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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趋势

数字化工厂时代已经来临！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和推动，传统工厂进入了转型升级大浪潮。

它意味着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制造业，数据驱动生产，满足众多个性化、智能化、高品质的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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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厂的全貌
从产品研发，到生产规划、制造工程、生产执行、服务，数字化模型在整个生命周期里始终保持更新，实现虚拟工厂和真实

工厂的互动同步。

CLOUD 工业互联网 工业云平台 工业大数据 工控信息安全

FRP SCM CRM PLM

MES/MOM

DNS/SCADA

工业云

业务层

执行层

设备管理层

设备层

虚拟仿真系统 CAD CAE CAM CAPP PDM

工业互联网服务

研发数字化

管理信息化

制造数字化

物流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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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环节数字化系统 自动化检测系统 柔性装配系统

智能输送系统 智能仓储系统 智能分解系统 智能包装系统 智能搬运系统



贴近场景 连接智造生态
汇川技术的智能制造以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为核心，贴近场景，深度了解各种复杂工艺，让用户使用更简便、生产更高效。

并与汇川技术提供的控制、驱动、执行、传感等设备互通互联，通过MES、工业互联网构建信息化+自动化的智能制造生态

系统。

工业机器人

可编程控制器

伺服系统

MES系统

工业视觉

CLOUD
工业互联网

Robot

RobotVision

PLC

Servo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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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制造柔性产线
模块化柔性生产线快速响应设计，可以快速实现配置和调试，工艺段应用场景模块化，环境适应性强。MES+工业云，利用

大数据的优势搭建互联网+工业的新型管理模式。

搬运站
1：上下料方便，能根据制造任务或生产环境的变
化迅速进行调整,适用于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
2：视觉识别跟踪定位，可以动态抓取或者动态放
置；
3：可实现高效节能的全自动码垛。

贴标站
1：典型高精度、上下相机对位贴合；
2：高效率（包含飞拍）组装应用的代表。

打磨站
1：利用六关节加磨头，对手机中框进行打磨；强
化机器人的运动学和打磨工艺控制，实现精准
控制；
2：通过离线仿真实现打磨产品轨迹快速导入（
CAM），提升生产效率。

点胶站
1：体现点胶阀和机器人的高度结合，点胶宽度、厚
度精确无误；
2：机器视觉对位，实现点胶轨迹导入，精准高效；
3：机器人控制胶阀进行涂胶控制，提高系统交互
性和点胶效果。

锁附站
1：适合于流水线，设备快速嫁接，无需单独上下料；
2：拧紧机构和机器人配合，实现快速定位和拧紧。

锡焊站
1：机器人和焊枪配合，能够完成点焊、连续焊等较
为复杂的执行动作；
2：强化机器人的运动和焊枪工艺的控制结合，具
备故障自我诊断及修复、适应能力强、独立决策等
特点，安全高效。

AOI站
1：利用视觉检测手机边框的瑕疵，大大提升了
输出产品品质结果；
2：视觉检测技术取代人工，还大幅提升了生产
线的生产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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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解决方案

基于汇川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深度融合信息网络技术与现代工业技术，为企业原料、设备、生产、运输、销售五大环节提供智能互联
服务。
采用“汇川工业互联网平台+APP”方案开展研发设计、生产管理、运营管理等业务，实现市场与研发的协同、研发与生产的协同、管理与通信的协同。降
低运营成本、提高工艺水平及生产效率、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也减少了能源使用。

安全稳定：多重安全网关及加密保护，支持私有化部署，保证客户数据安全。
可靠信赖：3C、注塑、纺织、印刷、包装、制药、食品等多个行业成果案例，长期服务、持续支持。
高效智能：信息化+自动化全套解决方案，深度挖掘工业大数据，赋能工业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基础功能完善

承接ERP计划指令，在车间内部
形成计划排产、作业执行、数据采
集、在制品管理、质量管理等全闭
环、透明化、精细化。

工厂/车间资源管理、车间/产线/工序管理、计划调度、产品数据管理等基础功能模块可配置性强，通过配置能涵盖绝大部分
行业的需求。

汇川技术定位智能制造体系中的MES四大特点

物联网云平台
汇川工业云+智能制造

拓扑结构

功能特色

汇川技术MES产品定位

回归
“执行”

贯穿
精益

体现
CPS

体现
智能

通过MES对人、机、料、法、环等生
产要素进行生产调度、设备管理
(设备互联互通)、物料配送、
计划排产和质量监控。

开放性

①支持用户按实际业务需求，在平台上自主开发部分应用功能；
②API丰富，能与第三方业务系统快速集成。

行业应用丰富

丰富的行业专业应用模块。

可扩展

在生产模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配置即可快速部署，支持多公司、多工厂、多车间、多产线、多工序的扩展应用。

精益生产是工业4.0的基础，因此MES要充分体
现精益理念，并促进其落地，比如： 
1、 通过数据分析，实现提质、增效、降本等。
2、 通过自动排产确保生产计划最优。
3、 通过目视化管理，实现数字化透明化工厂。
4、 通过生产数据及时准确反馈，提供决策基础。

从计划、过程协同、设备底层、资源优化、质量
控制、决策支持六方面着手，实现生产过程的
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管理与控
制，完成智能互联互通，智能计划排产，智能生
产协同，智能资源管理，智能质量控制和智能
决策支持的各项功能。

传感器采集模块

远程运维/应用市场/移动办公

工位看板1
（HMI）

工位看板2
（HMI）

工位看板3
（HMI）

现场总线

工厂私有云 ERP/MES系统

企业内网（以太网）

车间看板1 车间看板2 车间看板3

外网管理
安全网关

产线边缘
计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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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智造产线驱动层主要产品

灵巧驱动  一手掌控
SV820多传伺服驱动系统

强劲的性能不可小觑

共直流母线架构，体积是同类产品的  50%

注：以MS1H1-20B30CB-A331Z为例

电机长度与iphone7p

几乎一致
72.5mm

98mm

77.9mm

50%

体积减少

IS620(4轴）

16
0m

m

SV820(4轴）

16
0m

m

144mm122mm 230mm 173mm

23位分体式绝对值编码器

响应更快、精度更高、出力更大

转矩波动补偿&强化的震动抑制

电机最大转矩350%速度环响应频率3.0kHz

3.0kHz

MS1    400W电机连续工作区
MS1    400W电机短时工作区
HV       400W电机短时工作区

转矩[Nm]

转速[rpm]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0 1 2 3 4 5

MS1H1 - 40B30CB

强化振动抑制功能脉动补偿

补偿后的转矩波动可达到0.5%内  对于高中低频振动都有不同的抑制手段

频率扫描 0.05 0.1 0.15 0.2 （s）

（r/min）
4000
3200
2400
1600
800
0
-800
-1600
-2400
-32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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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智造产线驱动层主要产品

性能出色，体验无暇
高性能小型PLC-H3U系列

H3U系列PLC是汇川技术开发的第三代高性能小型PLC，采用新一代独具匠心的PLC架构技
术，在增加更多丰富功能的情况下持续提升性能。配合完整且严格的软件测试过程，使得
PLC稳定可靠，值得信赖。

高性能，大容量，轻松应对日益复杂的工艺需求
丰富的运动控制功能，让您的设备精确运动无误
灵活的网络特性，支持以太网，CANopen，CANlink，让信息化与自动化无缝连接
更加易用的软件：友好的图形化界面，简化您的应用

大容量 运动控制

灵活网络更加易用

H3U

H2U-XP

执行速度 程序容量 数据容量 高速脉冲能力

定位控制 轨迹控制 电子凸轮

CAN，RS485匹配电阻

COM1 RS485接口：1:1，N:N，增强型N:N，Modbus－RTU（主从），Qlink，HMI监控，自由协议

COM0 RS422接口：Modbus－RTU（从，仅支持RS485），Qlink，HMI监控

USB：下载监控，固件升级，轨迹监控，示波器功能 扩展模块
接口：卡扣式

CAN：CANOpen（主从），CANlink（主从）

以太网IP地址设定

CAN地址波特率设定
以太网：

支持Modbus－TCP

可视化组态

示波器

带参子程序

H3U

H3U

IS620

MD500CANopen
Expansion Card

功能X

子模块A 子模块B 子模块C

机器控制、工厂自动化
升级控制技术带来全新应用体验

√   使用英特尔Core i5系列x86高性能处理器，独立于计算机控制
√   基于LinuxRT+CoDeSys软件平台开发
√   支持PLCopen规范的6种语言编程
√   系统软件包含CoDeSys的PLCopen+CAM+CNC+ROBOT运动控制组件 
√   控制器采用基于EtherCAT总线的运动控制，可接入最多256轴的多轴控制系统
√   采用基于EtherCAT总线IO扩展，可以接入高速IO扩展、普通DI/DO扩展，最多可达32000点
√   配置多个LAN网接口，支持EtherNet/IP、OPC/UA、ModbusTCP等多种通信协议，方便组成不同实时性的通讯网络
√   内置有ModbusRTU主站/从站协议，2个独立的通信接口RS485、RS23，方便与传统设备配合运行
√   根据用户需求，可加载TargetView可视化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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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运算带来高端控制革新
AC810系列智能机械控制器



在400mm臂长、600mm臂长SCARA机器人基础上，公司又陆续推出了800mm臂长的SCARA机器人、1000mm臂长的SCARA机器人、轻量型六关节机
器人等多款机器人产品。围绕贴合、叠片、点胶、锁附等工艺，推出了“机器人+工艺”的整体系统解决方案。

机器人全系列产品
懂应用，更好用⸺离应用场景最近的机器人

IRB100系列SCARA机器人-正装

IRB100-3

IRB100-6

IRB100-10

IRB100-3-30Z15TS3 IRB100-3-40Z15TS3

IRB100-6-50Z20TS3 IRB100-6-60Z20TS3 IRB100-6-65Z20TS3 IRB100-6-70Z20TS3

IRB100-10-60Z20TS3 IRB100-10-70Z20TS3

额定负载：1kg
最大负载：3kg
机型覆盖：IRB100-3-30Z15TS3
                    IRB100-3-40Z15TS3

额定负载：2kg
最大负载：6kg
机型覆盖：IRB100-6-50Z20TS3
                    IRB100-6-60Z20TS3
                    IRB100-6-65Z20TS3
                    IRB100-6-70Z20TS3

额定负载：5kg
最大负载：10kg
机型覆盖：IRB100-10-60Z20TS3
                     IRB100-10-70Z20TS3

IRB100-20
IRB100-20-60Z18TS3 IRB100-20-70Z18TS3 IRB100-20-80Z42TS3 IRB100-20-100Z42TS3

额定负载：10kg
最大负载：20kg
机型覆盖：IRB100-20-60Z18TS3
                     IRB100-20-70Z18TS3
                     IRB100-20-80Z42TS3
                     IRB100-20-100Z42TS3

机器人核心部件

IRB100系列SCARA机器人-倒装

IRB10系列锁附专机

IRB300系列六关节机器人

IRB100-3
IRB100-3-35Z13RS3 IRB100-4-55Z13RS3

额定负载：1kg
最大负载：3kg
机型覆盖：IRB100-3-35Z13RS3

IRB100-4
额定负载：1kg
最大负载：4kg
机型覆盖：IRB100-4-55Z13RS3

集自主研发电批与运动控制于一
体,为锁付工艺提供高效高精的解
决方案
主要应用于如3C电子、电子玩具、
通讯设备、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等
行业 螺丝的高效装配。

IRB10-6
IRB10-6-62Z10TS3 IRB10-6-56Z10TS3

IRB300-3
IRB300-3-60TS5

IRB300-7
IRB300-7-70TS5

最大负载：3kg
机型覆盖：IRB300-3-60TS5
                  

最大负载：7kg
机型覆盖： IRB300-7-70TS5

机器人控制器 电控柜
IMC100R IRCB300-B-F

机器人软件 视觉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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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计算机硬件平台，通过通信链路与其它外设（PLC、UVW、机器人等）
连接；其中分为基础版和深度学习两个版本。

■ 满足亚像素、飞拍等高精度高效率应用需求
■ 满足形变、干扰等复杂不稳定场景应用需求

智能相机：计算单元、光源、镜头、相机的迷你综合体，单相机应用。

实现功能

功能优势

工业视觉软件平台
麒麟视觉控制器

编码器、传感器
高精度光电绝对值编码器，分辨率：23bit

Boxer 系列 SMART系列

引导
GUIDE

国际屈指可数的集成深度学习的视觉控制器
不但能看清而且能看懂

国内第一家基于集成显卡的深度学习推理实现
不但体积小而且成本低

检测
INSPECTION

测量
GAUGE

识别
IDENTIFICATION

■ 体积小成本低，让深度学习技术覆盖到更多应用场景
■ 一体化机箱设计，无插卡，稳定、便携

TM KYLIN

高绝对定位精度：±15角秒以内

高重复定位精度：±3角秒以内

波特率最高可达 4Mbps

防护等级最高可达 IP65

采用双轴承设计，寿命更长；宽范围工作温度-20~105℃

高可靠性光电增量编码器

多安装结构选择：实心轴φ6、φ8、φ10、φ15，空心轴φ8、φ15、φ30

多输出接口选择：开路输出、推挽输出、低压差分输出、高压差分输出

高可靠性：振动10G、冲击100G，短路、反接、浪涌保护

多分辨率选择：50P/R~10000P/R

防护等级：IP54

高可靠性电感接近开关、光电开关

接近开关多型号选择：M6.5、M8、M12、M18、M30

接近开关多感应距离选择：2mm、4mm、8mm、15mm、30mm

光电开关多种类选择：对射式、反射式、漫反射、背景抑制

完全兼容进口替代、高性价比

高可靠性带有反接保护、短路保护、浪涌保护

防护等级：IP67

高性能电容接近开关、超声波开关

接近开关多型号选择：M6.5、M8、M12、M18、M30

接近开关多感应距离选择：电容开关：2mm、4mm、8mm、15mm、30mm

                                                      超声波开关：350mm、700mm、1200、3000mm

高可靠性带有反接保护、短路保护、浪涌保护

防护等级：IP65和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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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产线案例
电路板自动插件生产线

整机自动组装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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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聚焦工业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专注“信息层、控制层、驱动层、执行层、传感层”核心技术。

经过17年的发展，公司业务分为：通用自动化业务、电梯电气大配套业务、新能源汽车业务、工业机器人业务、轨道交通业务。产品包括： ①通用自
动化业务，包括各种变频器、伺服系统、控制系统、工业视觉系统、传感器、高性能电机、高精密丝杠、工业互联网等核心部件及光机电液一体化解
决方案。主要的下游行业涵盖：空压机、3C制造、锂电、起重、机床、纺织化纤、印刷包装、塑胶、冶金、石油化工、金属制品、电线电缆、建材、煤矿、注
塑机等。②电梯电气大配套业务，包括电梯一体化控制器（专用变频器）、人机界面、门系统、控制柜、线缆线束、井道电气、电梯互联网等产品。主要
为电梯制造商和电梯后服务市场提供综合电气大配套解决方案。2019年公司收购了上海贝思特，完善了人机界面、门系统、线缆线束等产品系列。
③新能源汽车业务，包括电机控制器、高性能电机、DC/DC电源、OBC电源、五合一控制器、电驱总成、电源总成等。主要为新能源商用车（包括新能
源客车与新能源物流车）、新能源乘用车提供低成本、高品质的综合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④工业机器人业务，包括机器人专用控制系统、伺服系
统、视觉系统、高精密丝杠、SCARA机器人、六关节机器人等核心部件、整机解决方案，下游行业涵盖3C制造、锂电、光伏、LED、纺织等。⑤轨道交通
业务，包括牵引变流器、辅助变流器、高压箱、牵引电机和TCMS等牵引系统。主要为地铁、轻轨等提供牵引系统与服务。 

公司是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和新能源相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不仅掌握了矢量变频、伺服系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编码器、永磁同步电机等产品的核心技术，而且公司还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电梯、起重、注塑机、纺织、金属制品、印刷包装、空压机等行业的应用技
术。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经获得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1800项（不含正在申请的），其中发明专利307项，实用新型专利1018项，外观专利
278项，软件著作权197项。公司于2010年9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0124。

67个办事处覆盖全国             300家授权认证分销商            800多位一线销售、拓展与服务人员

900家服务中心                       6个备件中心
保证响应客户需求的及时性。

汇川技术深圳总部

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同时在苏州、
香港等地建立多家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