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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

優傲科技擁有先進的機器人技術平台，向來以改變既有工作模式為目標。 2008 年時，公司創
辦人推出全球首款商用協作型機器人（ cobot ）。如今，優傲科技協作型機器人的身影在各大產
業隨處可見，可派上用場的任務更是不勝枚舉。

優傲科技現為美商泰達瑞公司（ Teradyne Inc. ）旗下一員，總部位於丹麥歐登賽，在美國、德國、
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捷克共和國、羅馬尼亞、土耳其、中國、台灣、印度、日本、南韓、新加坡與
墨西哥皆設有辦公室。

 3.11 億美元

2005

800+

垂直市場
金屬加工、電子產品與技術、汽車產業與承包
商、傢俱與設備、塑膠與聚合物、醫療與化妝品、
食品與飲料、教育與科學。 

目標客群
中小企業（ SMB ）及大型企業。

UR生態系統
網羅全球超過 1,100 家經銷商、系統整合商以及
UR+ 開發公司。

丹麥 歐登賽 Kim Povlsen

2021年營收

總裁

關於優傲科技

成立年份

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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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傲科技旗下產品各自擁有不同臂長與負載，成員包括 e 系列的 UR3e 、 UR5e 、 UR10e 、 UR16e 
，以及 2023 年即將問世的 UR20 。

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

UR+ 生態系統
每一款協作型機器人的背後，都有眾多 UR+ 末
端夾治具、軟體、配件及應用套件相挺。在這個
業界首創的應用程式商店中，產品一律經過認
證，可與協作型機器人無縫整合。換言之， UR+
結合 UR 平台與業界最大生態系統之力，為用
戶提供一系列有助製程成功的解決方案與組
件。

優傲學院
在優傲科技認證的合作夥伴協訓下，企業使用
協作型機器人時將更有自信。除了免費線上學
習外，優傲學院還提供真人實體授課。透過相關
課程，操作人員將學習如何針對特定業務需求
為協作型機器人編程，一步步從初學者成為適
任的機器人技師，並從中發掘技能提升與職涯
發展的契機。

產學合作
優傲科技目前正透過卓越的師資與基礎設備，
協助新一代工程師、操作人員與機器人愛好者
發展相關知識與技能。我們已和多家大專院校
展開產學合作，並在不少地區獲得熱烈歡迎。

UR 服務產品
優傲科技在追求客戶事業成功的路上努力不
懈，並透過三個層面的服務，協助客戶加速實現
目標。 

主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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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iversal-robots.com/tw/plus/%E7%94%A2%E5%93%81/
https://www.universal-robots.com/tw/%E5%84%AA%E5%82%B2%E5%AD%B8%E9%99%A2/
https://www.universal-robots.com/tw/%E7%94%A2%E5%93%81/ur-service360/


人機協作安全 直覺化編程 靈活部署 回本期短

跨國生態系統 在地化服務與支援 TÜV 認證 時尚俐落丹麥設計

尖端精密工程 堅固耐用
可承受各種

工業環境

產品主要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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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更多資訊或約訪，請洽：
優傲科技台灣分公司，+886-2-2659-9665 ，ur.tw@universal-robots.com

欲了解更多公司資訊，請至官網 ，https://www.universal-robots.com/tw/

媒體 
多媒體專區， 由此下載
成功案例：https://www.universal-robots.com/tw/case-stories/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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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235176
https://www.facebook.com/UniversalRobots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universalrobots/
https://www.youtube.com/user/UniversalRobotsVideo
https://media.universal-robots.com/share/1E84B002-6B85-4CEB-987750CABC36F6AB/


Kim Povlsen 於 2021 年 3 月加入優傲科技。 

Kim 是一位富有企業家精神的執行者、領導
人與謀略家，對於終端客戶與他們的需求尤
為重視。他堅信，擘劃未來藍圖時只要願景明
確，即使戰線拉長終能達成目標。

Kim 來自丹麥，曾在法國與美國工作的背景，
讓他具備國際視野。他從小生長在優傲科技
總部所在地歐登賽，目前則與家人同住在丹
麥阿爾胡斯（ Aarhus ）。 

 加入優傲科技前， Kim 曾在施耐德電機擔
任若干高階職位，其中包括策略、技術暨
EcoStruxure Power 副總裁，以及數位服務部
門的副總裁兼總經理。

Kim 擁有南丹麥大學（ SDU ，位於歐登賽）
電腦科學、嵌入式工程與AI的碩士學位，此
外，他還取得若干領導力認證，例如法國 
INSEAD 的高階主管培訓、一般管理與策略
等。

總裁
Kim Pov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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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傲科技透過操作簡單、價格實惠的協作型機器人，讓各種規模的企業都有機
會使用機器人技術。

優傲科技的願景，是建立一個人類能由機器人代勞，不讓人類如機械般工作的
世界。我們的協作型機器人適合人機協作，可接手重複性高的任務，讓員工能
專注在他們更擅長的工作上。

優傲科技始終不忘重新定義自動化。 UR 當初率先推出全球首台商用協作型
機器人。如今，這股創新精神仍引領公司持續開發新產品。
經過多年不斷改良與完善產品線，優傲科技融合了跨國企業的能力與新創公
司的精神。

優傲科技在追求客戶事業成功的路上努力不懈。
洞察顧客體驗是產品開發的核心價值– 在獲得充分授權的前提下， UR 團隊
足以發揮創意，為客戶所面臨的挑戰找出解決方案。

優傲科技屹立不搖的根基，來自先進機器人技術平台所建構的協作性，這也是
UR持續成長與技術創新的原動力。
 

優傲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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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協作型機器人的詳細產品資訊與技術規格，請參考：
www.universal-robots.com/products/

UR20 最大負載 20 公斤（ 44.1 磅 ），臂長 1,750 公釐（ 68.9 英吋 ）
UR16e 最大負載 16 公斤 （ 35.3磅 ），臂長 900 公釐（ 35.4 英吋 ）
UR10e 最大負載 12.5 公斤 （ 27.55 磅 ），臂長 1,300 公釐（ 51.2 英吋 ）
UR5e 最大負載 5 公斤 （ 1 1 磅 ），臂長 850 公釐（ 33.5 英吋 ）
UR3e 最大負載 3 公斤 （ 6.5 磅 ），臂長 500 公釐（ 19.7 英吋 ）

UR3e UR5e UR16e UR10e UR20

UR 協作型機器人
優傲科技 e 系列於 2018 年首度問世，這系列協作型機器人各自擁有不同臂
長與負載，適合部署的工業應用不勝枚舉。

2022年時，優傲科技宣布將全新推出 UR20 。身為首款新世代協作型機器人， 
UR20 不但是優傲憑藉 e 系列大獲成功後的最新生力軍，也標誌全新系列將
以創新為訴求。這款協作型機器人採用全新關節設計，不但可加速生產週期，
還可承受更大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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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傲科技協作型機器人於全球上市至今，已形成一個龐大的
銷售網絡，成員包括 800 多家經銷商與系統整合商。

經銷商列表請參考：
www.universal-robots.com/distributors/

銷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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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沿革

2021
UR10e 最大負載增至 12.5 公斤（ 27.55 磅）

2020

協作型機器人全球裝機量超過 5 萬台，
創下業界新里程碑。

2022

優傲科技宣布全新推出 UR20 ，
最大負載 20 公斤，

既是首款新世代協作型機器人，
也標誌全新系列將以創新為訴求。

開設第 100 家培訓中心。

與關係企業MiR移動機器人共同籌辦的
全新總部於丹麥歐登賽動土。

這棟設備先進的大樓預計 2024 年 1 月完工，
屆時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協作型機器人與

自主移動機器人（ AMR ）樞紐中心。

2019
推出重載型 UR16e ，最大負載高達 16 公
斤，可用於重型物料處理、重型機台操作、
包裝與堆棧以及自主移動機器人（ AMR ） 
等高負載任務。

2018

新一代e系列協作型機器人
在德國慕尼黑 Automatica 大展亮相。

全新平台不但提高協作型機器人的標準，
更加速解決方案的部署與開發。

創辦人 Esben Østergaard

榮獲機器人界的「諾貝爾獎」 - 

恩格伯格機器人獎
（ Engelberger Robotics Award ） 。

2016

獨家推出 UR+ 生態系統，為開發者社群、
經銷商與終端客戶提供更多附加價值。

成立優傲學院，旨在提高各界的機器人
素養。透過免費的線上學習模組，為用戶
提供 UR 機器人的基礎編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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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進軍亞洲市場，                                                
並於中國設立辦公室。

2008

推出首款機械手臂 UR5 ，
                          具備六個關節的設計                                  

在工業機器人市場掀起革命。

同年丹麥與德國經銷商                              
售出首批 UR5 協作型機器人。

2003

在歐登賽的南丹麥大學，        
Esben Østergaard、Kasper Støy 與

Kristian Kassow 分析了食品產業
對協作型機器人的特殊需求，
最終得出結論：機器人市場正被
既笨重又昂貴的機器人所主宰。

2012

推出最大負載 10 公斤的
UR10 協作型機器人。
美國子公司成立。

2010
事業版圖擴及整個歐洲。

2005

Esben Østergaard、Kasper Støy 與
Kristian Kassow 決定共同創辦優傲科技，
目標是推出一款設計輕巧的機器人，
也就是方便安裝與編程的協作型機器人，
讓中小企業也有機會接觸機器人技術。 

2015

推出 UR3 協作型機器人，                            
最大負載 3 公斤，專為輕型組裝工作與    
自動化工站而設計，並於上海、芝加哥與

漢諾威等地會展首度亮相。 

由泰達瑞公司以 2.85 億美元收購。

2014

進駐規模更大的全新總部。

UR 機器人安全系統通過 TÜV Nord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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