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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2021

本公司展台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例如one FANUC能够为制造现场提供
的解决方案，以及通过机床与机器人融合实现自动化等的实际演示。

2021年欧洲机床展览会（EMO2021）于10月4日（星期一）～9日（星期六）在意大利
米兰举行，为期6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此次规模不及上次的一半，但仍有来自91个国家的约6万人参加，
作为欧洲久违的机床展示会吸引了众多目光。

和机床产品一样，通过G代
码就能对机器人发出指令
的QSSR G-CODE也引起
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在FA专区，在巨大隧道中展示了发那科的数字孪生概念。通过
左右墙面，按照现场作业的顺序，穿插视频，直观地向机床制造
商、机床用户进行解说，该展示方法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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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oT商品方面，包括11家FIELD合作企业的APP在内，共
展示了21款解决方案。亦展示使用了实机的应用示例，让
大家亲身感受了具体的改善效果。

机器人方面，共展示了
16台最新机器人。其中包
括首次在全球展出的可搬
运质量为1000kg的大型
搬运机器人M-10004A和
可搬运质量为10kg的全封
闭护罩式搬运机器人
LR-104A/10。另外，还
以CRX为中心，展示了5
台协作机器人，让到场观
众亲身感受了该产品的易
操作性。

发那科还为无法到场的观众在网络上设置了虚拟展台，
通过视频和资料向全世界发布会场演示与信息。

在服务专区，我们以显示屏展示方式进行了宣传，介绍了发那
科在全世界开设的271个服务网点、欧洲维护零件的库存率、以
及在多个国家服务受到好评的情况。

在智能机械方面，以ROBODRILL α-D4B Plus、ROBOSHOT α-S504B､ ROBO-
CUT α-C4004C的新机型为中心进行了展示。高速、高精度的加工与成型的实际演
示、以及与机器人融合的一条龙生产的自动化方案，都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此外，利用加工中心类商品ROBONANO 
α-NM4A进行光学零件模具加工的展示，凭
借高水平的形状精度，吸引了到场观众的浓
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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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品及新功能介绍

② 加工① 机床设计

数字

真实

应用程序开发工具

③ 维护

- 远程维护
- 零件准备

应用程序CNC设置

程序设置
数据

伺服数据

机床、CNC、机器人
的信息

- 加工程序的优化
- 加工面的推定
- 机器人动作路径的创建

・运转数据
・维护信息

相互联合

本公司继续致力于CNC、伺服、激光等FA商品功能及
性能的提升。此外，将应用数字技术（DX）方面的设
想，在实践“CNC的数字孪生”概念方面，加速推进机
床设计、加工现场作业的高效化与优化。

・融合CNC技术与数字技术，根据机床所在真实世界的
    反馈，充分利用仿真模拟等数字技术
・努力促进机床设计、加工、维护等一系列作业的高效化
    与便捷化，提升加工性能，支持机床制造商和机床用户
    提升生产率

FA 发那科的CNC数字孪生概念

■ 新功能 加工面推定

关于CNC的数字孪生概念，介绍助力于加工高效化
的新功能—加工面推定。本功能是指，在实际切削
前，让机床空运行加工程序，然后通过所测量的各
轴的伺服位置数据来推测加工面。虽然未包含工具
等加工条件的影响，但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模拟机床
的动作，从而推测出接近于实际加工的加工结果。
凭借这一功能，将避免加工时不必要的试错，提高
生产率。

加工面推定

伺服位置数据

位置信息
（空切）

机床

■ 新商品　FANUC 4PC

FANUC 4PC是CNC数字孪生概念中，发那科提案的支持制造
数字化的工业PC。
在推动制造数字化时，可以将其设置到网络中，或者外接到现
有设备上等，以支持各种导入形态。
凭借其与CNC的兼容性，以及在CNC开发中积累的高可靠性，
包括抗干扰性、耐切削液性等特性，使数字技术在加工现场成
功得以导入。
人机界面采用了多点触控电容式触控面板（FANUC TOUGH 
TOUCH），使操作变得更加灵敏和直观。FANUC TOUGH 
TOUCH显著改善了传统电容式触摸面板的代表性课题抗干扰
性，并且大幅降低了切削液、水、苛刻的电子干扰环境下和佩
戴手套时发生误操作的风险。
另外，作为PANEL 4H Pro的后续产品，其还可以当作带PC功
能的CNC显示器使用。

FANUC TOUGH TOUCH

24.0寸宽屏LCD单元书本型

耐切削液·防水·防尘 抗电子干扰 可戴手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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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 新商品　FANUC Robot M-10003A

发那科成功研发了兼具广阔的动作范围以及手腕部可搬运质量达
到1000kg的重型搬运机器人M-10003A。

M-10003A是发那科机器人中，尺寸最大的采用串联连杆机
构的机器人。J3机械臂可以旋转至机器人正上方和后方，具
有广阔的动作范囲，可应用在各种布局环境中。

凭借其手腕部可搬运质量1000kg与超强手腕性能，可满足
大质量、大型工件的搬运需求，例如近年来需求旺盛的电动
汽车用电池单元和长条形建筑材料等。并且，因该款机器人
具有高刚性的手臂设计，还能用于钻孔等机械加工用途。

手腕部具备相当于IP67的防尘防水性能。在粉尘、切屑、
飞沫弥漫的环境中也能安心使用。

除了传统的3Pendant之外，该机器人还支持可进行直观操作
的平板式示教器，即使是第一次使用发那科机器人的客户也
能顺利地掌握使用方法，是一款容易操作的机器人。

M-10003A充分发挥其具有广阔的动作范囲、强大的可搬运能
力、易操作的特点，为客户生产率的提高做出贡献。

FANUC Robot M-10004A

 ●

 ●

 ●

 ●

电动汽车电池单元的搬运

作为发那科机器人的新功能，发那科开始销售CNC自定义宏变量访问
功能。该功能可在现有的发那科CNC上，轻松连接发那科机器人。

 ●   利用此功能，可通过机器人的动作程序对CNC自定义宏变量进
      行读取、写入操作。

 ●　CNC可以通过宏变量将机床加工完成的情况告知给机器人，或者
      根据宏变量的值来选择要执行的机器人程序或CNC子程序。

 ●　另外，也可以将机器人的伺服机械手位置数据写入CNC的宏变
      量，将机器人所持铸造工件的尺寸信息传达给CNC。

 ●　可以连接到2000年以后发售的支持嵌入式以太网的发那科CNC。
      使用时无需在CNC上追加软件选项或变更梯形图，因此可以方便
      地向现有机床后续追加机器人。

今后，发那科将继续促进CNC与机器人的融合，为生产现场的进一步
自动化做出贡献。

ROBOT 新功能  CNC自定义宏变量访问功能

通过1根网线连接CNC与机器人

通过机器人程序读写CNC的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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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械 新商品　ROBODRILLα-D3B Plus series

高加工性能

在保持了旧机型的高加工性能和可靠性的同时，通过彻底减少时
间上的浪费，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

●　应用了最新CNC Series 313-MODEL B Plus的高速加工循
     环时间技术，缩短了非切削时间。
●　并将实现ROBODRILL最快动作的编程要领转化为G代码，
     作为专用固定循环。
●　还在主轴种类中新增了攻丝主轴。这款主轴最适合铝制零件
     的轻切削加工，缩短了主轴加减速时间并缓解了发热问题。

Series 313-MODEL B Plus 攻丝主轴用同步主轴电机

高运转率

以“高可靠性”、“故障预警”、“快速修复” 为目标，开发了
提升运转率的新功能。

●　通过改良各轴可动部的盖板，提升了切屑排出性能与盖板的
     耐久性。
●　增强了预防维护功能和恢复功能，以减少突发故障而导致的
     停机时间。
●　PC软件ROBODRILL-LINKi可收集工厂所有设备的运转实绩，
     帮助改善运转率。

Z轴伸缩盖板 ROBODRILL-LINK3

高易用性

除了新增提升操作性的各种画面，还扩展了根据客户使用方
法进行自定义设置的范围。

●　将常用画面登记到收藏夹画面中，就能轻松调出。
●　利用自定义画面功能，最多可登记15个由客户或外部设备
     制造商自行创建的画面。
●　充实网络功能相关的各种设定画面，从而为客户工厂应
     对IoT提供助力。 以太网设置画面自定义画面示例

高加工性能

高运转率 高易用性

ROBODRILL是采用了发那科最新CNC与伺服技术的高性
能、高可靠性的小型加工中心。凭借高刚性的机械结构、
丰富的主轴种类，可实现从铝件、铁件的量产加工到不锈

钢、钛等难削材料加工、使用附加轴的5轴联动加工，满足
多个领域的加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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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机器人模块，实现制造工序的“部分自动化”

在生产CNC与伺服放大器的壬生电子工厂，正致力于利用机
器人模块实现制造工序的自动化，以实现手工作业工序的合
理化和节省人力成本。

机器人模块是为了自己工厂研发的，将机器人与控制装、
外围装置（电源、压缩空气、通信）装配到标准化的框体
中形成的模块型设备。通过添加作业所需的机械手、工作
台等外围设备，就可适用于各种工序。机器人周边围着透
明的护罩，利用DCS（双重安全性检查）功能将机器人的
动作范围限制在护罩内，从而保证了作业者的安全（在装
备协作机器人的机器人模块中还有不设护罩的款式）。这
种机器人模块的特点是移动方便，将其设置在需要的场所
中，只需连接电源、压缩空气与网络，就能立即使用。

本公司的制造工序由以自动化为前提设计的“全自动化工序、
半自动化工序”和以人力作业为前提设计的“手工装配工序”
构成，最近在部分“手工装配工序”中正积极导入机器人模块
从而实现“部分自动化”。在“手工装配工序”中，对机器人
擅长的重复作业与需要稳定品质的作业进行自动化处理，从

而实现减轻作业者负担，节省人力成本，保证稳定的品质以
及提高生产率。通过使用标准化且自由度高的机器人模块，
可降低自动化成本，轻松地变更设备布局，从而可在短时间
内启动生产。

作为活用机器人模块实现“部分自动化”的示例，下面将对
密封胶的涂胶工序与印刷电路板组装（紧固螺丝）工序进行
介绍。在涂胶工序中，通过自动化涂胶，实现了涂胶量、涂
胶位置的作业品质的稳定，减轻了作业者的负担，生产率也
提高至原来的2倍。在印刷电路板组装工序中，通过紧固螺
丝作业的自动化，节省了1名作业者，并且提高了20%的生
产率。

由于成本低并且构成简单的“部分自动化”容易实施，因此
有助于提高现有手工作业工序的生产品质，以及节省人力成
本和提高生产率。另外，可以针对突发的生产计划变更和少
量多品种的生产，灵活改变布局，并且能够立即确认效果，
因此在改善作业现场的推进方面也备受好评。

利用机器人模块紧固PCB螺丝

作业全景（作业者1名、机器人模块1台）

利用机器人模块进行涂胶

机器人模块（LR Mate款）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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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届全日本学生室内飞行机器人竞赛

“第17届 全日本学生室内飞行机器人竞赛”于12月17
日（星期五）～19日（星期天）在大田区综合体育馆
举行。此次比赛采取了测温、消毒、入场者预约等措
施，严格落实新冠疫情防疫对策。
本大赛召开目的是培养学生中的制造人才，特别是飞
机设计、控制等领域的人才。从冲绳到北海道，来自
日本各地大学、高专、高中和专门学校的48个团队参

加了此次大赛。
参赛者执行了物资运输、自动操纵等任务，围绕飞行
性能、控制技术、操纵技术展开了角逐。
发那科为本次集结了具有即时战斗力学生的大赛提供
了特别赞助，并向在自动操纵部门获得第1名的东京都
立产业技术高等专门学校颁发了“发那科奖”。

室内飞行机器人竞赛的场景 机器人介绍展示－CRX-103A

晚秋的发那科森林中，草木硕果累累，鸟儿和松鼠们
悠然跳跃，享用着秋之馈赠。这些果实为即将入冬的

发那科森林增添了一抹亮色。下面将为大家介绍其中的部
分果实和它们的花朵姿态。

发那科的四季

忍冬

忍冬在初夏绽放白色或淡粉色的花朵，之后逐渐变成
黄色，因此也被称为金银花。由于其在寒冬中也不会
落叶，亦被称为忍冬。

野蔷薇

想要摘取草丛中鲜艳的红色果实，就要接受树枝上细微锐刺
的洗礼。
春夏期间，芳香馥郁的纯白花朵在枝头盛开，到了秋天就会
结出丰硕的果实，一年四季趣味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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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那科的历史系列③

“FANUC 250”

发那科第一款CNC。1964年，工厂等程序控制系统等使用

的小规模计算机“JOB MASTER”用于CNC，软件也进行了

全面的开发和更新。其作为旋转式发动机内面磨削用CNC，

交付给东洋工业株式会社（现：马自达株式会社），但不适

用于普通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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