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类产品中性能最优



技术规范：www.universal-robots.com/products

新一代协作机器人

随时提供帮助
结构简练、节省空间、无需改装生产流
水线即可快速集成。可低成本替代几乎
所有人工操作。

让我们开始玩耍吧
触摸屏：通过直觉式触控面板能够实现精细

而复杂的3D视觉记忆功能，提高用户体验。
而通过图形用户界面上的方向键即可快速试教UR机器人完成某

个任务，这一专利技术可让我们快速设置并操作UR机器人，从而略过前期
编程，使得机械操作人员因此而升级为机器人程序设置人员。

首创新特性让机械手臂更加灵活，为您的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编程如儿童游戏般简单
教学模式：握住机器人手臂完成预订路
线，设置机器人就是这么简单。



技术规范：www.universal-robots.com/products 快速收回成本

灵活、协作、轻巧的生产帮手
这款六轴机器手臂共有两种型号，
分别仅重18KG和28KG，
手臂有效载荷分别为5KG和10KG。
臂展可达850 - 1300 mm。

丹麦设计
现代潮流的设计风格，

秀外慧中。
多语言用户界面。

可调整安全参数获得专利
这款UR生产的机器人可通过调整机器
人的安全参数设置，来适应各种生产任
务。此外，其同样具有独一无二的先进
安全性能：通过密码保护的方式，防止
未授权的参数调整。

快速启动：随时待命的机器人
新型绝对值编码器在上电瞬间即可获得绝对位置数
据，无需使用电池。完成初始化后终身无需重新定

位。非常适用于需要自动启动的应用，同样也可集成
在其他机械设备上。

让您的生产活动更安全
由于UR机器人经TÜV（技术检验协会）批准认证并接受该组
织的风险评测，因此该款机器人在工作时无需额外添加安全

装置。UR机器人可代替人工完成肮脏、危险及枯燥的工作，
从而在重复性劳损和意外事故两个方面降低工伤率。而内置

紧急停止功能则更增加了设备安全性。



无限可能

涂胶

焊接

拾取及放置

机器看管

装配

观看视频： www.youtube.com/user/UniversalRobotsVideo/



包装&堆放

质量检验

喷漆

抛光

原料检测

我们研发的机器人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适合各种生产环境及生产流程。

灵活、便于使用的机器人装置可用于小批量、多种产品装配及原料处理等方面。

观看一小段UR机器手臂的视频 观看UR机器人应用于多种场合的视频观看视频： www.youtube.com/user/UniversalRobotsVideo/



水暖设备汽车工业

化妆品

汽车座椅

复印技术

奶油奶酪

机械部件

轴流风扇

禽蛋包装

卷烟

膏状颜料

糖类加工

锁扣系统

金属部件 金属部件

照片：BMW集团



电镀

玻璃制品

高分子化合物制备

封装

精密加工

教育

齿轮

缆绳系统

厨卫排水装置航空航天设备

医学研究 

弹簧

金属卷材

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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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丹麦Trelleborg
机器人型号：UR5：38台，UR10
：4台
行业：工程高分子材料解决方案提供
商
投资回报周期：每台机器人平均12
－18个月
员工人数：丹麦国内350名员工，全
球共有8800名员工。

工作任务：多台机器人用于完成主要
为CNC机器的看管工作。公司专门安
排一台独立机器人，不集成在生产系

统中。该机器人的主要功能
为识别及开发新应用的实验
设备。

项目团队：Jesper Riis，
生产线经理，Henrik  
Tørnes，加工技术经理， 

Istvan Mihura，部门负责人
UR机器人帮助我们显著缩短了供

货时间，我们的生产线因此可以为丹
麦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而在机器人
投入生产后，我们的产品在价格上更
具竞争力，这也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
商机。

新加坡PLC公司
机器人型号：UR10：2台
行业：精密机械加工
投资回报周期：12个月
雇员人数：53 

工作任务：10台UR机器人主要承担
两项工作任务：拾取与放置以及装卸
原料。每台机器人与2台CNC机器配
合。机器人装配特制夹具，可从封隔
式托盘中夹取部件后传给生产线工
人，以完成下一个生产步骤。

Yong Hock Thye， 
业务发展总监：
最能吸引我的是，这些机器人在运作
时十分的安静——你几乎察觉不到他
们正在不眠不休地顺畅运转。它们的
外观也丝毫没有突兀感，这有助于工
人更专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我们把
机器人的投用与专业经验结合起来，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收回了投资成
本。通过与Universal Robots的合
作，在未来一年里我们有信心获得更
大的成就，并进一步巩固双方的互惠
关系。

寻找让您眼前一亮的解决方案：www.universal-robots.com/cases

专业机器人

快速收回投资

安装简易

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高质量完成每个工作任务

保障员工人身安全

人机协同作业



案例
美国BMW集团
机器人型号：UR10：4台
雇员人数：7000
行业：汽车工业

工作任务：BMW位于南卡罗莱纳
州的生产线每天可装配1100辆汽
车，UR机器人用于车窗粘接，并配合
工人按照车门面板各项参数，在正确
的位置挤压粘胶喷头，形成防水层，
确保车门护框粘接牢靠。

Richard Morris,  
BMW工厂装配及物流副主管:
装配机器人不会取代人工劳力，只会
拓展工人的能力。随着退休年龄的增
加，我们的工人越来越年长。我们切
实需要采取手段改变这一局面，保证
工人们的身心健康，从而保证他们的
劳动力。我们将试图让机器人成为工
人们的帮手。因此我想要的机器人需
要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则：可用于
肮脏、危险及大量重复、对精确度要
求极高的工作任务。优傲机器人实现
了这一要求。其中一台UR10已经承
担起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将胶线涂
抹在门框上。每天重复完成这样的工
作，劳累程度不亚于参加一场温布尔
登网球赛。

德国Ferd. Wagner公司
机器人型号：UR5：2台
雇员人数：90人
行业：金属加工/锻接及焊接

工作任务：两台UR机器人用于锻接和
焊接，主要将两个部件连接在一起。
工作温度可达800摄氏度。加工结束
后，通过视检方式控制加工质量。

生产经理，Bernhard Eckert:
我们每年需完成500000到600000
个设备的加工工作，没有比UR机器人
更理想的机械设备了。对我们来说，
成品的精细度是我们最关注的方面。
产品的外观有一定的装饰作用，而目
前采用的手工抛光加工方式，很易磨
损。而这款机器人除了质量保证外还
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和优良的夹具质
量，这两点对我们最终选择UR5型机
器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图片：BMW集团

意大利Cascina Italia公司
机器人型号：UR5：4台
雇员人数：85人
投资收回周期：12个月

工作任务：协作机器人在禽蛋包装生
产线上每小时包装15000个禽蛋。机
器人装配充气夹具，使用托盘将禽蛋
10个1组装入包装盒，之后叠放9层。
这一工作需要非常精密的操作和轻柔
的放置动作。Cascina Italia共有4台
配置UR5机器人的自动化包装生产
线，这些机器人均从代理商Alumoti-
on公司购得。其中3台可灵活配置：
用于多种规格的包装盒（96, 144, 
192 只禽蛋），第四台专门用于可乘
放1400只禽蛋的特大包装盒。

生产线经理，Ruggero Moretti
最初我们不打算使用机器人完成这项
工作，但这款机器人在我们工厂完成
现场演示后，眼见为实的使用效果立
刻让我们改变了主意。90天后，我
们已经用上了新款机器人。这款机器
人的重量很轻，能够很容易的在包装
线之间移动，这正好满足了Cascina 
Italia不同包装规格的需求。此外，我
们还需要能在空间狭小的场所依然可
以正常工作的机器人，并让它们和我
们的工人共同工作。Universal Ro-
bot的机械手臂能实现精密的操作，
避免在装填过程中打碎禽蛋。



智慧选择
在这款轻巧灵活的机器人的开发初期，各种笨重、僵硬

的自动加工解决方案在业界大行其道，即使简单的拾取

和放置工作也使用这些高级设备来完成。

直到我们开发了一款协作机器人，这样的场面被完全改

变了。我们的产品全面颠覆了传统工业机器人给人们留

下的印象。优傲机器人可任意搬放，也可任意调整操作

规程以适应不同的生产流程，可与工人并肩工作并且无

需额外的安全措施。目前我们已实现了以前被认为过于

复杂、成本过高的自动化加工功能。

这一新兴领域在未来将涌现更多的奇迹，

改变我们对机器人的看法及互动工作模式。

首席技术官

Esben H. Østergaard

制造领域堪称范本的转变



全球范围内的成功

我们改变了行业规则

无论您是在德国经营一家5个店员的机械设备商店，

还是在瑞典从事甜菜成分分析，或是在南卡罗莱纳管

理一家汽车装配工厂，甚至在印度装配三轮车，您都

需要合适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Universal Robots已经迅速占领了全球市场，

因为我们的产品可以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特点

分别进行相应优化。我们提供用户体验极佳、

性价比较高的机器人产品，大幅降低了自动化

的门槛。未来我们还将开发一系列专用机器人

设备，继续推广我们的事业。

首席执行官

Enrico Krog Iversen



全球特许经销商Universal Robots A/S

Energivej 25

DK-5260 Odense S

Denmark

+45 89 93 89 89

www.universal-robots.com

sales@universal-robots.com

Universal Robots (Shanghai) Ltd.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银座企业中心805-807 A

陕西北路1388号

上海市普陀区

200060 上海

 

电话：+86 21 6149-9834

邮件：sales@universal-robots.com

www.universal-robots.com

关注我们：

寻找分销商，请访问
www.universal-robots.com/dis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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