。只需将工厂的 

CAD 文件下载至机器人中，或者使用其

激光扫描仪创建工厂地图，机器人便可以

实现自动导航投资回报期少至一年。

推荐展品一：GRH2 推荐展品二：直线电 2

2003 年，锐健科技由一群对工作怀抱

信仰与热情的人，为了协中国国内客户提

升产品与制程的精度为目标成立的公司。

时至今日，锐健已经有超过 150 名以上的

员工，秉持着成立时的信仰与热情，继续

为全球的客户提升产品与制程的精度。

         如同我們品牌 Pi 所代表的含义，

Precision Industry 精密工业，我们专注于

设计与生产各类精密机械零件，协助我们

的客户克服其产业领域內的各项挑战。主

要提供精密定位滑台、XY 线性滑台、电

动缸、直角坐标模組、直线电机模组、工

业用机械手臂以及自动化传动元件。产品

主要应用于半导体、LCD、PCB、医疗、

自动化、汽车等各产业。

深圳市锐健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F140

来自客户的赞赏，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锐健科技是您事业拓展的最佳合作伙伴。

        我们让动作更精准，以先进的技术，

持续协助社会与产业的进化！

本次工愽会主要推出新产品：GRH 

内嵌式电动滑台系列和 LMH 直线电机系

列

         MiR500 专为在各行各业中实现托盘

使用场景 : 工业机器人、机床设备（ATC、

APC）

推荐展品一 :RV 系列

展位号 — 8.1H E022

使用场景 : 机器人行走轴

GH 系列产品由于其高速，高刚性以

及低震动的特性，可适用于机器人行走轴

等一些需要兼顾，高速度以及高刚性的应

用。相比较传统产品，在使用了 GH 系列

产品以后，机器人行走轴的速度不仅提高

了，在移动和停止时的震动残留也消失了，

大大提高了机器人行走轴的精度。

上海纳博特斯克（Nabtesco）传动设备
上海纳博特斯克（Nabtesco）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是 2013 年由上海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和日本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合资成

立的一家面向中国市场提供精密减速机

RV 产品及其技术服务的合资公司。公司

将在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市场的本土化需求

的基础上，依靠已有的技术和知识，进一

步加强对本土客户的技术服务能力，帮助

客户提升效率，降低综合成本，创造更高

附加值，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助力，同时

也为自动化领域更好的用户使用体验不懈

努力。随着中国制造业自动化转型升级对

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产品需求的迅速增

长，纳博特斯克精密减速机产品将在中国

市场迎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纳博特斯克精密减速机 RV 主要使用

在工业机器人关节部位，作为关键零部件，

在实现精密动作的同时能够承受高负载。

纳博特斯克在此领域中已有 20 年以上的

实绩，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纳博特

斯克的精密减速机被誉为高精度、高刚性

同时兼备小型、轻量的特点，如今不仅在

工业机器人领域，在机床或半导体制造等

领域中也正在被逐渐扩大使用。

结构

推荐展品：滚珠丝杆滚珠花键

万司梯（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E266

直线运系统的领先者。积累 30 年的

专有经验和技术、开发直线导轨、交叉滚

柱轴承

花键轴、超级直线轴承、直线运动单

位 (LM Unit) 等实现国产化；不仅有进口

替代效果、半导体、LCD、LED 及各种工

作机械等韩国核心产业为确保韩国自动化

产业领域的竞争力做出贡献、并出口世界

市场；滚动与滑动运动的解释能力、特殊

钢热处理、应用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等。

WON 滚珠丝杆滚珠花键由高精度、

高硬度的滚珠丝杆螺母、滚珠丝杆沟槽和

滚珠花键沟槽交叉开设的轴及花键套、这

三部分构成。

特点

WON 滚珠丝杆滚珠花键是通过使螺

母及花键母旋转或停止、只用一根轴就能

够实现三种 ( 旋转、直线和螺旋 ) 形式的

运动；

因螺母与撑轴承为一体型结构、所以

能实现既精度高又小型的设计；

此外、由于滚珠丝杆螺母重量轻、惯

RV 系列产品作为精密减速机 RV 系

列的核心产品，具有高精度，高刚性，紧

凑化的特点。其产品分为实心型的 RV-E，

中空型的 RV-C，小型化的 RV-N 等产品。

RV 系列产品不附带任何附件，设计自由

度极高。用户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来选

择使用。目前 RV 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

工业机器人，机床设备等领域。如果您需

要设备更加小型化，轻量化，不妨可以考

虑选择 RV 系列产品。 推荐展品三 :RVW 系列

使用场景 :AGV 小车

使用本公司开发的搭载“精密减速机

RV”和高承载自制麦克纳姆轮毂的 AGV

驱动单元 RVW 系列（齿轮头），可以较为

简单的制作麦克纳姆 AGV（小车），使在

狭小的空间内搬运重物变得更为流畅和高

效。使用这种方式可以改善工厂中的物流

构架，使得本来需要依靠大量人力与时间

的搬送工作变得更加有效率。

性小、所以可获得高度的响应性。

适用

其用途包括、水平多关节机器人的 Z

轴、装配机器人、自动装载机、加工中心

机的 ATC 装置等、最适合于旋转运动与

直线运动的组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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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二 :GH 系列



推荐展品一：小型WPC

         随着全球少子高龄化的加速，劳动人

口急剧减少，不仅仅是工业机器人，民用

机器人的需求也开始增长。为减轻社会福

利人员的陪护负担，实现老人的自主自立，

陪护机器人、动力外骨骼等需求也随之日

益增长。日本电产新宝在现有产品的基础

上，致力于研发更小型，轻量及静音的谐

波减速机，以对应市场需求。

日本电产新宝于 1952 年 4 月在京都

作为我国首家“无级变速机”制造商而创

立。自此后，通过不断磨砺技术，确立了

自身在变速机·减速机以及压机领域的世

界顶级技术地位。公司曾三次获得日本机

械学会大奖，并多次荣膺发明奖，这也是

我公司技术水平的证明。目前，我们正以

控制用减速机及高速冲床·无人运送车为

中心，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计量器械及陶艺

设备，通过对应广泛技术领域，满足客户

的不同需求。力争在以“前进”为主题全

力推动事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对人与社会

的贡献，为各位客户排忧解难。也务必请

各位在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惠顾我

们。

日本电产新宝（浙江）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E204

推荐展品二：搬送车“S-CART”

让搬送变得更自由，更简单的自动化

解决方案！不仅限于工厂，物流，建筑行

业，更可广泛运用于办公，酒店，医院等

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环境。日本电产新宝的

随着工业机器人逐步的小型化、轻量

化，以及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逐渐

普及。日本电产新宝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

致力于开发更小型，轻 量及静音的谐波减

速机。小型谐波减速机的投入使用，可大

幅减轻工业机器人、医疗康复机器人、陪

护机器人、动力外骨骼等的自重，使搬运，

携带以及操作更为轻便。日本电产新宝在

力求事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对人类和社会

的发展做出贡献。

8
hours

S-CART100 S-CART1000

2019 年对于机器人行业来说，是充满

机遇和挑战的一年。在这里，您有充分的

时间和空间与住友减速机建立连接。我们

热忱欢迎行业内各领域人士汇聚一堂，更

多展品信息就在展会现场！

住友重机械减速机（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E195

推荐展品一：2 级减速直连型大扭矩输出

UA 系列 ● 高减速比

● 高容许弯矩

● 更大额定输出扭矩

● 结构紧凑

● 高精度

● 长寿命

● 零齿隙

● 高效率

● 更小角度传递误差

● 低振动

产品特点：

推荐展品二：小型精密控制用减速机 ECY

推荐展品一：USB 自动化组装产线设备

推荐展品二：超小型伺服电动缸 DM系列

推荐展品三：多款线性马达模块产品

东佑达将携新品参加2019机器人展

展位号 — 8.1H A049

USB 自动化组装产线设备，因为使用

同系列驱控器，透过网络通讯模块，可同

时控制 16 轴，在无需布线的状况下执行

运动控制，省配线省空间外也省下各种产

品整品通讯整合的处理时间与问题。另外

超小型伺服电动缸 DM 系列，改善前

一代产品问题，把中空伺服马达与本体做

一体化设计，马达内藏，减少尺寸体积外，

不需要联轴器的设计也减少间隙影响，提

高定位精度，伺服驱动更提高了速度，最

高速度可达 600mm/s。品项除了迷你滑轨

型外，若选用内嵌滑轨型，走行稳定度与

东佑达将参加 2019 机器人展（展位

号 A049），全自动化的 USB 组装示范产线

也即将于此展亮相。示范之 USB 自动化组

装产线设备零件供料移载、 零配件组装、

USB 刻录制程、USB 客制喷印、端盖组装

与最后包装后移载取出等不同工站，全站

别机台搭载东佑达的丰富的系列产品，包

含电动滑台 -CGTH/DGTH 系列、电动缸

-DM 系列、电动夹爪 CHB/CHS 系列、旋

转 缸 DNT 系 列 与 线 性 马 达 机 械 手

-LGF/LGW 系列等传动产品来进行定位、

移载、夹取、推压、推升及旋转等动作，

产品设计除了将精度与速度提升、刚性强

化提高负载力矩外，机构也走向更小型与

轻量化的趋势。

因应更大量的「精密制造」需求，东

佑达推出多款线性马达模块产品。轨道内

嵌式线马机械手 LGF 系列降低了本体的宽

度，LGW 降低高度，安装空间大幅缩小，

直线度与等高度可达 ±0.02mm/m，是目

前台湾业界铁心式线马模块体积最小的产

品，LGW 可以壁挂，搭配东佑达自行研

发新型驱控器 LC100，可发挥长行程高荷

重高推力无共振的运动特点，且此产品零

部件自制率提高，成本降低，将是未来自

动化设备导入的一项趋势。

大恒图像即将盛装亮相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器人展

展位号 — 8.1H F130

2019 年 9 月 17—21 日，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即将召开，大恒图像即将盛装亮

相。

作为机器人行业风向标、持续引领行

业发展新趋势的机器人展，是全球或全国

新品首发及创新技术发布的最大平台，大

恒图像将借此次展会的影响力，充分发挥

在机器视觉领域领头羊的优势，将更多的

新产品、新技术带到展会现场，与广大机

器视觉用户共享全球尖端视觉技术！

大恒图像成立于 1991 年，是中国科

学院下属企业，大恒图像的技术骨干主要

来自中国科学院各研究单位，公司的产品

和技术基础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多年的技术

积累。大恒图像是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

产品的高科技企业。

         大恒图像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坚持走

该系列相机结构紧凑，小巧轻便，低

功耗。集成了 I/O 接口，外壳坚固，可稳

推荐展品：首款智能相机 PALLAS 系列

支持多元的弹性上位控制接口，Pulse 控制、

I/O 控制、通讯控制皆可对应，无须因为

上位问题而屈就他牌只能有限选择的产

品。全系列驱控系统对应东佑达直流步进、

直流伺服与交流伺服等传动产品，产品多

元且完整。

可承受力矩也都做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荷

重更从上一代的 6kg 提升到 20Kg。

以技术开发为主的发展道路，一直致力于

图像视觉领域的研究开发，建立了技工贸

一体化的结构，连续多年被中关村科技园

区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在国内，大恒图像是专业视频图像处

理设备供应商，同时也是图像应用系统集

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大恒图像深知高科技需要真正的实

力，视客户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如一地

信守对客户的承诺—为客户提供先进的技

术、高质量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当您选

择了大恒图像的产品，伴随您的将是全方

位的优质服务！

定工作在各种恶劣环境下。智星相机集成

了功能强大的图形化视觉软件，提供丰富

的拖曳式视觉工具，无需用户编程，易于

操作，可广泛用于一维码 / 二维码读取、

OCR（字符识别）、测量、校准、检测和

定位等应用，适用于物流、电子元器件、

半导体、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等行业。

此次基于智星系列智能相机搭建的测

量及 OCR 识别系统，可以在训练一个模

型后，对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被测物进行

定位识别测量，并显示正确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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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搬送车“S-CART”，是运用激光传感

器记录下行走范围内环境特征进而生成地

图，以此地图为依据判断自身位置并移动

行走的无轨道搬送车。因其无轨道的特点，

在工厂布局需要进行变更时也可以更简单

地进行对应。此外，低至20cm的本体高度，

可以对应潜入搬送的应用需求，使我们拥

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各

种可选的功能组件，使我们可以根据客户

现场工况的不同，量身定制导入方案。而

万全的售后服务体制，也确保了客户在导

入产品后可以放心使用。



推荐展品： 研华全栈 AI 方案 2019 年 9 月，研华科技携研华嵌入式

核心运算平台全系列产品、机器人实时控

制 & 远程监控、AI 影像、智能文字 / 车辆

识别等多场景解决方案亮相上海工博会。

研华成立于 1983 年，以“智能地球

的推手”作为企业品牌愿景，是物联网智

能系统及嵌入式平台产业的全球领导厂

商。为迎接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

大 趋 势，研 华 提 出 以 边 缘 智 能 和

WISE-PaaS 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为核心的物

联网软、硬件解决方案，协助产业客户创

新应用落地。研华业务分布全球26个国家，

拥有近 8,000 名员工，以强大的技术服务

及营销网络，为客户提供本土化响应的便

捷服务。此外，研华积极推进产业伙伴共

创，加速 AIoT 生态圈布建与发展。

参展亮点一、研华机器人自动化实时

控制解决方案

        研华 EMBS（嵌入式单板及模块化解

决方案）机器人自动化实时控制解决方案，

加速工业自动化落地。此方案硬件部分基

于MIO-5850 嵌入式单板电脑，搭载 Intel 

研华嵌入式平台解决方案亮相上海，助力多垂直行业应用

展位号 — 8.1H E250

牧星智能亮相工博会  助力工业智能化

展位号 — 8.1H A008

牧星智能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以

AI 算法为核心，以稳定高效的智能物流机

器人为执行载体的智能物流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 其中，牧星智能物流整体解决方

案由四大管理系统软件平台（WMS、

WCS、RCS、OFS）和自主研发的系列智

能物流机器人组成，为客户提供整套“货

到人”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可有效提高

包括电商、制造业、三 / 四方仓储物流等

行业的运营效率。

          近日，苏州牧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

韩国新世界集团，在韩国首尔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无界零售、跨境电商、

高端百货等各大场景进行智慧物流、智能

机器人等全球领先的物流技术大规模商业

牧星智能的分拣小精灵，超高速运行，

依然以极高的稳定性运载货品，同时精确

定位在的接驳点位上，不会出现一丝差错，

推荐展品：牧星 - 分拣机器人

牧星智能的分拣小精灵，超高速运行，

依然以极高的稳定性运载货品，同时精确

定位在的接驳点位上，不会出现一丝差错，

推荐展品：牧星 - 分拣机器人

1、边缘 AI 加速模块 VEGA-300 系列由

Intel®Movidius™Myriad™X VPU 提供支持，

搭配研华 Edge AI 套件，成为低功耗，高

算力的 AI 加速运算引擎，实现客户端快

速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与部署。 

2、边 缘 推 理 系 AIR-300,AIR-200 内 建

VEGA-300 加速模块，灵活调整 AI 运算工

作负载，应用于 AOI、医疗图像分析、交

通等各领域。

3、特定垂直行业的边缘 AI 完整方案包研

华已推出针对智慧交通的完整 AI 方案包，

集成硬件以及完备AI软件，运行车牌识别，

车辆识别等完整方案，不需要再做二次开

发，最大限度节约客户资源。

Atom J1900/E3845/E3825 处理器，板载内

存 & 存储，带 15KV 隔离的 CAN Bus，支

持三组 Ethernet 以及 -40-85℃工业级宽温。

软件部分，搭载研华与金丽科技（RDC）

合 作 开 发 的 在 Windows 平 台 上 实 现

Real-Time 工业自动化应用的实时系统

RDCat，提 供 Windows 交 互 界 面 及

C/C++ 开发环境；微秒级实时性，最低可

达 1000us；支 持 EtherCAT、Modbus、

CANOpen 等多种常用工业通讯协议，支

持安川、台达、三洋等主流伺服器。 此套

方案同时搭配研华 WISE-PaaS/DeviceOn

还可以将所需监控的界面资料上传到研华

布好的云端平台做即时的监控，可监控电

机的转速，轴矩等数据，布局 IOT 工业自

动化。

除上述主推产品，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将于现场呈现。2019 研华机器人展馆

8.1H，展位号 E250，欢迎前往。您可通过

研华嵌入式服务专线 400-001-9088 获取一

对一咨询服务。

应用，这对于中国机器人玩家在韩国乃至

亚太智慧物流市场的开拓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同时，双方正式签署了韩国连锁超市

巨头易买得旗下 Everyday 智能物流中心项

目采购协议，易买得将在其最先进的物流

中心部署数百台牧星智能机器人。韩国首

个大规模机器人应用项目的签署，意味着

牧星智能成为首个大规模进军韩国市场的

中国智能机器人玩家。

上载模块化可定制的运载及分拣结构，可

以准确接驳，亦可潇洒掷物，如流星滑翔

目的地中央。

ATI 是世界领先的机器人附属产品和

机械手臂工具的工程研发公司，自 1989

年起，ATI 工业自动化开始致力于优质高

效的机器人末端执行工具的研发制造，产

品包括自动工具快换装置，多轴力 / 力矩

传感器，机器人毛刺清理工具，机器人碰

撞传感器，顺从介质连接器和远程中心顺

从装置。

在汽车白车身领域，复材轻连，柔性

制造，你会看到很多 ATI 重载荷工具快换

装置的身影，SPR 自冲铆枪、FDS 热熔自

攻丝强、SCA 胶枪以及螺栓拧紧系统，均

可以通过 ATI 重载荷工具快换装置进行柔

性切换。汽车轻量化、混合连接解决方案

ATI 一直追寻技术的领先。

Axia80 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和高精

度的六轴力和力矩传感器，整个放大电路

整合入传感器内部，从而降低成本，节约

空间，同时具备更高的精度和分辨率。 

Axia80 采 用 EtherCAT 通 讯 协 议 和

Ethernet 两种通讯方式。具备高信噪比和

高过载保护的性能，有5~20倍的过载范围。

ATI 机器人毛刺清理工具和精加工产

品拥有专利技术，坚固耐用，可用于多重

不同材料的毛刺清理和加工，也可应用于

非机器人领域。由气动马达驱动，并通过

气体驱动柔性机构从而保持在变化的加工

件外形上持续的接触和切削力。ATI 的工

程师开发了三种类型的顺从毛刺清理工

具，使得自动毛刺清理单元更为安全、一

致性好和经济。

ATI 轴向补偿毛刺清理工具也被称为

Speedeburr，使用专利设计的坚固、高速

气功工具实现铝合金、塑料件、钢件等材

料的边缘毛刺清理和倒角。

推荐展品一：Axia80 低成本力 / 力矩传感

器

推荐展品二：机器人毛刺清理工具

推荐产品四：ATI 轴向补偿毛刺清理工具

推荐展品三： ATI 径向毛刺清理工具

ATI携六大机器人工作站及全新展品亮相2019上海工博会

展位号 — 8.1H E183

推荐展品一：所罗门智能 3D 取放系统 --

防碰撞运动控制

人工智能正快速改变企业的运营模

式，具有 AI 功能的 3D 视觉能力使其变得

更加智能，也是企业迈向智能化发展的重

要环节。所罗门集团钰门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2019 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重

装登场，将展示 AI-3D 视觉创新应用，软

硬件技术整合方案，完美打造产业智慧视

觉的新体验。

所罗门集团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化、工

业视觉、AI 深度学习、物联网、电力能源

和光电显示等领域的台湾上市公司。作为

所罗门全资子公司的钰门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正全权负责着集团 3D 智慧视

觉及相关智能设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应用

开发、销售和服务工作。

所罗门AI-3D视觉 智慧引领未来

展位号 — 8.1H F015

ATI 径向毛刺清理工具也被熟悉为

Flexdeburr，设计坚固、高速并且重量轻，

使用气动的涡轮马达驱动，清理铝合金、

塑料、钢铁等材料的工件边缘、毛刺、分

模线、飞边等。

推荐展品二：AccupPick 3D 无教导别夹取

无需事先教导「认识」对象，即可用

吸嘴吸取对象。这项功能让使用者快速建

立 3D 应用项目，有助于简化作业流程和

节省时间。

所罗门智能 3D 取放系统，运用我司

独立开发的 Accupick 3D 智能精准分拣去

放系统，优化机器人路径规划，避免了机

器人本体或夹具在执行取放任务时碰撞到

物料箱。使用者无需购买不同品牌的 3D

视觉和运动控制器，即能让机器人轻松完

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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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展品：CKVisionBuilder 智能机器视觉

软件

2019 年，翘首期盼我国工业经济领域

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水平最高的展览盛

会——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下称“工博会”），将于 9 月 17-21 日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隆重举行，设 9 大专

业展，展会面积大于 28 万平方米，2600

余家展商精彩亮相，预计逾 16 万中外专

业观众参观。

创科视觉携“不用编程的机器视觉软

件的推动者，让国产视觉软件走向世界的”

发展理念再度亮相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将全力助力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将在 8.1H

馆全方位展示国产机器视觉软件优势，静

候您的到来，欢迎您来体验。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致力于机器视觉软件算法的研究与开发。

提供整套机器视觉系统解决方案、机器视

觉软件开发包、机器视觉光源、工业相机、

镜头、运动控制卡、图像处理器、智能相机、

创科视觉：让国产视觉软件走向世界

展位号 — 8.1H E278

         CKVisionBuilder 是创科推出的自主研

发的智能机器视觉软件，该软件的算法为

创科自主研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CKVisionBuilder 是一款优秀的机器视觉软

件仅需简单设置便可以解决制造领域里的

许多检测问题，图形化的拖拉和点击式开

发软件提供了性能卓越的校准和检测工

具，并 提 供 丰 富 的 应 用 功 能。

CKVisionBuilder 是一款不用编写代码就可

以多功能组合的一款高性能、多用途软件。

对各行各业的使用者，仅需要简单设置和

培训就可以独立使用，软件提供自定义界

面，用户可以基于 VC 添加自己的工具。

对于各种定位、测量、识别及检测类项目，

CKVisionBuilder 都能满足要求。

SMB 系列专门针对伺服电机严苛的应

用环境而开发，确保在高温和各种工作条

件下提供有效的静态保持能力和可靠的动

态性能。

推荐展品一：Matrix SMB 制动器

1EB 系列可根据客户的限定使用空间

提供满足性能的产品，提供 制动器和电机

推荐展品二：Matrix 1EB 制动器

奥创旗下MATRIX 伺服制动器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展位号 — 8.1H E252

2019 年 9 月 17 日 -21 日，奥创与您

相约上海工博会 8.1 号馆，E252 展位，

Matrix 制动器为您精确制动提供量身定制

方案。

奥创是全球领先的众多机电动力传动

及运动控制组件和系统的设计商和制造

商。奥创在全球的 54 个生产基地为您提

供动力传动，运动控制和发动机制动解决

方案。

奥创动力传动（深圳）有限公司是奥

创在华独资公司， 依托国际化的管理团队

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为您提供迅速快捷的

服务及一流的产品。

        奥创旗下的 Matrix  International 公司， 

已经生产了上千种弹簧式电磁通电释放制

动器，广泛应用于欧美及亚洲市场的各伺

服电机制造商。使用伺服驱动可以获得更

快的速度，且具有更高的精度， 在各种工

业应用中提供更灵活快速的转换，如机器

一体化设计，及使用摩擦材料满足特殊的

扭矩，温度和能源要求。

客户定制产品选项

● 轴承和编码器的公差配合

● 根据客户严苛的应用空间设计产品尺寸

● 转接板安装在更小或更大的节园直径上

● 导线长度，颜色，类型和连接器

● 低 / 零背隙

● 操作电压

● 可选低能耗

● 双制动盘，可选 2 倍扭矩

O卡等。

到目前为止已有过万的用户在使用创

科的图像系统 , 大量应用在 PCB 打靶机、

沖孔机、点胶机、印刷机、贴片机、COG

贴片机、IC 烧录机、LED 焊线机、LED

固晶机、激光打标机、飞针测试机、在线

检测设备、在线测量设备、精密视觉定位、

平台对位等等。

“为客户创造需求 , 科技造福社会”是

创科公司的创业宗旨。诚恳地为广大用户

提供最优质的机器视觉产品与一流的服

务。愿我们携手共同进步 , 共创辉煌。

人及工业自动化，机床，医疗，汽车，印

刷及纸张加工，装配及半导体，可再生能

源，远程操作车辆（ROV）等。

神弋智能：与您共同探索机器视觉 

展位号 — 8.1H C009

推荐展品：视觉系统定制开发

        AGILE VISION（迅识）是神弋全自主

开发的综合性算法开发平台，平台丰富的

算子库，项目开发过程中不需要写代码，

只需拖拽所需的模块即可完成视觉算法的

创建，降低了开发难度和工作量。因此，

基于 AGILE VISION（迅识）平台，我们

上海神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

机器视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机器视觉算法及整体解决方案，满足各行

业外观缺陷、完整性、颜色判断、计数、

读码、字符识别、测量、定位等类型的应用。

用机器替代人眼，实现自动化、智能

化的检测，上海神弋通过先进的机器视觉

技术，帮助现代工业生产节约人力成本，

提升品质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助力

中国智能制造。

         迅识 /AgileVision 是神弋全自主研发

的、国内唯一综合性大型机器视觉算法快

速开发平台，丰富的算子库和灵活的参数

设置可以应对复杂的检测需求，视觉检测

不再是单一、简单的应用。模块化的编程

方式，使得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为

用户量身定做机器视觉算法，满足个性化

的检测需求。基于图形化、可视化、智能

化的视觉算法开发平台，不仅能够大幅降

低专业技术人员门槛，降低人力成本，也

大大缩短了项目周期。本届工博会，神弋

推荐展品：3D 视觉解决方案

梅卡曼德主要为客户提供 3D 视觉解

梅卡曼德：为你的产线真正找到性价比高、稳定可靠
的3D视觉产品

展位号 — 8.1H C008

梅卡曼德致力于将智能赋予工业机器

人，采用 3D 视觉、深度学习、智能路径

规划等 AI 技术，梅卡曼德为制造、物流

等行业用户提供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的

3D 视觉解决方案。

到目前为止，梅卡曼德已经为包括中

国最大的空调企业、最大的通信设备企业、

最大的钢厂、最大的客车厂、最大的工程

机械制造企业在内的众多行业龙头客户安

装了 3D 视觉的实际应用。梅卡曼德已经

真正进入 3D 视觉产品的规模化应用阶段，

在拆码垛、金属件上下料、工件涂胶、装

配等领域均有实际案例落地。

        2019年是梅卡曼德第三次参加工博会。

去年工博会，我们看到了众多客户对 3D

视觉的认可，其热度已然成为“行业风向

标”。而今年，作为已经有真正落地应用

的 3D 视觉提供商，梅卡曼德将联合众多

重量级合作伙伴，展出更多新技术，以适

应不同行业的典型需求。

以快递行业为例，伴随着电商的兴盛，

快递行业的体量也在逐年爆炸式增长。在

快递行业中，对无序的快递包裹（包括快

递纸箱、软包及信封等）进行准确分拣并

扫码，是广泛存在的需求。今年梅卡曼德

将会展出的快递包裹分拣解决方案，则能

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决方案。其中包括高性能的 3D 智能相机

Mech-Eye，视觉算法软件 Mech-Vision 及

机器人运动算法及软件 Mech-Viz，并提供

多种典型应用的参考设计和现场服务。梅

卡曼德完整的解决方案可使机器人厂家和

集成商迅速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完成无序

物体抓取、视觉引导拆垛、混合码垛、精

确定位装配等应用。

将携一系列机器视觉检测设备亮相，包含

一键式尺寸测量系统，迅识 /AgileVision

机器视觉算法开发平台，工业机器人视觉

分拣系统。

9 月 17 日至 21 日，期待与大家相约

在 8.1H 馆 C009 展位，相互交流，共同探

索视觉检测技术及深度学习在工业生产中

各环节的应用。

可快速地为用户进行定制化算法的开发，

满足更加复杂的视觉检测需求，大幅缩短

项目开发周期。检测内容包括外观缺陷、

完整性、颜色判断、计数、读码、字符识别、

测量、定位等。其中，高级神经网络算子

可以用于创建深度学习算法，满足高度智

能化的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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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动：实现科技的无限可能

展位号 — 8.1H F125

推荐展品一：单轴机器人全球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BI 

MOTION) 为台湾传动元件专业制造厂，

TBI MOTION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专注创

新研发与设计，拥有多项产品设计专利并

且通过 ISO9001 认证，1986 年成立至今，

经销营业据点分布全球，”质量保证、供

货稳定” ，广获各国客户的肯定。

TBI MOTION 产品线齐全、MIT 台湾

制造生产，主要产品：滚珠螺杆、线性滑轨、

滚珠花键、旋转式滚珠螺杆 / 花键、单轴

机器人等。

产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实际应用于以

下产业：

1. 自动化工业  2. 半导体工业   3. 产业

级机械  4. 医疗级工业  5. 绿能产业  6. 工具

机机械  7. 机器人产业 8. 自动仓储系统等

相关产业，TBI MOTION 在各领域均有优

异的成绩，同时提供客户技术支援、产业

分析等差异化服务以满足客户需求。

滚珠螺杆与线性滑轨的双重组合，使

其在安装、更换上的时间能更加地精简且

保持使用之寿命，相较于传统所用的线性

平台装置，需经导引及驱动元件的选择，

并一再地调校检测，加上体积大易占空间

等问题；故而选用 KP 单轴机器人系列是

为经济实惠的方式，它能提供便利安装、

快速搭配与高刚性、体积较小等优势，可

减少客户端的使用时间和环境应用空间。

推荐展品二：滚珠螺杆

滚珠螺杆是一种利用内部的钢珠的旋

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的机械元件。滚珠

螺杆相较于传统的 ACME（艾克姆）螺杆，

有更长的寿命、环保、运作更稳定的特性。

滚珠螺杆的特色：

1. 高信赖性 

2. 圆滑的动作性 

3. 无背隙与高刚性

 4. 循环方式 

5. 优异的耐久性

双环传动携SHPR系列减速机与您相约2019工博会

展位号 — 8.1H C212

C 系列高精密关节减速机

推荐展品：SHPR 系列减速机

2019 年 9 月 17 日 -21 日，浙江双环

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将携 SHPR 全系列

高精密减速机产品，与您相约在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致力不断提高产品批量化制

造水平和产能，打造国产高精密关节减速

器精品。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2472）是国内首家精密齿轮传

动件研发制造上市公司，设杭州总部、机

械研究院和五大制造基地；产品覆盖机器

人、汽车、轨道交通等领域，服务 15 家

世界 500 强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博士后工作站、CNAS 实验室、省重

点企业研究院等专业研发机构；承担多项

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浙江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等奖项。

         双环高精密减速器是依托国家 863 项

目、首批智能制造专项开发的机器人核心

        双环 SHPR 系列高精密减速机是依托

国家 863 项目、首批智能制造专项开发的

机器人核心部件。目前已实现 SHPR-E 系

部件。目前，公司的机器人关节减速机产

品—SHPR 系列高精密减速机已实现

6-500Kg 工业机器人所用 RV 减速机的全

面覆盖，客户包含多家国内工业机器人龙

头企业，在 2018 年实现数万台套的市场

验证。目前，致力于进一步提高产品批量

化制造水平和产能，提升产品精度寿命。

为本土机器人企业提供同比国外厂商的优

质服务，打造国产高精密关节减速器精品。

双环传动将继续秉承“好一点，好很

多”、“只为高质量传动”的理念，为行业

的发展传递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值得行

业信赖的机器人高精密减速器专业供应

商。

列及 SHPR-C 系列共计约 30 余个型号产

品的设计开发及批量应用。

SHPR 系列减速机具有精度高、背隙

小、效率高、噪音低、寿命长等优点，广

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高精密变位机、机

床刀头刀塔、航空航天及医疗设备等领域。

其中，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实现 6-210Kg

工业机器人用关节减速机的全覆盖。

弗图尼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 — 8.1H C010

推荐展品： PhoXi 3D 扫描仪

Photoneo 3D 扫描器 - 规格

三维点云 , 其中的每个点都包含它在三

维空间中的 [x,y,z] 坐标信息。因此，可以分

基于一种创新的平行结构光技术 ,

Photoneo®3D 相机有着高精确度、高精密

度、扫描速度快等特点，并能捕捉运动中

的物体。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很荣幸的介绍这

个世界上精密度最高的 3D 相机 ( 和其他

3D 扫描仪的输出是什么：

商业上可用的 ToF 相机、ster eo 相机、主

动光相机比较 )。 

我们的相机在没有直射太阳光和非反

光物体的情况下，在 1.5 米的工作距离，

可提供对扫描区域进行至少 5fps 的扫描。

大寰电动手爪：提供稳定工业抓取，赋予抓取更多可能

展位号 — 8.1H F192

推荐展品一：AG-95 系列夹爪

1.  大行程，精确位置控制，完美适应不同

大小物体：手指开合行程大，手指抓取重

复定位精度高于 0.03mm，满足不同大小

物体、不同场景抓取需求。

为了满足工业生产中日益增加的多样

性、柔性化和智能化的抓取需求，大寰机

器人自主研发并推出国内首款大行程、抓

持力可调、自适应机器人电动夹爪，使机

器人末端手爪更具通用性，为 3C 电子、

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与仪器、服务机器

人等领域数十家客户提供机器人抓取解决

方案和技术服务。

目前，大寰机器人已开发了多款手爪

产品，包括平行两指电爪 PG-50 & PG-80，

自适应两指夹爪 AG-95 和自适应三指机器

人手DH-3 等。几款产品均已应用于工业、

商业、科研等场景中。同时，大寰可针对

客户项目需求，提供定制化抓取方案。

大寰电动夹爪可适配于主流协作机器

人和工业机器人，相比传统的非标定制手

爪更加方便和灵活。大寰目前已经与多家

国内外生态伙伴与企业达成战略合作，结

合 2D/3D 视觉技术，提供自动检测、识别

与抓取智能解决方案，使机器人更加柔性

化与智能化。

2019 年 9 月 17 日 -9 月 22 日，第 21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

心举办，届时大寰机器人也将携其最新产

品出席。

2.  精确调节抓力，适应不同物体：最大抓

力可超 100N，可连续调整抓取力度，抓

取可刚可柔。最小抓力可达 10N，可以轻

松抓取纸杯、鸡蛋一类软性易碎物体。

3.  抓取反馈与掉落检测：AG-95 系列夹爪

提供最完整的参数调整与抓取状态的反

馈，用户可以通过自己设置阈值，实现对

被抓物体掉落与否的检测。

4.  自适应抓持：夹爪可根据物体形状，自

动切换平行与包络抓持模式，提高抓取成

功率。

5.  一体化设计集成：夹爪一体化集成电机、

传动机构、驱动控制系统，结构紧凑体积

小，防护等级高，适应工业现场，减轻机

械臂末端夹具负载。

6. 无缝集成与扩展：支持 Ethernet、RS485、

I/O、USB、CAN 等多种主流通信协议，可

与工业、协作机器人系统无缝集成。

主推展品二：PG50 夹爪
1. 小体积，大行程，精确位置控制：PG50

结构紧凑，手指开合行程大，抓取重复定

位精度高于 0.03mm，满足不同大小物体、

不同场景抓取需求。

2. 精确调节抓力，适应不同物体：最大抓

力可超 50N，可连续调整抓取力度，抓取

可刚可柔。最小抓力可达 5N，可以轻松

抓取玻璃、半导体材料一类易碎物体。

3. 抓取反馈与掉落检测：PG50 夹爪提供

最完整的参数调整与抓取状态的反馈，用

户可以通过自己设置阈值，实现对被抓物

体掉落与否的检测。

4. 平行抓取：简易的手指结构，实现单一

平行抓取，更贴合实际生产中夹持机构的

抓取方式。

5. 一体化设计集成：夹爪一体化集成电机、

传动机构、驱动控制系统，结构紧凑体积

小，防护等级高，适应工业现场，减轻机

械臂末端夹具负载。

6. 无 缝 集 成 与 扩 展：支 持 Ethernet、

RS485、I/O、USB、CAN 等多种主流通信

协议，可与工业、协作机器人系统无缝集

成。

析物体的位置和形状，或者使用它的位置和

旋转角度作为机器人夹爪的定位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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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奇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馆 CTO
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首席架构师 

张发恩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宇 杭州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合林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 戴柳 中科新松有限公司总裁杨跞 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院长 张铭杰

ABB（中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ABB 机器人与运动控制事业部中国区

总裁 李刚业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 钱晖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岡久学 德国雄克中国区总经理 杜尚俭博士 名傲移动机器人 ( 上海 ) 有限公司中国区
销售副总裁 Emil Hauch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金博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贾永华 美国 ATI 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CEO Robert Little

苏州艾利特机器人有限公司 - 总经理曹宇男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总监  田玮

上海节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李明洋

 上海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AI 科学家  卢策吾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曲道奎

为响应国务院提出关于深化 “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 互联网的指导意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先进制造业从 “机器换人” 到 “人机协作”，引领产业加速升级。
本届论坛以 “协作、互联、智领未来” 为主题，汇聚国内外知名机器人制造企业和应用企业，旨在加快建设和发展协作机器人、工业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三者的紧密联合，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催生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为制造强国提供新动能。

论坛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