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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楷徽工业全面进入高端智能装备行业，
通过技术突破与产品布局，成为螺丝自动装配领域佼
佼者，并致力于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螺丝自动装配设
备商！。

楷徽工业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拥有
自主的机械，电气，软件的开发能力，以及市场主流
品牌机器人的整合能力，形成了几十项技术专利及认
证，业务范围涉及螺丝拧紧、AOI视觉检测、机器人应
用、非标自动化、集成装配线等领域；产品广泛应用
于3C电子、通讯、家电、五金、汽配等行业。

目前公司服务网络遍布上海、苏州、昆山、成都、
重庆、杭州、台州、南昌等地，产品远销巴西、越南
等欧美及东南亚地区

现有主要客户：笔电行业仁宝电脑、纬创资通、英
业达电子、华勤通讯、戴尔电脑等；家电行业格力电
器、三星电子、美的、创维、TCL电子等；汽配行业敏
实集团、新大洲本田、丸旭电子、信元模具等。

楷徽工业以工业4.0和“中国智造2025”为契机，
以“智能和创新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优势和附加值”
为使命，持续完善产业布局以及调整组织架构，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智能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

公司简介

1.公司简介



2.核心优势

行业顶尖的咨询、技术、管理

团队，为客户提供流程、设计、

实施、提升等全方位、高水平

的服。

通过方案的先进性、使用及维

护的简便性为客户最大限度的

节省投资成。

自动化软硬件坚持选用国内外一流

品牌零部件，为客户打造高质量、

高效率生产过程，真正满足客户一

次投资长期收益的需求

全天候高效率的服务（电话、

邮件、远程、现场服务），及

时解决客户售前售后问题

聚集大量国内外优势行业资源，

通过自主及合作方式满足客户

各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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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证书

注：本公司所有专利及证书均以上海楷徽工业设备有
限公司注册，共享所有分公司使用



4.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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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计理念



6.智能拧紧监控系统产品家族

移动式智能拧紧监控系统 桌面式智能拧紧监控系统

从单工站到全装配线的解决方案，
不仅仅是扭矩控制，而是全面保障，给装配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Q4 智能防错Q2智能供料拧紧

智能供料拧紧工具智能电动螺丝刀

Q3 全线监控Q1智能拧紧



7-1.智能电动螺丝刀介绍

专为智能工厂
工业4.0组装线设计



7-2.智能电动螺丝刀的优势

解决普通电动螺丝刀八大不足

1.没有拧紧结果反馈

2.换型需要人工调节扭力

3.没有拧紧数据记录无法追溯

4.无法分段设定扭力

5.扭力精度低且无法长期保持

6.浮高、滑牙依靠人眼识别

7.无法实时监测并进行角度控制

8.寿命较短

为什么要使用智能螺丝刀？



7-3.智能电动螺丝刀工作状态图示



7-4.智能电动螺丝刀拧紧状态监控

电子扭矩控制，自动入牙检测，拧紧过程监控，全方位的质量监控。
螺丝拧紧四阶段：认帽—快速下降—拧紧—贴合。



7-5.智能电动螺丝刀故障监控类型

浮高滑牙故障监控：



7-6.智能电动螺丝刀控制器功能

主界面

扭力校准分段多任务设置多程序通道存储

版本信息 主功能设置



三段转速模式 分步模式 位置模式

自动模式 拧紧高级参数 监控参数

7-7智能电动螺丝刀拧紧控制参数



7-8.智能电动螺丝刀的应用

智能电动螺丝刀对比传统电动

螺丝刀，最核心的区别是通过运用
伺服电机和控制器来执行任务，数
字化显示和记录每一项拧紧过程、
拧紧结果，实现扭力、扭矩等数字
化，多段式的扭力任务模式和扭力
控制和角度控制，让拧紧更精准、
更精细。同时浮锁、滑牙等拧紧记
录可更好的溯源，以便于统计分析
、以及追责时提供参数，在很多精
密零件装配领域都非常适用。



8-1.智能供料拧紧工具

+

高精密扭矩控制型电动螺丝刀 高精密振动盘供料器

智能电动螺丝刀和智能供料器的完美结合，为智能拧紧工具提供智能供料，采用数字化控制
模式，出料顺、速度快，不卡钉，同时可设定每次出料颗数，双重计数显示，对比确认。



8-2.智能振动盘供料机介绍



8-3.智能振动盘供料机优势



供料器类型 振动盘供料器 滚筒式供料器

图示

通过气吹将姿态NG的螺丝吹掉, 可连续剔除姿

态NG螺丝, 提高供料器稳定性

通过毛刷摆动将姿态NG螺丝扫掉, 不可连续剔

除姿态NG螺丝

轨道整体外露, 调试调整, 清晰方便, 且盖子可

以打开, 方便维修
轨道在机壳内部, 故障不可见, 故障拆除不方便

控制单元与供料器主体独立分开, 结构简单, 耐

用度高

控制单元与供料器主体集成, 结构复杂, 容易损

坏

轨道有自导正功能, 增加螺丝出料成功率 轨道无自导正功能, 容易卡钉

添加螺丝方便, 不会出现螺丝被毛刷打出现象
添加螺丝时, 由于毛刷摆动容易将螺丝打出来,

导致几台周围掉螺丝现象

有计数显示功能 无计数显示功能

联动组件少, 耗材少 联动组件多, 耗材多, 且毛刷损耗快

变频控制器, 电气元件使用寿命长 无变频控制器, 对频率波动敏感

缺点 专机专用, 轨道不可调节 轨道可以调节, 适用于一定范围的螺丝

优点

8-4.智能振动盘供料机与普通滚筒供料机区别



9-1.移动式智能拧紧监控系统

集强大功能为一体的
移动式智能拧紧工作站

触摸屏

识别卡

工控机

摄像头

供料器

扫码枪LY-KH-SM-MO



人俩识别

刷卡器

供料器
环型感应器

触摸屏

电源开关

补料按键

蜂鸣器

➢ 端口快接，即插即用
➢ 数据服务器与客户MES对接

产品参数
➢ 本机参数设置权限（紧急

情况）

➢ 占地空间小，脚轮便于移
动

➢ 单机与数据服务器对接，
调取设定参数

➢ 扫码枪快装，固定于电批
上，便于操作

上盖插销

指纹识别

功能确认键

螺丝收集盒

➢ 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刷
卡三种模式，不同权限

➢ 供料器加料盖加锁功能
➢ 环型感应器，螺丝收集自

动补料
➢ 设备状态、锁附状态人工

语音提示

正常状态灯

NG报警灯

故障报警灯

设备尺寸：L250mm*W250mm*H900mm

9-2.移动式拧紧监控系统单机结构



9-3.整线拧紧监控系统布局说明

1.整套系统包括：扫码识别产品、人
员权限识别模块、螺丝供料模块、螺

丝收集模块、总控制系统模块。
2.主要用于对人工锁螺丝站别实现螺
丝数量管控、螺丝丢失异常报警、后
期数据追溯性等功能。
3.单产线配置一台数据服务器，服务
器与MES对接，维护设定比较简单。

控制系统架构

4.单机螺丝管控系统自带脚轮，便于产
线调整，根据需要配置。
5.单机参数由数据服务器统一设置，同
时本机参数也可设置权限（紧急情况）



10-1.桌面式智能拧紧监控系统

高拧紧质量 = 拧紧过程精细控制 +供料配方智能切换+操作轨迹智能防错+ 全程同步自动检测和记录

LY-KH-SM-TR



10-2.旋转臂支架功能

为什么要使用旋转臂支架？

配备两个数字型角度传感器，保证定位的准确性和精度，配合控制器来控制
智能螺丝刀的启停，操作人员只能按设定的顺序到取料位置取料，到锁附位
置拧紧，有效防止人员误操作，特别适合产品多样化的修补工站。



10-3.产品返修或维修案例分析

智能防错质量监控

桌面式智能拧紧监控系统作为一款

全方位的拧紧防错解决方案，着眼

于提高生产工位的产品质量，工艺

过程的可靠性和头透明度，同时保

证生产安全。

通过智能化的作业指导辅助人员操

作，将人为因素造成的故障与失误

可能型降至最低，有助于实现多品

种混线操作，同时也是关键工位，

例如修补工位的理想选择。



配方参数设定

拧紧数据查询操作主界面

10-4.智能控制软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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