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自动化/装配系 
统和机器人技术

聚焦德国精度

我们铸造成功



我们是舒尔茨集团旗下的一员。集团的总部位于德
国菲斯贝克，拥有上千名员工。他们分布在世界各
地的十多家子公司，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了企业的
持续发展和长远的竞争力。

我们是一家国际化运营公司，专注于非标设备和自
动化方案。在不莱梅，我们为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开
发并制造高度复杂的非标自动化设备，例如汽车制
造业、包装业、家电行业以及医疗器械行业。

在非标制造领域，我们为客户提供并打造从规划、
设计、实施到服务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并保证交付
设备100%的可用性。

·  由第二代领导人掌舵，拥有60多年成功经验的家族企业
·  12家子公司分布在6个国家
·  2008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  SCC, Vds 2129, DIN 14675 

 
舒尔茨集团

我们根据客户的需求，打造量身定制的自动化方案，
并且从制定最佳方案到完成最终验收，全程伴随项目
进程。

充分利用我们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专长，如抓取技
术，机器人技术，输送技术，工艺技术和测试技术。
为您铸造成功！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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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总部地址

舒尔茨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Europaallee 2
D-28309 Bremen/Germany
bremen@schulz.st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位置  

舒尔茨系统技术PSA有限公司
Johann-von-Bodeck-Str. 5
D-28309 Bremen/Germany
bremen.psa@schulz.st 

www.schulz.st

        中国

合作伙伴：

希诺沃福流体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市 青浦区 赵巷镇 崧秀路289号 西半部 B3栋 1楼
邮编：201703
shanghai@schulz.st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位置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服务范围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项目案例

装配流程规划
包含物流方案，装配工艺流程，
不良品和故障策略，以及整线运
行模拟。

销售报价
包含整线布局图以及详尽的技术
描述。按项目需求，还可以有装
配流程规划，生产节拍分析等
内容。

项目管理
提供全方位的项目支持，保质保
量的按时完成向客户的承诺 。

机械设计
使用3D-CAD系统，布局计算，
节拍分析，流程模拟，风险分
析，失效模式分析，CE文档 。

现场组装调试
设备拆卸分解，打包，运输，在
客户厂房再次组装和调试。性能
测试，最终验收，操作和维护人
员的培训。

采购
从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采购零件和
机加件 。

电气设计
使用CAE系统，Eplan P8，制
造执行系统，生产数据采集系
统，PRC编程，机器人程序设
计，可视化编程，外部系统集
成，CE文档 。

客户

售后和培训

安装

采购

电气设计
机械设计

项目管理

销售

概念

项目
管理

安装调试
控制柜安装，气动设备的安装，
液压系统的集成，电气连接，总
线测试，编程和试车运行直到
预验收 。



提及到定制化和最优配置的自动化流程，多年的汽
车行业经验使得我们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

无论是主机厂还是配套厂, 我们在机械和电气工程
方面的综合经验以及专业技术知识，保证了我们为
您提供方案的可靠性和创新的动力。

我们的技术方案不仅仅全面考虑了装配和检验工艺
流程，同时还兼顾全部适用的质量以及安全标准，
并且将物流、物料流、人机工程、经济性等因素也
详细考虑在内。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汽车工业

输送机 装配

粘贴填充

测试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汽车工业

焊接



从技术角度来看，电气行业的生产系统要求很高。
此外，由于产品分支较为广泛，如果要想保持竞争
力，那么一套自动化的高效生产系统就变得十分有
必要了。

凭借在电气行业的扎实基础和长期经验,我们可以应
对任何技术挑战,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优化工作流程
的最佳方案。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电气工业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电器工业

组装 嵌件注塑成型印刷和测试系统

挤压冲压 码垛堆积/托盘包装挤压装配



在包装行业中，高产量、低周期和高可变弹性在系
统技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可持续发展和资源保护以及行业运作的法律
框架需要一直被考虑在内。

我们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创新和生产能 
力、以及进入新市场的潜力。因此在工业用纸，纸
板 箱，瓦楞纸板，塑料、金属、容器玻璃和木材等
许多不同的领域提供明确的竞争优势。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包装工业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包装工业

折叠式周转箱 糖果容器 饮料箱模内标签

装配 尼龙扎带极速取件



无论是多品种、高产量，还是快节拍，我们在家庭
用品行业多年的经验和大量的成功案例，使得我们
在自动化、智能化领域成为一个创新和灵活的合作
伙伴。与此同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比如
有害物质含量、产品机械安全条例等，都是我们设
计施工的天然组成部分。

医疗工业是时间上增长最强劲的市场之一。除了特
定于行业的属性结构和规则，还必须要符合法律的
要求。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安全和质量等领域。由于我们的
高质量、高技术标注和行业领先的专业技能，使得
我们能够满足客户的这些要求，并保证系统的可靠
性和创新性。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家居用品行业和医疗工业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客户行业：家居用品行业和医疗工业

保温瓶 饮料瓶提篮 饮料箱

医疗杯 热成型制品清洗机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培训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培训

·设备安装调试期间的操作员培训

·操作员培训

 ·操作

 ·故障排除

 ·清洁

 ·安全

·维护员培训

 ·操作

 ·故障排除

 ·预防性维护

 ·维修/保养

 ·机器人使用培训

 ·安全 



我们的服务从客户现场组装调试的计划和协调阶段
就已经开始。您的接口人将伴随现场组装调试，努
力确保生产的顺利启动以及系统的最高可用性。此
外，我们将根据您的需求，为您提供系统的预防性
维护。

我们的服务不受地域限制，无论是在德国、欧洲，
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我们的项目到哪，服务就到
哪。在中国，我们与上海希诺沃福流体技术贸易有
限公司紧密合作，为您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服务

装配系统和机器人技术 
服务

* 机器设备的高度可用性
       ·归于预防性的维修和保养工作

*检查合同
      ·舒勒茨专家对工厂的定期检查
      ·机器工作状态报告
             -- 推荐需要更换的零配件
             -- 定义必要的维护和维修项目
      ·按照客户委托施工

*维修合同
      ·包含检查合同的服务内容
      ·维护计划的个人定义（包括应更换的零配件）和基于客户需求的维护计划

远程服务热线 ·  免费热线电话
·  配备现代和远程服务软件的机器设备
·  在设备发生故障时免费提供远程电话           
       在线诊断服务

保修期满前的检查

维修和故障排除
（响应时间，最长24小时）

备件服务（寄售仓库）

   立即派遣技术服务人员去现场分析解决  
   故障   

   备件既可以由德国不莱梅直供，也                                      
   能在寄售点备有库存



www.schulz.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