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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Shanghai STEP Robotic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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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00-92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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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达机器人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527）的全资子

公司，“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的坚定践行者，中国机器人行业领军企业。

新时达是国内机器人产业布局高度完备的企业。在机器人与运动控制系统类业务方面，公司采取双轮驱动模式，以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收
购相结合，发挥自身在机器人控制与驱动技术上自主研发的核心优势，同时通过资本并购等方式不断推进产业布局。目前，新时达旗下拥有众为
兴、晓奥享荣、会通科技、之山智控等多家运动控制与机器人产业的知名企业，完整掌握了机器人专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系统软件等核心技
术。通过多年持续的科研攻关、技术革新与产业整合，新时达以机器人和运动控制系统产品为核心，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关键部件—本体—工程
应用—远程信息化”的智能制造业务完整产业链布局，形成了高素质的研发队伍、完善的产品种类与应用产品平台、自主掌握的机器人控制、驱
动与本体设计核心技术等优势。

新时达机器人在多个应用领域实现了突破。已熟练掌握焊接、切割、分拣、装配、上下料、打磨抛光、搬运码垛等多种工艺，在3C、白电、汽车
零部件、食品饮料、金属加工、建筑材料、军民融合等行业推动了示范应用，在相关领域积累了广泛的客户基础和良好的市场信誉，已成为中国国
产高品质机器人品牌的标杆。

新时达机器人建设了崭新的、全智能化的机器人及关键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制造体系，通过持续的科研攻关和技术革新，不断提升机
器人的精度、速度和稳定性，确保机器人品质，关注易用性，为智能制造研发、设计、制造和提供高品质工业机器人产品与服务。

钣金加工行业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解决方案

钣金加工行业丨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解决方案
ROBOT AUTOMATION PRODUCTION SOLUTION FOR SHEET METAL PROCESS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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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钣金折弯单元

工作站

· SR85B折弯专用机器人
【 产品简介 】 

      SR85B是折弯专用机型，末端额定负载为85KG，最大工作半径为2570mm。机械结构设计上增大了机器人折弯空间，折弯覆
盖的板材种类多，且工作站局部简单，同时也节省了成本。。

【 技术创新 】 

【 SR85B机器人各关节运动示意图 】 【 折弯软件包界面 】 

SR85B折弯专用机器人的结构上面根据折弯加工的特点进行了正
向的设计，有别于传统的机器人，折弯专用机器人大臂和小臂的长
度进行了特殊设计和配比，传动结构也进行了优化和调整，使之更
适合折弯加工的工作环境，加工效率和精度更高；

自主研发的折弯软件包，能够实现与当前主流折弯系统的配合，通
过对折弯产品指标参数的修调，能够实现快速切换折弯场景的功
能。机器人通过前期对折弯坐标系的标定，加上软件包的折弯轨迹
跟踪功能和补偿角度的运算，使得折弯时机器人可以自动跟随折弯
刀模压合的力度轨迹的变化而变化。

折弯工作站的柔性化设计，使整个工作过程无需人
工干预操作，可存储多个调试程序，更换产品直接
调用即可，一套夹具可通用多款产品，已大量应用
于钣金折弯行业，如电梯门板、家用门窗、灯饰、控
制柜门、钣金支架等产品的生产线。

在折弯机器人的基础上，结合应用工况的特点，配
套研发了周边的附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
案，客户更容易上手使用和操作。

SR85B

【 产品特性 】  

【 工作空间 】  【 技术指标 】  

针对折弯的工况进行研究，可以对2500*1500mm
左右板料进行加工，适用板料范围广泛；
特殊设计的关节连杆长度让机器人特别合适折弯
工况。末端采用直接驱动的方式，精度更高；
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导轨，减少投入成本，减少了占
地面积，节约了空间。高度和折弯机更加匹配，不需
要加高折弯机或者挖地槽把机器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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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85B

85 kg

2570 mm

6

110°  /s

105°  /s

130°  /s

215°  /s

170°  /s

205°  /s

±180°

-67°~+150°

-190°~+66°

±180°

±120°

±360°

288 Nm

63 Nm

32 kgm²

8.8 kgm²

730 kg

±0.1 mm

折弯机

重力对中台

磁力分张

下料区

折弯专用手抓

折弯机器人

a b c d
2570 1522 2426 1632



生产线

1. 冲床上料工位： 桁架机械手从磁力分张台料库上抓取工件；之后放置于输送线的上料工位，并自动流向冲孔设备进行冲孔。

2. 折弯工位： 从冲孔出料输送线上抓取冲过孔的板材，配合折弯机完成折弯动作，本工位可根据客户的工艺（2边4刀、4边8

                     刀、4边10刀）进行相应布局的调整。

3. 涂胶工位： 门板移动，涂胶胶枪下移动不锈钢涂胶，之后进行保压。涂胶前的清洁机构可对不锈钢板材的涂胶位置进行清洁。

4. 加强筋、上下封头装配工位： 机器人将加强筋、上下封头依次装入板材中，4边8刀、4边10刀只装加强筋。

5. 点焊工位： 对装配好的加强筋、上下封头进行点焊。

6. 弧焊工位： 机器人配合焊机对板材的四角、加强筋进行弧焊。

7. 码垛工位： 机器人抓取生产好的门板/轿壁放入料车或者栈板上，完成码垛工作。

生产流程介绍

· 门板自动化生产线

· 轿壁自动化生产线

【注】 以上流程可针对折弯工艺的不同进行调配，现在也有客户对门板/轿壁的四角或加强筋采取铆接的工艺，针对客户的 
               不同需求，定制不同的门板/轿壁自动化生产线。
               工作效率：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节拍，最快可达12S/块，整线仅需1-2人进行看管和维护。

【 项目简介 】采用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冲孔、折弯、加强筋及封头装配、涂胶、保压、点焊、弧焊、下料堆垛作业，提高
                         效率和产品品质。

【 加工材料及加工工艺 】  2 边 4 刀（碳钢 / 不锈钢），上下封头。
【 工作效率 】  40~120s 节拍定制，整线仅需 1-2 人进行看管和维护。

上料工位

下料码垛工位

打磨补漆工位 弧焊工位 点焊工位

涂胶工位 折弯工位

专机冲孔工位

加强筋、封头装配工位
线体从右侧开始



机器人配置 案例照片

· 生产线机器人

SA1400 SA1800 SR50E SR165

型号 Model

手腕额定负载

最大工作半径

自由度

关节速度

关节范围

关节允许负载力矩

关节允许负载惯量

重量

重复定位精度

环境温度

SA1400 SA1800 SR50E SR165

焊接

接驳来料

门板搬运 挂门版

焊  接 门板流水线

轿底焊接折  弯

加强筋上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