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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APPLICATIONS



方案说明

�����⽀持外部轴同动功能，最多扩展6个外部轴，轻松扩展地轨、变位机等设备；

�����提供20点矫正功能，有效提⾼机器⼈轨迹精度；

适⽤场景：弧焊、激光焊、激光切割

�����⽀持多种品牌焊机，⽶加尼克、OTC、林肯等。

�����提供丰富的焊接⼯艺，包含摆焊、点焊、断续焊、焊缝追踪、多⼯位预约等功能；

⾃动化元素：关节机器⼈、焊机治具、焊机与焊枪、变位机、地轨

⽅案优势：

焊接&激光行业

方案说明

�����多组⽤⼾&⼯具坐标系、设置不同吸盘组合形式、根据⼯件尺⼨与⽅向⾃动匹配，轻松应对多种⼯件种类；

适⽤场景：⼤尺⼨、平板类⼯件搬运

⽅案优势：

�����采⽤SYNTEC控制系统，与开料机、贴标机、封边机等外部设备进⾏快速连线，简化IO配线；

�����⽀持简体中⽂操作模式，图形与对话式编辑功能，更易学习与操作。

⾃动化元素：关节机器⼈、地轨、吸盘、料仓、云端

木工&玻璃行业取放

 应用方案   /�ROBOT��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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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方案量测检测

INTELLIGENT�FACTORY

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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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与教导盒一体式设计

提供触控面板与实体按键 

配备安全开关

手持盒控制器 FCIO

模块化设计，扩充/拆卸方便

紧致尺寸，节省空间

最高支持4096I/4096O,可满足

自动化需求

图形化程序编辑画面对话式编辑操作，无需记忆机器

人语言，针对取放应用提供模块化功能

透过手动模式移动手臂进行教导

方便记录重要点位或姿态，可重复在程序编辑时引用

程序编辑 参考点教导

PLC编辑器

支持标准新代PLC编程

配合机床快速导入IO设备

开放式人机客制工具，用拖拉的方式即可快速完成

人机客制

eHMI 人机客制

简易的矩阵料盘参数设定，达成取放应用模块化功能

便利的关键位置教导，快速导入取放自动化 

料盘 20点校正功能

针对末端控制不准，提供核心算法，校正杆长、原点、

减速比误差

提供标准人机界面，方便一线设定，校正末端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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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臂控制器   /�ROBOT��CONTROLLER

开发工具   /�DEVELOPMENT�TOOL

系统功能   /�SYSTEM�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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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大幅度提升解决问题的效率。

及时掌握设备健康程度； 

降低客服人员出差率；

实现远距离的设备追踪与诊断；

服务智慧云 

 LEANTEC INTELLIGENCE LEANTEC INTELLIGENCE

弹性化设计，可按工厂管理者需求打造个性化订制看板，将采取出的数据图像化，快速揭露所有生产状况，让工厂

管理更透明。

生产智慧云

适用对象：机械厂

适用对象：加工厂

有别于传统的镭射打标设计，一体化 设计可快速导入产品生产履历；

标配旁轴视觉，打标与视觉监控整合于同一台控制器。

 PC-Based控制器，可独立运行可靠度 高，数位化振镜低温飘高精度；

产品优势

可在SYNTEC控制器看影像与设定视觉参数

可对接IP CAM于控制器上显示，满足监控需求

整合市售大厂Cognex、海康威视视觉方案

透过R值/macro直接触发运作

产品特点

支持多轴同动，扩大量测范围；

快捷搭配视觉市售视觉方案；

量测数据表格定制，方便长期追溯；

数据实时网络上传，方便远程监控及刀补。

常用通讯一键设定（MODBUS-TCP、MODBUS-485、RS232等）；

产品特点

多轴模组 多种量仪 视觉量测 表格定制 检测上云

智能相机 工业相机 监控

云端产品   /�LEANTEC�CLOUD�PRODUCT 生产履历机电模组   /�MECHATRONIC��S� OLUTION��F� OR��T� RACEABILITY��S� YSTEM

视觉⽅案   /�VISUAL��SOLUTION

量测检测方案   /�MEASURING��&�TESTING��SOLUTION

MODULAR�PLATFORM



传真：0512-65246029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E-Mail：service@syntecclub.com.cn

电话：0512-69008860

地址：苏州工业园春辉路9号新代科技园C栋

大陆总公司

苏州分公司

南京分公司

电话：0512-69560828

苏州华新数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传真：0512-69560818

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春辉路9号新代科技园

A栋

电话：025-52717702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苏源大道117号两港园区

1号科研楼712室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传真：025-52717710

电话：18622728669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华星路8号4-3-801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石家庄办事处

重庆分公司

四川办事处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泰山大道东段62号2幢

11-6（动力国际B座）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电话：023-67913296      传真：023-67634382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四川办事处

电话：15828654109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犀浦镇恒山北街99号尚林

家园3栋2单元1702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71号帝凯大厦

1幢二单元1202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电话：0571-82751187

传真：0571-82751186

杭州分公司

东莞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广东分公司

广州分公司

电话：0769-81660318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传真：0769-8166032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东路522号大

哥大集团1栋3楼B区

电话：0755-84320380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区锦龙二路阳光

科技园C栋5楼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传真：0755-84559490

电话：020-39089367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南江三路10号A栋

201、301厂

传真：020-39089791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传真：020-34583220

电话：020-34583040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富怡路罗家村段

8号之七2梯404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同安区金富路100号B#厂房

3楼东侧

传真：0592-7220536

电话：0592-7191901

地址：滕州市荆河街道大同天下墨香苑C1区

1-1-601

电话：15098706233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滕州办事处

厦门分公司

滕州办事处

宁波分公司

青岛办事处

济南分公司

天津分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朝晖路416弄262号（常

青藤办公楼）1207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电话：0574-87750305

传真：0574-87750306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青岛办事处

电话：18663779803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天山一路今日紫都14号楼

二单元1004室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电话：0531-85907208

地址：济南天桥区三孔桥街28号鲁能康桥9号

楼3单元101室

传真：0531-85905708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外环西路7号桥瑞丰花园

A区37号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电话：022-23739192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电话：0379-65110352

传真：0379-65110352

地址：河南洛阳高新区河洛路与三山路交叉口

润升大厦704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传真：029-88287423

电话：029-88287423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唐延南路10号逸翠园都会

4幢1_1328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电话：0551-63814183

地址：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城福徽苑T4-

2202

传真：0551-63814183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电话：18698806526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建设西路17号天鑫

大厦1212室

传真：0532-82817993

电话：0532-82817993

地 址 ： 青 岛 市 市 南 区 北 京 路 3 8 号 鲁 邦 新 天 地

1009室

青岛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

西安分公司

合肥分公司

沈阳分公司

经销商

温岭分公司

宝鸡办事处常平分公司

江门分公司

经销商

温州办事处

武汉分公司

南通分公司

经销商

经销商

传真：0576-86119106

电话：0576-86138372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温岭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太平街道振兴广场

A厅501室

手机：18629153277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陕西宝鸡办事处

地址：宝鸡市金台区滨河北路东岭新时代8号

楼三单元1702室

电话：0769-82826802

传真：0769-82826820

地址：东莞市常平镇板石村前一路8号汇隆大

厦5楼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常平分公司

传真：0750-3771824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电话：0750-3762143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金瓯路288号高新

区火炬大厦7楼02室

汕头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传真：0754-82125929

地址：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龙腾熙园2栋11-09

电话：0754-82125929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温州办事处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高翔路丰翔嘉园

6幢302室

传真：0577-86998130

电话：0576-86138372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东路456号佳

园路光谷国际A座2003-2006

电话：027-87638876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传真：027-87204137

传真：0513-89072057

地址：南通市北大街108号金城商业中心1栋

1301室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

电话：0513-89077025

电话：0576-84050101

传真：0576-84620578

芜湖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台州市黄岩区梅园新村31幢1单元101室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毛际镇华中模具城

电话：027-83532060

传真：027-83532060

武汉华科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开发区金泉路生辉第一城10幢3单元

1001室

电话：0411-88023929

经销商

经销商

经销商

湖南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星沙圆梦康乐城2栋2701室

电话：13829192095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正大路9号轮窑新村

8001室

淮安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1377047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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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办事处

地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时代广场2栋

1单元706-708

电话：13656201020

新代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徐州办事处

大陆销售网络   /�MAINLAND�SALES�NETWORK

经销商

电话：13829192093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数控产业园

玉溪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经销商

兰州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18700712118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名族金街B9-5

经销商

电话：13929271610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金鹰路青云汇二期

321室

南昌市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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