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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商

“华夏天信（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是“华夏天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

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36号，致力于能源行业智能机器人、数字化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和生产，拥有特

种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及工业物联网系统的核心技术，对标国际领先的工业物联网企业。

      我们通过成熟可靠的解决方案来打造智慧矿山、可持续发展、平衡安全与效率的难题——实现矿业“井下无人开

采”的梦想。在数字化机遇的推动下，积极推进5G+AI机器人和“新基建”的进程，协助客户培养本地IOT人才，华

夏天信（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倾力打造释放未来潜力的创想工程解决方案。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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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LINE

产品系列

轨道式机器人

电机健康监测系统

全地形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设备监测

风险监测

人员监测

环境监测

物资监测

任务管理

救援管理

信息管理

健康监测

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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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巡检机器人主要由移动巡检平台、无线通信

系统、多参数信号采集设备和轨道系统组成，能够

及时发现故障或安全隐患，避免事故扩大，降低非

正常停机时间，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安

全风险，安装维护简单。

轨道式机器人

智能分析现场情况：火灾、烟雾、高温、液体泄漏、仪表参

数异常、故障识别定位、人员违规行为、未授权人员进入等

01 完全替代人工巡检

机器人搭载甲烷、一氧化碳、氧气、噪音、烟雾、温度、

湿度等传感器

02 融合多参数传感器

可实现5G网络环境下的声音、视频、气体等参数实时采集、

传输、存储及AI分析。

03 先进无线数传技术

适用于输煤巷道、城市综合管廊、水泵房、变电所等场所移

动巡检。

04 应用范围广

配置参数

P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防护等级：IP65

工作温度：-20~+60℃ 5G网络通信/分布式WiFi

爬坡：＜15° 模块化避障方式

速度：0-60m/min 可接入RED-MOS平台

续航里程：6km 模块化定制

RED-Robot VS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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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P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防护等级：IP65

工作温度：-40~+85℃ 5G网络通信/分布式WiFi

爬坡：＜20° 模块化避障方式

速度：0-60m/min 可接入RED-MOS平台

续航里程：6km 模块化定制

RED-Robot VSW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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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巡检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特殊恒温设计，可满足室

外零下40℃低温恶劣环境下长距离稳定运行。

01 极寒环境稳定运行

机器人采用分布式供电站智能切换锂电池组供电方式，

通过分布式供电站进行轨道沿线的滑触线供电，使设备

安全可靠运行。

02 智能供电技术

智慧矿山操作系统平台-RED-MOS®,是全面实现矿山

工业物联网系统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信息世界和物理

世界的实时融合、矿山万物互联、平台融合、系统联

动与智慧运营的核心技术。

03 可融入RED-MOS®智慧矿山操作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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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Snake®应急救援蛇形机器人是一款多功能仿生

机器人设备，专为进入不可预测与结构不明的恶劣环境所

设计，比如塌方环境、洞穴隧道、狭窄空间。可执行侦察

任务、探测任务、通信任务、救援任务，可用于军事领

域也可用于一般民用或工业领域。可做为移动的物联网

配置参数P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续航里程：3km（可扩展）

回转半径：小于 50cm

主体尺寸：1260x120x130mm 爬坡角度：大于 45°(90°）

自重：9.2kg 越障高度：大于 7cm

通信距离：3km （无障碍）

仿生机器人

终端，携带多种传感设备（例如 瓦斯、温度、视觉、

通信分站等），将信息传输到人机交互平台；专为安

全及救援系统设计，可长时间及远距离工作；可无线

控制，为远程检测提供安全保障。

RED-Snake VSN -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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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式、履带机器人具有越野能力，可携带特种设备执

行自主巡检，自主作业，可满足5G网络环境下的强实

时数据通信

融合通信（全功能4G/5G,WIFI,蓝牙等），全景视频，

GPS路线规划，机械臂，各类巡检、探测设备，大型作

业设备

全地形机器人

配置参数

P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外形尺寸：1000x600x500mm

自重：55kg

电机：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电源：48V锂电池

移动速度：6KM/H

额定功率：1650W

设计运行里程：20km

最大爬坡角度：30°

设计载重：25kg

底盘高度：150mm

表面处理：喷砂氧化

防护等级：I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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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装功能基本特点

RED-Robot VLS - Ⅱ RED-Robot VLD - Ⅱ 



    矿用轨道机器人能够代替巡检工进行高频次巡检，通过对现场数据的AI分析，判断是否存在设备故障以及进行故障

定位，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劳动风险，及时发现出现的问题，避免事故扩大化，大大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无

计划停机时间。

机器人监测数据平台

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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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健康监测系统

     电机健康监测系统能够快速、精确地的测量出设备温度，X 轴、Y 轴、Z 轴的振动参数，可将传感器数据上传至云

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可精确分析定位机电设备的综合故障，以及故障出现前期的变化趋势，形成精确完整的故障诊

断预警以及电机健康状态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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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输距离可达数十公里

可将采集到的设备信息通过网关传送到云端服务器上

维护人员使用手机或电脑连接云端服务器，即可查看所有设备的

运行状态、历史参数数据，制定设备维护计划

适用于各类电机和轴承等设备

确保稳定、实时、可靠监测

适用于各类严酷的工作环境

迅速、便捷的安装和维护



智能加速度传感器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测量范围：±16g

频响：10-100Hz

精度：256LSB/g

测温范围：-45~+260℃

测温精度：±1℃

通信方式：RS485

防护等级：IP65

安装方式：螺纹/磁吸

环境温度：-40~+85℃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速度量：0-100mm/s

位移量：0-200μm

频响：10-1000Hz(通用)

精度：±5%

温漂：≤0.1%/℃

适用温度：-40℃～ +85℃

安装方式：磁吸/螺纹

传感器内置高效算法，可独立输出温度、三轴加速度、速度、振动的有效值。支持Modbus RTU 模式，可连接

到PLC控制器。

RED-Sensor ® 传感器的通信协议支持定制化设计，采集的数据可进行边缘计算处理，也可通过RS485和CAN总

线等通信方式传输到电机健康监测系统，并融入到RED-MOS®智慧矿山操作系统平台。

RED-Sensor VJX - A 

RED-Sensor VD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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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测系统模式

传感器独立使用模式



数据光端机

交换机

信号采集器

连接器：12V/485 M12接口，LAN M12接口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外壳：铝合金

防护等级：IP65

额定电压：12V

输入信号：8路485

输入速率：9600bps

输出信号：10/100Base-T(X)，RJ45

处理器：Cortex-M4

状态显示：本地/远程

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外壳：不锈钢

防护等级：IP54

工作电压：9-12V

工作温度：-20℃~+85℃

输入速率：9600bps

输出信号：1310nm光信号

输出接口：100Base-FX双纤SC接口

输出通信距离：20km

工作电流：9-12V

功能：传感器远程控制，数据本地显示，数据本地储存，远程复位

输入信号：8路485信号

显示屏幕：4.7寸OLED

重量：4.7kg 尺寸：333x264x75mm

内置储存：256Mb

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商

RED-Sensor VGD -A

RED-Sensor VJH -A 

RED-Sensor VC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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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参数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采集信号：振动X2 ; 温度X2

输出信号：RS485

供电电压：12V

内部温度采集：-40℃~+120℃

内部湿度采集：0-100RH



      智能传感器可将采集到的设备信息通过网关传送到云端服务器上；维护人员使用移动终端或PC连接云端服务

器，即可查看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历史参数数据，制定设备维护计划；可对设备进行分组、分项查看和管理；

当检测设备出现异常状况时，可后台发送短信提醒；集成大量电机参数模型；汇集海量传动系统数据；为电气传

动系统故障分析、升级改造提供数据基础。

电机健康监测系统云平台

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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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端

PC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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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 & QUALIFICATION

荣誉&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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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APPLICATION

产品应用

华能集团伊敏电厂输煤胶带巡检机器人 特变电工天池能源露天矿3.5km胶带巡检机器人

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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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矿山行业

地

上

石油、化工厂、公路、隧道、桥梁、危险场所、医疗系统、军

舰、智慧农业、物流仓储、毒害气体场所、公共集散场所、学

校、监狱等。

水

下
重要水体、海洋馆、地下压力水管等。

地

下
管道、管廊、人防工程、地铁、地下仓储、军事用途等。

空

中
电力巡线、区域巡检、侦察等。

矿山行业

配电室巡检

水泵房巡检

无人区巡检

巷道区域巡检

胶带运输巡检



COOPERATIVE PARTNER

主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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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hua University
榆能榆神煤电



010-89293688
010-89293688
https://www.chinatxiiot.com/
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36号仙岛大厦1号楼201

华夏天信（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