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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背景

■ 解决方案

iWeld5 为数字化造船搭建焊接管控平台

某造船企业作为中国重要的船舶企业之一，很早就意识到船舶焊接质量控制是

管理的一大难题，如何通过信息化技术来保障焊缝质量，提升焊接效率是企

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自2014 年起，客户与唐山松下建立焊接管控技术研发

课题组，客户希望运用数字化技术把焊工、焊机、焊接过程、焊材有效地融为

一个整体，实现焊接过程规范、达到质量可控的目的，完成从“人管机器”到

“机器管人”的转变。

制造现场共有唐山松下34 台500FR1、52 台400AT3、2 台500GL4，全部通过

以太网接入到iWeld5 系统平台。根据客户要求，在iWeld5 平台开发了定制化

焊接任务管理模块，终端机任务派工模块，与第三方数字化工厂平台实现了数

据对接。系统设备层包括电焊机与刷卡终端机，焊机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

刷卡终端机是一台集成了刷卡模块、红外触摸屏的工业计算机，运行定制开发

的iWeld5 终端软件，与iWeld5 服务器实现数据交互，第三方数字化工厂平台

通过唐山松下提供的API 接口实现了与松下焊机的数据连接，为今后数字化工

厂的深入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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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受益

制造部 500FR 焊机联网

iWeld 终端机在制造车间的应用

1. 焊接质量得到提升
通过iWeld5 系统将焊接专家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焊接知识库，焊接过程中随时

调用，普通的焊工也能达到焊接专家的焊接水平，有效保证了焊接的规范性与

质量，预期可提高焊接合格率10%。

2. 焊接任务执行可追溯
在iWeld5 系统的支持下，实现了焊接任务包和焊接工艺规程的智能关联，每

个焊接任务包都有唯一的焊接规程与之对应，不再需要工艺人员现场巡查，预

期可降低人工管理成本30%。

3. 人-机-任务实名制管理
通过定制开发实现了三级任务派工模式，将焊缝分配成适合现场施工管理的任

务包，焊工通过刷工作证的方式领取相应的任务包，实现了人-机-任务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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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eld5 提升汽车零部件企业焊接监管水平

■ 项目背景

■ 解决方案

某汽车零部件企业焊接车间有唐山松下34 台500GL3 ，全部连接专机使用，用

于汽车减震器的焊接，每台专机配两台500GL3 焊机。系统实施之前，制造现

场工艺人员要根据不同的工件，协助作业者现场调试每台焊机的焊接规范，作

业者以此规范去控制专机的运行，由于作业者可自行调整焊接参数，就容易造

成两台焊机的焊接规范有较大差异，工艺人员又无法限制每个作业者的参数设

定，忙于监督焊接工艺，因此工作效率较低，而一旦焊接参数设定有误，作业

者也很难及时发现。

为了响应客户对高品质焊接的要求，我们为客户推荐了iWeld5 解决方案，于

2016 年下半年对所有焊接专机电源实施了联网监控，将车间34 台500GL3 焊机

与车间服务器构建了一个局域网，焊机通过以太网接入到iWeld5 系统平台。每

台500GL3 的焊接参数进行了设定值限定，以及超规范报警条件的设定，当焊机

参数超出上下限电流报警值，焊机输出报警信号，报警信号最先抵达专机，专

机控制器就会提示作业者：焊接参数超规范了，需要尽快排除原因，如此可避

免更大范围的焊接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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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GL3 焊机与专机现场

工艺人员正在使用软件设定焊接规范

■ 客户受益

1、工作效率提高
工艺人员将制定好的焊接工艺规范下传到焊机，并锁定，操作人员只需微调焊接

规范即可进行作业，预期可提高作业人员工作效率30%。

2、工艺规范可控
操作人员只能使用软件下传的工艺规范作业，并在允许范围内进行微调整，可以

保证焊接工艺规程的有效执行，无需现场巡视，节约人力成本。

3、保证焊接质量
当焊接规范超限时，焊机发出报警信号给专机，软件给出报警提示，操作人员依

据提示对坏件处理后并进行检测，才能继续工作，预期可提高焊接合格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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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eld5 在风力发电制造工厂焊接数字化车间显身手

■ 项目背景

■ 解决方案

登录某跨国企业官方网站，会看到一句醒目的口号：“欢迎来到数字工业时
代——发现数字的奥妙，倾听机器的对话，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你创
造。”该客户始终专注于工业化设备，最近几年开始向数字化转型，为此竭力寻
找焊接制造领域能够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厂家。唐山松下iWeld5很快闯入客
户的视野，于是与唐山松下开展了为期2 个月的技术论证，最终决定在位于越南
的风力发电制造工厂建设焊接数字化示范项目。系统实施之前，一方面，焊接参
数随意设定，工作效率低。工艺人员要根据不同的工件协助作业者调试每台焊机
的焊接参数，由于作业者可自行设定焊接参数，每台焊机的规范会有较大差异，
工艺人员只能去忙于监督焊接工艺，工作效率自然较低，而一旦焊接参数设定有
误，作业者也很难及时发现。另一方面，焊工的作业工时统计不准确。每位焊工
的作业工时都由班组长人工统计，不但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也不准确。

客户选择在位于越南的风力发电工厂建设数字化焊接车间，为此采购了唐山松下
34 台具有网络接口的数字焊机500FR1，还包括34 套气体流量检测装置以及34 
套报警器单元。2016 年11 月，项目组经过一周时间的安装调试，iWeld5在用户
越南工厂正式上线，iWeld5 服务端软件安装在位于新加坡的数据中心，越南工厂
通过浏览器访问位于新加坡的iWeld5 系统，现场34 台500FR1 焊机通过以太网
连接到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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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FR 焊机作业现场

英文版设备监控界面

焊接任务管理界面

下图为500FR1 作业现场，目前已经安装了通信模块、气体流量检测装置、报警灯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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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车间使用终端软件选择任务

■ 客户受益

1. 焊接工艺参数共享
某个工厂的一套焊接工艺参数能够保证产品焊接质量，另一家工厂就可以直

接使用iWeld5 实现工艺共享，而不必再重新摸索，预期提高工作效率20%，

焊接产品质量一致性提高50%。

2. 焊丝用量统计优化生产管理
系统精确计算每个工位的焊丝用量，帮助客户分析焊丝用量与产品产量的关

联，帮助生产管理者找到问题点并快速解决。

3. 控制焊接参数与工艺规程的一致性
每种结构件的焊缝编码与工艺要求已经提交到软件系统，作业人员通过选定

焊缝任务，确保焊接规范符合工艺要求，消除了由于人为因素焊接参数设定

错误的情况。

4. 系统集成便于扩展应用
基于iWeld5 平台开发了Web Service 接口，并成功通过了客户数字化业务部

门的对接测试，为下一步在其他工厂的扩展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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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eld5 帮助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了机器人网络互联

■ 项目背景

■ 解决方案

某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是从事座椅调节机构研究、生产的专业化公司，多年来以

座椅调节机构为主要发展方向。客户管理层在2016 年8 月提出了焊接设备数据

采集的要求，希望通过对松下电焊机与机器人进行联网功能升级，对焊接设备实

现集中管理，对每台焊机与机器人的运行状态及焊接数据实时在线监控，以提高

焊接工序的工艺一致性，并通过数据分析提高设备利用率。经过几轮技术研讨与

方案论证，客户在2016 年10 月购买了iWeld5 软件，并对15 套机器人焊接工作

站进行网络功能升级，目前iWeld5 在客户技术部门得到了初步应用。

客户焊接车间共有唐山松下焊接工作站21 套，还包括部分手工焊接工位，客户

在将来的设备升级计划中已明确考虑使用机器人替代手工焊接，初步选定了15 

套松下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包括3 套TAWERS 智能融合型弧焊机器人工作站，

12 套由350GS4 配机器人构成的工作站，350GS4 焊接电源配套的机器人既有

G3 型机器人，还有G2 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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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工作站联网

机器人工作效率统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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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符合率分析界面

■ 客户受益

1. 分析工作效率优化生产
系统实施之前由人工上报设备使用时间，真实性较差，本系统帮助客户分析焊

接工作站的工作时间与待机时间，管理者依据分析结果能够快速找出课题改善

点，预期减少设备停机20%。

2. 保证焊接程序的一致性
每套焊接工作站根据工装及工件类型预先编制了示教程序，通过实时监控确保

焊接程序没有非法改动，如果设备用错焊接程序，系统就能够实时预警，确保

焊接作业符合工艺要求。

3. 分析合格率与焊接参数的关系
焊接工件经过抽检判定是否有焊接缺陷，系统记录每一批产品的焊接参数，帮

助工艺人员分析产品合格率与焊接参数的关联关系，并抽出判定焊接质量的数

据标准，预期提高产品合格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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