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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全球领先的
自动化与工业机器人展会上，史陶比尔即将证明
创新技术如何完成从研发到实践应用阶段的快速
转换。在8.1馆的A131展位，展会观众将会看到生
动演示—— 为智能生产而开发的互联机器人使生
产过程更高效、更透明、更灵活、更智慧。

史陶比尔集团工业机器人事业部经理Gerald Vogt

表示：“在上海工博会，我们将展示一条真正的智
能生产线，在这里，高性能机器人和移动机器人
系统HelMo与人类直接协作，自动化生产工具快
换系统。这将证明，工业4.0生产如今在史陶比尔
的参与下已成为现实。”

倍加闪耀的将是新一代TS2 SCARA系列机器人
的面世，采用了全封闭式设计，通信及电气线缆
内置于手臂。这是SCARA系列首次应用已在六轴
机器人上应用专利的 JCS 驱动技术。借由这项先
进技术，如今四轴机器人也可以实现卫生设计，从
而为更多敏感区域的新应用做好准备，例如半导
体、食品、制药和化妆品等行业。

同时，作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史陶比尔充分了解汽
车、生命科学、食品、机加工等领域的需求。史陶
比尔机器人将在展会现场展示全系列敏感环境机
器人，适用于各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业环境。

亲临探索2018 上海工博会史陶比尔展位。
我们期待与您如期会面。

更多工博会信息
扫码查看主题网站 

人与机器专家
人类主导变革，
机器人加速创新。

我们的机器人既能独立工作，也能与人协同。
凭借机器人的协助，我们得以在各行各业实现智能生产，甚至
包括最敏感的工作环境。



在上海工博会，史陶比尔将通过搭建一条智能生
产线来展示当下我们所处的自动化新时代。我们
采访了 Gerald Vogt ——负责史陶比尔全球工业
机器人业务的集团事业部经理，他解释了展示单
元背后的基本原理，并概述了数字化生产带来的
益处。

Vogt先生，当您提到“自动化的新时代”，这个说
法会不会言过其实了？

Vogt：我确信如此，得益于工业4.0 和数字网络，
工业自动化正进入一个新时代。任何一位在看上
海看到我们的智能生产展示单元的朋友，都能马
上意识到，这不是改良，而更是一种革新。在这
里，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展示了突破性技术——这
种技术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却又同时可以提供更
多可能性和巨大优势。

可以举个例子吗？

Vogt：通过OPC UA所有的工作站都可以互相联
通，我们通过它展示全面的数字网络；另外凭借 
HelMo 移动机器人系统，我们展示出其在仓储管
理和装配应用中可以发挥的作用；突出的人机协
作 MRC 优势，证实了在一套工业4.0单元中，可
以极为经济地完成工件的个性化组装。所有这一
切都证明史陶比尔是数字化生产的不二之选。

史陶比尔显然覆盖了当下所有工业机器人所涉
及的主要领域，但在工博会肯定不止你们自己一
家展示这些，对吗？

Vogt：我不太确定。当然在展会上会有很多关于
这些主题的个展。但我敢说很难有其他展商在数

智能生产的数字世界

Gerald Vogt 
集团工业机器人事业部经理

字网络生产设施中制造真实的产品，同时融入独
立生产单元、移动机器人、人机协作 MRC 工作站
和协作机器人。

这是否意味着在工博会你们将在工业4.0生产环
境中真实展示为一家客户实际生产工件？

Vogt：是的，那正是我们要做的。不过在这个情境
里，“客户”并不是陌生人。正是史陶比尔工业连
接器事业部，而产品是其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
来到我们展台的观众可以亲自见证产品是如何高
效且经济地在我们紧凑的智能生产单元中被生产
加工的。

对于一个数字生产过程由什么构成，您可以给我
们一个粗略的概念吗？

Vogt：实际的生产过程是从工具快换装置的独立
模块预装配开始，由三台单独的机器人单元完成。
然后，位于中央的人机协作MRC装配工作负责将
独立的模块装配到换枪盘。在装配台上，各模块
按卫星分布状被安装在锁紧基座上，一台六轴机
器人在操作员牵引下，从操作台待转移位置拾起
该锁紧基座。装配完成后，操作员手动呼叫AGV

将换枪盘运输到QA质量检测工位。经测试的产
品会被经传输带送至包装和运输。

请问部件到达机器人单元的交付过程是怎么发生
的？部件该如何组装的信息又是怎样传导到中心
操作工作站的？

Vogt：在这条智能生产线上几乎所有的内部物流
都由HelMo移动式机器人系统完成。这些机器人
能够在生产环境内自由导航并自主停靠在每一个

工作站内。移动机器人可以使设备的物料得到持
续不间断地供应。每一台这种自主导航平台都装
载了一台我们最新的TX2六轴系列机器人，这种
机器人外置一层为人机交互工作情境设计的安全
皮肤。这层皮肤会使机器人感知到来自人体的不
可预见的触碰时立即在它的运行路径中停下来。

在人机协作MRC工作站旁有两个手动工具手柄，
那是做什么用的？

Vogt：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这台六轴
TX2-90机器人是由操作员手动来操控。操作员可
以直接简单且丝毫不费力气地指挥机器人的动
作。

但缓慢的手工操作是如何跟非常快速的机器人
协作的？

Vogt：实际上这一协作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发
生。举例来说，在这个情境下，部件的转移发生在
一个未定义的点上。由操作员引导机器人，精确
地运行到移动的位置，并让它拾取部件。机器人
会主导之后的操作，因为在人工装配站下一个位
置是明确定义的，机器人已经明确知道该部件需
要放置在哪里。

为什么要通过人工来完成最终装配环节？你们的
工作人员做这个任务速度不会太慢吗？

Vogt：在这个案例中，纯粹的速度并不是决定性
要素。在特定生产条件下，人机协作有着无可比
拟的优势，这个应用是最好的案例。快换系统的
装配方式多元化到难以置信，几乎每一个快换装
置的生产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多样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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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很难实现使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所以必须
要配置操作员，人工装配的灵活性就可以起到非
常巨大的作用，其余的则交由机器人来完成。将
人工操作的巨大优势与自动化结合，是实现高柔
性、高效率组装解决方案的关键。

身处这样一个具有广泛多样性的工具快换系统
中，问题是在连贯的不同系统中操作员又如何知
道需要执行哪个装配步骤？

Vogt：操作员通过安装在工作站内的显示屏接
收到装配指令。另一种方式是在数字智能眼镜上
显示相关信息，我们也将在工博会上展示这种应
用。

在这个生产车间，大量的流程步骤都或多或少地
自动运行，那么问题出现时，谁来行使监督这一
切？

Vogt：这就是智能生产的一个关键优势。通过 
OPC UA 传输的数字网络，系统具有以前所无法
想象的数据深度。通过所谓的数据实时监控系统 
(Cockpit)，各种各样的信息——从生产状态到机
器人每个轴的负载，都可以通过按下一个按钮来
获取。你想象不到能比这个更加透明的系统。

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困难的是在任何一个瞬间如
何能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需要的信息？

Vogt：就像操作智能手机一样简单。我们可以从
数据实时监控系统中调取三层不同等级的数据。
第一级提供了生产车间的概览和完整的生产状
态。上升到第二级，你将到达生产模块，这个层
级可以看到系统部件例如传感器、视觉图像处理

等。上升到第三级，生产管理者将会特别感兴趣。
在这个最深层级，所有的生产和机器参数都可以
检查到，并在必要时可以得到优化。

哪些参数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而在实际中有意
义的优化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Vogt：当然。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数字网
络使得我们可以监控机器人的健康状况，执行预
防性维护策略，不仅可以节省成本，更能以几乎
100%的可靠性来避免故障。

最后，如果让您用三句话总结智能生产的好处，
您会怎么形容？

Vogt：数字化网络生产结合人机协作MRC工作
站，为突破相对严苛的生产理念和实现智能、高
柔性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些解决方
案完美适用于满足越来越多的个性化生产带来的
挑战。在未来，用户将能够实现更加经济、柔性、
高效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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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RA 机器人性能再攀新高
2018 工博会TS2 四轴机器人中国首发

随着在工博会上首次展示TS2 SCARA 系列机器
人，史陶比尔达到了机器人性能的全新等级。完
全重新设计的四轴机器人应用了史陶比尔专利
JCS齿轮减速系统驱动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周期
时间。该系列机器人亦具有革命性的卫生设计，
为其在敏感环境中的使用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这一新款型机器人和先前的系列有哪些相同点
呢？Jean-Marc Collet 先生简短有力地回答道：“
完全没有。”这位史陶比尔集团工业事业部市场部
经理在谈及新款型机器人的创新之处时，情绪愈
发高昂：“我们的彻底革新了SCARA机器人。如
今，TS2系列采用模块化设计，并且首次应用了
史陶比尔专利JCS驱动技术。该技术已在我们的
六轴机器人上开创了新标准，是极大地提升四轴
TS2性能的关键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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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 SCARA 具有紧凑的封闭式设计，通信及电
气线缆内置于手臂中。无外部布线，因此外部无
不规则轮廓、无机械损坏风险、可避免颗粒物污
染。外壳完全密封，可选配丝杆保护罩壳，并使
用特殊螺钉密封，根据需求可将连接接口隐藏于
机器人底座下，系统性地排除“卫生死角”，无疑
树立了现代自动化设备卫生设计的标杆。在推出
标准版机器人不久后，专门调整用于制药、医疗、
食品应用及UL和ESD防静电等认证的各类史陶比
尔TS2 款型将相继面世。

“我们的新款高速SCARA机器人是‘有求必应’

重新定义设计与性能
 高性能运动控制性能
 全封闭式设计
 史陶比尔专利 JCS 

驱动技术
 独特的圆柱形工作范围
 手臂内置包括 Cat5e 在内

的用户电气回路，高连通性
 敏感环境卫生设计

TS2-40
工作半径: 460 mm

TS2-60
工作半径: 620 mm

TS2-80
工作半径: 800 mm

TS2-100
工作半径: 1,000 mm

"我们为史陶比尔SCARA 
机器人做了一个整体升级。
如今它们都是模块化的设
计，并且首次集成了我们独
有的、已成为六轴机器人新
标准的 JCS 驱动技术。"

Jean-Marc Collet
集团工业机器人事业部
市场部经理

的，可满足所有应用需求。”Collet 先生补充道，“
标准版机器人可用于所有装配任务，但它们经简
单的调整后就可以用于敏感生产环境，开拓新的
应用可能。适用于所有我能想到的应用，可满足
最严苛的卫生要求或净室要求，囊括食品、制药
到光伏等应用。此外，所有TS2系列机器人都可以
使用H1食品级润滑油，且性能丝毫不受影响。”

具多重优势的模块化设计
全 新 机 器 人 系 列 包 括 以下 四 款：T S 2 - 4 0 、
TS2-60、TS2-80和TS2-100。凭借四轴TS2-100

款型，史陶比尔拓展了前代系列产品，将工作半
径拓展到令人惊艳的1000毫米，覆盖原四轴机
器人400至800毫米的工作半径。总的来说，新款
SCARA机器人相比于前代，结构愈发紧凑，工作
所需空间也大大缩减。并且它们具有一个额外优
势—— 四轴机器人首次可以选配集成式工具快换
系统。

仔细观测不难发现这四款机器人的共性。这并非
巧合，而是创新模块化设计的结果。Collet 先生
解释道：“首先，模块化设计可以极大地缩减新
款SCARA机器人的交付时间。此外，我们节省了
不必要的开支，使我们的备件储备合理化。由于
我们现在使用史陶比尔专利JCS驱动技术，同时
始终坚持高度纵向整合的生产策略，我们不再依
赖于某些部件供应商的可靠性。因此用户不仅乐
意看到史陶比尔机器人在效率、噪音及精准度各
方面高性能的提升，也可以从我们更短的交付时
间中获益。”



“移动式机器人几乎为自
动化生产加工过程增加了
无尽的灵活性。另外，系
统完美适用于无工作人员
的夜班期间的库存补给供
应。运营商将从显著增加的
产能上获益，并从这样的资
本密集型机器园区获得投
资回报。”

Peter Pühringer 
史陶比尔德国拜罗特伊公司 
工业机器人事业部经理

连接器组装产线上的HELMO移动式机器人系统

自动化无处不在，随时为您所用

移动式机器人系统一直是热议话题，但真正成功
的实践还很少，在许多工业企业，它被列为愿望
清单中的优先项。然而，史陶比尔电连接器部门
已将其投入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移动式机器人
助手通过其优异的柔性使组装产线实现了高级
管理。 

史陶比尔电连接器部门是用于所有工业领域的
电连接器的全球领先制造商之一。该公司不仅在
产品质量上设立了行业标杆，更是引领了创新生
产技术的发展。在其应用广泛的产品系列的生
产中，来自瑞士的技术专家偏好采用混合式组装
系统，即工作站内包括全自动和手动两种生产方
式。该策略唯一的缺点在于，如果操作人员由于
生病而缺岗，那么会造成整条生产线的停工。此
外，不可能进行无人员参与的夜间轮班生产。

应对这一情景，如今公司采用了最理想的解决方
案：使用来自史陶比尔工业机器人的HelMo移动
式机器人系统。只要经过培训，HelMo就可以完
成各类组装产线上的绝大多数的手动工序。这位
生产助手在它自己的工作区域导航，当距离人类
同事过近时会减速或停下，确认安全后再继续沿
路线行进。

不仅是机器人，更是灵活的生产助手
HelMo抵达其工作区域后，会先用几分钟时间来
进行任务准备。通过参考工作站上的三个固定
定位点，机器人会将自己精准定位，误差不超过
十分之一毫米。然后，HelMo会通过组合连接系

使用了HelMo之后公司的交付能
力得以显著提升。

关于 HelMo

HelMo是一款移动式机器人系统，可以
通过始终运行的三台内置式激光扫描器
监测周边环境，完全自主地在其路线上导
航。HelMo可以全自动地完成工作任务，
也可以与人类协作完成。

它配备了载重15 kg、行程1200 mm的六
轴TX2-90L标准版机器人。该六轴机器人
可以精准、安全地完成包装工序。所有安
全功能经过验证，符合SIL3/PLe标准的
严苛要求。

统——当然也是来自史陶比尔——连接自己与固
定的充电、充气插座，并开始它的工作。为了让
HelMo可以灵活操作，设计者为它装备了一个来
自史陶比尔工业连接器的自动工具更换系统。
因此，今天它可以完成连接器外罩壳和触针的放
置，而明天就可以根据指令进行组装过程的另一
步骤的操作。在瑞士Allschwil的工厂中，HelMo

不仅仅被认为是一台机器人，而更被看作是可极
为灵活地协助各项工作任务的助手。

使 用移动 式 机 器人的意图不 在于取代 人 类 劳
动——不论是从生产还是经济角度都是无意义
的——而在于部署HelMo作为灵活的“替身”以
提高混合式组装产线的利用率或应对高端需求。
工人因病痛或其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的缺岗不会
再使Allschwil无法正常运转。得益于HelMo，公司
的交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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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针对敏感环境的机器人
为敏感工业应用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医药、生物科技、食品、电子、半导体、净室、实
验室—— 史陶比尔提供合适的、完整系列的机器
人用于各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业环境。同时， 作
为精密机械专业制造商，史陶比尔提供各类高
效率、高标准的机器人，以满足各种特殊工业需
求。

史陶比尔现有的机器人面向所有自动化技术应用
市场，可承载1-150kg，包括高速SCARA、快速拾
放机器人和六轴多关节机器人。得益于其独特设
计，标准版机器人只需相对很小的改动就能适应
敏感环境。

史陶比尔为其六轴机器人自主研发驱动技术而非
通过外购市场上普通的传动系统，如今正从中大
获裨益。凭借封闭结构以及手臂内部走线的设计，
史陶比尔机器人从体型较小的机器人到 TX200 系
列的大型六轴机器人，成为应对最极端环境的理
想装备。

这也解释了史陶比尔为何能够提供世界上最全
系列的面向敏感生产环境的机器人，并毫无疑问
地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所有敏感环境机器人
能达到与标准版机器人同样高水平的性能，而
其名称中的后缀，如HE 潮湿环境、Cleanroom 
净室、Supercleanroom 超净室、ESD 防静电和 
Stericlean 无菌，旨在指出产品适用领域。

 HARSH 严苛环境
 HE卫生和潮湿环境
 Stericlean 无菌
 SCR 超净室
 ESD 防静电

“史陶比尔是敏感环境工
业机器人领域中的佼佼者。
早在25年以前，史陶比尔净
室机器人首次用于电子芯
片制造工艺。10年前，在开
发出全球第一台具有灭菌
性的机器人后，史陶比尔就
取得了制药工艺自动化领
域里程碑式的成功。凭借出
色卓越的设计，我们能够轻
松改变标准版本机器人，提
供适合不同应用的不同版
本，已满足不同的应用领域
需求。”

张振惠
史陶比尔(杭州) 
工业机器人事业部经理

超过 10 年潮湿环境专业经验 
史陶比尔工业机器人事业部已系统性地拓展其
HE潮湿环境产品系列。凭借抗腐蚀、耐酸碱、耐
高温的特性，清洁系统中的极端环境并不会对史
陶比尔六轴机器人或 TP80 快速拾放机器人造成
永久性伤害。不管是用于水射流切割、机加工，或
是用于工件清洁，史陶比尔HE机器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是首选。在卫生标准极为严格的食品工业，
史陶比尔 HE机器人同样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机
器人本身也方便用清洁剂、水枪冲洗作为日常的
清洁维护。

适用于各种净室应用的 CR/SCR 机器人
在净室环境应用方面，全封闭的史陶比尔六轴
机器人表现卓尔。标准版 TX2、TX/RX 系列符合 

ISO 5 级净室。产品名称中带“CR”及”SCR”后
缀的即为净室/超净室机器人，以表明达到 ISO 4

级净室的技术标准。根据市场需求，史陶比尔将
持续发展净室兼容性以达到一个更高水准，并将
推出满足 ISO 2 级洁净室要求的净室版本。

适用于无菌环境的 Stericlean 机器人
自全球第一台 Stericlean 机器人面市以来， 史陶
比尔已经在 VHP(汽化过氧化氢)环境中无菌工艺
自动化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所有六轴TX/

RX机器人系列如今均可选遵循GMP 严格准则的
无菌版本。得益于独一无二的全封闭设计、加压
部件所采用的不锈钢以及特殊表面涂层，这些精
密机器能够在无菌生产环境中不间断工作，机器
人无菌环境工艺自动化因此有了突破性发展。

ESD 防静电机器人
针对静电释放的生产环境，尤其会破环电子产品
生产的，史陶比尔也提供了完美的应对方案。所
有六轴及四轴 SCARA 机器人皆可选用ESD版本
[10 x - 10 y (Ω /□)]，提供静电放电的最佳防御。

“这些专门设计都体现在 ESD 机器人本身洁净、
稳定的性能上，而且绝不低于同类标准版机器
人，”张振惠先生补充道。“它们和我们的常规系
列一样精确、快速而且可靠，在极端环境中，甚至
在使用食品级润滑油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色，性
能不减退。”

汽车
金属

汽车
食品

医疗
制药

生命科学
半导体 / 光伏

汽车
电子



成功案例

精准轨迹控制 
致胜激光领域
寻找激光切割应用的正确工具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客
车”）创建于1963年，现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
的客车制造商之一。如今宇通客车日产量逾340

台，出口至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往制造商为了生产用于客车的多种金属组件和
车身部件，通常依靠传统工艺，如冲压、钻孔和
整边；发展至近些年，机器人也仅用于如点焊和
喷涂等对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经验表明，在汽车工业中，传统机器人不具备在
钣金件上完美切割中等大小圆圈的精度。这些机
器人轴控制能力弱，手臂运行速度很慢，夹持工
件时不能随生产线快速移动。此外，轻量型机器
人不够稳固结实，极易变形，因而也不能确保满
足完美的激光切割结果的精度要求。

史陶比尔三维激光解决方案
从激光切割(包括CO2激光切割和光纤激
光切割)到激光焊接和熔覆，史陶比尔将
传统的运动控制优势和技术革新延伸到
激光领域。凭借卓越的轨迹控制精度、高
速度、可靠性脱颖而出，代表了柔性激光
应用技术的最高水平。

提升精确性和生产力的高精度机器人
幸运的是，这一趋势已出现逆转，激光切割机器
人解决方案越来越受到汽车与客车制造商的青
睐。早在2011年，宇通客车就开始将史陶比尔
RX160L机器人集成到其生产线中。该款六轴机
器人以吊装的方式夹持着激光切割工具，能够
快速、精准地切割由一个移动平台进行传送的车
门、减震器和其他钣金件，加工出从最小的圆形
剖面到更复杂的3D自由曲面的所有产品。

得益于中空铸铁构造，RX160L机器人具有坚固且
紧凑的机身，确保了高等级的刚性。此外，由于使
用航空用铝材，机身不易弯曲变形。这些都使得
机器人能够完成超高精度的激光切割操作，从而
达到制造商的严格质量标准。

高效、高速、高精度
“我们经过对比发现史陶比尔机器人本体质量
比较轻—同样臂展的机器人基本上质量是其他厂
家机器人的一半，因此对于吊装和柔性加工比较
有优势。”本土集成项目经理说道，“一些整车厂
家对于设备的安全、加工效率的要求非常高。史
陶比尔机器人的精度和速度更好一些，而且它的
平台相对开放，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史陶比尔合作
的原因。”

相比于传统的五轴切割机床，史陶比尔解决方案
极大地节省了成本，并加快速度。“RX160L 机器
人效率很高，重复精度定位高达±0.05mm，一般
机器人难以匹敌。运行速度与传统激光切割机器
相当，而成本大幅降低，用户进行产品切换也更
灵活。”

凭借改进的柔性，可靠的跟踪技术，以及更高的
生产量，这一机器人解决方案无疑成为全球汽车
工业中激光切割应用的最佳选择。

倒装式 RX160L应用于钣金件切割

扫码观看 
应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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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产软件与服务
客户支持

除了全新一代的机器人产品，史陶比尔机器人还
将在上海工博会展示最前沿的机器人软件与服务
技术，包括全新史陶比尔机器人软件包 2019在系
统开放性、连通性及综合功能方面均表现卓越。
配合机器人以及开创性的工业 4.0 解决方案，为
数字网络化生产提供最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史陶比尔相信：在服务领域，机器人能够展示出
对人类的真正价值。在机器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从一个项目的规划阶段到完结阶段， 史陶比尔团
队始终伴您左右。为此，史陶比尔已经开拓出三
大专业领域，以确保您的机器人辅助生产系统可
靠、安全以及最优效率，进而满足您的需求。

在机器人使用期限内的各个阶段，史陶比尔员工
都将随时为您服务，为您提供适当工具，助力您
的项目成功。史陶比尔专家团队提供热线、集成
方案协助和培训课程。为优化您的自动化项目，
我们提供可行性试验、实际寿命或 CAD 模拟演
示建议。通过其他服务，史陶比尔专家能帮助您
优化应用配置。

售前支持
我们的销售、应用及售前工程师协同工作，通过
仿真和测试来验证您的项目。售前服务可以与您
指定的集成商合作完成，或按您所需，为您推荐
意向合作伙伴。

销售支持
具备专业能力的团队将指导您完成整个机器人项
目开发过程。我们配有快捷的服务热线，无论是
集成协助、全系列培训课程还是其他相关服务，
我们的销售以及技术人员将始终为您答疑解惑。

售后服务
快速、有效的售后服务将满足您的任何需求，实现
无与伦比的服务质量。

史陶比尔机器人软件包
史陶比尔机器人软件包是基于Windows

环境的软件平台，可同时满足在电脑PC

端的离线开发和在线操作。

该软件具有最先进的工具菜单，以引导您
进行机器人程序的开发、模拟和调试，直
至最终程序的确认并导入到实际的机器
人工作单元中。

维护

生产

设计

安装

销售支持

智能生产

售后服务

售前服务

客户关系管理CRM



CIIF 2018

人类主导变革 
机器人加速创新

【智能生产】技术讲解
在上海工博会展会现场，配合备受青睐的数字化
网络智能生产单元及其数据实时监控系统，史陶
比尔技术专家随之为您带来专业讲解，详细揭开
具有的众多领先技术、及其卓越性能。

日期： 2018年09月19-23日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8.1 馆 A131 史陶比尔展位 

【媒体】新品发布会
时间：2018年9月19日 上午 10:30 - 11:30 

地点：8.1 馆 A131 史陶比尔展位 

内容：
 智能生产与智能数据 
 首创全封闭式SCARA TS2 系列机器人 
 HelMo 移动式机器人系统 
 TX2touch 协作型机器人 
 史陶比尔机器人软件 SRS 2019

【预热活动】签到有礼
时间：即日起至 9月18日
领取时间：展会期间
领取地点：8.1 馆 A131 史陶比尔展位 
参与方式：扫描以下二维码获取专属礼品兑换
码，工博会期间凭礼品兑换券或确认邮件来史陶
比尔展台领取精美礼品。

智能生产

智能数据

人机协作 MRC

行业解决方案

卓越性能

移动 AGV

工博会简报   9 



史陶比尔流体连接器已系统地拓展并重新设计
了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产品系列。得益于公司创
新和全面的“三管齐下”的措施，如今，所有工业
领域的需求都得以更快速、更高效、更有针对性
地实现。

史陶比尔流体连接器投入了大量努力，致力于将
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所有工
业领域。如今，覆盖了所有负载型号的完整产品
线，包括三种不同解决方案，可以灵活的满足不
同工业的特殊需求。

史陶比尔MPS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始终秉承模
块化、柔性化设计理念，满足每个 使用者的需
求。为了最大化的确保工作可靠性，史陶比尔是
世界上唯一自主研发和生产全系列工具快换系统
的制造商。

凭借多年的专业技术，如今，史陶比尔流体连接器
创建了一个拥有三个选项的全方位概念，使得选
择最优工具快换系统的流程尽可能简单快速，这
个概念包含三个产品系列——MPS 完整化，MPS

模块化和MPS定制化。

创新的三元概念
史陶比尔将展示适用于所有工业领域的机器人工具快换系统

完成预设置、可直接安装的工具快换
装置可立即投入使用。

模块化系统可以灵活地适应于
各类用户需求。

MPS 完整化： 
预配置解决方案
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就是MPS完整化，具备完成了
预设置、可直接安装的工具快换装置。在这个方
案设计过程中，史陶比尔侧重于工业领域中最常
见的应用。对于使用者，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些预
配置完整解决方案的订单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并且其中的模块可以灵活地随时进行替换或者更
新。

MPS模块化： 
根据模块化套件选择柔性化解决方案
对于 需 要个 性化 配 置的工 具快 换系 统 应 用领
域，MPS模块化是理想的解决方案。每个工具快
换模块都可以从模块化组装套件中进行组合，从
而满足特殊的应用需求。得益于简单易懂的模块
配置，选择合适的工具快换模块就显得出奇地简
单。这里，客户也可以随时重组工具快换模块，如
有必要，可以令他们满足不断变化的生产技术。

MPS 定制化： 
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针对特殊复杂的应用领域，史陶比尔MPS定制
化可提供客户定制系统。史陶比尔MPS产品专家
从机器人和工具快换系统应用角度出发，将基本
单元有针对性的应用到客户使用现场。这是一个
微调系统，可满足所有关于运行数据、材料质量
和安全要求的严格规定。此外，独立的工具存放
站，令最优系统轻松地集成于完整的生产线上。

2018工博会上，史陶比尔流体连接器将首次演示
三元概念的创新设计，同时将展示工具快换系统
如何实现机器人执行多种不同的任务。这里要重
点说明，所有模块均达到了Category 3 PL d 安
全等级所规定的安全要求。另一重要特点是，工
具快换系统可以安全可靠地适用于所有机器人制
造商。



从控制柜、管线包到机器人工具快换装置，连接
器和快速接头是任何机器人系统运作的基础。
因此它们必须在传输电力、数据、信号、压缩空
气以及流体时拥有100%的可靠性。过去的创新
（如结构轻巧和微型化）已经成为现在的工业标
准，所以现在要求组件必须紧凑、轻便的同时，又
要保持高效。

结构轻巧的关键
在汽车行业中，90%的车身结构都是自动化制
造，同时重型焊枪等工具都是由机器人所操控。
转换到 10 kHz的焊接技术使得机器人焊接枪的
变压器至少变小变轻了50%，而先进的轻质焊接
枪能减少更多的重量。而必须被计算在内的工具
重量，之前达到110千克，现今只有45千克。待加
速的质量减轻了，机器人能够移动更快以到达使
用点，因此极大地缩短了时间周期。

史陶比尔电连接器（前身为Multi-Contact）已凭
借其新设计RobiFix在机器人管线包领域享有盛
名。RobiFix-MINI为10kHz科技产品设计。其基础
结构与RobiFix相似，而MINI在插合状态下大小为
140 x 80 mm，并且比RobiFix轻25%。MINI适合
于需要使用更纤细机械臂来适应更轻质工具的机
器人制造商。焊接枪制造商也希望使用轮廓更纤
细的新连接器，因为新的轻质工具几乎没有表面
区域可用于安装连接器。

紧凑的机器人应用连接解决方案
宽度仅有80mm， 安装方便，使用
安全可靠——RobiFix-MINI

新CombiTac 10Gbit模块
(CAT6A) 可用于RJ45、M12
连接。

模块化 CombiTac 

适用于各种自动化应用

RobiFix-MINI凭借其易于操作和可手工装配线缆
的特点，减少了停机时间和维护成本。先通后断
接触保护，两端的触摸保护以及防误插确保了维
护操作的安全性。在插合状态下，外壳部件能耐
受焊接飞溅并具有IP67保护等级。得益于久经考
验的MULTILAM技术，连接器的可靠性享有极高
的声誉。

工业以太网在自动化的应用
CombiTac模块连接器系统可让电力、热电偶、同
轴连接器、玻璃光纤、压缩空气、液压和以太网触
点在紧凑的框架或外壳中定制化组合。

用于以太网数据传输CAT6A 的新型CombiTac 
10Gbit模块具有良好的抗冲击和抗震动性能，该
特点使其成为用于恶劣环境、移动设备和机器人
以及振动影响较大的应用领域的理想选择。

10 Gbit模块为100000插拔次数设计，并适合于涉
及大量数据传输的制造工业以太网应用领域。出
于比如远程维护或监控的目的，这包括从机器/设
备到制造的数据传输控制网络，机器对机器通信
（机器终端智能交互应用）和不同生产场所之间
的实时数据交换。另外，该模块适用于铁路，因支
撑块材料符合EN45545-2准则中用于铁路运输的
防火防烟要求。

作为标准模块的供应未配置电缆。可选用市场上
RJ45 或M12接口电缆进行连接。因此，当电缆破
损或者接近使用寿命，可直接更换电缆，快速方
便操作；减少了工作量，降低了成本和最少停机
时间。

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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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提高生产力的创新机电一体化解决方案

史陶比尔 (Stäubli) 集团是工业连接器、
工业机器人和纺织机械这三大领域机电
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这家拥
有 5000 多名员工的企业创造了超过 12.5 
亿瑞士法郎的年营业额。从最初 1892 年
在苏黎世-贺根市 (Zürich) 创办的一家小
作坊，史陶比尔而今发展成为一个跨国
集团，总部设在瑞士的法菲孔 (Pfäffikon)
。史陶比尔在全球各大洲共计有12个工
业生产基地，在29个国家/地区设立了销
售和服务分公司，代理商遍及50余个国
家/地区。

历史与未来
1892年，史陶比尔在苏黎世湖畔创办，最
初只是一个家庭作坊，由于汲取引以为豪
的传承精湛工艺，而成为机电一体化技术
的先驱。我们也是一家极富远见的企业，
不懈地追求伟大创新，以助力我们的客户
高生产力、高效率和可持续的发展。

www.staubli.com

更多信息:
www.staubli.com/contacts

史陶比尔集团
在全球的分布
www.staubli.com

 史陶比尔公司　  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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