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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普机器人
我们连接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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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
未来

机器人行业是当今非常热门的领域。不同于其他行业，它在让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里使得我们

的设计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后的几年中，机器人的体积不但会越来越小，通用性也

会越来越高，可以胜任更多不同的工作。这些也不断激励我们这样的供应商不断开发新的解决

方案，以支持我们客户的创新能力。

由于机器人的体积不断地变小，但是功能以及可动性能却不断增加，人们必须找到一套新的能

源以及数据传输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每位客户开发了合适的电缆，包括不同的最佳弯曲

半径和适用于各种化学与物理环境的原材料。

在后续内容中，我们将向您展示我们不同产品与机器人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们将为您打开缆普

实验室与测试中心的大门，并向您展现我们关于机器人连接技术的专业知识。我们希望您对我

们所展示的信息感到满意，并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与您有更深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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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殊
需求的
专用线缆

在很多情况下，简单的标准电缆无法胜任其工作环境。比如在极其狭小的工

作区域或有外力不断的施加在电缆上。在这种情况下，缆普集团的特殊解决

方案将是您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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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专用电缆

焊接机器人一般面临的问题就是内部空间过于狭窄。所以在设计过程中，零部件都被设计的尽

可能少地占用内部空间。这时电缆布线就显得尤为重要。缆普集团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混

合电缆。能量传输电缆与信号数据电缆由空气软管和保护导管结合为一根线缆。信号数据电缆

由接地线的电磁场保护，已持续消除干扰信号。由于混合电缆必须适用于机器人行业，所以高

度的柔韧性是必备条件。合适的弯曲半径以及扭转角度使得缆普产品适用于汽车制造机器人的

应用。二至三百万次的运动周期也符合最高的产品要求。这是避免故障停机的唯一途径。

电缆设计：

50 mm2 焊接电缆

1根尼龙空气软管

1根保护导管

14 x 0.34 mm2 特殊屏蔽的数据与信号电缆

14 x 0.34 mm2 特殊屏蔽的数据与信号电缆

6 x 0.34 mm2 特殊屏蔽的数据与信号电缆

2 x 0.75 mm2 特殊屏蔽的信号绞线

滑动绒织物

聚氨酯外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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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机器人
专用电缆

涂装机器人的工作环境可以用恶劣来形容--空间狭窄，充满了油漆蒸汽，对于机器人电缆制造

商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电缆不仅需要满足很窄的弯曲半径，同时还必须伴随着极

强的扭转运动，超过360°/米。在运动过程中还必须保证喷涂的均匀性。但这都难不倒缆普集

团的涂装机器人专用电缆。伺服电缆同样可以做到极端的耐久性，保证至少四到五百万次的往

复运动。它包括三根能量传输电缆以及一对屏蔽数据绞线。由于在涂装机器人领域几乎没有两

个相同的应用，所以我们很快会向客户提供能够即插即用的连接解决方案。

电缆设计：

4 x 2.5 mm2 特殊安装的动力电缆

4 x 2.5 mm2 特殊屏蔽的对绞数据电缆

滑动绒织物

特殊抗扭转保护层

滑动绒织物

聚氨酯外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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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机器人
专用电缆

我们的专用电缆适用于极端环境。所谓的编码器电缆是用来传输机器人所使用的六根轴中的传

感器信号。简单来说，这就意味着电缆在两个旋转方向上需要承受1000°/米的扭转应力。对于

缆普集团的设计师来说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这款专用电缆必须推翻以往的设计，使用一种

可以承受如此巨大扭转应力的特殊材料所制成。这将带给您针对极端情况的快速解决方案。

电缆设计：

6 x 0.14 mm2 数据网络电缆

特殊滑动绒织物

特殊屏蔽涂层

特殊滑动绒织物

聚氨酯外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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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至上

Dürr
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汽车制造以及物流系统供应商，包

括涂装技术，平衡技术以及清洁技术。它拥有8200名

员工，并在23个国家设有52个网点。在过去的几年

中，全球范围内已安装Dürr机器人数量从4,400个增加

到7,300个。

INDIANA RED, MISANO RED, TORNADO RED - 几乎每个汽车制造商都有自身独有的

颜色。然而，他们之中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总部在德国南部的Dürr制造的涂装机

器人可以完成绝大多数车漆的喷涂。我们参观了位于BIETIGHEIM-BISSINGEN的工

厂 - 为了探究人工智能是如何提高效率的。

长而明亮的走廊和生产大厅，许多年轻的员工。未来的实验室呈现出了未来应该有

的样子。系统供应商Dürr提供发动机及变速箱组件生产时所需要的清洁系统，平衡

系统以及用于最后组装的产品。最先也是最重要的，Dürr会计划为汽车制造商设计

和建造喷涂车间, 也就是机器人的工作场所。

相当于一支足球队价值的六轴机器人都在严阵以待。他们已经准备好进行功能测

试，并交付使用。Melfi, Dingolfing, 上海 - 机器人都确定了其交付地址。它们中的大

多数都将走向世界各地。别忘了，Dürr可是布局于全世界。RPL标签：低涂装机器

人，而它的相对面称作RPE，E表示较高的。

高科技助手

它不单单是拥有固定模式的汽车涂装执行者，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者。模式地不断

变化，创新的车辆设计以及全新的喷涂系统，Dürr也需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创新

性。涂装一直是一项高科技的行业。

涂装机器人的任务是在涂装过程中的肢体运动时保持喷雾器恒定的垂直距离，从而

保证喷涂的均匀。Dürr不单单设计与编程内外部移动以及固定涂装机器人，同时也

包括“搬运机器人”：一个可以打开，保持和关闭车门和舱盖的智能小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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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光蓝到冰川白的切换只需少少的10 ml
一个涂装机器人从一个喷涂舱盖运动到下一个舱盖的10秒内，尽可能少的造成原料
浪费。Dürr已经成功地减少了在不同颜色切换中所造成的原料浪费，仅仅只有10ml - 
相当于2茶匙或者半杯小酒杯。

智库永不停步

然而，最主要的挑战并不是机械或化学应力，高科技需求的弯曲半径又或者是大量

的扭转运动带来的挑战。而是每个机器人应用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最有效的方式

是为每个机器人量身定制一款专用的电缆。

“ 我们仰仗着缆普集团的专业性来开发和生产这些领域的专用电缆”，Heiko Kamp

先生这样说道。即使这意味着开辟一条新的道路，Dürr智库也永不会停步。“新的

理念不断到来，而定制解决方案往往是为了实现这些创新的设计，这意味着：电缆

和连接器也必须不断创新，而不总是依赖现有的产品。缆普集团就是依靠不断的创

新，赢得了我们的信任。”

成本控制

“生产效率的领导者”。这是Dürr商标下的座右铭 - 而且它也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公

式：越少越好。更少的时间，更少的路径，更少的材料和更好的能源。作为全球市场

的领导者，Dürr致力于提高客户的生产效率，例如，减少转换时间以及喷涂中涂料与

溶剂的损耗。这就是Dürr可以持续成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系统与产品不断地经历

发展 - 包括内部的组件。

“我们的机器人所使用的电缆，必须可以承受巨大的负荷，也就是说电缆必须可以轻

松应对大量的扭转运动。不仅仅几次，而是数以百万次。这就是我们选择缆普的原

因。”在Dürr控制工程产品发展部门工作的Heiko Kamp先生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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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的产品
 通过测试与考验，库存充足

EPIC® 圆形与矩形连接器

ÖLFLEX® 机器人与伺服电缆

UNITRONIC® 现场总线与传输系统

SKINTOP® 电缆夹套

SILVYN® 电缆保护与引导系统

HITRONIC® 光纤数据交互系统

FLEXIMARK® 标识系统

ETHERLINE® 以太网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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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插即用：
完美的
电缆交互

机器人的生命至少需要一根电缆。不过通常情况下，它需要更多的电缆供应能量以及数据传

输，来完成它的运动。不同的应用之间，机器人布线也完全不同。但是缆普集团提供的系统完

美地克服这一难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一直为客户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在机器人的每一个肢体上都有一根电缆。它们传输信号并且提供能源，使得机器人

可以完成预定的动作，比如抓取，焊接或者涂装。在互相配合的同时，它们也完全

不能互相干扰，当然更不能被导管损坏。这就意味着导管的设计者们必须面临挑

战。它们如何连接？支撑点放置在哪里？在导管中需要放置多少电缆？以及如何放

置？在缆普集团的设计师面前，这些问题每天都被重复提问，并且持续了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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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求完整装配的系统

“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所有组件都是缆普制造”，Frank Rothermund.补充说道。

“这意味着我们非常了解每一个产品的功能以及他们之间如何配合。”这样的专

业性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在为机器人第七轴设计拖链或伺服驱动系统的定制管

线包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所有这些领域内，缆普集团都可以提供即插即用的

完整组装解决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确保，整个应用设计从最小的连接器开始都是

经手于一个富有经验的专家团队。同时也是对于您机器人产品可靠性以及超长服

务寿命的保证。

缆普集团 - 连接解决方案供应商

所有的预装配电缆都是开发者的工作。缆普集团可以为您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宗旨是为客户提供一套可以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Klaus Joachim，Lapp 

Systems自动化主管，这样说道。“客户不必担心任何问题，只需要来到缆普，并

且告诉我们他们的需求。接下来就是缆普团队的设计工作了。”我们不仅需要考虑

机器人的参数，对于空间的需求同样是保证一个复杂连接系统长时间可靠服务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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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应力下的
电缆

每分钟50次720°的旋转，这样的动作坚持整整一个月。这对于任何电缆来说都是非常苛刻的

工作环境。但特别是在整个机器人行业中，这样的高要求随处可见。这就是为什么在交付前

缆普集团所有出厂的电缆都会在自身的实验室以及测试中心中经过严格的测试。这正是定制

产品与内部产品开发的保证。

第一阶段：绘制图纸

每一件缆普集团的新产品都是从开发者的绘图板上开始。他们认为电缆必须满足的

最初条件是穿过率，弯曲半径和化学参数。这里所有的挑战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电

缆需要承受加速度达50 m/s2 的位移吗？它需要高化学抗性，如稀酸水溶液和油基润

滑油吗？这些缆普集团都可以做到。

缆普集团可以为任何需求提供解决方案。机器人现在被视为技术发展的巅峰。对于

机器人电缆来说，其中需要非常优质的铜。电缆中的导线不能被外护套干扰和摩

擦。此外，机器人操作经常处于一个非常高的频率周期，这对机器人耐久性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所以开发人员需要注意非常多的细节与参数，因为他们试图创造一个

相对完美的产品，可以应用于多样化的需求。缆普集团对于产品的追求正是完美的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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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测试

只有最严格的测试才能保证最高的品质。在缆普集团自有的实验室以及测试中心

中，拥有一系列高科技检测设备，真正做到把产品放在显微镜下测试。一套高动态

拖链测试系统是我们的特殊优势。 

这套系统可以测试电缆在5.0 m/s 以及 7G加速度下不同长度电缆的表现。唯有缆

普集团可以实现这种强度的测试环境，甚至高达每天30,000个往返周期。这样可

以带来最快的测试结果以及最高的安全级别。每月可完成最高一千万个往返周期

的测试。

第二阶段：创建一个原型

到目前这个阶段，电缆还仅仅存在于纸上。只是一个理论化的概念产品。我们需

要创建一个原型来改变这些。这就帮助我们验证理论上的设计可否真实用于实际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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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可或缺的是我们自身开发建设的扭转测试工厂。它可以模仿机器人的动作，并

使得电缆始终处在扭转应力之下。如果您对于电缆的关注点是抗扭转，那我们的抗扭

转测试设备是您完美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每米电缆都会被向左右各扭转720°。我们

同样还有一个测试机器人可以用于高度专业化以及实际操作方向的测试。它可自由编

程，因此可以模拟一系列的实际应用，比如焊接过程。这种模拟现场使用的测试过程

优点非常明显，使得测试产品可以呈现出在日常使用时的常规表现。

第五阶段： 生产

产品一旦成功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阶段，他就会即刻投入生产，并交付给客户使用。

第四阶段： 回顾

归功于我们的专业经验，缆普集团通常可以跳过这个步骤。但是在罕见的测试结

果不符合要求时，我们会重新检查已有的设计。开发人员会努力寻找出问题的根

源，并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案。然后就是再一次的严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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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缆普的
原因：
一目了然的优势

在之前的几页中，您应该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缆普集团在机器人行业中的产品

与应用。现在我们要为您做出一个总结 - 并回答您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您与缆普

集团一起合作时，您将得到什么？答案：一场伟大的交易。

单一供应商提供的完整连接系统

控制电缆与电缆保护， 数据交互系统与电缆夹套，工业连接器与电缆标识。。。 

当您选择了缆普集团，您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套单一供应商提供的所有连接技术

产品。因此，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所有的电缆与连接器都可以完美的相互配合，

通用性完全不用担心。

高科技电缆的样品生产

缆普集团不断地开发产品 - 并在自有工厂中生产它们。这也使得生产样品尺寸成为

可能。这在定制系统中非常重要，当在全部生产之前，我们可以生产样品并给予您

尝试的机会。

推动创新而非被创新所推动

缆普集团总是不断地放眼于市场。比如当前，就是不断主动适应工业4.0的全新要

求。我们的开发团队一直在不断思考如何让产品更据创新性。他们关注市场趋势并

运用实际经验带入到产品的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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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起测试的品质

质量对于缆普集团来说就像铜与电缆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自身的实验室

与测试中心，并在其中精心测试每一个产品。电缆负载在机器人行业中是非常巨大

的，所以质量是第一要素，以确保一个较长的使用寿命。

专业来自于经验

早在1957年，缆普集团就开始研发高品质的连接技术。而在机器人行业中，我们也

有超过25年的专业经验。我们整合了这些年中吸取的最先进技术与知识。正是和您

一起，我们享受着大量专业经验所带来的回报。

全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服务

遍布全球的生产基地是为了确保您可以得到本地化的技术支持。缆普集团在全球拥

有超过100家销售代表处，41家销售子公司以及17家生产工厂，您可以在任何地方

找到我们。

总结
在连接技术领域，我们的优势是让所有组件可以做到完美连接，相互配合。使得

它们可以一起保证您的安全可靠生产 - 不用担心单一错误而造成停机成本。

30 31



32 33



34 35



3086 robotics_booklet-160x160_en_v23.indd   32 10.05.16   12:54

08
/1

4.
10

00
.9

90
90

16
7

 P
ic

tu
re

 c
re

di
ts

: p
.8

, 1
0-

15
, ©

 D
ür

r S
ys

te
m

s 
G

m
bH

缆普电缆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中山西路1800号兆丰环球大厦23楼A座
邮政编码: 200235
电话: +86/21/6440-0833  传真: +86/21/6440-0834
http://www.lappgroup.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