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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的工业机器人

UR机器人在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这台来自UR的娇小灵活的机器人已迅速地
拓展到了全球。各类大，中，小型企业都已发现了使用UR这种现代化的，便于在工作场所移动
的机器人的好处。

发明新世代机器人的创意诞生于2003年：丹麦的机器人研究人员意识到整个机器人市场满是重
型，昂贵，复杂的，由工程师为工程师设计制造的机器人产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
2005年创立了Universal  Robots，希望能开发出适用于各个行业，各种类型企业的机器人（
机器人科技）。

2008年， UR 开发完成了新一代的机器人。从那时起，来自UR的 机器人激发起了业内的强烈
兴趣和热情，而这并不仅因为其经济性的整体实施成本和快速的投资回报。

到目前为止，许多企业因为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体型庞大，价格昂贵，噪音大及
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灵活性，而不得不放弃了无数自动化任务和进程的实施计划。

UR 终于突破了障碍！我们的机器人非常紧凑，而且不需要繁琐的安装及设置就
可以迅速地融入到生产线中，与员工交互合作。任何重复性的生产过程，都能
够使用我们的机器人，并从中受益。

UR自重很轻，可以方便地在生产场地移动。

编程过程可通过教学编程模式实现: 用户可以扶住UR机械臂，手动引导机
械臂，按所需的路径及移动模式运行机械臂一次。UR机器人就能自动记住
移动路径和模式。机器人通过一套独特的、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操作，在
触摸屏幕上，有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功能让用户选择。

UR先进及高效的技术是全球最独特的。整体实施和安装成本非常低。如果
用户购买的UR机器人已包括所需的夹具，从收到UR机器人到投入运转只需
要几个小时时间。

马上开始探索新的可能性，并作出正确的决策吧！

Universal Robots (UR) 重新定义了工业机器人。我们现代化的，灵活的工业机器人为生
产线的自动化，也为您的企业实现自动化展现了全新的方向。

掌控未来的自动化！



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期

195
日

我们灵活及界面友好的机器人
很容易配置到任何生产线上。  
所以采用UR机器人的整体实施
经济性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案列 l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关于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向100多个国家销售产品。这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烟斗烟草制造商和第二大雪茄烟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
集团已在15个国家拥有分部并雇佣大约10000名工作人员。自从1750
年在丹麦初创，其生产从未停止过。

投资回报期

330
日

对于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来说UR是一个明智的投资。UR机
器人让员工可以承担其他更复杂
的任务。



       案列 l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将包装成袋的烟草放入金属包装罐
中是一种乏味的、重复性的机械劳
动，过去一直人工完成。现在UR机
器人及其配套设备完全取代了人工
劳动。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因不
断提高自动化水平，确保了生产成
本不会因为员工薪资的周期性调整
而提高。

UR机器人出现在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的生产线上，很快受到员工们的欢
迎。现在它是一个人人喜欢的、不知疲倦的
同事，而且始终忠实执行自己的任务。

机器人使包装更高效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一直努力优化
其生产，这样才能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有
竞争优势的生产力。这个烟草巨人企业选择
了UR机器人来承担一项在市场上没有其他机
器人能够执行的任务。

现在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烟斗烟草制造商采用
了UR机器人的科技来帮助员工完成重复性的
机械劳动，UR机器人取代了过去由人工执行
的在包装线上提取并盖紧金属包装罐盖子的
工作。

“UR机器人解放了我们生产部门里两名员
工，他们现在负责其他更复杂的工作，让
公司大大降低了聘请兼职员工的成本。”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生产部门经理
Henning Kristensen解释说。

“在我们工厂里没有足够空间设立屏蔽防
护 （指用户在生产线上隔离人和机器人的安
全防护设施），我们最终选择了Universal 
Robots 因为这是唯一一种通过认证能够实现
无防护条件下实现人机同合操作的机器人。
这一特点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生产成本。” 
Henning Kristensen补充说。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的工厂目前坐
落在丹麦Assens区。

“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股东认可继续在丹麦国
内保持烟斗烟草生产业务的必要性。这促使
我们不断优化我们的生产流程。” Henning 
Kristensen又补充说。

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Scandinavian Tobacco Group 始终认为以自
有资源来管理自有机器是非常必要的。

Henning Kristensen说：“大多数机器人用
户都经历过工程师下班或短暂离开时机器出
现故障而导致停工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确
保‘自有维护能力’的主要原因。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生产效率，同时避免聘请技术
顾问的昂贵费用。我们公司自己的技师设计
了与UR机器人配合的夹具，并自己对UR机器
人编程，接着完成了安装和调试并投入使
用。”

优化工作环境



案列 l Oticon

机器人处理显微级微小部件
现代助听产品日趋小型化，你几乎觉察不到
在别人耳内的助听产品。这就要求生产过程
中的高度精确。Oticon是一家高科技助听产
品生产商，它正在使用UR机器人处理仅一毫
米大的零件。

Oticon 使用机器人已经超过十年，但是助听
器小型化和隐型化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企业必
须有能力生产和组装非常细小的零件。

Oction生产工厂的生产维护主管 Arne 
Oddershede介绍说：“现代助听产品的零件
通常都只有一毫米大小，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解决方案来将细小的零件从模具中取出。 人
工是无法完成这个工作的。”

Oction过去使用的大型两轴或三轴机器人无
法达到工作要求。那些机器人只能完成简单
的平面移动，例如：进和出，上和下；对于
复杂些的工艺要求无能为力。

负责经销UR 机器人产品的系统集成专业供
应商Arimiga的销售经理 Lars Gasberg介绍
说：“例如在模具中有一个微小的零件，现
代的工艺要求很可能要求将零件倾斜或处于
某特定的角度。”

多种类，小批量

Oticon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要生产多种类、
小批量的产品；很自然的，必须将生产成本
尽可能地降低。

“我们转向选择了UR机器人，因为我们希望
有一个更灵活的解决方案，对于小批量生产
在经济上最可行的方案。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机器人必须拥有逻辑化的设计，而且让我们
很容易接触到以便随时调整和重新编程以适
应不同生产要求。这样才能满足随时调整以
满足多种类，小批量的生产要求。考虑到使
用传统机器人，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专业工程
师帮助编程和调整，但是使用UR机器人时，
我们自己的 技术人员就可以利用教学编程模
式，很方便地教会机器人所需要的移动方式
和路径。” Arne Oddershede补充到。

才用了不到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在Oticon铸
造线上从安装、调试UR机器人，到UR机器人
开始实际处理非常细小的零件 – 如1毫米大
的滤蜡零件的整个加工过程。

机器人牢固地与注塑成型机连接，
在模具周围移动并提取塑料物件。
通过特殊设计的真空系统实现功
能并能确保不会损伤精密、敏感
的物件。

Oction也在另一个铸造工位使用机
器人，传统的吸管工具被空气泵夹
具取代以处理更复杂的铸件。机器
人的每个工作循环约4到7秒。



案列 l Oticon

“我们的员工都很喜欢并乐于使用UR机器
人，他们现在每次有新的零件要投入生产线
已经不需要麻烦技术人员，员工自己就能完
成编程让机器人很快投入工作。” 

Arne Oddershede补充解释到 。

投资回报期

60
日

Oticon 因非常满意UR 所提供
给于他们的机器人解决方案， 
并已将同样的方案实施在其位
于丹麦及波兰的制造工厂。

关于Oticon:
Oticon 在全球有3500名员工，销售遍及
130多个国家。 Oticon是业是全球三大
助听器产品企业之一。

降低生产的成本



案列 l Thiele

机器人提升生产效率
每天晚上，一台UR机器人在完全不需要人工
照顾的环境中，在Thiele工具公司的銑加
工中心旁边尽心尽职地、不知疲倦地工作
着。Thiele通过采用UR机器人在不增加人
员，不增加机器的前提下生产出更多更好的
小型系列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对Thiele及其他类似的中小型
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为了提升生产效
率，Thiele开始寻找新的业务领域，并由此
开始投资生产小型铣加工零件。但是严峻的
经济形势意味着Thiele没有能力增加人员或
购入新的机器。

自动化就成为了一个解决方案：当单班制人工生产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一台UR机器人就安放在銑加工
中心旁边，在完全自动的环境中开始夜班生产小型
系列产品。这个方法帮助员工从重复性的单调工作
中解放出来去承担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不需要安全栅栏

同时，UR机器人通过运行由其经销商Faude开发并
集成到解决方案中的图形处理系统，自动完成质
保工作

对于Theile来说，根本不需要重新设计和调整其
生产线以容纳这个自动化方案： UR已获得有关认
证，所以UR机器人不需要安装安全防护设施就可以
而可以直接在人机同合的的环境中工作。

仅用了四周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方案的设计、集
成、安装和调试。自从投产后，系统无故障运行
至今。

工业机器人的新认识

UR机器人的出现为小企业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
困境。

“一个小型的制造公司，没有办法采用那些使用标
准夹具的机器人。对于这些公司来说，针对其不同
的环境、工作条件和要求，需要个性化的解决方
案。直到最近，机器人系统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是无
法承担的。但是，采用UR轻型机器人的解决方案，
其成本仅相当于采用其他机器人的解决方案价格的
三分之一。这种优势为小公司提供了对机器人全新
的认识，和采用机器人的可能性。”UR的经销商
Faude公司的Dieter Faude解释说。

机器人打开两扇门，放入原料件，
锁紧钳具；铣加工完成后取出零件
并码垛在旁边.

UR机器人，通过运行由其经销商
Faude开发并集成到解决方案中的图
形处理系统，自动完成质保工作。

挖掘产能潜力



关于Thiele:
Thiele 是一个典型小工具的制造商。他们自己设
计生产流程、检验、测量和生产测试设备并在自己
的数控加工中心为客户生产零部件。
公司目前雇佣大约10 个员工。其主要业务是制造
特殊的单个零件和小批量零件。客户主要集中在汽
车工业，航空航天业，空间技术业和塑料业。

投资回报期

300
日

如果机器人在晚上继
续运行， 那投资回报
期可减少到210 日。



观看关于机器
人的视频

参数表

在智能手机上安装扫描应用程序， 例如： www.i-nigma.com
就可以使用手机扫描条形码
条形码可直接链接到产品视频及在不同客户那里的实际应用视频

我们不承担任何印刷错误或技术指标变化引发的责任

UR5
6关节机械臂， 工作半径850 mm

UR10
6关节机械臂， 工作半径1300 mm

自量： 18,4 kg 28,9 kg

负载重量： 5 kg 10 kg

工作范围： 850 mm 1300 mm

旋转： +/- 360° 度 +/- 360° 度

最大速度:        180°/s TCP速度: 约1 m/s 120/180°/s TCP速度: 约1 m/s

重复精度： +/- 0,1 mm +/- 0,1 mm

安装占地： Ø149 mm Ø190 mm

自由度： 6 旋转关节 6 旋转关节

控制器大小（宽x高x长)： 475 mm x 423 mm x 268 mm 475 mm x 423 mm x 268 mm

控制器上输入输出(IO)端口： 10 DI （控制器： 8DI，工具端：2DI）
10 DO（控制器：8DO，工具端：2DO）
4 AI （控制器: 2AI，工具端：2AI）
2 AO（控制器： 2AO） 

10 DI （控制器： 8DI，工具端：2DI）
10 DO（控制器：8DO，工具端：2DO）
4 AI （控制器: 2AI，工具端：2AI）
2 AO（控制器： 2AO） 

输入输出(IO)端口负载能力： 控制器24V 1200mA, 工具端12/24V 600mA 控制器24V 1200mA, 工具端12/24V 600mA

支持的通信标准:                       TCP/IP 100M兆通讯，适用IEEE 802.3u标
准，适用100BASE-TX通讯介质标准
以太网socket连接 和 Modbus TCP连接

TCP/IP 100M兆通讯，适用IEEE 802.3u标
准，适用100BASE-TX通讯介质标准
以太网socket连接 和 Modbus TCP连接

编程： 图形用户界面，12英寸触摸屏附安装支架 图形用户界面，12英寸触摸屏附安装支架 

噪音 低 低

防护特级： IP54 IP54

电工耗： 一般程序大约200瓦特 一般程序大约350瓦特

同合操作： 所根据EN ISO 10218-1:2006 
－ 5.10.1及5.10.5 所测试

所根据EN ISO 10218-1:2006 
－ 5.10.1及5.10.5 所测试

物料： 铝合金，ABS塑料 铝合金，ABS塑料

温度： 机械臂能操作在温度范围0-50°C 机械臂能操作在温度范围0-50°C

电源供应器： 100-240 VAC 50-60 Hz 100-240 VAC 50-60 Hz

预期运行寿命： 35,000 小时 35,000 小时

6米数据线（从机器臂到控制箱）
4,5米数据线（从触摸屏到控制箱）



安全的同合操作。
UR 的机器人符合欧洲对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ISO10218标准。

机器人有集成安全功能，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 无需为UR
机器人建立安全防护栅栏就可以安装和使用UR机器人。

这当然取决于具体的安装和夹具， 用户应始终对整个应用解决
方案作全面的综合风险评估。

UR将其“让UR机器人能应用于各
行各业、各种任务和各种生产流
程”概念贯彻在UR机器人的整个

设计和开发过程中。



Universal Robots A/S

Sivlandvaenget 1

DK-5260 Odense S   
国家: 丹麦

电话：+45 89 93 89 89

传真：+45 38 79 89 89

网站地址: www.universal-robots.com

邮件地址: sales@universal-robots.com

全球经销网络
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www.universal-robots.com 寻找您附近的UR机器人经销商

CN

Universal Robots (Shanghai) Ltd. 
优傲机器人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1388号
8楼，805-807A室

电话：0086 (0)21 - 61 49 82 33
电话：0086 (0)21 - 61 49 82 34
传真：0086 (0)21 - 61 49 80 01

Universal Robots (Shanghai) Ltd. 
优傲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Room 805-807A

1388 North Shaan Xi Road

Shanghai

China 200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