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式移动滑车技术
提高机器灵活性和吞吐量， 
提高整体生产率



  
独立式移动滑车技术

快速、灵活运动控制
的重大突破

生产切换更快



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可能正在推动您进行更小规模的生

产，这就需要更加快速的生产切换和更强的机器灵活性。

同时，您可能还需要优化产量，提高盈利能力，降低成本。

MagneMotion 独立式移动滑车技术的核心是新一代线性电机，与传统传送带相比，

可显著提高性能。

吞吐量更大、灵活性更高
精确控制和智能运动优化了滑车的效率和速度，消除了中断和停顿。

可靠性提高
与传统系统相比，移动部件更少，意味着所需维护更少、停机时间更短， 

且速度提高了 10 倍。

模块化和可扩展
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可适应上千台独立控制的滑车和多种产品型号。

轻松集成
标准工业通信协议和基于软件配置的移动配置文件，可实现快速简单的切换。

提高机器灵活性



新一代 
运动控制

长期以来，运动控制已经结合了链条、传送带、齿轮和步进梁

结构。这些机械解决方案灵活性有限、浪费能源，且造成过高

的维护成本。

iTRAK 和 MagneMotion 解决方案是新一代运动控制系统，无

需传统的旋转驱动链条、传送带和齿轮。它以简单、有效的软件

配置文件替代传统结构，重新定义了自动化的速度和灵活性。

独立式移动滑车技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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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电机解决方案

机械传动轴

•	 	机械设计复杂，且需经常维护

•	 灵活性小或升级空间有限

•	 用于更宽的系统时速度有限

•	 摩擦消耗能量

电子传动轴

•	 所需维护减少，降低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	 	遇到新的机械挑战时需升级模板

•	 线速度提高

•	 降低能耗

运动控制的新方法

iTRAK 和 MagneMotion  
解决方案无间断技术

不受机械限制的设计：

•	 最大程度缩短维护时间

•	 	产品间一键更换

•	 简化机械设计

•	 通过减少复杂的工具加工实现轻松升级

•	 停机时间更少，操作更快速

•	 通过直接驱动技术降低能耗

独立式移动滑车技术是您正在寻找的解决方案，如果：

•	 当前的应用使用链条、传送带或齿轮

•	 现有的设计已接近操作速度的极限

•	 无法结合连续和间歇运动

•	 经常需要切换

•	 删除固定间距可以提高整体性能

•	 维护成本过高

立即观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wBnkTHxI8


为什么独立式移动滑车技 
术是运动控制的重大突破

iTRAK 和 MagneMotion 正是当今运动控制挑战的解决方案，它能够提高灵活

性，同时显著提升性能。智能传送带技术使机器设计人员有机会设计出可以根据

您的具体应用轻松调整的“无间断”机器。

AGR
血液分析

“我认为 iTRAK 拥有良好的前景，而且我们正在寻找其他

应用来取代凸轮分度。”

Derek Beattie，AGR 自动化电气设计经理  

ARUP
临床实验室

轨道技术的多功能性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同规模，但会大

大增加我们未来的产能。

Heidi Kildeezt，ARUP 项目经理

iTRAK 成就不凡

立即观看

立即观看

http://www.magnemotion.com/itra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D5uGSlcRZs


On-Machine 设计

我们的系统设计符合 IP65 标准。

速度高达 2m/s

线性电机的速度远高于传统机械。

有效负载高达数千公斤

有效负载的质量取决于轴承设计和加速要求。

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使用独立式移动滑车技

术，可一键切换包装尺寸

或定序设置，且所有操作

都通过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进行编程。

集成架构解决方案

iTRAK 和  MagneMotion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系统的一部分，有助于提供可灵活用于及时

制造的机器，其性能远高于传统机械系统。

处于核心地位的基础伺服控制

迄今为止，伺服电机均为旋转或线性电机。iTRAK 将这两

种概念整合于一套强大的运动解决方案中，既支持线性

运动，也支持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运动控制

方法。

线速度更快

我们的独立式移动滑车技术凭借可编程独立运输器可进

一步提高线速度，因此速度和加速度明显高于传统机械

解决方案（如链条和传送带）。

减少维护

iTRAK 和 MagneMotion 设计使用的移动部件更少。运输

器与结构采用刚性连接，耐用的轴承和导轨可以显著减

少维护停机时间。



提高线速度和灵活性 - 
全面提升价值
机器制造商可以提供的最佳价值即改进机器执行的过程。iTRAK 

和 MagneMotion 将机器设计师从机械凸轮设计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使他们能够关注过程、编程和颠覆性的创新。

更快的线速度  +  更快速切换  =  差异化

对机器供应商的益处：

 50% 或更高的市场领先机器产量

•	通过单一的设计提高灵活性

•	为客户提升附加价值

•	差异化机器设计

•	机器更小、结构更简单

对制造商的益处：

•	生产率提高 50% 或以上

•	减少切换导致的停机时间

•	较小的机器尺寸可节省占地面积

•	缩短生产周期仍可实现盈利

•	减少定期维护

全球领先的机器制造商正在围绕 iTRAK 和 MagneMotion 设计下一代产品。这些用于箱

包装、装袋、纸箱填充、整理、设备组装和生命科学应用的新机器在吞吐量和减少停机

时间方面都是一流的。同样，实施这些机器的最终用户报告的投资回报率也远远超出

预期。



iTRAK 成就不凡

在设计机器时，可以购买 iTRAK 和 MagneMotion 系统的完全定制

与装配单元、单独组件或定制与标准部件的组合。

模块化、可调整和可扩展的系统，适用于任何应用

iTRAK 和 MagneMotion 系统的布局灵活可调，有助于获得符合生产要求的最佳尺寸的机器。

该系统由 IP65 等级部分构成，每部分包含一个多相电机和驱动器。弯曲和直线部分可以不同

方式进行组合，以构成椭圆形、矩形和正方形。使用 iTRAK，也可将形状沿任意轴旋转成水平

或垂直方向。

独立式移动滑车工作原理

更快的线速度  +  更快速切换  =  差异化

KHS
包装袋填 

充与密封

“iTRAK 系统是革命性的。现在，我们正在使用可

以通过软件调整其几何形状的磁驱动设备，而

非通过机械元件使产品穿过机器。它将永远改

变装袋的方式。”

Roger Calabrese，KHS 能力中心经理

立即观看

www.youtube.com/watch?v=KNpaXStMSD8


QuickStick 是智能传送系统，可提供更高的吞吐量和更低的拥

有成本，为托板传送系统提供更快速、更洁净、更高效的替代

方案。线性电机技术能够端对端地配置模块，从而产生电磁

力，与传统系统相比，可将载体的推进速度提升高达 10 倍。

智能运动

•	 非常适用于工业、洁净、严苛和其

它独特环境

•	 闭环定位和标识 (ID) 跟踪

灵活

•	 运输和定位各种各样的负载

•	 同时处理和跟踪不同的有效负载

重量

•	 可以添加或移除模块，提供多样

化的生产线选项

易用

•	 模块化设计与现有系统轻松集成

•	 无源负载滑车无需电源/通信电缆

即可行进 

降低拥有成本

•	 移动部件更少，所需维护更少

•	 通过减少载体移动到处理站的时

间提高生产率

适用的应用

•	 非常适用于各种组装和过程自动

化应用

 

QuickStick
比传统系统更快速、 
更洁净、更高效



MagneMover LITE 是一种智能且成本效益高的传送系统，专

为快速高效地移动轻负载而设计。针对 OEM/机内应用以及

苛刻的运动要求，MM LITE 远胜于传统皮带和链条传送带，可

将过程优化和产量提升至新的高度。

智能运动

•	 精确定位（无需硬停）、双向移动、

平稳运动和持续的载体跟踪与报告

过程优化

•	 仿真和配置工具简化了系统设计与

优化

完整的可追溯性

•	 了解每个载体的唯一 ID，始终知道

其位置，并提供完整报告以便审计

跟踪，能够划分单个载体路线的优

先次序

灵活的布局

•	 可以多种不同方式确定系统布局的

方向

适用的应用

•	 制药、无菌灌装、食品与饮料包装、

实验室自动化、医疗器械和消费品

制造

易于清洁和维护

•	 IP65	等级冲洗。移动部件更少，意味

着所需维护更少

MagneMover LITE
快速、受控、 
灵活的运动



QuickStick HT 旨在快速、精确地运输数千公斤的重载。它是汽

车组装或其他工业应用以及洁净室、手套箱或浸没式应用的理

想解决方案，可轻松集成到现有生产线中或作为下一代应用的

平台。

功能

•	 非常适用于工业、洁净、严苛、水下

和其它独特环境

•	 闭环定位和识别 (ID) 跟踪

•	 创新设计选项可实现新的布局、不

同的导轨解决方案、转弯、切换，且

需要的机器人轴更少

易用

•	 模块化设计与现有系统轻松集成

•	 易于使用的控制系统便于快速 

实施

•	 通过简单的软件命令轻松更改停

止位置 

降低拥有成本

•	 移动部件更少，所需维护更少

•	 通过减少载体移动到处理站的时

间提高生产率

•	 更少的传感器、挡块、电缆、连接器

和管道意味着更少的停机时间

灵活

•	 运输和定位各种各样的负载

•	 同时处理和跟踪不同的有效负载

重量

适用的应用

•	 非常适用于工业、洁净、严苛、水下

和其它独特环境

QuickStick HT
针对重载的智能自动化



iTRAK 是运动控制的革命性新方法，无需使用机械或伺服运动

技术，可以在直线和弯曲路径上独立控制多个磁力推进的运输

器。使用 iTRAK，机器和设备制造商可以更轻松地定制机器、降

低机械复杂性、提供更高的性能。

吞吐量更大、灵活性更高

•	 精确控制和智能运动优化了滑车的效

率和速度，消除了中断和停顿

可靠性提高

•	 与传统系统相比，移动部件更少，意

味着所需维护更少、停机时间更短，

而且速度提高了 10 倍

模块化和可扩展

•	 无与伦比的灵活性可适应上千台独立

控制的滑车和多种产品型号

轻松集成

•	 标准工业通信协议和软件配置的移

动配置文件，可实现快速简单的切换

适用的应用

•	 箱包装、装袋、纸箱填充、整理、设备

组装和生命科学应用

 

iTRAK
快速、灵活运动控制的重大突破 



*可通过校准达到 ±0.1mm

水平 直立 90°

iTRAK 操作配置

垂直

取决于磁体配置

技术参数

产品   电机尺寸  最大速度  最大力

MagneMover LITE  1m   2m/s   10N

   .5m   2m/s   10N

   曲线   2m/s   6N

   开关   2m/s   6N

QuickStick   1m   2.5m/s   

   0.5m   2.5m/s

QuickStick HT  1m   3m/s   2500N

   0.5m   3m/s   2500N

   0.5m 双宽度  3m/s   5000N 

产品 加速度 重复性 有效负载

MagneMover LITE 高达 0.2g ±0.5mm 高达 2kg

QuickStick 高达 1g ±0.5mm* 2-100kg

QuickStick HT 高达 6g ±1mm 100-4500kg

产品   认证   进入防护  反馈类型 

MagneMover LITE   UL、CE   IP 65   绝对式 

QuickStick   UL、CE   IP 65   绝对式

QuickStick HT  UL、CE   IP 65   绝对式 

产品   反馈分辨率  部分长度

MagneMover LITE  <10 um   N/A 

QuickStick   <10 um   N/A

QuickStick HT  <10 um   N/A

取决于磁体配置



iTRAK 技术参数表 

运输器最小间距 65 mm

加速度 > 10g

可重复性 < 100 um

系统长度 每个通道 12m

有效负载 仅受轴承限制，F=ma

认证 UL、CE

进入防护 IP65

反馈类型 绝对式

反馈分辨率 < 10 um

部分长度 400 mm

电机尺寸 最大速度 最大力

50 mm > 5 m/s 264 N

100 mm 4 m/s 529 N

150 mm 2.75 m/s 793 N

MagneMover LITE  
系统轨道托架

QuickStick 电机

2 M 精密轨道回路



iTRAK、Integrated Architecture、Kinetix 和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是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的商标。不属于 

罗克韦尔自动化的商标是其各自所属公司的财产。

www.magnemotion.com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NYSE:ROK) 是全球最大的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技术领域的企业，致力于帮助客户提

高生产力并推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两大旗舰品牌 Allen-Bradley® 和 Rockwell Software® 以创新性和

卓越性闻名全球。

通过 Facebook、Twitter 和 Google Plus 关注 ROKAutomation。  在 Youtube 上订阅我

们的频道。通过 Linkedin 与我们联系。

© 2016 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保留所有权利。出版号 MOTION-BR002A-ZH-P –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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