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采购内容及需求 

一、项目概况 

1、本次采购内容为智能装配平台实验装置及相关服务，供应商应根据采购文件所提出

的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综合考虑货物和服务的适应性，选择具有最佳性能价格比的货物和

服务前来磋商。 

2、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各组成部分必须是完整的、全新的、功能全的单元，并且必须是

制造商最好的设计，同时应是全新的、高质量和工艺精良的产品。 

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要体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又要成熟、安全可靠，并具有操

作简单管理方便的特点。 

 

二、总体设计要求 

本项目要求搭建基于机器人的工业物联网协议边缘计算验证平台，开展物联网协议、边

缘计算、系统柔性重构、边缘智能等创新技术验证，需结合采购方所必须的试验环节和验证

技术开展试验平台建设。本项目需要构建面向个性化零部件装配（包括不限于模型、积木等）

的模拟生产场景，利用机器人、输送线、机器视觉、数据采集、工业网络、柔性管控等先进

技术或系统，打造涵盖产品个性化定制、产线智能运行、先进技术创新应用的智慧场景。提

供完整的整体设计与制造方案，所使用的技术体现先进性和前瞻性，具有良好的展示效果。 

验证场景：通过验证平台装配线实现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工件挑选、搬运上线、托盘运

输、自动上下料、自动装配和质检等功能，要求该装配线具备流程安排紧密，工序设置合理。

以乐高积木个性化装配为例，通过选择不同型号和颜色的零部件个性化配置生成不同的订

单，设计平台实现设计人员的权限分级管理，包括订单生成、工艺平台装配工艺流程自动生

成和动态重构；订单生成后，结合工业机器人和机器视觉进行零部件的识别以及自动上下料

和装配工作；装配完成后对产品进行总体拍照检测，然后下线，实现产品从设计、装配、检

测、下线存储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 

三、 系统硬件功能需求 

1、硬件组成 

该示范线包括： 

（1）单臂协作机器人系统 1 套； 



（2）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 2 套； 

（3）机器视觉 3 套； 

（4）机器人取料工位 1 套； 

（5）机器人装配工位 1 套 

（6）工件存储工位 2 套 

（7）环形输送线 1 套； 

（8）托盘 8 套； 

（9）监测系统 1 套； 

（10）安全防护装置 1 套； 

（11）电气控制系统 1 套； 

（12）TSN 交换机 2 套； 

2、TSN 交换机技术要求 

采用全千兆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支持 TSN 功能，基于 web 的 GUT 可进行设备

配置和管理，支持时间敏感网络协议。 

（1）标准： 

 支持 IEEE802.3，用于 10BaseT； 

 支持 IEEE802.3u，用于 100BaseT(X)； 

 支持 IEEE802.3ab，用于 1000baseT(X)； 

 支持 IEEE802.3z，用于 1000BaseX； 

 支持 IEEE802.1Q，用于 VLAN 标记； 

 支持 IEEE802.1p，用于服务等级； 

 支持 IEEE802.1D-20004，用于生成树协议(STP)； 

 支持 IEEE802.1w，用于快速生成树协议（RSTP）； 

 支持 IEEE1588； 

 支持 IEEE802.1AS； 

 支持 IEEE802.1Qbv。 

（2）软件特性 

能够支持 IPv4/IPv6、LLDP、SMTP、SNMP Inform、DHCP Server/Client、TFTP、HTTP、

SSH、Telnet、Syslog 等；对时服务包括 SNTP、NTP Server/Client。 

3、设备技术要求 



智能装配平台实验装置采用模块化、分布式的控制系统设计原则，采用 PLC 为主控单

元，配有触摸式人机界面(HMI)，同时为了方便地进行集散控制，将设备按照装配工艺流程

划分为若干个控制单元，通过工业以太网和无线技术进行组网通讯，最后实现协同控制和管

理。 主要包括电气控制系统、软件管控系统。 

1. 电气控制系统 

1.1 ▲电气管控系统主要是以工业以太网构建控制网络，主要包括机器人与上位机之间

通讯； 

1.2 ▲设备接入电源为 220VAC 或者 380VAC， 50Hz，具有接地保护、漏电保护功能，

安全性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1.3 ▲支持 TSN 设备接入； 

1.4 ★机器人是视觉系统通讯等都是通过工业以太网网络进行通讯； 

1.5 ★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0.10mm； 

1.6 ★倍速链积放辊道运行速度≤15m/min； 

1.7 ★二次举升定位机构精度≤±0.10mm； 

1.8 ★快换机构定位精度≤±0.10mm； 

1.9 ★视觉检测精度≤±0.08mm； 

2.软件定义管控系统 

2.1 ▲管控系统包括柔性管控和 MES 软件，订单会自动生成，并进行物料准备和生产

计划，并将对应的生产清单下发到设备； 

2.2 ▲控制系统具有手动/自动控制功能，可对系统设备进行开关、编程及控制； 

2.3 ★配备离线编程软件，并可进行数据的交换、传递； 

2.4 ★可监控设备运行中的动态参数； 

2.5 可采集、记录、存档设备运行过程中的有关参数，并能以 EXCEL 等格式导出； 

2.6 ▲支持语义化建模技术，建立设备本体库，能模块化封装单步动作，用 WSDL 描

述自身能力； 

2.7 ▲基于动态服务组合引擎，以工作流的方式编排设备动作，通过解析流程文件调用

服务组合指导设备生产； 

2.8 ▲支持 TSN 网络多种传输模式应用，配置非实时消息和实时消息传输模式，由 TSN

网络管理实现对不同优先级消息传输的优化。 

3.技术服务 



提供 2 年的售后服务，为产线提供免费的更新和升级服务，其中包含设备的硬件和软

件更新和升级，并提供现场技术支持，质保期内免费维修。 

3.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要求重复定位精度不大于±0.05mm，第六轴的负载不低于 10kg，

最大工作半径≥1300mm。机器人应能保证在有效工作范围内调整姿态和角度，动作灵活、

到位、无冲击、安全。各轴传动系统应做到平稳传动，制动可靠。采用国产品牌。 

4.协作机器人要求：重复定位精度≤±0.1mm；有效载荷≥5KG；最大工作范围≥800mm；

在运行期间，机器人不慎与操作人员触碰，机器人会及时限制机器人的运行力量 ，并具有

人手牵引示教功能。 

5.PC、PLC 选用国际及国内知名品牌，需要提供正版 PLC 编程软件。 

6.摄像头相机选用国际知名品牌，500 万以上像素。 

7.光源等需选择优质品牌，以保证功能要求。 

8.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符合 GB/T5226.1—1996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第一部分：通用技

术条件）和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如设备、组件的选择，设备的防护、按钮标识、

指示灯及显示器、起动和急停器件、导线和电缆、电控柜内外配线等，均按标准执行。 

控制系统电器元件优先选择国际知名品牌，其中 PLC 需要支持 PROFINET 总线或

ETHERNET 总线，控制系统元器件符合 ISO、IEC 和我国的有关标准。 

控制系统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主设备与控制系统采用总线通讯，全数字化控制； 

 控制系统具有示教、模拟、自动模式，可对系统设备进行开关、编程及控制； 

 可监控设备运行中的动态参数。 

 能满足单人操作，并且操作过程简单、方便； 

 支持机器人视觉、机器人化物流系统智能管控与调度技术；  

 单臂协作机器人可进行挡停、手动牵引示教、柔顺控制等典型单项功能； 

 支持 Profinet，EtherCAT 以及标准以太网等多种常见有线网络协议； 

 整个设备电气线路和管路排列整齐美观,管路走向合理。电气走线严格按图纸进行，

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电气原理图，每根连线两端的号码必须清晰完整，线端子排上

应贴有与连线号码相同的线号标记，而且应在电器配线图及原理图作相应的标记。 

9. 智能装配平台实验装置采用模块化、分布式的控制系统设计原则，充分考虑现场装

备工艺和设备布局的安排，采用成熟、通用的控制技术，采用 PLC 为主控单元，配有触摸

式人机界面(HMI)，同时为了方便地进行集散控制，将设备按照装配工艺流程划分为若干个



控制单元，通过工业以太网和无线技术进行组网通讯，最后实现协同控制和管理。设备的主

要功能如下： 

1.电气控制系统 

 主设备与控制系统采用总线通讯，全数字化控制； 

 控制系统具有手动/自动模式，可对系统设备进行开关、编程及控制； 

 配有以太网接口；具备 RJ45 接口支持 TCP/IP 网络协议； 

 能满足单人操作，并且操作过程简单、方便； 

 支持机器人视觉、机器人化物流系统智能管控与调度技术； 

 支持标准以太网多种常见有线网络协议； 

2. 软件定义管控系统 

 实现多品种产品混线装配的智能化，生产平台能够根据生产计划的变更进行快速响

应； 

 实现生产数据的存储并提供实时查询支持，能够快速记录生产数据、物料、生产计

划等信息； 

 系统实施对生产进行监控，例如对生产节拍的反馈，设备故障信息的报警等信息，

通过可视化界面反馈生产信息； 

 通过客户端应用程序，提供人性化操作界面，实现生产统计分析。 

四、系统软件功能需求 

1、个性化订单 

通过平台自由选择产品配置，包括零部件的型号、参数和颜色等信息，生成个性化的产

品订单，通过订单分发进行排产。机器人结合机器视觉进行零部件产品的识别和定位，并根

据输送系统的上料情况以及订单的优先级，动态组合装配工艺和操作流程，通过柔性管控系

统完成机器人任务和订单装配的协调控制，最终完成个性化产品的快速定制化生产。 

2、柔性管控系统 

基于语义化建模技术，建立设备本体库，将实际的生产装备、传感器、物料等物理实体

的模型映射到信息空间，构建与实际系统一一对应的虚拟的、数字化的生产系统。并且能够

基于动态服务合成引擎技术将生产工艺、生产任务等服务封装起来，既打通不同协议、不同

软件、不同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接口，能够解决跨系统信息集成的问题。同时，需要根据产品

设计、生产需求的变化，动态地自动重组生产工艺和生产任务，使生产系统能够以软件定义

的方式快速重构。 



3、生产线制造执行系统 

 柔性装配生产线制造执行系统与底层硬件须具有柔性生产模式； 

 柔性装配生产线制造执行系统须采用 B/S 架构模式； 

 主要功能模块包括生产管理、设备管理、物料管理，实现生产过程的运行监控。 

4、技术要求 

（1）软件的开发语言使用 java 语言。前端界面以 Html5、Css3、JavaScript 为基础，利

用专业的企业应用开发框架 Bootstrap 开发。 

 （2）软件系统的开发框架采用 SSM 框架(Spring + SpringMVC + Mybatis)。服务端软件

的中间层基于 Spring 框架搭建，MVC 基于 Spring MVC 框架搭建，数据持久层基于 Mybatis

框架搭建。 

 （3）模块间消息的传递方式采用订阅/发布的模式。订阅/发布模式的消息传递方式是

一种灵活有效的、基于事件的消息交换组合模式，具有异步、松耦合、多点通信的特点，能

轻松地把各组件有机的联系起来，使发生通信的各方在松耦合的情况下就能相互交互。这一

信息传递方式使得各个功能模块松耦合，减少维护更新成本，便于系统的维护更新。 

 （4）数据库采用 My SQL 关系数据库，持久层框架采用 Mybatis 轻量级框架，使系统

的设计更清晰，更易维护，更易单元测试，sql 和代码的分离，提高可维护性。 

 

五、实施方案 

第一阶段：方案设计与论证（响应文件中需要提供本项目的方案设计与论证） 

完成软硬件系统的方案设计与论证工作，包括总体布局、设备方案、控制系统方案、软

件系统方案，总体设计方案满足项目技术要求，功能设计合理、技术成熟。提供以下阶段成

果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总体设计方案报告 

 总体布局图 

 设备设计方案 

 控制系统方案 

 软件系统方案 

第二阶段：现场实施 

完成项目所有硬件、网络和软件系统的现场部署工作，并进行功能调试与验证，实现个

性化定制、柔性可重构生产和 MES 管理的功能。提供以下阶段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设备入场安装完成； 

 网络应用部署完成； 

 软件系统部署完成。 

第三阶段：项目验收 

完成项目平台系统的演示功能，从系统的功能、软硬件组成、布局、可扩展性、安全性、

可靠性等角度对系统进行评价，提交系统文档文件。提供以下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布局设计图纸 

 设备技术手册 

 系统使用说明书 

 系统维护手册 

 软件使用手册 

 控制系统程序 

 

六、商务要求（“采购货物清单及主要技术、配置要求”中已有相关说明的除外） 

1、供货期：自收到预付款后 0.5 个月内交货、安装、集成调试完毕并通过招标人验收。 

2、质保期：卖方提供仪器设备的免费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2 年。（保修期内免费

维修并更换除消耗品以外的零部件，维修人员的路费、食宿等自理，为产线提供免费的更新

和升级服务，提供现场技术支持等。人为破坏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 

售后服务期内，卖方承诺免费向买方提供合同系统的设备维修维护、软件功能缺陷修复

等技术服务。 

质保期后实行有偿服务，维修项目仅收取材料成本费，免人工费。一旦产品发生故障，

电话响应时间要求 4 小时内，到场响应时间要求 2 个工作日内（指从接到报障至到达故障现

场的时间）。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支持服务收费不高于 800 元/人/天。对于质保期内产品/部

件无法在及时维修的情况，卖方应与买方友好协商，及时联络厂商维修事宜，并在条件允许

下免费提供同类型设备供甲方临时性使用。 

无论是否在质保期内卖方承诺每年不定期的对买方的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卖方为买方提

供准时、迅速、优质的服务。 

3、付款方式：详见“合同主要条款”。 

4、售后服务： 

（1）供应商提供该设备的操作手册，并指导在使用该设备时的操作注意事项等。 



（2）供应商提供配套软件终身的免费升级服务。 

（3）为保证卖方所提供的仪器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便于采购人的运行维护，必须对采购

人培训合格的维护和管理人员；供应商负责对采购人提供至少一次现场技术培训，以便采购单位

人员在培训后能熟练地掌握系统的维护工作，并能及时排除大部分的系统障碍； 

（4）保修期内，供应商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和使用指导； 

（5）供应商提供系统使用说明书和培训资料。 

5、技术支持：供应商应及时免费提供合同货物软件的升级，免费提供合同货物新功能

和应用的资料。 

6、培训： 

（1）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的操作人员、维修人员免费进行培训。 

（2）供应商应提供相应的培训计划。 

（3）供应商应对上述内容的实现方式、地点、人数、时间在采购响应文件中详细说明。 

7、安装调试系统集成： 

（1）安装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中标单位需提供人员驻场负责集成调试，提供驻场

人员情况）。 

（2）安装完成时间：接到用户通知后按用户要求完成安装和调试，如在规定的时间内

由于供应商的原因不能完成安装和调试，供应商应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3）安装集成标准：符合我国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和技术标准，所有的软件和硬件

必须保证同时安装到位。 

（4）供应商应免费提供合同货物的安装集成调试服务。 

（5）供应商在采购响应文件中应提供安装调试集成计划、对安装场地和环境的要求。 

8、验收： 

（1）验收依据：各方签订的合同；各方签订的技术协议；国家有关安全、环保、职防

法律法规；目标产品的技术标准及要求；投标文件要求。 

（2）系统验收由采购人有关技术人员、系统操作人员及维修人员负责组成验收小组。 

（3）提供技术资料齐全，内容和格式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 

（4）验收合格后，双方代表签字视为最终验收。 

（5）验收技术指标 

能够按照技术协议要求，完成 1 款产品不同型号的生产，同时生产过程能够涵盖到物流

运输、自动装配、自动上下料、自动检测的自动化生产加工过程； 

整体场景可通过远程下发个性化订单，生产线动态排产以及多品种、多规格产品混线、



柔性排产，订单驱动物流装备实现产线物料的智能化流转，通过机器人辅助自动上下料，通

过智能摄像感应装置实现自动化动态检测，产品出入库智能化管理； 

产线在运行期间所有硬件设备运行良好，软件系统操作正常，无卡顿、无报错信息。 

（6）验收费用由产品供应商承担。 

9、备品备件及耗材：供应商应提供质保期满后主要零部件报价单、质保期满后 5 年内

维护费、软件升级及其关服务内容。 

 

八、其他商务要求详见“第五章  合同主要条款”。 

九、对采购文件“第四章  采购内容及需求”作一对一的应答。 

十、▲条款为必须满足条款，★条款为重要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