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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icon是一家专注于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各类通用及专用运动控制器、机器人控制器和自动测量

仪等自动化领域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公司产品研发规划满足工业4.0的技术要求，可用于各种自动化工业设备和生产线控制。控制器的总线

控制功能、网络功能和传感器功能，构成了无人化生产的技术基础，可以帮助企业客户实现远程操作、远程

监控、网络化集中管理及网络化协同控制。

       Sunicon自成立以来，秉承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与客户共同提升的理念，结合自身本土优势，通过深入

的技术合作、销售渠道培育，致力于向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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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代码解析器、宏BASIC、开放
PLC，多通道、伺服总线、网络
集中管理和协同控制等功能形成

了技术优势

服务

研发人员均有多年的数控领域
工作经验，积累了大量潜在客
户需求

技术服务团队均有多年数控系
统领域工作经验，深入了解客
户现场使用要求

维护

无需开发人员有高级编程语言
使用能力；普通数控编程人员
就能进行二次开发

使用 开发
采用了CNC的编程和操作规范
操作安全更高；开放的人机操

作界面，可以根据要求定制

传统的数控操作工即可熟练进
行控制设备维护

全自主开发，配件成本合理

技术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l 智能智造  精准控制l 专注行业  精于方案

核心



器

       采用铝合金铣削加工成型面板，高度集成的硬件架构，将液晶显示、触摸控制、逻辑控制和运动控制融为一体，取

代了传统HMI+PLC +各类扩展卡的架构，现场安装简洁紧凑，非常适合为客户定制各种专用设备独有的数控系统。

        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并行控制。 支持绝对值伺服电机，无需安装回零限位开关。

         总线接线简单，数据传输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伺服状态通过总线实时上传控制器。

PLC

HMIMC10A/MC12

位置模块 普通脉冲接口，连
接线多，抗干扰能
力差，传输速度慢，
伺服数据无法读取。

M 总线，连接简
单可靠，伺服数据
可实时上传。可适
配绝对值电机。

                   不只是PLC
                  也不只是触摸屏
             更不仅仅是运动控制器

       是一种全新的领先的控制理念
     是“MC+HMI+PLC+I/O+COM”的

               

Ø 各类控制器方案对比      

●  总线控制，连接简单，调试方便，
高可靠性，高速度，高精度。
●  开放式人机界面，开发简单，专机
专用。
●  兼容G代码功能、B类宏指令（按需
使用）。

●  PLC程序调试复杂。
●  采用脉冲控制速度低，精度差，
抗干扰能力弱。
●  接口功能简单，对手轮、编码器
等外部设备兼容差。
●  无G代码功能。
  

●  操作界面设计复杂，不能根据需要

任意定制人机界面，对设备使用者要

求较高。

●  必须懂G代码，才能编程使用。

●  产品整体价格较高。

l 高度集成架构 l 强大位置控制 l 丰富外部接口

产品特色 Product Features

MC10A方案 PLC+HMI方案 CNC方案

Ø 采用Mechatrolink Ⅱ总线协议控制

Ø 一体化结构设计



Ø 支持标准G代码和B类宏语言编程

例：G131 IP_ I_ F_

       IP_：指定终点坐标；

        I_ ：每步的距离；

       F_ ：连续进给的速度

      该指令可通过外部输入信号控制位置指令采用连

续进给或单步进给等不同运动方式。可广泛应用于数

控磨床、数控刨床等滑动式工作台设备。

Ø 支持控制器以太网组网

      为了提高G代码的灵活性，开发了多种特殊的G代码和M代码。并可根据设备实际使用需要，定制开发各种专用G

代码，极大的方便了现场应用。

       Sunicon的各款运动控制器均支持多个控制器通过以

太网组网连接，通过一台PC机连接控制多个不同型号的

控制器。

       PC端应用软件通过控制器的不同IP地址来区分不同

的控制器，可以实现控制网络内的任意控制器，适用于

分布式布线的自动化设备。

       各控制器通过路由器连入互联网还可以方便进行远

程控制和调试。

产品特色 Product Features

Ø 可联机切换控制模式

l 网络互联互通 l 编程语言灵活 l 控制模式多样



PC-HMI软件

PLC开发软件

界面设计组态软件

       为Sunicon组态式数控系统

专门打造的一款人机界面设计开

发软件。软件采用拖拽组合的方

式进行界面设计，美观简洁，根

据需要进行界面组合，贴合现场

操作需求，使用简单、定义简明，

对设计人员技术门槛要求低。

      为Sunicon全系列运动控制产

品设计开发的梯形图编辑调试软

件，软件界面使用简明直观，对

于各种功能指令采用教导式编辑，

方便使用。采用以太网连接，可

实时监控梯形图运行状态。

      该软件通过以太网接口，可将

Sunicon全系列运动控制产品与PC

机连接，在PC端实现标准数控系

统式的操作和调试，软件可运行于

windows及Linux系统，可根据用

户设备实际使用要求进行界面规划

和定义。

配套软件 Software Kit

l 组态界面灵活 l 逻辑控制开放 l 高端应用定制



MC10A控制器

MⅡ总线协议伺服驱动器

PC机

手轮

数字输入
     DI

数字输出
    DO

编码器

测量仪相机

主轴伺服驱动器

模拟输出
    AO  扩展模块

DI/DO/AI/AO

RS485/232/CAN/USB接口外设

扫描枪

Ø 应用连接框图

附加面板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l 接口齐全 l 连接简便 l 灵活应用

Ø 应用场合介绍

l 数控弯管机

l 智能旋压机

l 数控锯片磨齿机

l 数控龙门磨床

l 多工位组合机

l 数控平面磨床

l 数控外圆磨床

l 桁架机械手

l 数控水涨机

l 数控钻攻机床

l 轧辊模具专机 l 多工位组合机

l 数控双头铣床

l 多工位组合机

l 电机定子绕线机

l 木工板材下料机

l 数控门板铇槽机

l 圆管激光切割机

成功应用设备案例：

4 用户无需编程仅赋予变量的专用设备场合

3 需要自定义操作界面的场合

2 多轴运动轨迹控制场合

1 复杂逻辑控制场合

l 数控飞边机 l 数控高速圆锯机 l 保温杯抛光机 l 自动化生产线



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l 高开放性 l 高可靠性 l 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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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Ø 高度集成的架构，将触摸控制、液晶显示、逻辑控制和运动控制融为一体，现场安装简洁紧凑。

Ø 灵活的软件二次开发，自定义人机交互界面，专机专用，更贴合实际使用需要。

Ø 强大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刚性攻丝、螺纹插补等。

Ø 支持标准数控G代码编程、B类宏语言编程、开放式PLC。

Ø 采用Mechatrolink Ⅱ总线，可控制(1-3)+1个轴。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每轴可独立运动。

Ø 丰富的外部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接口，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控制器网络协同控制，协

同监控管理。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参数 MC07 MC07A

CPU ARM Cortex

内存 2GB

显示 7“ 触摸屏，分辨率800X480（16：9）；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

面板 塑料面板

控制轴数 1+1 3+1

多通道 \ 3通道控制

硬件接口

伺服总线 Mechatrolink Ⅱ

伺服电机 绝对值或增量值伺服电机可选

通讯接口 Ethernet、CAN（可扩展USB）

IO 12/8（可扩展）

编码器
可选其中1路

手轮

模拟接口 1路 DC 0-10V（可扩展）

编程语言 梯形图、标准G代码、B类宏语言

软件功能 逻辑控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刚性攻丝、转进给、电子凸轮，
电子齿轮、自动测量、自动手轮、同步轴控制、伺服扭矩检测、自定义人机界面等。

MC07 触摸组态式数控系统

产品概述

技术参数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Ø 高度集成的架构，将触摸控制、液晶显示、逻辑控制和运动控制融为一体，现场安装简洁紧凑。

Ø 灵活的软件二次开发，自定义人机交互界面，专机专用，更贴合实际使用需要。

Ø 强大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刚性攻丝、螺纹插补等。

Ø 支持标准数控G代码编程、B类宏语言编程、开放式PLC。

Ø 采用Mechatrolink 总线，可控制4个轴。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每轴可独立运动。

Ø 丰富的外部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接口，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控制器网络协同控制，协

同监控管理。

参数 MT07

CPU ARM Cortex

内存 2GB

显示 7“ 触摸屏，分辨率800X480（16：9）；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

面板 手持式塑料外壳

控制轴数 4

多通道 4通道控制

硬件接口

伺服总线 Mechatrolink Ⅱ 

伺服电机 绝对值或增量值伺服电机可选

通讯接口 Ethernet、CAN、USB

IO
选配扩展模块

模拟接口

手轮 微型电子手轮

编程语言 梯形图、标准G代码、B类宏语言

软件功能 逻辑控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刚性攻丝、转进给、电子凸轮，
电子齿轮、自动测量、自动手轮、同步轴控制、伺服扭矩检测、自定义人机界面等。

MT07 手持触摸组态式数控系统

产品概述

技术参数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Ø 高度集成的架构，将触摸控制、液晶显示、逻辑控制和运动控制融为一体，现场安装简洁紧凑。

Ø 灵活的软件二次开发，自定义人机交互界面，专机专用，更贴合实际使用需要。

Ø 强大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刚性攻丝、螺纹插补等。

Ø 支持标准数控G代码编程、B类宏语言编程、开放式PLC。

Ø 采用Mechatrolink 总线，可控制4+1个轴。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每轴可独立运动。

Ø 丰富的外部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接口，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控制器网络协同控制，协

同监控管理。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参数 MC09

CPU ARM Cortex

内存 2GB

显示 9“ 触摸屏，分辨率800X480（16：9）；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

面板 塑料面板

控制轴数 4轴（4+1）

多通道 4通道控制

硬件接口

伺服总线 Mechatrolink Ⅱ 

伺服电机 绝对值或增量值伺服电机可选

通讯接口 Ethernet、USB、RS232、RS485、CAN

IO 24/24（可扩展）

编码器 1路

手轮 1路

模拟接口 1路 DC 0-10V（可扩展）

编程语言 梯形图、标准G代码、B类宏语言

软件功能 逻辑控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刚性攻丝、转进给、电子凸轮，
电子齿轮、自动测量、自动手轮、同步轴控制、伺服扭矩检测、自定义人机界面等。

MC09 触摸组态式数控系统

产品概述

技术参数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产品概述

MC10A 触摸组态式数控系统

Ø 高度集成的架构，将触摸控制、液晶显示、逻辑控制和运动控制融为一体，现场安装简洁紧凑。

Ø 灵活的软件二次开发，自定义人机交互界面，专机专用，更贴合实际使用需要。

Ø 强大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刚性攻丝、螺纹插补等。

Ø 支持标准数控G代码编程、B类宏语言编程、开放式PLC。

Ø 采用Mechatrolink 总线，可控制8个轴。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每轴可独立运动。

Ø 丰富的外部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接口，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控制器网络协同控制，协

同监控管理。

参数 MC10A

CPU ARM Cortex

内存 2GB

显示 10.1“ 触摸屏，分辨率1024X600（16：9）；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

面板 铣铝氧化面板

控制轴数 8轴

多通道 8通道控制

硬件接口

伺服总线 Mechatrolink Ⅱ 

伺服电机 绝对值或增量值伺服电机可选

通讯接口 Ethernet、USB、RS232、RS485、CAN

IO 24/24（可扩展）

编码器 1路

手轮 1路

模拟接口 1路 DC 0-10V（可扩展）

编程语言 梯形图、标准G代码、B类宏语言

软件功能 逻辑控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刚性攻丝、转进给、电子凸轮，
电子齿轮、自动测量、自动手轮、同步轴控制、伺服扭矩检测、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等。

技术参数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MC12 触摸组态式数控系统

产品概述

Ø 高度集成的架构，将触摸控制、液晶显示、逻辑控制和运动控制融为一体，现场安装简洁紧凑。

Ø 灵活的软件二次开发，自定义人机交互界面，专机专用，更贴合实际使用需要。

Ø 强大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刚性攻丝、螺纹插补等。

Ø 支持标准数控G代码编程、B类宏语言编程、开放式PLC。

Ø 采用Mechatrolink 总线，可控制8个轴。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每轴可独立运动。

Ø 丰富的外部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接口，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控制器网络协同控制，协

同监控管理。

参数 MC12

CPU ARM Cortex

内存 2GB

显示 12.1“ 触摸屏，分辨率800X600（4：3）；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

面板 铣铝氧化面板

控制轴数 8轴

多通道 8通道控制

硬件接口

伺服总线 Mechatrolink Ⅱ 

伺服电机 绝对值或增量值伺服电机可选

通讯接口 Ethernet、USB、RS232、RS485、CAN

IO 24/24（可扩展）

编码器 1路

手轮 1路

模拟接口 1路 DC 0-10V（可扩展）

编程语言 梯形图、标准G代码、B类宏语言

软件功能 逻辑控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刚性攻丝、转进给、电子凸轮，
电子齿轮、自动测量、自动手轮、同步轴控制、伺服扭矩检测、自定义人机操作界面等。

技术参数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MC20 多轴运动控制器

产品概述

Ø 开放显示接口，可根据现场需要灵活选用工控机、PC机、HMI、手持器等多种设备。

Ø 灵活的软件二次开发，定制式人机交互界面，专机专用，更贴合实际使用需要。

Ø 强大的位置控制功能，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刚性攻丝、螺纹插补等。

Ø 支持标准数控G代码编程、B类宏语言编程、开放式PLC。

Ø 采用Mechatrolink Ⅱ总线，可控制4-8个轴。支持同步轴控制，支持多通道，每轴可独立运动。

Ø 丰富的外部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接口，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MC20网络协同控制，协

同监控管理。

技术参数

参数 MC20D MC20

CPU ARM Cortex

内存 2GB

显示 外接：PC机、工控机、触摸屏、手持器等

结构 塑料面板+氧化铝

控制轴数 4 8

多通道 4通道控制 8通道控制

硬件接口

伺服总线 Mechatrolink Ⅱ 

伺服电机 绝对值或增量值伺服电机可选

通讯接口 Ethernet、USB、RS232、RS485、CAN

IO 24/24（可扩展）

编码器 1路

手轮 1路

模拟接口 1路 DC 0-10V（可扩展）

编程语言 梯形图、标准G代码、B类宏语言

软件功能 逻辑控制、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刚性攻丝、转进给、电子凸轮，
电子齿轮、自动测量、自动手轮、同步轴控制、伺服扭矩检测、定制式人机界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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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MH10 桁架机械手示教器

产品概述

Ø 专为桁架式搬运机械手打造的人性化操作界面。显示界面及操作方式可以根据客户需求随时定制。

Ø 丰富的接口，支持RS485、RS232、CAN、以太网，可外接各种测量及检测设备。支持多台设备网络协同控制，协同监控管理。

Ø 手持式示教器，7寸显示屏，触摸及实体按键控制。

Ø 采用Mechatrolink 总线，可控制4个轴。包含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支持同步轴功能，适用于龙门式桁架控制。

Ø 配备绝对值伺服电机，无需安装零点及限位开关，极大简化外部接线和元器件。

Ø 支持手动或手轮（可选）进行轨迹示教，支持自动手轮调试。

Ø 全中文编程控制，支持自定义辅助动作，操作学习无门槛。

Ø 具有料盘功能，封装标准料盘模块，自动生成程序。

Ø 需配合MC20D多轴运动控制器使用。

参数 MH10
CPU ARM A64  1GHz

存储 4GB

内存 256MB

结构 工程塑料

显示 7寸TFT

操作方式 触摸控制+实体按键

显示语言 中文

编程方式 示教+中文编程

操作部件 急停开关、实体操作面板、微型电子手轮

外部接口 Ethernet、CAN、USB

电缆长度 标配5米（可定制）

显示界面 支持客户定制

保护 编织腕带、背贴磁钢、金属挂钩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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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MD01/02 扩展I/O模块

型号/参数 MD01 MD02（组合式）
数字输入DI 16路 16路

数字输出DO 16路 16路

模拟量输入AI 2路（0-10V） 4路（0-10V）（5-20ma）

模拟量输出AO 2路（0-10V） 4路（0-10V）（5-20ma）

产品外观 安装尺寸

附加操作面板MF01/02

型号/参数 MF01 MF02
配套控制器 MC10A MC12

微动按键 35个机械按键及指示灯（按键名称可定制）

机械按键 电源开、电源关、急停、启动、暂停

电子手轮 电子手轮（可选手持手轮）

MF01

M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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