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 器 人全 生命周期服务
提供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以及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的年度维护协议

您 尽 可信 赖 的 专 业 服 务
节 省 成本 的 平 价 服 务 包
满 足 您具 体 需 求 的 定 制 选项

机 器 人 全 生 命 周期服务

提供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满足您的具体需求
■ 售前服务内容
项目
机器人使用及编程

内容

时间
Robot 介绍
P to P 的编程（向导）＋模拟
演练设备的构成、安装说明
V+ 介绍

ACE、PackXpert 设置、编程、模拟 (online) 及实机演练

提前预约

机器人性能及方案论证服务 使用 Robot 对客户所要求的动作进行动作、性能测试

■ 售后 服 务 内 容

故障维修、定期检查、培训和其他服务

项目

内容
机型
Cobra
Hornet
Quattro
Viper
Anyfeeder
Cobot

故障维修

作业

服务内容

费用

备注

咨询：工作日：9:00~17:00

工作日：9:00~17:00

电机、减速机、控制器、放大器、
刹车等备件

根据对应服
双休日：9:00~17:00
务内容确定
周末节假日·非上班时间可每次调整
报价

可提供对应于机器
人型号的备件清单

控制器、驱动轮、传感器、线缆、
万向轮等备件

LD

国定假日：9:00~17:00
周末节假日·非上班时间可每次调整

定期检查

培训和其它服务

工作日：9:00~17:00

Cobra
Hornet
Quattro
Viper
Anyfeeder
LD

去客户现场对机器人进行 1 次预防性的检查

设备安装

指导客户对机器人本体进行安装

设计开发

根据客户工艺需求进行项目的设计、开发

项目培训

针对调试完成的项目进行交接培训

售后维护

项目验收完成后的保障类技术服务

双休日：9:00~17:00
周末节假日·非上班时间可每次调整

--

国定假日：9:00~17:00
周末节假日·非上班时间可每次调整

--

提前预约

售后维护（包年） 项目验收完成后的保障类技术服务
应用培训

针对行业应用的机器人培训

机器人维护使用培训 对于机器人的故障识别、硬件维护的培训

■ 机器 人 养 护 包 内容
项目

内容
机型

保养合同

Cobra
Hornet
Quattro
Viper
Anyfeeder
LD

作业
维修内容

在客户现场进行故障维修和定期检查
· 定期检查：1 次／年
· 故障维修

备注

咨询：365 天 ×24 小时

仅工作日：9:00 ～ 17:00

--

由训练有素的服务工程师照管您的机器人，并为您提供全方位服务。
由训练有素的服务工程师照管您的机器人
并为您提供全方位服务
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服务工程师，帮助您确保机器人的性能和可靠度。

■机器人养护包涵盖这些产品

SCARA机器人
Cobra 350
eCobra 600/800
eCobra 800 Inverted

并联机器人
Hornet 565
Quattro 650/800

关节型机器人
Viper 650/850

移动型机器人
协作机器人

LD60/90
LD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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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常见检查项目示例
机器人安装螺栓的拧紧扭矩
显示面板上的LED状态显示
制动器的运转情况
电机的运转情况

风扇的运转情况
参考位置
漏油情况
皮带张力

驱动轴的磨损和损坏情况
挡板的拧紧扭矩
臂是否完好
平台是否完好

挡盖的损坏情况
线电压和电缆安装情况
电缆和空气管路的连接/损坏情况
编码器电池电压

如需进一步了解“机器人服务及养护包”的内容及价格，请与您的欧姆龙销售代表联系。

䍣Ҧ⅝嗏ӝⲺᇘᡭ亱⸛

ᢵ䈰Ӂ亯


ᢵ㫏ሯ⅝嗏ṠᕅՐ⽴

ԛсㆶ〦ć ᵢޢਮ Ĉ ӝⲺж䍥⡧ૂ᭥ᤷθ㯿↚ᵰՐ߃⅗㺞䉘ᝅȾ

ྸ᷒ᵠ⢯ࡡ㓜ᇐθᰖ䇰䍫ਮԄ༺䍣ҦⲺӝθ䜳ሼ䘸⭞ᵢᢵ䈰Ӂ亯ѣ䇦䖳ⲺӁ亯Ⱦ
䈭൞࠼ݻҼ䀙䘏ӑ⌞ᝅӁ亯ะр䇘䍣Ⱦ
ᇐѿ
ᵢᢵ䈰Ӂ亯ѣⲺᵥ䈣ᇐѿྸсȾ
 ć ᵢޢਮӝ Ĉφᱥć ᵢޢਮ ĈⲺ )$ ㌱㔕ᵰಞȽ䙐⭞ಞȽՖಞȽ⭫ᆆ  㔉ᶺ䜞ԬȾ
 ć ӝⴤᖋㅿ Ĉ
φᱥфć ᵢޢਮӝ ĈᴿީⲺ⅝嗏㔲ਾӝⴤᖋȽ)$ ㌱㔕䇴༽㔲ਾӝⴤᖋȽᆿޞ㓺Ԭ㔲ਾӝⴤᖋȽ⭫ᆆ  ᵰᶺ䜞Ԭ㔲ਾӝⴤᖋԛެԌӝⴤᖋȽ㿺ṲҜȽ
ֵ⭞䈪᱄ҜȽᬃ֒ㅿθऻᤢԛ⭫ᆆᮦᦤᯯᕅᨆⲺב䍺ᯏȾ
 ć ֵ⭞ᶗԬㅿ Ĉφᱥ൞ć ӝⴤᖋㅿ Ĉ䍺ᯏѣ䇦䖳Ⲻć ᵢޢਮӝ ĈⲺֵ⭞ᶗԬȽ仓ᇐٲȽᙝ㜳Ƚ䘆㺂⧥ູȽᬃֵ֒⭞ᯯ⌋Ƚֵ⭞ᰬⲺ⌞ᝅӁ亯Ƚ⾷↘Ӂ亯ԛެԌӁ亯Ⱦ
 ć ᇘᡭ⭞䙊 Ĉφᱥᇘᡭֵ⭞ć ᵢޢਮӝ ĈⲺᯯ⌋θऻᤢሼć ᵢޢਮӝ Ĉ㓺㻻ᡌ䘆⭞ࡦᇘᡭ⭕ӝⲺ䜞ԬȽ⭫ᆆ⭫䐥ᶵȽᵰಞȽ䇴༽ᡌ㌱㔕ㅿӝѣȾ
 ć 䘸⭞ᙝㅿ Ĉφᱥ൞ć ᇘᡭ⭞䙊 Ĉѣć ᵢޢਮӝ ĈⲺ D 䘸⭞ᙝȽE ࣞ֒ȽF уᇩㅢпᯯ⸛䇼ӝᵹȽG ⌋㿺⌋ԚⲺ䚫ᆾԛ H ┗䏩〃㿺ṲḽȾ

ީӄ䇦䖳Ӂ亯Ⲻ⌞ᝅӁ亯
ሯć ӝⴤᖋㅿ ĈѣⲺ䇦䖳ᇯθ䈭⨼䀙ྸс㾷⛯Ⱦ
  仓ᇐٲᙝ㜳ٲᱥ൞ঋ亯䈋僂ѣ࠼ࡡ൞ᶗԬс㧭ᗍⲺٲθᒬуᶺᡆሯ仓ᇐٲᙝ㜳Ⲻٲ㔲ਾᶗԬс㧭ᗍⲺٲᢵ䈰Ⱦ
  ᨆⲺב৸㘹ᮦᦤӻ֒Ѱ৸㘹θᒬ䶔ਥ൞䈛㤹പж↙ᑮ䘆㺂Ⲻؓ䇷Ⱦ
  ᓊ⭞⽰ׁӻ֒৸㘹θуᶺᡆሯć 䘸⭞ᙝㅿ ĈⲺؓ䇷Ⱦ
  ྸ᷒ഖᢶᵥ᭯䘑ㅿഖθ
ć ᵢޢਮ Ĉਥ㜳Ր↘ڒć ᵢޢਮӝ ĈⲺ⭕ӝᡌᴪć ᵢޢਮӝ ĈⲺ㿺ṲȾ

ֵ⭞ᰬⲺ⌞ᝅӁ亯
䘿⭞ֵ⭞ᵢޢਮӝᰬ䈭⨼䀙ྸс㾷⛯Ⱦ
  䲚Ҽ仓ᇐٲȽᙝ㜳ḽཌθֵ⭞ᰬ䘎ᗻ亱䚫ᆾć ֵ⭞ᶗԬㅿ ĈȾ
  ᇘᡭᓊӁ⺤ݾ䇚ć 䘸⭞ᙝㅿ Ĉθ䘑㙂߃࡚ᯣᱥੜ䘿⭞ć ᵢޢਮӝ ĈȾ
ć ᵢޢਮ Ĉሯć 䘸⭞ᙝㅿ ĈуڐԱؓ䇷Ⱦ
  ሯӄć ᵢޢਮӝ Ĉ൞ᇘᡭⲺ᮪Ѡ㌱㔕ѣⲺ䇴䇗⭞䙊θᇘᡭᓊ䍕䍙Ӂ⺤ݾ䇚ᱥੜᐨ䘑㺂Ҽ䘸ᖉ䞃⭫Ƚᆿ㻻ㅿӁ亯Ⱦ
  ֵ⭞ć ᵢޢਮӝ Ĉᰬθᇘᡭᗻ亱䟽ྸс᧠᯳φ L ሯ仓ᇐٲᙝ㜳ḽθᗻ亱൞⮏ᴿ֏䠅Ⲻࢃᨆсֵ⭞ć ᵢޢਮӝ Ĉθᒬ䟽⭞ߍ֏䇴䇗ㅿᆿޞ䇴䇗 LL ᡶ䟽⭞Ⲻᆿޞ䇴䇗ᗻ亱⺤
ֵؓć ᵢޢਮӝ Ĉਇ⭕᭻䳒ᰬҕਥሼć ᇘᡭ⭞䙊 ĈѣⲺধ䲟䲃ࡦᴶቅぁᓜȽ LLL ᶺᔰ䳅ᰬᨆ⽰ֵ⭞㘻ধ䲟Ⲻᇂ᮪ᆿޞ։㌱Ƚ LY 䪾ሯć ᵢޢਮӝ Ĉć ᇘᡭ⭞䙊 Ĉᇐᵕᇔ᯳亯
㔪ᣚؓޱȾ
  ഖ ''R6 ᭱࠱δ࠼ᐹᕅ 'R6 ᭱࠱εȽ䇗㇍ᵰ⯻∈ԛެԌᢶᵥᙝᴿᇩぁᓅȽ䶔⌋ޛθֵሲ㠪ć ᵢޢਮӝ ĈȽᡶᆿ㻻䖥ԬȽᡌ㘻ᡶᴿⲺ䇗㇍ᵰಞᶆȽ䇗㇍ᵰぁᓅȽ㖇㔒Ƚᮦᦤᓉࡦ
ḉθሯӄ⭧↚㙂ᕋ䎭Ⲻᡌ䰪ᦕཧȽᦕᇩԛެԌ䍯⭞θ
ć ᵢޢਮ ĈሼуᢵԱ䍙ԱȾ


ሯӄ L ᵶ∈ؓᣚȽLL ᮦᦤ䗉ޛ䗉࠰ȽLLL јཧᮦᦤⲺᚘགྷȽLY 䱨↘ć ᵢޢਮӝ Ĉᡌ㘻ᡶᆿ㻻䖥Ԭḉ䇗㇍ᵰ⯻∈ȽY 䱨↘ሯć ᵢޢਮӝ ĈⲺ䶔⌋ޛθ䈭ᇘᡭ㠠㺂䍕䍙䟽᧠࠼ݻ᯳Ⱦ
 ć ᵢޢਮӝ Ĉᱥ֒Ѱᓊ⭞ӄж㡢ᐛѐӝⲺ䙐⭞ӝ㙂䇴䇗⭕ӝⲺȾ䲚ć ᵢޢਮ Ĉᐨ㺞᱄ਥ⭞ӄ⢯⇀⭞䙊Ⲻθᡌᐨ㔅фᇘᡭᴿ⢯⇀㓜ᇐⲺᖘཌθ㤛ᇘᡭሼć ᵢޢਮӝ Ĉ⭞ӄ
ԛс⭞䙊Ⲻθ
ć ᵢޢਮ Ĉᰖ⌋֒࠰ؓ䇷Ⱦ



D ᗻ亱ޭ༽ᖾ儎ᆿޞᙝⲺ⭞䙊

ׁφṮ㜳䇴༽Ƚ⟹✝䇴༽Ƚ㡠グ  ᆽᇏ䇴༽Ƚ䫷䐥䇴༽Ƚॽ䲃䇴༽Ƚၧ҆䇴༽Ƚॱ⯍䇴༽Ƚᆿޞ㻻㖤ȽެԌਥ㜳ধ⭕ળӰ䓡ᆿ⭞Ⲻޞ䙊



E ᗻ亱ޭ༽ᖾ儎ਥ䶖ᙝⲺ⭞䙊

ׁφ⟹≊Ƚ㠠ᶛ≪Ƚ⭫࣑ㅿבᓊ㌱㔕Ƚ ቅᰬ䘔㔣䘆㺂㌱㔕Ƚ㔉㇍㌱㔕ȽԛެԌ༺⨼ᵹȽ䍘ӝⲺ⭞䙊ㅿ



F ޭᴿ㤑ࡱᶗԬᡌћ䞭⧥ູⲺ⭞䙊



Gć
 ӝⴤᖋㅿ Ĉ䍺ᯏѣᵠ䇦䖳ⲺᶗԬᡌ⧥ູсⲺ⭞䙊

ׁφᆿ㻻൞ᇚཌⲺ䇴༽ȽՐࡦौᆜ⊗ḉⲺ䇴༽ȽՐࡦ⭫⌘ᖧଃⲺ䇴༽ȽՐࡦᥥࣞᡌߨ࠱Ⲻ䇴༽ㅿ

  䲚Ҽу䘸⭞ӄр䘦   D 㠩 G ѣ䇦䖳Ⲻ⭞䙊ཌθ
ć ᵢӝⴤᖋㅿ䍺ᯏѣ䇦䖳Ⲻӝ Ĉҕу䘸⭞ӄ⊳䖜

ӂ䖤䖜θԛсੂ Ⱦ䈭व䞃㖤ࡦ⊳䖜рֵ⭞Ⱦީӄ⊳䖜䞃㖤⭞ӝθ䈭䈘ᵢ

ޢਮ䬶ӰȾ

ؓؤᶗԬ
ć ᵢޢਮӝ ĈⲺؓؤᶗԬྸсȾ
  ؓؤᵕ䲆ȼ㠠䍣Ҧҁᰛ䎭  ᒪȾ ռᱥθ
ć ӝⴤᖋㅿ Ĉ䍺ᯏѣᴿ᱄⺤䈪᱄ᰬ䲚ཌȾ
  ؓؤᇯȼሯӄਇ⭕᭻䳒Ⲻć ᵢޢਮӝ Ĉθ
⭧ć ᵢޢਮ Ĉ࡚ᯣᒬਥ䘿ԛсެѣҁжᯯᕅ䘑㺂ؓؤȾ


D ൞ᵢޢਮⲺ㔪ޱؓؤᵃࣗ⛯ሯਇ⭕᭻䳒Ⲻć ᵢޢਮӝ Ĉ䘑㺂ރ䍯⨼ؤ



E ሯਇ⭕᭻䳒Ⲻć ᵢޢਮӝ Ĉރ䍯ᨆੂבㅿᮦ䠅Ⲻᴵԙ

ռᱥሯӄ⭫ᆆȽ㔉ᶺ䜞Ԭуᨆ⨼ؤבᵃࣗȾ

  ᖉ᭻䳒ഖԛсԱж〃ᖘᕋ䎭ᰬθуኔӄؓⲺؤ㤹പȾ


D ሼć ᵢޢਮӝ Ĉ⭞ӄᵢ䇴䇗⭞䙊ԛཌⲺ⭞䙊



E 䎻䗽ć ֵ⭞ᶗԬㅿ Ĉ㤹പⲺֵ⭞



F 䘓ਃᵢ⌞ᝅӁ亯ć ֵ⭞ᰬⲺ⌞ᝅӁ亯 ĈⲺֵ⭞



G 䶔ഖć ᵢޢਮ Ĉ䘑㺂Ⲻ᭯㻻Ƚ⨼ؤሲ㠪᭻䳒ᰬ



H 䶔ഖć ᵢޢਮ Ĉ࠰Ⲻ䖥Ԭሲ㠪᭻䳒ᰬ



Ić
 ᵢޢਮ Ĉ⭕ӝᰬⲺ〇ᆜȽᢶᵥ≪ᒩᰖ⌋人㿷Ⲻഖ



J 䲚р䘦ᖘཌⲺެᆹഖθ
ྸć ᵢޢਮ Ĉᡌć ᵢޢਮӝ ĈԛཌⲺഖ

ऻᤢཟ⚴ㅿуਥᣍ࣑

䍙Ա䲆
ᵢᢵ䈰Ӂ亯ѣ䇦䖳Ⲻؓؤᱥީӄć ᵢޢਮӝ ĈⲺޞ䜞ؓ䇷Ⱦ
ሯӄഖć ᵢޢਮӝ Ĉ㙂ਇ⭕ⲺެԌᦕᇩθ
ć ᵢޢਮ Ĉć ᵢޢਮӝ ĈⲺ㔅䬶у䍕Ա䍙ԱȾ
࠰ਙ㇗⨼
ᇘᡭ㤛ሼć ᵢޢਮӝ Ĉᡌᢶᵥ䍺ᯏ࠰ਙᡌੇູཌᨆבᰬθ䈭䚫ᆾѣളളީӄᆿؓޞ䳒䘑࠰ਙ㇗⨼ᯯ䶘Ⲻ⌋ᗁȽ⌋㿺Ⱦੜࡏθ
ć ᵢޢਮ ĈᴿᵹуҾᨆבć ᵢޢ
ਮӝ Ĉᡌᢶᵥ䍺ᯏȾ
,&*&]K

⌞φ㿺Ṳྸᴿᴪθᚋуਜ㺂䙐⸛Ⱦ䈭ԛᴶ᯦ӝ䈪᱄ҜѰȾ

⅝嗏㠠ࣞौ ѣള ᴿ䲆ޢਮ
KWWSZZZIDRPURQFRPFQ     䈘✣㓵φ
&DW1R,&1

⅝嗏㠠ࣞौ ѣള ᴿ䲆ޢਮ⡾ᵹᡶ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