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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览· Overview

Electric robot，Single axis robot，Servo Cylinder

工业用小型机械手、智能电缸新一代

致力打造行业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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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more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Robots and Actuators

重品质·可持续·负责任



Industrial robot,Electric actuators

2D/3D CAD

VINKO

数据光盘/在线下载
  http://www.sz-vinko.com

VINKO 2D/3D CAD数据官网下载网址：
http://www.sz-vinko.com/download/cad.html  

  https://vinko.partcommunity.com

技术支持：德国卡第那思公司
CADENAS Technologies AG

2D/3D CAD

可通过如下方式获取：
2D/3D CAD data can be available by:

 扫描二维码，在线生成和下载3d数据。

VINKO 客户咨询电话：(+86)755-2785 0585
Email: sales@sz-vinko.com

工业用小型机械手、电缸专家



IX2 Series
控制一体式智能电缸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electric actuator

新一代

内置一体式导轨|兼容PIO模式、脉冲模式、RS485通讯模式|

VINKO Motion电缸控制软件·全系列兼容

Robots and Actuators

VINKO Motion

PC端运动控制软件

控制器(PLC等)

末端执行器

(客户自备)

PLC

(客户自备)

人机界面
(客户自备)

HMI

RS485通讯线缆

IO/脉冲控制线缆

24V直流电源
(客户自备)

电源线缆

①

②

一体式导轨结构

内置伺服驱动和控制

③
无需外置驱动器和限位开关

新品速递



外部注油设计

通过滑座外部两侧的注油嘴，可一次

将润滑油脂注入导轨和丝杆内部。

储油环设计能储存更多油脂。

四列圆弧导轨

银光独有铝底座内嵌导轨技术，

采用四列圆弧式导轨结构，负载能力

增强，大幅延长导轨使用寿命。

U型本体结构

铝基座为U型本体结构，最优化截面结

构，高刚性，变形量小。

发明专利号：
CN111306270A
CN110861077A

IX   IX2   IXA Series
一体型内置导轨结构
Built-in guideway technology

精密|耐用|高刚性

一体型螺母

内置紧凑型滚珠丝杠螺母。

新一代



核心
能力 ▼Core Competence

新一代电缸技术解决方案，带给用户全新体验

致力成为行业领先的工业用小型机械手、电缸品牌！
Industrial robot,Electric actuators

实现产品的高品质、高精度和高一致性

▼品质管控  (Quality)

引领和发掘市场潜在需求，推动技术创新和持续研发。

高品质、高精度和高稳定性能是吸引客户选择VINKO的重要理由。

多年来通过与行业顶尖客户的合作，让银光具备长期、稳定为客户提供一致性产品和

服务的品质管控能力。

以新技术和新解决方案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技术研发  (Technology)

让技术领先和高品质成为客户选择“VINKO”的理由。

不断开发和制造技术先进、超越客户期待的产品，是VINKO品牌一贯的追求。

对核心部件和核心技术实行自主化研发，不断增加产品附加价值，以新技术为行业寻求

更优的解决方案。

以长远眼光为客户提供长期合作保障

▼客户响应  (Response)

不仅为客户解决当下的问题，还必须协助客户建立可靠的预防和问题规避机制。

从项目介入、选型支持、设计建议、技术培训、现场安装和日常保养等方面协助客户找

到最适合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构建深度合作模式，为用户提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关于
银光   About VINKO▼

001 VINKO

        银光成立于2008年，一直专注于工业机械手领域，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工业机械手、电缸、电动执行器

等工厂自动化(FA)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银光产品广泛应用在电子工业、液晶面板、3C、电池、半导体、玻

璃制造等行业的搬运、移载、精密装配、检测等应用。

        依托多年技术沉淀，近年来银光在导轨技术、伺服电机、电缸控制器、驱控一体型电缸等方面不断进步

和创新。银光以制造精品立足，致力成为客户信赖的高品质、高可靠性、高精度的自动化卓越品牌。银光品

牌不仅打入众多国内知名企业设备关键供应链，也日渐成为更多国际化企业的新选择。



服务
支持 ▼Service and support

全程“一对一”技术支持
One for one support

有专业技术工程师协助客户对选型、设

计、校核、安装、调试、维护进行全程

“一对一”的专业技术支持。

2D/3D CAD在线生成下载
2D/3D CAD online download

与德国卡第那思(CADENAS)公司合作,
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3d模型生成

和下载平台。
https://vinko.partcommunity.com

免费计算和校核工具
Calc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tools

为客户提供负载、速度、加速度、容许

力矩、circle time、工作寿命等参数的

计算和校核小工具。
可在银光官网下载或联系销售人员。

免费样品试用申请
Free demo machine

可免费申请样品进行测试和试用，可与

我们销售人员或当地经销商联系。

终身维修和保养
Lifetim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对全系列产品推行全生命周期内终身维

修和检测。即使质保期之外，也仅收取

成本性配件费用和人工费用。

特殊检测报告
Special testing report

可为客户提供特殊环境或特殊要求场合

下使用时对产品性能的检测和产品验证

报告。

品质
保证 ▼Quality Assurance

·2016年，通过ISO9001体系认证

·2018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和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双重认证

2D/3D CAD

VINKO

数据光盘/在线下载

·2015年，成为日本米思米公司MISUMI VONA品牌合作商

成长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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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光坚持高质量的产品定位，本着精品制造的理念，通过持续不断的产品研发、技术升级和持续

改善、精益化生产让产品和服务物超所值。公司积极实施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从产品研发，生产

制造，技术服务等方面为用户提供高品质和高满意度的自动化产品。

Robots and Actuators



Width

导轨内嵌式电动滑台 (Build- in guideway Actuator)

44mm 54mm 73mm 82mm 102mm 120mm

铝基座内嵌导轨，兼具高性能、低价格的新一代电动滑台。 

Width

导轨内嵌式智能电缸 (Intelligent electric Cylinder)

44mm 54mm 73mm 82mm 102mm 120mm

滚珠丝杠传动、伺服电机、控制系统集成于一体的智能电缸。 

Width

标准滚珠丝杠型电动滑台(Standard ballscrew Actuator)

50mm 75mm 100mm 125mm 150mm 180mm

采用标准型直线导轨结构，一般环境和无尘环境可选，产品系列丰富。 

Width

标准同步皮带型电动滑台 (Standard belt Actuator)

75mm 100mm 125mm 150mm 180mm

采用标准型直线导轨结构，一般环境和无尘环境可选，产品系列丰富。 

Width

欧规高速同步带电动滑台 (High-speed belt Actuator)

60mm 80mm 120mm

适合高速、长行程的搬运。 

Width

导轨内置式电动推缸 (Rod type electric Actuator)

54mm 82mm

内置导轨的高刚性和零回转电动推缸。 

注：未刊载系列和规格请参照各系列对应分册，或咨询银光市场人员。

产品
总览 ▼Products Overview

003 VINKO

B001~B030

K001~K018

J001~J013

C001~C030,D001~D032

E001~E010,F001~F010

A001~A010

IX 

IX2

IXA 

BS/BSC

TSH/TSC

IK 

第二代

第二代

第二代



产品
总览 ▼Products Overview

Type

两轴组合直交机械手

IRV2-1 IRV2-2 IRV2-3 IRV2-4

易于快速搭建的常见两轴组合样式。 

Type

三轴组合直交机械手

易于快速搭建的常见三轴组合样式。

IRV3-1 IRV3-2 IRV3-3 IRV3-4

注：客户定制型规格，请与银光市场人员恰询。

Width

直线电机模组

80mm 100mm 120mm

适合高速、高精度、长行程的搬运。 

140mm 170mm

Stroke

精密电动夹爪

8mm 12mm 20mm

控制器内置的伺服电动夹爪，精准控制，柔性夹持。

VIN
KO

VIN
KO

VIN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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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01~

G001~

Width

精密旋转平台

60mm 85mm 130mm 200mm

注：未刊载系列和规格请参照各系列对应分册，或咨询银光市场人员。

采用交叉滚子轴承，大中空口径，实现高精度和高刚性

H001~H016

R001~R013

IRV2

IRV3

LM 

EG

RM

Robots and Actuators

产品
定制 ▼Customized Products

银光可为特定行业和客户开发和定制具有特定要求和特殊环境使用的各类电动执行器。



▶适配伺服电机安装接口

电机可直连、左侧、右侧、底侧安装▶

外挂式光电传感器▶

客户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电机品牌。▶

■适配主流伺服电机■电动滑台体积更小

▶同等负载下，体积比常规模组缩小30%。

  75   54 

IX-05 BS-75

相同条件下对应规格和BS系列比较

▶力矩特性大幅增强，负载-位移量变小，刚性更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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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05

BS-75

以15mm厚度铝板固定于滑座上测量。

上市时间：2018.05

▶注：�殊预压需求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

■力矩特性优化，刚性更强

IX导轨内嵌式电动滑台
Build-in guideway electric actuators

005 VINKO

■钢带全密防尘

▶高柔性钢带结构，经久耐用。

▶全封闭结构，减少异物进入，防止内部

   油脂甩出。可用于洁净室环境。

▶固定螺钉不需拆卸钢带，安装方便。

内嵌导轨

■外部注油设计

▶全系列均可从滑座外部油嘴直接注油到

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不须拆盖。

■内嵌式导轨结构

▶高刚性U型铝挤型材底座内嵌导轨后研磨，直线度大幅提升。

行走直线度和行走平行度可达0.02mm/500mm。

■型号说明

新一代内嵌导轨解决方案，带给用户全新体验

直连安装

折返安装

B001~B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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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时间：2020.08

■钢带全密防尘

▶内置绝对编码器，可设置内部原点和工作原点。

带软限位控制。▶

方便设置工作原点和行程范围，无需外置传感器。▶

■内部原点，无需外置传感器■智能化运动控制软件

▶兼具PIO点位模式·位置模式·力矩模式。

▶点位模式不需要脉冲和方向信号即可运行。

▶加速度设定可选范围，防止过载运行。

▶可拖动示教，可输出区间信号。自动记录电缸运行里程。

■内部集成伺服和控制系统

▶控制器内置和外置可选。

▶内置型将伺服驱动和控制器集成于电缸内部，

   无需额外配置外部驱动器。

▶内置编码器电池，断电后原点保持。

一体式智能电缸
Intelligent electric actuators

新一代智能电缸解决方案，带给用户全新体验
控制器内置和控制器外置可选

IX2

内嵌导轨

■外部注油设计

▶全系列均可从滑座外部油嘴直接注油到

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不须拆盖。

■内嵌式导轨结构

▶高刚性U型铝挤型材底座内嵌导轨后研磨，直线度大幅提升。

行走直线度和行走平行度可达0.02mm/500mm。

■型号说明

新特征

VINKO Motion

▶高柔性钢带结构，经久耐用。

▶全封闭结构，减少异物进入，防止内部

   油脂甩出。可用于洁净室环境。

▶固定螺钉不需拆卸钢带，安装方便。

J001~J013

Robots and Actuators



■高精度和零回转间隙

▶内部滚珠丝杠传动，精密级重复精度可达±0.005mm。

▶内置高刚性循环导轨，零负载时回转精度可达0度。

▶比外置导轨能获得更高的抑制回转精度。

▶多种电机安装样式，让使用更方便。

可适配各种主流伺服电机。▶

■电机可直连安装或折返安装■内置循环滚动导轨

▶内置循环滚动导轨，拉杆末端允许径向负载增大。

▶可承受径向负载、偏置负载，无需外置导轨。

▶内置直线导轨，拉杆由导轨支撑，抑制末端振动。

■减小安装空间

▶因无需外置导轨，更为紧凑，节省安装空间。

▶省去外置导轨的安装空间。

■结构特征

直连安装

折返安装

S

-θ +θ

防⽌回转精度θ=0°

Structure

内嵌导轨

IXA导轨内嵌式电动推缸
Rod type electric actuators

内置内嵌型导轨结构，零回转间隙

K001~K018

007 VI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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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源环境

▶可在实验室、医院等无气源场合使用。

无需配置空压机、气管、电磁阀等装置。▶

无噪音、无污染。▶

■电动品质、⽓动价格

▶伺服精密控制以保证品质。

高稳定性和长寿命。▶

与外加步进或伺服电机的电动夹爪体积极大的缩小。▶

集成化设计大大降低制造和维护成本，拥有极高的性价比。▶

■内部集成伺服系统的小型电动夹爪

▶内部伺服电机驱动。

▶控制器内置，高集成度设计，极致力度体积比。

▶兼具IO控制(K)和脉冲信号(P)控制功能。

■专用上位机配置软件

▶专用上位机配置软件，快速完成力度和夹持控制。

▶电动夹爪末端夹持部分可随时更换。

用户可依据实际应用自行设计末端夹具。▶

可适配主流机器人和机械臂末端。▶

■可安装客制化末端夹具

精密电动夹爪
Precision electric gripper EG

■结构特征

新特征

■高精密结构设计

▶夹持精度高。

▶行程可调。

▶精密夹持力控制。

   

VINKO Motion

■优良的柔性夹持功能

▶可精密控制夹持力，支持柔性夹持，可

  夹取试管、鸡蛋等易碎易变形物品。

   

控制器内置的伺服电动夹爪，精准控制，柔性夹持

Structure

H001~H016

Robots and Actuators



■内置大口径精密交叉滚子轴承

▶内置大口径精密交叉滚子轴承，实现高精度、高刚性的转动。

▶斜齿齿轮啮合，兼具运行平稳，低噪音的特点。

▶安装高度低，节省安装空间。

009 VINKO

▶大口径中空结构让配线、配管变得简洁方便。避免

线缆缠绕和复杂配管结构。

■中空结构，可简洁配线、配管

■结构特征

新特征

■节省安装空间和时间

▶可直接将工作台及机械手臂等安装在旋转平台上，

和通过同步带轮等机构相比，可减少机构设计，

零件调试和皮带调节的时间。

   

Structure

采用交叉滚子轴承，大中空口径，实现高精度和高刚性

RM中空旋转平台
Hollow rotary actuator

     重复定位精度：±5 arc sec

端面/径向跳动值：±0.005mm

电机+同步带+轴承结构 RM中空旋转平台

■多种输入方式

▶可直接安装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也可以

加装行星减速机增加减速比或直角型减速机

调整电机安装方向。

行星式 直角式

(注：本功能依据客户要求另行选配和购买)

R001~R013



IRV直交组合机械手
Cartesian robots

■多样化组合搭建参考机型
▶以标准化单轴模组可快速搭建客制化机械手和运动工作平台。

■型号说明

模块化、客制化直交组合机械手臂

IRV2-1

两轴悬臂式

IRV2-2

两轴直立式

IRV2-3

两轴横立式

IRV2-4

两轴龙门式

IRV3-1 IRV3-2 IRV3-3 IRV3-4

三轴悬臂式(Z轴滑块移动) 三轴直立式(Z轴本体移动)
三轴龙门式
(Z轴本体移动)

三轴龙门式
(Z轴滑块移动)

■多种常用组合样式与负载搭配可供选择

针对客户使用频率最高的常用机型，提供悬臂式，直立式，

横立式，龙门式等组合样式。非常用组合样式可进行特殊

定制。

■模块化组合，可快速搭建

多轴组合机械手臂可提供连接板，线缆保护拖链，

走线槽，行程限位开关，马达，运动控制系统等

全套组合配件。

标准机型与客户定制型相结合，货期短，价格低。

■专业化设计，货期短、价格低

线缆、气管走线拖链

组合连接板 辅助支撑导轨

光电传感器(原点、正负限位)

Y轴(单轴模组)

Z轴(单轴模组)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X轴(单轴模组)

010VINKO

Robots and Actu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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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86) 755-2785-0585/2301-5026   

传    真:  (+86) 755-2785-0406

网    址:  http://www.sz-vinko.com                  

电子邮件:  Email:sales@sz-vinko.com

深圳银光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2D/3D CAD

VINKO

数据光盘/在线下载
  http://www.sz-vinko.com

VINKO 2D/3D CAD数据官网下载网址：
http://www.sz-vinko.com/download/cad.html  

  https://vinko.partcommunity.com

技术支持：德国卡第那思公司
CADENAS Technologies AG

2D/3D CAD

可通过如下方式获取：
2D/3D CAD data can be available by:

 扫描二维码，在线生成和下载3d数据。

VINKO 客户咨询电话：(+86)755-2785 0585
Email: sales@sz-vinko.com

新一代电缸技术解决方案，带给用户全新体验

工业用小型机械手、电缸
Industrial robot,Electric actuators

关注VINKO 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银光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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