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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EdiTOrial
2016 年 , 中国的智能机器人技术正逐步向市场化发展。这一年，在工业转型升级驱动、政策

大力扶持、资本不断涌入、企业争相发力等多重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正迎来一

波井喷期。但同时也出现重复建设、高端产业低端化、核心技术缺失等问题。

为此，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治乱纠偏。继 2016 年上半年《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等文件后，日前，国务院、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

门又陆续出台了《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关于促进机器

人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等文件，引领行业有序发展。

政策“组合拳”频频出击下，2017年，国内机器人行业的发展的步子将迈得更坚实、理性。一方面，

并购将成市场主旋律。必须承认，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并购提升核心竞争力，已经

成为机器人产业的潮流。另一方面，核心部件国产化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唯有实现自主创新，掌握

高端核心技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核心竞争力，进而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当前，智能机器人等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大热，国际较量全面展开，大战一触即发。中国“智”

造能否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 2017，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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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与腾讯 QQ 达成战略合作 首推 10 款智能家电

1 月 5 日，美的集团和腾讯 QQ 在深圳正式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共同构建基于 IP 授权与物联云技术的深度合作，

实现家电产品的连接、对话和远程控制。双方合作的第一步，

是共同推出基于 QQfamily IP 授权和腾讯物联云技术的多款智

能家电产品。

此次联姻，可谓是双赢。对于腾讯而言，QQ 年轻的 IP 形

象和腾讯物联云的技术储备，将为美的注入年轻活力和科技力

量。对美的而言，借助腾讯物联云技术和 QQ 的 IP 价值，能够

更好地发掘用户潜在需求，提升消费体验，为消费者提供全新

的服务模式。

此次合作，双方共同推出了包括家用儿童空调、智能洗衣机、智能冰箱和电水壶等 10 款家电产品。

可以看出，基于腾讯物联云技术，用户不但可以通过手机 QQ 监控家电的运行状态，还可以进行远程控制。而社交能力的加入，则让家

电成为了消费者的新社交载体，给智能家电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有行业专家认为，美的一直是家电行业的龙头，拥有深厚的产品研发和制造实力。本次合作借助了 QQfamily 社交型 IP 的影响力、融合

了腾讯物联云等先进技术，有助于让家电产品向有智慧、懂感知、有温度的智能化物联产品更近一步。未来的智能家电不会止步于单一的智

能家电单品，将会逐步发展形成多领域组合的智能生态圈。

西门子工业众创空间正式投入使用

西门子位于武汉未来科技城的创新中心于 1 月 10 日正式投入使用。西门子表示将携手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搭建“数字化”专业实验室、智

慧水务实验室、工业软硬件平台及专家网络。工业众创空间将与本地产业现状与需求密切结合，为当地中小微企业提供创新项目孵化、专业

培训和技术咨询等服务。

“数字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把数字化技术和工具

运用在产品上，更要对整个组织模式和生态系统进行变革。”西门

子 ( 中国 )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朱骁洵博

士表示，“我们希望以武汉工业众创空间为试点，与当地政府和合

作伙伴共同探索并建立中国智能制造的创新模式和产业生态系统。”

西门子工业众创空间作为“西门子中国创新中心”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将通过工业物联网技术，与武汉当地高校包括华中科技

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以及武汉智能装备工业技术研究院

等一起合作帮助本地中小微企业加速创新。

西门子武汉创新中心于 2013 年成立，在汉落户以后经过三年

多的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方向，两个应用创新领域”的

发展思路。一个技术创新方向，即工业物联网数据集成和应用支撑技术，两个应用创新领域包括智能制造和智慧水务。工业众创空间的开放

为这两个应用领域提供了创新资源整合的平台，借此可以构建一个协作创新的生态社区。



谷歌两轮人形机器人曝光：一跳跨越障碍物

全球机器人技术支出： 2020 年将达到 1,880 亿美元

希捷科技与大疆创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机器人公司 Boston Dynamics 近日曝光了最新一款两轮人形机器人“Handle”，它能载重、下蹲，甚至还

能跳跃以跨过障碍物。Boston Dynamics 创始人马克－莱伯特（Marc Raibert）近日在一次投资者聚会上展示了这款机器人。参加聚会的风

险投资家史蒂夫－尤尔韦松（Steve Jurvetson）拍下了相关视频，并

上传到 YouTube。

据视频显示，Handle 机器人外观酷似 Atlas bot 和 Segway 平

衡车的下一代产品。它拥有控制平衡能力，在运动时能避免摔倒。

Handle 十分灵活，它能载重、下蹲，甚至还能跨越障碍物。

Boston Dynamics 创始人莱伯特称：“该实验用动力系统将轮子

和腿的力量结合起来，能始终保持平衡。“莱伯特表示，与之前“依

靠腿部行动”的机器人相比，Handle 机器人更高效，而价格也将低于

Atlas 行走机器人。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最近更新的《全球商用机器人技术支出指南》，全球机器人技术及相关服务支出到 2020 年将从 2016 年的

915 亿美元（约合 6,300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1,880 亿美元（约合 13,000 元人民币），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以上。除了机器人系统、

系统硬件和软件、机器人相关服务以及机器人硬件售后支出的数据以外，这份机器人技术支出指南还新增了无人机和无人机硬件的售后商业采

购数据。

IDC 制造业洞察部门供应链研究经理 John Santagate 指出：“机器人技术市场继续呈现出惊人增长。技术的改进、用例的增多以及市

场接受度的提高共同推动了这一增长。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创新者正在推出能够用于执行更广泛任务的机器人，这将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应用扩展

至更多行业。”

2017 年 1 月 5 日——全球领先的存储解决方案提

供商希捷科技公司 (NASDAQ：STX) 与全球领先的无

人机厂商大疆创新在本周三于消费电子展 (CES) 上宣

布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合作，解决无人机用户的数

据需求。随着无人机航拍相机分辨率不断提升，以及无

人机的飞行时间越来越长，希捷科技与大疆创新专注于

安全高效地存储、管理、下载和分享由单次无人机飞行

所产生的数百 GB 数据。

大疆创新战略伙伴关系总监 Michael Perry 表示：

“大疆很自豪能够在无人机技术领域开拓发展，也很高

兴可以与希捷共同合作，开发创新模式管理由我们最复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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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KA 中国二期厂房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杂最精密的产品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数据流。将我们无与伦比的无人机专业技术与希捷卓越的数据存储技术相结合，意味着我们的用户能够以

智能、高效、可靠的方式来管理他们日益增长的无人机数据存储需求。”

全新大疆 Inspire ™ 2 可以拍摄 5.2K 视频。以这种分辨率进行拍摄可以创造出惊人震撼的作品，但是同时也会产生更多数据。例如，在

一次时长 25 分钟的飞行中，以 5.2K 的分辨率进行拍摄将会产生大约 120GB 的数据。分辨率越高的航拍相机越需要更为有效的存储解决方案，

以便让无人机用户能够下载、回放、分享和备份他们的视频素材。大疆和希捷将作为战略伙伴积极合作，简化无人机数据处理工作流程的每一

个步骤。

希捷科技消费品部门高级副总裁 Tim Bucher 表示：“希捷很高兴能够与大疆成为合作伙伴，帮助无人机用户处理他们不断变化的、独

特的数据需求。希捷将致力于与大疆合作，使无人机数据处理工作流程进一步发展优化，让用户能够将精力集中在最为重要的工作上——让无

人机在飞行中进行拍摄，捕获数据，从而为世界带来全新震撼的体验。”

2017 年 1 月 11 日，KUKA 在上海隆重举行中国二期厂房奠基

仪式，并宣布再次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以期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对工

业自动化的需求。

KUKA 公司自 2000 年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已有 16 年的发展历

史，其中国一期厂房于 2013 年顺利投产，3 年内即实现了年产 5,000

台的目标，成为 KUKA 全球第二大的机器人组装工厂。KUKA 中国

的二期厂房项目将同样落户上海松江，以求继续扩大产能，满足中

国市场以及其他亚洲市场对自动化解决方案日益增长的需求。KUKA

中国二期厂房建立后，将极大地缩短 KUKA 产品的生产与运输时间，

同时加快售后响应速度、提高客户服务质量。

当前，上海松江区正加快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聚焦世界先

进制造业和优质存量企业。随着 KUKA 中国二期厂房的建立，将进

一步稳定和扩大 KUKA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以其先进的自动化技

术促进松江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今后，KUKA 将继续履行对中国的

长期承诺，与中国的工业客户与系统伙伴共同迈向智能制造的未来。

日媒称，日本大型机械厂商正增强在华机械零部件和机器人等的

生产体制。三菱电机将在中国新建工厂，川崎重工业则启动了中小型

机器人的生产。在人工费用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敦促当地企

业引进物联网，并通过自动化等举措来提高工厂生产效率。日本相关

厂商预计中国各企业的相关投资将猛增，因此将加紧构筑供应体制。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 2 月 6 日报道，三菱电机将在江苏常

熟工厂新建厂房，将机床用马达和数控装置的产能翻番。新厂房占地

面积约为 3．3 万平方米，与现有工厂规模相仿，预计投资额在 20

亿日元（约合 1,770 万美元）左右，力争 2017 年投产。

三菱电机正在向工厂等提供物联网服务，利用该服务可以将工厂

内的设备进行联网，并对设备运转状况进行管理。该公司计划在新建

厂房的同时，在 2016 年将生产与本公司产品协作的软件和设备等的

当地合作伙伴从目前的 60 家增至 100 家。

此外还将构筑派遣驻中国的技术人员到各工厂等进行访问的营

业体制。三菱电机将通过向厂房推荐成套的工厂自动化设备，以及细

致的维修服务来开拓客户，计划 5 年内将在中国的工厂自动化设备的

销售额提高五成。

川崎重工业已经启动在江苏苏州工厂生产中小型通用机器人。此

前，这类机器人一直从日本向中国出口。在用于组装电机、电子设备

以及研磨汽车相关机械零部件的机器人方面，该公司新设了年产能为

日媒：三菱、川崎等日企盯上中国版“工业 4.0”商机



埃斯顿拟 1,550 万英镑收购海外运动控制企业

美国科学家研发蝙蝠机器人可用于救灾勘探

2,000 ～ 3,000 台的生产线。苏州工厂整体的产能将扩大两三成。

安川电机计划在中国将多关节机器人的产能倍增至月产 1,000

台左右，并在以 2018 年为最终年度的中期营业计划中提出在江苏省

增设工厂。安川电机还将增设生产用于焊接和搬运物品的大型机器人

的常州工厂，并已确保了约 5 万平方米的建设用地。

随着人工费用的上涨，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的

企业逐步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提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中国

制造 2025”计划，正在推进以低成本为武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报道称，中国政府在“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要向具备高品质

和价格竞争力的生产基地转型。将新一代 IT、节能、工业机器人和

航空航天等领域定位为重点产业，呼吁企业引进机器人和共享制造

信息等。中国政府还提出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到

2049 年使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的目标。

中国政府目前正从企业收集“试点模式”，为对象企业提供部分

扶持资金。对于促进提高生产效率的政策，中国当地企业也在积极推

进。例如，中国大型家电厂商美的集团就收购了世界级工业机器人企

业德国库卡。

为了抓住中国版“工业 4.0”诞生的商机，日本企业也展开了行

动。除了机械厂商外，富士通还宣布与上海仪电开展合作。双方将共

同推进把物联网用于工厂的“智能制造项目”。

近日，埃斯顿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 Dynacon Industrial Limited( 以下简称“鼎控”)，拟与 CHRISTOPHER BACKHOUSE、ROY 

BAMFORTH、JULIE ANNE BAMFORTH 签署 TRIO MOTION TECHNOLOGY LIMITED 股权收购协议。

协 议 表 明， 鼎 控 拟 以 现 金 方 式 出 资 1,550 万 英 镑 收 购 TRIO 

MO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以下简称“TRIO”)100% 股权。

据了解，TRIO 成立于 1987 年，公司总部坐落于英国图克斯伯里市，

在美国、中国和印度设有子公司。自成立之初起，TRIO 就致力于为工

业自动化领域提供高精度和高可靠性运动控制技术，目前已成为全球运

动控制行业领军企业之一。公司的产品主要为多轴通用型运动控制器及

运动控制卡、机器人控制器、人机交互触摸屏 (HMI)，以及输入输出扩

展模块。

也许本次海外收购只是埃斯顿在新年伊始时机器人新布局的一次热

身，2017 年或将掀起新一轮出海“扫货”潮，因为埃斯顿在 2016 年

的收购步伐就已在加紧推进。

师法自然，是机器人研发重要途径之一。人类目前已经有模仿夜

猴跳跃能力的“跑酷”机器人，有模仿章鱼的软体机器人等等。现在，

这一大家族可以加入一个新成员——蝙蝠机器人。

当地时间 2 月 3 日，最新一期《Science Robotics》（《科学 •

机器人学》）的封面文章介绍了一款模仿蝙蝠飞行的机器人——蝙

蝠机器人（Bat Bot B2）。来自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和

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员 Alireza Ramezani、Soon-Jo Chung 以及

Seth Hutchinson，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研发这款蝙蝠机器人。

“蝙蝠的飞行能力是

空中机器人梦寐以求的。

它们能执行复杂的飞行技

能，比如颠倒栖息和快速

转弯。蝙蝠还有非常复杂

的 机 翼 运 动， 有 超 过 40

个 关 节 和 非 常 薄 的 膜 翅

膀。”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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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 － Jo Chung 说。

如果人类能设计出模仿蝙蝠飞行的机器人，这意味着可以在没有

GPS 的状况下，在有金属和钢筋的黑暗环境中进行飞行。这对于地

震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将起到关键作用。

根据发表在《Science Robotics》的论文，蝙蝠机器人与远程

控制飞行的机器人不同，完全是自主飞行。它由硅胶翼，3D 打印接

头和碳纤维“骨头”构成。

丰田牵手铃木，在自动驾驶等多领域展开合作

KUKA 七轴轻型机器人春季量产，能够执行“锯骨”等多种
医疗工作

2017 年 2 月 6 日，据外媒报道，丰田汽车集团与铃木汽车集团

共同宣布已经签订合作商讨备忘录，二者将在环境友好型技术、安全

系统、信息技术以及产品和零部件供应方面展开合作。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两家公司将在自动驾驶领域成为技术合作伙

伴。

通过合作，铃木可以从丰田手中获得先进的技术，比如电动动力

传动系统。而丰田方面则可以从铃木深耕的印度市场获取利益，因为

铃木在印度市场常年稳居榜首，打造了优秀的供应链网络，而丰田对

这个市场的洞察力显然不及铃木。

此外，通过资源整合，二者在动力传动系统绿色化、更加先进的

安全技术研发以及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成本也将相应减少。

当然，两家都来自日本的实属竞争对手的公司，要真正走到一起，

还不得不面对反垄断法规的纠缠。不过，二者都表示会致力于推进合

作关系的早日实现。目前，双方在资本层面的合作并未有更多细节。

近 日，KUKA 方 面 宣 布，KUKA 

LBR Med 机器人将于 2017 年春季投

入批量生产。

轻型机器人一直是 KUKA 产品线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早前 KUKA

的 LBR iiwa 机器人已经得到了业界的

认可，LBR 系列已经成为了 KUKA 轻

型 机 器 人 的 一 个 代 称。 如 LBR 代 表

“轻型机器人”，iiwa 代表“智慧型工

业 助 手”（intelligent industrial work 

assistant)。 此前 LBR iiwa 机器人实

现了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的直接合作，

从而完成高灵敏度需求的任务，并且不

需要任何防护措施，将工作范围扩展到了全新的领域，让人们工作更高效。虽然同为一个系列的轻型机器人，跟 KUKA LBR iiwa 机器人微妙

的不同在于，KUKA 针对医疗手术领域的机器人制作要求严格了很多，也由此对于医疗方面的轻型机器人做出了多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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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收购以色列工控公司 加码布局机器人产业

首先，KUKA 对 LBR Med 机器人的外表材料进行了调整，使

其具有生物兼容性和耐腐蚀性；

其次，所有的 KUKA LBR Med 机器人内置式接口都优化并达

到了诊所、医院或手术室保持卫生的标准。据悉，LBR Med 机器

人通过了 IEC 60601-1 管理标准（IEC 60601-1 标准是受大多数

国家公共卫生部门认可的医疗电器设备协调标准）。KUKA 的 LBR 

Med 机器人的 IEC 60601-1 标准经由 IECEE-CB 架构流程进行

检验通过。KUKA 方面表示，通过 KUKA 的 CB 认证和 CB 报告可

减少繁杂的测验项目，并且显著简化认证过程。

据了解，LBR Med 机器人灵敏度十分高，是 KUKA 基于其七

轴轻型机器人技术研发而成，每个关节都装有传感器，具有一定的感

继收购德国库卡公司后，白色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在机器人产业

领域再发力。2 月 9 日，美的宣布与以色列运动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 Servotronix 达成战略合作交易。美的集团总裁方洪波对记者确

认，美的已收购 Servotronix 愈 50% 的股份。

以色列 Servotronix 公司创立于 1987 年，为一家专注于开发和

销售运动控制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企业。公司主要向工业机器人、电

子装配、半导体、机械工具、医疗仪器等多个行业，提供全面的运动

控制方案，以及编码器、伺服驱动器、及多轴运动控制器等产品。

2 月 9 日，美的宣布了与 Servotornix 公司达成的战略合作交易，

并强调截至当日，该交易所需要的所有监管审批已通过，交易的所有

前提条件均已满足。但对交易价格和结构等细节，通告并未给出更多

披露。

当地时间 2 月 12 日，据以色列环球商业网（Globes Israel’s 

Business Arena） 报 道，Servotronix 公 司 创 始 人 及 CEO 对 当

知功能。关于 LBR Med 机器人的作用，KUKA 方面介绍说，医疗

产品制造商可以将其作为单独机械部件整合至一个医疗产品中来执行

各种不同的任务。只要搭配合适的工具和程序，LBR Med 就可以支

持内视镜和切片检查等医疗工作，也可以用来执行锯骨或是放置脊椎

骨钉等等。

KUKA 在协作机器人方面的技术一直都属于世界前列，其生产

的协作机器人在感官能力上有所突破，并且安全、教学快速、操作控

制简单等特点都是 KUKA 轻型机器人的优势。这次 LBR Mde 机器

人的量产也许能够解决一些医疗上的效率问题，对医疗机器人的普及

和提升都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地媒体称，在本次交易中公司估值总价达 1.7 亿美金。其中创始人

Ilan Cohen 将出售其所持有的价值 2600 万美元的公司股份，公司

另一位创始人及大股东、以色列富商 Ruth Wertheimer 将出售价值

5600 万美元的股份。财新记者据此计算，两位创始人股东所出售股

权比例已达 48%。

色列环球商业网报道称，公司其他高管和雇员也将出售手中股

份。但尚不清楚美的计划收购多少股权份额，也未确认目前已出售股

权比例。另据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昨日报道，美的计划获

得 Servotronix 80% 的股权。方洪波在接受财新记者电话采访时，

未对收购标的 1.7 亿美金估值和所收购的股权份额予以置评，但他强

调“我们确实已经控股”。

对于此次收购的原因，方洪波表示，“这次战略合作是美的

在拓展自动化和智能制造产业上的又一个里程碑”。美的看重的是

Servotronix“在运动控制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潜力”。方洪波还

表示，美的将持续加大在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方面的投入，并在产

业链协同、市场上面给予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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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预计，到 2019 年，物流、医疗、公共事业和资源领域 35% 的领先机构将尝试利用机器

人实现自动化运营。2016 年 12 月 8 日，新加坡——IDC Manufacturing Insights 全球商用机器

人研究项目发布了题为《IDC Future Scape：2017 年全球机器人预测》的最新报告。该报告分

析了全球机器人技术未来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及这些驱动因素在 2017 至 2020 年对机器人技

术发展产生的影响。

IDC 全球机器人及亚太区 Manufacturing Insights 研究总监张敬兵博士认为：“人工智能、

计算机视觉、导航、MEMS 传感器和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将继续推动工业及服务机器人在功能、性能、

自主性、易用性和成本效益方面的创新。”张博士还透露了 2017 至 2020 年的重大战略预测以及

机器人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将为 IT 领导者带来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预测 1：机器人即服务。到 2019 年，30% 的商用服务机器人应用将采取“机器人即服务”

的业务模式，从而降低机器人的引进及部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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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首席机器人技术官。到 2019 年，30% 的领先机构将设置首席机器人技术官职位

和 / 或在公司业务中设有专业的机器人职能部门。

预测 3：竞争格局的演变。到 2020 年，机器人的应用将带来 800 亿美元的新增 ICT 市场，

吸引更多新的市场参与者为机器人的部署提供支持，用户公司将有更多的厂商可供选择

预测 4：机器人人才紧缺。到 2020 年，机器人技术的增长将加剧市场对相关人才的争夺，

导致 35% 与机器人技术相关的空缺无法招聘到合格人才，同时相关岗位平均工资将增长 60% 以上。

预测 5：机器人相关法规。到 2019 年，政府将开始实施机器人相关法规来保障就业，并

解决安全及隐私问题。

预测 6：软件定义的机器人。到 2020 年，60% 的机器人将依靠基于云的软件来定义新的

技能、认知能力和应用程序，从而形成机器人应用软件云市场。

预测 7：智能协作机器人。到 2018 年，30% 新部署的机器人将是智能协作机器人，运行

速度比现在的机器人快三倍，并且能够在人类周围安全地工作。

预测 8：智能机器人网络。到 2020 年，40% 的商用机器人将连接到共享智能网，使机器

人的整体运作效率提高 200%。

预测 9：应用范围突破制造业。到 2019 年，物流、医疗、公共事业和资源领域 35% 的

领先机构将尝试利用机器人实现自动化运营。

预测 10：机器人用于电子商务。到 2018 年，200 家主流全球电子商务和全渠道商务公

司中的 45% 将在其订单履行、仓储及配送业务中部署机器人系统。 

资料来源：机器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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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Science 调查显示，去年已有 38% 的企业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而到 2018 年将增

长至 62%。Forrester Research 预计，2017 年 AI 领域获得的投资将同比增长超过 300%。而 

IDC 估计，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从 2016 年的 80 亿美元，到 2020 年将增长至 470 亿美元。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当前的 AI 趋势，Forrester 发布关于人工智能的 TechRadar 报告，

对 13 种企业应当关注的 AI 技术进行分析。

基于 Forrester 的分析，《福布斯》经过挑选后列出 10 项最热门的 AI 技术：

1、自然语言生成
利用计算机数据产生文本。目前用于客服、报告生成和提取商业情报和洞见。示例供应

商：Attivio，Automated Insights,CambridgeSemantics,Digital Reasoning, Lucidworks, 

Narrative Science, SAS, Yse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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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音识别
将人类语音转录和转换为对计算机应用

可用的格式。目前用于交互式语音响应系统

和移动应用。示例供应商：NICE,Nuance 

Communications, OpenText, Verint 

Systems。

3、虚拟助理
Forrester 形 容 虚 拟 助 理 是

“媒体的宠儿”。虚拟助理包括

简单的聊天机器人到高级的、能

与人交互的系统。目前用于客服

支持和智能家居当中。示例供应

商：Amazon，Apple，Artificial 

Solutions，Assist AI，Creative 

Virtual，Google，IBM，IPsoft，

Microsoft，Satisfi。

4、机器学习平台
提供算法、API、开发和训练工具包、数据以及计算能力，用于在应用、处理和其他机器中设计、

训练和部署模型。目前的大量的企业应用中得到试用，大部分涉及“预测或者分类”。示例供应商：

Amazon，Fractal Analytics，Google，H2O.ai，Microsoft，SAS，Skytree。

5、底层 AI 硬件
用于运行人工智能计算任务、经过专

门设计和架构的 GPU（图形处理单元）

和应用。目前主要在深度学习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示例供应商：Alluviate, Cray，

Google， IBM，Intel，Nvidia。

6、决策管理
将规则和逻辑嵌入到 AI 系统中的引擎，用于初始化设置、训练和过程中的维护和调参。这

是一项成熟的技术，被广泛地用于企业应用，帮助或者执行自动决策。示例供应商：Advanced 

Systems Concepts, Informatica, Maana, Pegasystems, UiPath。

7、深度学习平台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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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有的机器学习平台，由多层的人工神经网络组成。目前主要用于基于大数据集的模式

识别和分类应用。示例供应商：Deep Instinct, Ersatz Labs, Fluid AI,MathWorks, Peltarion, 

Saffron Technology, Sentient Technologies。

8、生物感知
让人和机器之间的自然交互，包括但不限

于图像和触控识别、语音和身体语言。示例供

应 商：3VR, Affectiva, Agnitio, FaceFirst, 

Sensory, Synqera, Tahzoo。

 

9、机器人自动化
使用脚本和其他方法，将人类劳动自动化，以支持高效的业务流程。目前主要用于人类资

本昂贵或者效率低下的情境中。示例供应商：Advanced Systems Concepts, Automation 

Anywhere, Blue Prism, UiPath, WorkFusion。

10、文本分析和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基于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提高对句子结构、含义、情感和意图的理解，来使用

和支持文本分析。目前主要用于欺诈侦探和安全、多功能虚拟助理以及非结构化数据挖掘。示例供

应商：Basis Technology, Coveo, Expert System,Indico,Knime,Lexalytics,Linguamatics,Mi

ndbreeze,Sinequa,Stratifyd, Synapsify。

当下 AI 技术确实能为企业带来商业价值，

但根据 Forrester 去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那些还没有采用 AI 技术的公司表示，采用 AI 

技术还存在以下障碍：

没有清晰的商业应用场景：42%

不清楚 AI 可以用来干什么：39%

缺乏应用 AI 的技能：33%

应用 AI 之前，需要先推动自家数据管理平台的现代化：29%

缺少预算：23%

不确定配置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具备哪些元素：19%

人工智能系统效果尚未得到有效证明：14%

缺乏适当的流程或管理方法：13%

AI 噱头大于实际重要性：11%

无法获得所需需要的高质量数据：8%

不确定人工智能是什么：3%

Forrester 调查认为，一旦企业克服了这些障碍，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企业转型，同时推动

企业智能化发展。

来源：网络



美军研制出纸质无人机给前线士

兵送药，用过可直接丢弃。它主要采

用滑翔的方式飞行，因此无需配备动

力装置。另外它内置了微型电脑和传

感器，可以用来控制飞机的翅膀角度

和飞行方向，确定无人机的距离和落

地目标。

无人机在很多情况下，除了作为

拍摄和娱乐工具之外，还可以在遇到

路况不佳或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到达普通交通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包括疫区检验和灾区送达

医疗用品等作用。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无人机的造价都比较昂贵，并且几乎续航能力只有标称的一半，因为

还得预留出一半的电量对无人机进行回收，因此总体飞行距离也直接缩减一半。

因此如果无人机能够不用回收，甚至制作成一次性的低成本，那么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近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美国军方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成果，用纸板制作出了

一种无人驾驶无人机，由于这种无人机造价低廉，采用一次性设计无需回收，因此飞行距离是普通

无人机的两倍。

“当需要运送疫苗或其它医疗用品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种无人机运送到更多距离更远的地

区。”Otherlab 航空研究工程师 Star Simpson 表示。这种无人机任何组件都无需回收，甚至包

括电池也不用。

这种自动驾驶无人机，主要采用滑翔的方式飞行，因此无需配备动力装置。另外它内置了微型

电脑和传感器，可以用来控制飞机的翅膀角度和飞行方向，确定无人机的距离和落地目标。

这种一次性纸质无人机由 DARPA 负责开发控制和飞行系统，采用了 Unrecoverable 系统或

ICARUS 系统，可以精确的将物资运送到空气稀薄的地区。不过由于这些无人机采用的是滑翔方式，

因此虽然没有动力系统，但是需要提前设定好降落地点目标，然后提前调整方向落到制定地点，而

不能像传统无人机一样直上直下随时落地。另外，Otherlab 也与生物研究所合作，整个无人机都

采用了可降解的材质打造，不会污染环境。

ICARUS 是 DARPA 庞大的 Vanishing 计划研究中的一部分，整个研究旨在打造一种可以溶

解消失的硬件，并且不能二次使用。

而 DARPA 对于类似的研究起到“领路”的作用已经不是第一次。在 2004 年，DAPRA 就

举办了第一届无人驾驶汽车的比赛，很快后来包括谷歌和特斯拉等公司也竞相开发属于自己的无人

驾驶技术。而几十年前，DARPA 也曾最先开发了分组交换网络，而这样成为了现代互联网的基础。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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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联合美国国防部、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能源部

等政府机构发布了《国家机器人计划 2.0》，将在先期计划的基础上重点发展协作式机器人。

该计划的目标是支持基础研究，从而加快美国在协作型机器人开发和实际应用方面的进程。之

前制定的《国家机器人计划》侧重于机器人创新研究，重点是如何让协作型机器人与人类伙伴建立

共生关系。而《国家机器人计划 2.0》则侧重于更广泛的问题：由多人多机器人组成的各个团队之

间如何有效互动和协作；机器人如何促进在各种环境下完成各种任务，并且将硬件和软件改动控制



在最小范围；如何利用来自云、其他机器人和人的海量信息让机器人更有效地学习和工作；如何让

机器人的硬件和软件设计确保可靠运行。

此外，该计划还支持通过创新方法构建机器人学知识并将之融入教育课程，通过教育途径壮大

机器人学研究队伍，探索广泛存在的协作型机器人对人类未来的社会、行为和经济影响。该计划鼓

励学术界、行业、非营利机构及其他组织合作，在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开发、部署和使用之间建立

更紧密的联系，此外还将考虑一些可为拟议的研究和教育活动带来重要价值的国际合作项目。

为实现《国家机器人计划 2.0》的愿景，该计划将划拨资金支持机器人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

以及集成机器人系统领域的创新研究。虽然学科研究是基础，但《国家机器人计划 2.0》还将支持

跨学科项目，其重点是扩展协作机器人之间的交互。对实现整体计划目标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研

究主题如下：

1. 协作：
 

让机器人与其他各方 ( 人或机器人 ) 有效协作；让机器人系统实现分布式感知、行动、计划和

学习；让机器人高效学习直接经验、人类、其他机器人和数字媒体提供的信息；让机器人能够与其

他各方 ( 人或机器人 ) 进行交流、指导。

2. 交互：
让机器人能够与新用户交互，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使机器人能够与专家有效交互，包括远

程交互；使机器人能够可靠地识别和预测其他人的行为和活动；研究机器人的社交智能，包括心智

模式、观点获取和共同注意能力；研究人类对普适协作机器人的信任问题。

3. 可扩展性：
研究易于自定义的机器人，以在各种情况下实现各种任务；研究易于个人化的机器人，以便与

各种人交流；研究可组合使用的硬件或软件，以支持普适协作机器人的开发；研究数据管理方法，

用以管理机器人生成 / 使用过的数据，尤其是各方共享的数据；研究硬件和软件策略，降低故障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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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机器人突然失灵。

4. 实际体现：

研究可促进普适交互且安全的设计和材料 ( 如柔性机器人 )；促进物理协作 ( 包括端对端、协

作操控以及增强人类能力 )；研究物理信息收集、传感模式以及协作和分布式传感技术；研究其他

可选的人机通信模式 ( 如声音、手势、视觉、动作、触觉 )，以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

5. 降低准入门槛：
研究具有创新价值的机器人编程语言 / 范例；针对软件、硬件和系统开发强大易用的基础架构；

通过技术开发促进物理试验台共享，尤其是可使现有测试台更具开放性的技术；开发可共享的资源，

如软件和数据。

6. 社会影响：
研究普适协作

机器人对社会和经

济平等的影响；研

究必要的经济和管

理政策；研究与普

适协作机器人有关

的伦理道德和法律

问题；研究人机团

队协作、整合、合

作、员工操作培训

等问题；开发协作机器人在教育行业的创新性用途。

来源：机床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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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篇

国际：
　　

欧盟“电子人”草案拟赋予机器人人权
2016 年 5 月，欧洲议会提出一项草案，建议赋予机器人基本的“劳工权利”，让这些为人类

服务的“电子人”今后也能享有薪酬、版权保护和社会保险。

草案提出：人工智能机器人应被认定为“电子人”，因为它们不仅在工业领域应用越来越多，

还承担起医疗手术、个人护理等精密任务，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机器人将不再只是人

类的工具，而是“有自己的权利，会自己学习、自由行动并做出决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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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十三五”机器人产业规划出炉
　　2016 年 4 月，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

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机器人产品性能和质量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突破。

到 2020 年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 10 万台，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超 300 亿元。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机器人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

外同类产品水平；被视为产业“短板”的核心技术也将迎来突破。

全国工业机器人控制装置标准在芜诞生
2016 年 5 月，《工业机器人控制装置》国家标准制定启动会在芜湖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机器人产业专家汇聚江城，共同制定工业机器人控制装置国家标准。

据了解，本次会议由全国工业机械电气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办。与会人员结合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实施和工业机器人控制装置产业化发展情况，完善工业机械数字控制系统的标准体系，制定

工业机器人控制装置技术条件标准，用标准引领产品研发，指导产品设计、制造与验收，填补国内

“工业机器人控制装置”标准的空白。

　　

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
去年 9 月，工信部就《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征求意见稿

对相关机器人产品质量提出了多项具体明确要求，包括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应具备的检测实验设备，

如减速器测试平台、伺服电机测试平台，以及产品应符合的多项国标和行业质量标准。同时，对于

机器人集成应用也提出了相关测试要求，包括三项机械安全和三项机械电气安全。



资本篇
 

大族激光：联合中航、航发收购 Aritex
去年 1 月，大族激光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

公司合资方共同在香港设立香港 SPV，用于收购西班牙 Aritex Cading S.A. 公司 95% 股权。此

次收购项目，大族激光以自有资金出资约 4,995 万欧元 ( 折合人民币约 3.5 亿元 )，占香港 SPV 

30% 股份，中航航发持股 55%，中航投资持股 15%，Aritex 管理层持股 5%。四月，收购完成。

此次收购，标志着大族激光进军航空航天、汽车系统集成，以及机器人智能制造领域。                                

　　

华昌达：收购龙德科技 开拓军工业务
去年 2 月，华昌达公司发布公告称以 9,100 万元的价格收购李克、李振清持有的西安龙德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华昌达实现产品和技术纵深化、市场区域及客户

纵深化和行业应用领域纵深化的战略目标，逐步开拓军工板块业务。

　　

埃夫特：收购 EVOLUT  挺进金属加工应用
去年 3 月，埃夫特与 EVOLUT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安徽芜湖举行。总部位于意大利的

EVOLUT 成立于 1991 年，主要专注于金属加工领域的高端机器人系统集成，如铸造行业的智能

打磨、去毛刺、切割、压铸取件以及汽车零部件领域的智能装配、智能检测等。

埃夫特目前在一般工业领域的系统集成业务才刚起步，特别是在铸造、机加工行业，相关工艺

和解决方案的积累较少，与EVOLUT合作可快速提升在相关行业的集成能力，形成公司利润增长点。

此外，埃夫特还可以快速获得相关机器人单元技术：如智能视觉检测，识别技术，提高系统集成方

案的智能化成本和议价水平。

　　

万丰集团并购帕斯林
去年 4 月，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密歇根州沃伦市正式交接斥资 3.02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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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的美国焊接机器人应用系统服务商帕斯林，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二大机器人企业跨国并购。

据万丰科技董事长吴锦华表示，此次收购，既能帮助帕斯林实现全球化的发展，也能提升万丰

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产品的竞争力，完善万丰科技从机器人本体到大规模机器人系统集成的上下游

产业链。同时，也为万丰科技乃至整个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打破国外企业在汽车工业机器人市场中

的垄断奠定了良好基础。

　　

均胜电子：拟 1.26 亿全资收购美国 EVANA 公司
去年 5 月，均胜电子全资子公司普瑞伊玛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有限公司（PIA）与美国

EVANA 公司的全部股权持有人 PSI 公司已于 5 月 2 日完成《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PIA 以

195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2,624 万元）收购 EVANA 的全部股权和相关知识产权。

据介绍，EVANA 是一家专注于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集成，为客户提供定

制化工业机器人系统、自动化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的公司。EVANA 公司拥有约 100 名员工，能

够为客户提供全球配套服务，主要客户包括汽车、工业、医疗和健康等领域的一线跨国集团。

　　

美的：40 亿欧元收购德国机器人龙头库卡

同 样 在 去 年 5 月， 美 的 集 团 董 事 会 通 过 议 案， 拟 通 过 境 外 全 资 子 公 司 MECCA 

International(BVI) Limited 以每股 115 欧元的价格全面要约收购德国库卡集团至少 30% 以上的

股权。

美的方面解释本次收购称，库卡集团全部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 39,775,470 股，按照要约价格

以每股 115 欧元计算，美的预计最高将支付不超过 40 亿欧元 ( 折合人民币约 292 亿元 ) 的现金对

价，实际交易总对价，取决于最终接受要约的情况。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银团贷款及美的集团的

自有资金。

10 月 13 日，据美的集团公告，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审核通过了公司就收购库卡向其提交的

要约收购文件。

　　



埃斯顿：拟 7600 万收购上海普莱克斯
2016 年 6 月，埃斯顿拟以 7,600 万元收购上海普莱克斯 100% 股权，推动公司机器人在压

铸行业的应用，拓展公司业务空间。

根据公告，公司拟以现金 7,600 万元收购 L.K.MACHINERY CO.LTD. 持有的上海普莱克斯

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上海普莱克斯是国内最早、最全面的压铸机周边自动化设备生产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耕耘。

产品有压铸机取件机器人系统、喷涂机器人系统、镶嵌机器人系统、离型剂混合压送装置、自动喷

涂装置等及其辅助设备。

　　

爱仕达：拟收购钱江机器人 51% 股权
2016 年 9 月，爱仕达发布公告称，公司以自有资金 5865 万元的价格收购钱江摩托持有的浙

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51% 股权。

此次的交易双方，一方是正在进行产

品结构调整、生产线升级的中国炊具及小

家电领域巨头之一；一方是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在国内领先研发生产工业机器人集成

应用技术的公司。此次交易完成后，钱江

机器人将成为爱仕达控股子公司。

　　

远荣自动：机器人制造商远荣自动正式挂牌新三板　

2016 年 10 月，深圳远荣自动化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

荣远自动于今年 7 月 28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批准的《关于同意深圳远荣自动化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据资料显示，远荣自动成立于 2006 年，主营业务是工业机器人、机器人系统及自动化设备，

与国际知名工业机器人公司 ABB 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远荣机器人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3C、

家电、互动模型、军工、化工、五金等众多行业领域。客户群包含通达集团、联懋集团、美的集团、

新科股份、星辉股份、成飞集团等一系列行业内知名企业供应商，在表面处理工业机器人细分市场

上占有率达 8%。

　　

华中数控：2.8 亿元收购机器人公司
2016 年 12 月，华中数控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江苏锦明 100% 股权，交

易价格 2.8 亿元。其中，发行股份支付占比 60%，现金支付占比 40%。同时拟向不超过五名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5 亿元。

公告中称，本次收购江苏锦明是通过外延式发展实施“一核三体”机器人业务产业发展战略，

打造工业机器人领域“全产业链供应商”的重要举措。交易完成后，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水平等

方面将得到提升。

来源；网络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28—
27 前沿 frONTiErS

工业机器人哪家强？从国际来看，来自于瑞士的 ABB 最早推出了全球首款真正实现人机协

作的双臂工业机器人 YuMi；德国的库卡则凭借 KR3 AGILUS 呈现其面向更多领域的开拓创新成

果；位于亚洲的日本发那科，通过其小型协作机器人 CR-7iA 为用户提供精准、灵活、安全的人机

协作解决方案；丹麦优傲则呈上编程简单、安装快捷、部署灵活、系统安全的 UR3、UR5，以及

UR10；美国再思考机器人公司的 Sawyer 产品适合于多变的产品生产坏境，具备快速便捷的可操

作性。

回到国内，新松自主研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内首台柔性多关节技术和可动双目视觉系统的

双臂协作机器人；埃夫特的 ER6-C604 是其为一般行业正向设计开发的超高性价比机型；埃斯顿

的 Scara 机器人可以分别实现平面内进行定向和完成末端件在垂直于平面的运动本能；广州数控

的 RMD08 码垛机器人具有结构简单、故障率低、占地面积小等优点；新时达 SD500 因其重量轻、

运行速度快、重复定位精度高而享誉业界。

国际：

1、ABB—YuMi
德国汉诺威，2015 年 4 月 13 日——全球领先

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 ABB 在世界顶级的工业博

览会——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向市场推出全

球首款真正实现人机协作的双臂工业机器人 YuMi。

据了解，YuMi 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消费电子产品行业对柔性生产和灵活制造的需求，它可以应

用于小件装配环境中，而这得益于其双臂设计、多功能智能双手、通用小件进料器、基于机器视觉

的部件定位、引导式编程、以及一流的精密运动控制。

凭借人性化安全设计，YuMi 能够与人类进行近距离协作。它拥有一副轻量化刚性镁铝合金骨

架以及被软性材料包裹的塑料外壳，能够很好地吸收对外部的冲击。此外，YuMi 采用紧凑型设计，

拥有人体尺寸和人类肢体动作，这会让其人类同事感到安全舒适——而 YuMi 也凭借这一特点荣获

了久负盛名的“红点最佳产品设计奖”。

2、KUKA—KR3 AGILUS
2016 年 7 月 6 日，上海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上，

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 KUKA 携数款面向热门

高技术产业的机器人应用亮相，并在展会期间发布最

新机器人产品 KR 3 AGILUS，通过键盘检测应用工

十大国内外工业机器
人明星产品编辑 / 整理

Cassie



作站及娱乐应用单元演示，呈现了 KUKA 面向更多领域开拓创新的全新成果。

KR 3 AGILUS 机器人采用 6 轴轻量设计，最大负载 3kg，最大工作范围 541mm，重复精度

±0.02mm。该产品是追求最短循环时间和最高产量的电子行业量身打造的产品，有利于客户实现

最佳的投资回报率。

与此同时，其紧凑的单元设计和多样的安装方式特别适合需要在狭小空间内进行生产的产品。

在键盘检测中，它的机器人末端集成了高性能的六轴力 / 力矩传感器，结合精准的定位，能够快速

获取末端的力与位移数据，更加高效与智能。

3、FANUC—CR-7iA
2016 年 11 月 2 日， FANUC 携小型协作机器

人 CR-7iA 在第 18 届工博会上正式发布，针对小型

部件的搬运、装配等应用需求为用户提供精准、灵活、

安全的人机协作解决方案。

作为一款小型协作机器人，CR-7iA 的手腕部最

大负载为 7kg，动作可达半径 717mm，其长臂型机

型 CR-7iA/L，动作可达半径达 911mm。完善的安

全功能使 CR-7iA 能在没有安全围栏的情况下与人

一起并肩工作。

据了解，CR-7iA 具备三大特性：协同作业，无需使用安全栅栏、人与机器人可共享某个区域

进行作业，人与机器人可相互协调地进行重零件的搬运、零件的装配等各种作业；安全功能，当机

器人接触到人时，机器人会安全地停止，并且该款机器人已取得国际标准 ISO 10218-1 安全认证；

智能化和高可靠性，可利用 FANUC iRVision（内置视觉）等各种最新的智能化功能，采用与以

往的机器人相同的高可靠性设计。

4、优傲—UR3、UR5、UR10
优傲于 2015 年 3 月最新推出的 UR3 是现今市场上

最灵活轻便、并且可与工人一起肩并肩工作的台式机器人。

UR3 可控制高达 3kg 的有效载荷，为科学、医药、农业、

电子产品和技术设施提供价值。其擅长的作业包括：安装

小型物件、胶合、固定螺钉、操作工具、钎焊和涂装。

UR5 自重 18kg，负载达 5kg，工作半径 85cm。胜

任轻量级协作流程（如抓取、放置和测试）。 UR10 是优

傲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专为更大型的、对精确性和可靠性

仍然有高要求的作业所设计。自动处理重量达 10kg 的流

程和作业，延伸半径范围达 1,300mm，可以为受距离影响的生产线节省时间。

据了解，UR 机器人的主要优点有：编程简单、安装快捷、部署灵活、系统安全，以及 195 天

的较快投资回收期。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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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ethink—Sawyer
Rethink Robotics 推 出 的 第 二 款 具 有 革 命 性 的 产

品——Sawyer，是一个单臂、双目、高性能的机器人，

可以完成机器操控、电路板测试、以及其他高精度的任务。

据悉，这台智能协作机器人自重 19kg，具备 7 个自

由度，使得它能够进入非常狭窄和拥挤的空间，代替人类

进行高质量的工作。Sawyer 通过其独特的柔顺控制技术，

保证其能和人类并肩进行安全高效的工作。

同时，Sawyer 还装配了嵌入式视觉系统，包括装置

于头部的广角镜头和腕部的 Cognex 摄像头，保证了它的动态定位并能够在长时间内支持 Cognex

系统的多项前沿特质。这款机器人在 Intera 软件平台的支持下，能够快速响应并适合于多变的产

品生产坏境，具备快速便捷的可操作性。

国内：

1、新松—双臂协作机器人
新松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柔性多

关节技术和可动双目视觉系统的双臂协作

机器人，该产品的成功发布标志着国产柔

性机器人在人机协作领域取得了里程碑意

义，为人与机器人的协同作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从性能来看，该协作机器人具有高灵活性、安全性、自主避障、快速配置等特点。基于可动仿

生双眼视觉系统实现实时深度信息和三维重构。14 个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体化中空伺服驱

动单元，可以将用户所需的绝大部分接口（电源、I/O、总线、气路等）集成在内，为用户提供更

加自由、开放的开发环境。同时集成化与柔性化地实现快速、安全、灵活、精准、高效的旋拧、定

位等全套装配解决方案。

2、埃夫特—ER6-C604
ER6-C604 机器人是一款负载 6kg 的四轴关节式机

器人，是埃夫特为一般行业正向设计开发的一款超高性价

比机型，可广泛用于注塑机取件、冲压上下料、非防爆喷

涂等领域。

此款机器人最大运动半径为 1,200mm，支持任意角

度安装，高防护等级 IP65，采用 AC 伺服驱动，保留了埃

夫特机器人固有的结构紧凑、质量轻、关节运动速度快、

重复定位精度高等优点。采用串联四轴结构，且运行维护

方便，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同时可大大降低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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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斯顿—Scara 机器人
埃 斯 顿 Scara 机 器

人是一种圆柱坐标型的特

殊类型工业机器人，具有

3 个旋转关节和 1 个移动

关节，分别实现平面内进

行定向和完成末端件在垂

直于平面的运动本能。

该款机器人的特点体

现在三个方面：四自由度，

最大工作半径为 600mm，最大负载为 5kg；

结构轻便、响应快，比一般关节式机器人快至数倍；可配置高精度视觉定位识别系统，最适用

于平面定位，垂直方向进行装配的作业。行业应用方面，该款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塑料行业、汽车工

业、电子产品工业、药品工业和食品工业等领域，主要完成搬取零件和装配等工作。

4、广州数控—RMD08 码垛机器人
广 州 数 控“ 勤 快 的” 中 国 机 器 人 家 族 新 成 员 ——

RMD08，由广州数控自主研发，采用了 4 轴设计，具有结

构简单、故障率低、占地面积小等优点，与摆臂机械手成

本相当，但与六轴多关节工业机器人相比成本大大降低。

该产品具有运动速度快，冲压节拍可高达 14 次 / 分；

运动范围大，最大工作半径可达 1,410mm；性能稳定、寿

命长，一二三轴采用 RV 减速器，比起摆臂机械手用的谐

波减速器，寿命和耐冲击性可大一倍、稳定性、送料精度

更高；通用性能佳，对设备吨位、冲床高低无要求，可多

台连线，客户产线自动化升级，无需更换机床设备，节省投资 50%——60%；相对于摆臂型机械手，

竖直高度的运动范围更大等特点。

5、新时达—SD500
新时达 SD 系列机器人外形小巧、体积小、重量轻，是最适合用于

组建小型单元的机器人，能够高速、高精度的完成上下料、分拣、装配等

各项工作。同时 SD 系列机器人所有线缆内置，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内灵活

的进行作业，安装方式可以选择为地面安装、挂装、倒装。

据了解，SD500 的特性包括手腕额定负载 1Kg，最大负载 3Kg，

最大工作半径为 500mm。产品特点包括重量轻、运行速度快、重复定位

精度高、内置线缆等方面。

来源：高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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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道奎博士，中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创始人、总裁，机器

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组长、中国机器人创新联盟主席、中国

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首位轮值主席、中国自动化学会机

器人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基金评审委员、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委员。获中国青年科技奖、中科院青

年科学家奖、GM 中国科技成就奖 ,2014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2015 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

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 ,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 1项 ,省部级成果奖 10 余项。

——访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机器人产
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博士



2016 年 12 月 13 日，“2016 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于安徽芜湖隆重拉开了帷幕。本届

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由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芜湖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并由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 (IFR)、韩国机器人产业协会 (KAR)、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TAIROA)、俄罗斯机

器人协会 (RAR)、日本机器人协会 (JARA)、美国机器人协会 (RIA)、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机器人与自动化分会（VDMA R+A）共同支持召开。今年的大会以“新起点、新征程、聚众力、

赢未来”为主题，为引导机器人企业明确发展目标，发挥各方优势，共同携手迈向机器人产业新阶段。

时值本次大会之际，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松”）总裁、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博士。

并购中的“物理反应”与“化学反应”
 

纵观 2016 年，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波的“并购热”，其中机器人行业的并购新闻也屡见不鲜。

对于这一现象，曲博士表示，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的发展模式正在转变，企业在寻求扩张

的过程中面临着内部扩张和通过并购发展两种选择，“并购”可以说是一种企业扩大规模和影响力

的常用手段。然而，并购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些国际巨头在并购中失败的案例也时有

发生。因此，并购之事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

在谈到并购时，曲博士生动形象地作了个比喻，他将并购看作是两种“变化”，一种是“外行”

并购“内行”，即仅从资本上收购，并没有在技术上进行吸纳整合，对于其优势领域的促进作用有限，

仅仅是实现了“量”的叠加，而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可以视为“物理变化”；还有一种就是“内

行”并购“内行”，并购那些技术强但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有效的促进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这时文

化和技术的碰撞将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有助于企业把技术进一步做强，即为“化学变化”。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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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博士还指出，中国的机器人企业自身具有一定优势。首先，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支撑；其

次，中国的机器人企业大都资金充裕，而且现在中国企业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基础，所以对于行

业龙头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企业来讲，并购是一个很好的发展途径，但是并购之后的运营管理也是至

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决不能忽视。

国产机器人的“喜”与“忧”

在谈到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时，很多人对其关键零部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诚然，这的确是

我国机器人企业较为欠缺的一个短板，国内的机器人企业要做的还有很多。以谐波减速器为例，目

前全球范围内能够提供规模化且性能可靠的精密减速器生产企业不多，且绝大多数市场份额都被日

本企业占据，在工业用机器人关节上的精密减速器上，如纳博特斯克、哈默纳科、住友重工等企业

生产的谐波减速机的市场比重很大。反观国内，我国对工业机器人用精密减速器的研究相比国外较

晚，技术不成熟，与国外先进技术存在较大差距，形成了精密减速器不能自给自足的局面，严重依

赖进口。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工业机器人逐渐产业化时期，工业机

器人的关键技术突破显得更加迫切。

对于这一现象，曲博士

表示，零部件问题不容忽视，

但不可操之过急。他指出，

零部件在没有批量规模生产

的条件下，很难在价格、质

量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很多

人都认为关键零部件决定机

器人的水平高低，而误以为

发展关键零部件是当务之急。实际上，通过整机的发展来带动零部件的发展，更加遵循客观发展规

律，技术的储备和知识的积累也更牢固。曲博士表示，技术发展不要以偏概全，要发展零部件，更

要均衡发展。

从 客 观

数 据 来 看， 国

产 机 器 人 发 展

形 势 喜 人。 据

中 国 机 器 人 产

业 联 盟 统 计，

2016 年 国 产

工 业 机 器 人 销

量 继 续 增 长，

上 半 年 累 计 销

售 19257 台，



按 可 比 口 径 计 算 较 上 年

增 长 37.7%， 增 速 比 上

年同期加快 10.2 个百分

点；考虑到前期研发企业

实现投产、新企业进入等

因 素， 实 际 销 量 比 上 年

增 长 70.8%， 已 连 续 多

年 保 持 了 较 高 的 增 长 速

度，产业发展处于上升通

道。特别是在《中国制造

2025》、《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等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引下，国产机器人产品结

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曲博士表示，在过去，国产机器人在世界范围内并不起眼，而最近五年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

最大的机器人市场之后，国产机器人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和关注，以新松为例，目前新松的总市值

位居同行业前三位。其机器人产品线包括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洁净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和服

务机器人 5 大类 80 余种机器人产品。其中，工业机器人产品性能领先；洁净机器人是国内唯一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打破被日本、韩国、欧美国家等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其移动机器人占据

国内汽车市场、电力市场份额 90% 以上，产品批量出口国外。据悉，新松的机器人产品已出口 23

个发达国家及地区，三分之二以上客户为外资企业。由此可见，国产机器人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有

了一席之地。

但 值 得 思 考 的

是，我国的机器人产

业发展并不均衡，整

体呈现出“小、乱、

弱”的态势，这固然

有着政策上的推进作

用，也不乏市场上的

商业投机行为。因此，

曲博士一再强调国产

机器人要避免“高端产业低端化”，机器人产业是高端产业，但是现在的很多企业都把精力放在了

易入手、快收益的低端项目中，因而造成了“低端产品扎堆，压价恶性竞争”的现象，这并不利于

国产机器人的良性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机遇”与“挑战”

“弯道超车”似乎是中国人都比较喜欢讲的一个词，然而，要做到“弯道超车”绝非易事，一

个不慎还会有“翻车”的危险。因此，曲博士认为“重大的机遇期”更贴切我国机器人行业的现状。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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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全球的产业模式正处在变革的阶段，机器人更是处在浪尖风口，现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也可以看作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一次机器革命的特征是大批量、刚性、规模化的生产

模式，这一革命将工人的从单调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工业智能化”、

“工业一体化”，多品种、小批量和柔性化的生产需求要求机器人具有更强的感知能力，因此传感

器将成为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部件。传统的机器人可以理解为可编程的多自由度的机器设备，只能应

用在特定环境下，而未来机器人需要适应更加多变的工作环境，完成更加复杂的工作任务。

机遇还存在于众多行业之中。从应用行业看，国产工业机器人广泛地服务于国民经济 37 个行

业 大 类，91 个 行 业

中类，与上年相比应

用领域更为广阔。具

体应用范围涉及农副

食品加工业，酒、饮

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餐饮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工业，食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等领域。其中以 3C 制造业（计算机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以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汽车整车制造为代表的汽车制造业，在国产工业机器人销售总量中的占比最高，分别

占 30% 和 12.6%。特别是 3C 制造业，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近 20 个百分点。进一步表现出，中

国完备的制造业门类，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机遇与挑战并存，这句话用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错。反观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机器人前景

固然值得期待，但也导致很多实力不

足的企业也跟风而上，再加上一些地

方政府的过度热情，导致机器人产业

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多。这样一来，

机器人企业的数量是上去了，但却出

现了“小、散、乱”的现象，这对于

整个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机器人产

业是典型的“三高产业”——技术密

集度高、人才密集度高、资本密集度

高。因此，地方政府要合理管控、支持，

企业也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发展战

略，要提高创新研发能力和人才吸引

力，要理性地使用资金，发挥自身优

势进行战略布局，从而走的更稳、更远。



任重道远，策马扬鞭
特派记者
Chuck

——访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宋晓刚、副秘书
长郝玉成

左：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执行理事长兼
 秘书长宋晓刚

右：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郝玉成

人物简介 / 宋晓刚

1981年 12月毕业于湖南大学电气工程系工业自动化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0年 8月 -1992

年 3 月，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技术合作（TC）奖学金，赴英国威尔士大学卡帝夫学院计算机与数学

系攻读研究生，获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

1982 年 -1984 年，在机械工业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从事计算机控制方面研究工作，

任助理工程师；1985 年 -1990 年，在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从事工业自动化、计算机控制等领域

科研计划管理工作及管理信息系统（MIS）研究工作，任工程师、课题负责人；1992 年 -1996 年，

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科技领事（一秘），高级工程师，从事中美科技、工业行业等双边交流与

合作及培训方面工作；1997 年 -2001 年，先后任机械工业部国际合作司正处调研员、国家机械工业

局外事司外办主任、副司长，高级工程师，从事机械工业对外技术、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流、合

作、培训和外事管理等方面工作；2001年至今，先后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执行副会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事机械行业经济运行分析研究、发展规划、行业和企业信息化、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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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业推进等方面工作。

人物简介 / 郝玉成

曾任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院副

总工程师、信息化与智能化技术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

动化技术学会理事等；主要成果：参加或主持过多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其科研成果曾获得：原机

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所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等奖项；参加或主持过

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科研成果曾获得：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二等奖；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奖项；主持制订了我国首套“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系统”的系列标准等。

2016 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批准发布了 3 项联盟标准，分别是《弧

焊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定重式灌装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工业机器人专用电缆》，以上

联盟标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联盟是一个由积极投身于机器人事业，从事机器人产业研究

开发、生产制造、应用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用户单位及其他相关机构自愿组

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 2013 年成立至今，到目前已有成员单位 250 余家。其宗旨是以国家产

业政策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搭建产、学、研、用的平台，提升联盟成员企业的

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集成应用和维修服务水平，提升机器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水平，完善我国机

器人产业链，促进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不断增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竞争力。

此次联盟推出的标准是很多业内外人士关注的焦点，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

书长宋晓刚、副秘书长郝玉成。首先，宋晓刚就机器人标准进行了相关解答。

努力建设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

宋晓刚表示，在国家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阶段，行业标准的作用不可忽视。

标准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行业水平的高低。此外，有了标准之后，对于

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有利于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标准能够起到一个行业自律的作用。如

果哪家企业的产品达不到标准的要求，或现阶段的产品没有按照标准来做，那么该产品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则会相应降低。所以标准在

两个层面上意义非凡，一是体现自

身的技术水平，二是对行业有自律

作用。此外，国家对机器人的标准

非常重视，如国标委颁布的国家机

械标准。 

质量提升，标准先行。这一点，

在《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 年）》中明确的提到了。一直



以来，产品质量、可靠性都是制约我国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发展的一大瓶颈问题，行业标准的缺失

是造成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机器人标准的制定主要有等效采用相关国际标准，

和国内相关标准委员会组织编撰等方式。目前国内相关行业标准并不完善，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国

家标准虽然在国际标准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但仍无法完全满足国内对相关标准的需求。由此，《规

划》将加强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作为“十三五”时期机器人产业的一项重点任务，加快建立完善合

理的国内机器人标准化组织，按照产业发展的迫切度，研究制定一批机器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团体标准，构建和完善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

宋晓刚还谈到了国家为什么重视机器人标准，第一个层面是从战略上来考虑，机器人产业是未

来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需要有国家构建一系列的标准体系来保证这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因

为标准从技术上讲，是技术成果的固化体现，标准体系也为未来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层面，我国的机器人产品广泛的应用在生产、生活当中，那么如何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

合格品呢？这时就需要标准来进行评判。值得一提的是，“建设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以下

简称‘国评中心’），实现机器人机器关键零部件性能检测能力，及可靠性和安全性能评价能力，

推广机器人评价、认证体系”是《中国制造 2025 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年版）》针对机器

人领域提出的一项战略保障，这一决定对中国机器人产业有着决定性、主导性作用。在我国，目前

只有一些国际上电器产品的通用安全认证或德国莱茵防爆认证等可适用于评价机器人的某些方面性

能，国内还无机器人产品及关键部件的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建设国评中心既有助于发现和解决

机器人各个环节的问题，指导机器人从材料、关键零部件到整机系统集成的研发；又可规范国内机

器人的质量体系和标准，推动国内机器人产业向上游有序发展；通过数据对比，还便于行业开展有

针对性、差异化的研发，实现超越。

2015 年 3 月，

国评中心正式成立，

中心总部设在上海，

并在广州、重庆、沈

阳等地设立分中心，

同时在产业基础较

好、 创 新 能 力 较 强

的 芜 湖、 北 京 两 地

建立两个公共服务

平台。国评中心将在机器人标准的制修订、机器人及相关部件的检测、机器人检测仪器和设备的校

准、机器人产品准入制度、机器人相关信息的发布和技术培训、机器人技术的国际国内合作等方面

发挥作用，搭建为机器人制造行业、机器人应用行业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

第三，从市场层面，产品通过竞争来占领更大的市场。联盟从成立伊始就非常重视标准。但从

国产机器人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起步时间不长，也就是

这五六年的时间，但是对于国外来说，从美国第一台机器人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

也正因为我们发展比较快，所以相关标准还没有形成体系，不断地推进标准工作的进行，也是联盟

的职责所在。此次推出了 3 项团体标准，也是符合国家在标准化的改革大力发展、适合市场经济的

团体标准，此外，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还会有更多标准来推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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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机器人需求迫切

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统计，2016 年国产工业机器人销量继续增长，上半年累计销售 19257

台，按可比口径计算较上年增长 37.7％，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10.2 个百分点；考虑到前期研发

企业实现投产、新企业进入等因素，实际销量比上年增长 70.8％，已连续多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速度，产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特别是在《中国制造 2025》、《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 －

2020）》等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引下，国产机器人产品结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逐步改善。

此外，各种类型的机器人运用广泛。焊接、搬运、装配、喷涂、加工等，都是我国需要的量大

面广的主要机器人。在行业运用上来讲，除了汽车和传统的电子行业，我国量大面广的制造业是今

后工业机器人发展、甚至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发展的一个主战场。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统计显示，

2013 年我们国产的机器人已经运用在制造业分类的 25 个大类、52 个中类当中得到应用。52 个中

类当中，2014 年统计数据显示，国产机器人年产业规模达 82.5 万亿，其应用面扩大到制造业 29

个大类，67 个中类。

宋晓刚表示，我国的机器人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保有数量快速增长。从

2009 年到 2014 年，从保有量不到 4 万台到 2014 年的将近 20 万台。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曾做出

预测，2017 年我国的机器人保有量要达到 42.8 万台，要超过欧盟五国的总量及北美的市场总量。

从这点来看，也是说明国产

机器人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此外，工业机器人的

市场需求旺盛。劳动力成

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短缺，

生产效益亟待提高，制造业

企业转型升级等问题亟待解

决。从我国的工业基础看，

现在已经具备了发展和推广

应用机器人的基础。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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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倒逼机制，要实施《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机器人更是其中的核心装备。

从中国沿海的相关数据反映，量大面广的制造业企业对机器人的需求用的“迫切”一词，宋晓刚认

为并不为过。

2017 年机器人产业联盟重点工作

郝玉成指出，联盟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要求，促进联盟成员在技术、市场、知

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推进产学研用合作，开展行业自律，避免重复建设；搭建机器人产业信

息交流、应用推广、教育培训、展览展示平台，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与其他产

业的合作，加速机器人技术与产品的普及应用。

在 2017 年，联盟的重点任务之一是产业研究。对机器人行业的统计数据分析，这对于为政府

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同时，也是掌握机器人行业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

题等信息的重要手段，针对机器人产业的相关研究和建议，都要基于数据支撑的背景下，所以产业

研究与数据统计的工作不可忽视。

任务之二则围绕标准开展，联盟根据市场需求、产品成熟度以及企业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推进

机器人标准体系框架的建设。

任务之三在于对接合作，对于各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影响着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所以联盟会在各

个细分领域的各个细分应用上做好协调对接的工作。此外，国际合作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首

先，国内机器人市场庞大，其次，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充足，借助这些优势，与国外的相关企业进行

技术合作，是快速提升自身产品性能的重要途径。

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在

带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机器人产业任重道远，还需策马扬鞭。展望 2017 年，我国机

器人产业仍被寄予厚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产机器人应进一步增强自身竞争力，翻开智能制

造新篇章，为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贡献更多的力量。



应用 appliCaTiON

【盘点】工业机器人
的 10 大应用行业概况

1、 汽车制造业
 

在中国，50％的工业机器人应用于汽车制造业，其中 50％以上为焊接机器人；在发达国家，

汽车工业机器人占机器人总保有量的 53％以上。据统计，世界各大汽车制造厂，年产每万辆汽车

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为 10 台以上。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工业机器人必将对汽

车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中国正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需要提升加工手段，

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企业竞争力，这一切都预示机器人的发展前景巨大。

案例：在未引入机器人以前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个工人只能照看两台机床，引入

工业机器人后，一台机器人可以自动操控 5~10 个加工中心。从 2005 年到 2011 年，中国重汽卡

车年产量从 4 万多辆增至 15 万辆，而固定职工只增加了 10％左右，协议派遣工增幅也比较有限，

产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机器人的引入。

此外，2008 年，中国重汽在建设新车间时引入了工业机器人，建成了全自动冲压机，由机械

手臂将钢板送入冲压机，既稳定了产品质量，又代替了人工，避免了工伤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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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电气行业

电子类的 IC、贴片元器件，工业机器人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均较普遍。目前世界工业界装机最

多的工业机器人是 SCARA 型四轴机器人。第二位的是串联关节型垂直 6 轴机器人。罗百辉指出，

超过全球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一半的这两种工业机器人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手机生产领域，视觉机器人，例如分拣装箱、撕膜系统、激光塑料焊接、高速四轴码垛机器

人等适用于触摸屏检测、擦洗、贴膜等一系列流程的自动化系统的应用。

专区内机器人均由国内生产商根据电子生产行业需求所特制，小型化、简单化的特性实现了电

子组装高精度、高效的生产，满足了电子组装加工设备日益精细化的需求，而自动化加工更是大大

提升生产效益。据有关数据表明，产品通过机器人抛光，成品率可从 87％提高到 93％，因此无论“机

器手臂”还是更高端的机器人，投入使用后都会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3、橡胶及塑料工业

塑料工业的合作紧密而且专业化程度高：塑料的生产、加工和机械制造紧密相连。即使在将来，

这一行业也将是一重要的经济部门并确保众多的工作岗位。因为塑料几乎无处不在：从汽车和电子

工业到消费品和食品工业。机械制造作为联系生产和加工的工艺技术在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材料通过注塑机和工具被加工成用于精加工的创新型精细耐用的成品或半成品—通过采用自动化

解决方案，生产工艺更高效、经济可靠。

要跻身塑料工业需符合极为严格的标准。这对机器人来说当然毫无问题。它不仅最佳适用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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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室环境标准下生产工具，而且也可在注塑机旁完成高强度作业。即使在高标准的生产环境下，它

也将可靠地提高各种工艺的经济效益。因为机器人掌握了一系列操作、拾放和精加工作业。

以其多面手的特质，机器人的作业快速、高效、灵活。它结实耐用，能承受最重的载荷。由此

可以最佳地满足日益增长的质量和生产效率的要求并确保企业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竞

争优势。

4、铸造行业

在极端的工作环境下进行多班作业—铸造域的作业使工人和机器遭受沉重负担。制造强劲的专

门适用于极重载荷的库卡铸造机器人的另一个原因：高污染、高温或外部环境恶劣的领域。操作简

便的控制系统和专用的软件包使机器人的应用十分灵活—无论是直接用于注塑机、还是用于连接两



道工序，或是用于运输极为沉重的工件。因其具有最佳的定位性能、很高的承载力以及可以安全可

靠地进行高强度作业等优势等。

机器人以其模块化的结构设计、灵活的控制系统、专用的应用软件能够满足铸造行业整个自动

化应用领域的最高要求。它不仅防水，而且耐脏、抗热。

它甚至可以直接在注塑机旁、内部和上方用于取出工件。此外它还可以可靠地将工艺单元和生

产单元连接起来。另外在去毛边、磨削或钻孔等精加工作业以及进行质量检测方面，机器人表现非凡。

5、食品行业

机器人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即使在很多的传统工业领域中人们也在努力使机器人代替人类

工作，在食品工业中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人们已经开发出的食品工业机器人有包装罐头机器人，

自动午餐机器人和切割牛肉机器人等。

从想象机器人的角度来看，切割牛的前半身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朴的问题，要考虑的细节特别

的复杂，因为从牛的身体结构来看，每头牛的肢体虽然大致一样，但还是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机

器人系统必须要选择对每头牛的最佳切割方法，最大限度的减少牛肉的浪费。实际上，要使机器人

系统能纯熟的模拟一个纯熟屠宰工人的动作，最终的解决方法将是把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制造等多项高技术集成起来，使机器人系统能自动顺应产品加工中的各种变化。

切割牛肉的机器人将要加工的牛的肢体与数据库中存储的以前的牛的肢体的切割信息进行比较

来加工每一头牛，这样就可以顺着每刀切割所定的初始路线方向来确定刀的起点和终点，然后用机

器人驱动刀切入牛的身体里面。传感器系统监视切割是所用力量的大小，来确定刀是否是在切割骨

头，同时把信息反馈给机器人控制系统，以控制刀片只顺着骨头的轮廓移动，从而避免损坏刀片。

6、化工行业

化工行业是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领域之一。目前应用于化工行业的主要洁净机器人及其自动化

设备有大气机械手、真空机械手、洁净镀膜机械手、洁净 AGV、RGV 及洁净物流自动传输系统等。

很多现代化工业品生产要求精密化、微型化、高纯度、高质量和高可靠性，在产品的生产中要求有

一个洁净的环境，洁净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产品的合格率，洁净技术就是按照产品生产对洁净生产环

境的污染物的控制要求、控制方法以及控制设施的日益严格而不断发展。因此，在化工领域，随着

未来更多的化工生产场合对于环境清洁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洁净机器人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利用，因

此其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合成橡胶自动化码垛装箱机器人在齐鲁石化橡胶厂投用。长期以来，该厂采用人工码垛方式，

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而且员工劳动强度大。这一机器人装箱设备每小时可完成 600 块合成橡胶的

装箱任务，最高纪录是 3 分钟装满一箱。它可完成多种型号的国际标准集装箱的作业，每年可节省

人工成本 48 万元并实现集装箱系统的重复使用，减少公用工程建设以及包装袋塑料降解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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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玻璃行业

无论是空心玻璃、平面玻璃、管状玻璃，还是玻璃纤维—现代化、含矿物的高科技材料是电子

和通讯、化学、医药和化妆品工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如今它对于建筑工业和其他工业分

支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对于洁净度要求非常高的玻璃，工业机器人是最好的选择。

洁净玻璃搬运系统。双手协调洁净搬运机械手，工作环境洁净度 10000 级。该机械手包含

X1、X2、Z1、Z2 和 R 五自由度，采用伺服电机驱动，具有高速度、快速响应、重复定位精度高

的特点。

在 X 方向上 X1 轴、X2 轴共用一对导轨，做交替协调运动，其中 Z1 轴末端带有旋转轴 R。

机械手末端带有端拾器，用于取放工件。RB35J 可用在玻璃制造、平板显示（FPD）等行业需两

个机械手轮流交替进行搬运、码垛的场合。

8、家用电器行业

白色家电的大型设备领域对经济性和生产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降低工艺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成为重中之重，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以优化家用电器的生产。无论是批量生产洗衣机滚筒或是给浴缸

上釉—使用机器人可以更经济有效地完成生产、加工、搬运、测量和检验工作。它可以连续可靠地

完成生产任务，无需经常将沉重的部件中转。由此可以确保生产流水线的物料流通顺畅—而且始终

保持恒定高质量。

原因是多方面的：因其具有最高的生产率、重复性的高精确度、很高的可靠性以及光学和触觉

性能，机器人几乎可以运用到家用电器生产工艺流程的所有方面。



9、冶金行业

无论是轻金属、彩色金属、贵金属、特殊金属，还是钢—金属工业离不开铸造厂和钢／金属加

工。而且如果没有自动化和多班作业，就无法确保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并减轻员工繁重的工作。

工业机器人在冶金行业的主要工作范围包括钻孔、铣削或切割以及折弯和冲压等加工过程。此

外它还可以缩短焊接、安装、装卸料过程的工作周期并提高生产率。

即使在铸造领域，配备了专用的铸造装备的库卡机器人也显示了其非凡的实力，它具有使用寿

命长、耐高温、防水和防灰尘等优势。此外库卡机器人还可以独立完成表面检测等检测工作，从而

为高效的质量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10、烟草行业

工业机器人在我国烟草行业的应用出现在 90 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采用工业机器人对其卷烟

成品进行码垛作业，用ＡＧＶ（自行走小车）搬运成品托盘，节省了大量人力，减少了烟箱破损，

提高了自动化水平。

工业机器人在烟草行业的应用我国烟草行业多年来不断加强技术改造，促进技术进步，重点卷

烟企业的生产设备已达到国际 90 年代初期水平。

但是，先进的生产设备必须配备与之相应的管理方法和后勤保障系统，才能真正发挥设备的高

效益，如卷烟原、辅料的配送，就需要先进的自动化物流系统来完成，传统的人工管理，人工搬运

极易出错，又不准时，已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被应用于这个领域。

资料来源：ind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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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2017 年服务
机器人关键技术分析编辑 / 整理

Chuck

服务机器人实际上是多种技术的融合和实现，包括语音交互、导航定位、运动控制、后台调度

管理、多传感技术、通信等多领域技术。

自 2015 年起，服务机器人企业就如春笋般崛起，2016 年上半年业界中有“服务机器人正经

历资本寒冬”的说法出现。2016 年 5 月 31 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解读称，中国服务机器

人市场开始迅速增长。预计到 2020 年，服务机器人年销售收入有望超过 300 亿元人民币。政府的

权威报告让“资本寒冬”的说法不攻自破。以 2015 年为分界点，不少 2015 年前进入行业的品牌

已经开始 B、C 轮融资，而 2015 年后才进入市场的部分品牌也完成了 A 轮融资，从实际情况来看，

该行业依然是热门投资领域。

服务机器人实际上是多种技术的融合和实现，包括语音交互、导航定位、运动控制、后台调度

管理、多传感技术、通信等多领域技术。要让产品成功商用，这些技术缺一不可。

定位导航技术：得雷达 SLAM 者，走得
更远



行业领先的服务机器人企业，

八成都采用了 SLAM 技术。简单

来说，SLAM 技术是指机器人在

未知环境中，完成定位、建图、路

径规划的整套流程。

随着谷歌无人驾驶车的使用，

基于激光雷达技术的雷达 SLAM

算法也变成了科研界的热门话题。

据介绍，雷达 SLAM 虽然成本较

高，但却是目前最稳定、最可靠、高性能的 SLAM 方式。刚刚完成 A 轮融资的深圳优地科技有限公司，

旗下优地机器人采用的正是雷达 SLAM。这种技术定位精度控制在 ±10mm 内，能够确保机器人

在完全未知的环境中创造地图，同时根据地图进行定位、导航、自主规划路线。也就是说你下达任

务后以后它就能自主规划路线、完成任务后回到迎宾地点，无需人工操作，与谷歌无人驾驶技术有

异曲同工之妙。

SLAM 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 AR、机器人、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其中雷达 SLAM 因良好

的指向性与高度聚焦性，成为行业主流定位导航方式。

运动控制技术：轮动机器人更符合市场需求

有趣好玩的双足机器人你一定都见过，

然而事实是这类机器人稳定性差，移动速度

慢，并且一推就倒。而轮式、履带式的服务

机器人则拥有更好的平衡性，在运动过程中

更稳定。

“我们的机器人采用自主研发的轮式底

盘，轮式底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靠性和

耐用性。”优地科技负责人表示，“比如有

的机器人只能在平地行走，而我们机器人可

以爬坡，只要坡度不超过 15 度都可以，整机可以承重 40kg。”

目前双足机器人主要有电机和液压两种运动控制方式，前者结构相对简单，但负载能力有限；

后者虽然有较大的负载能力，但结构复杂。而轮式、履带式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方式主要由纵向控制

和横向控制两部分组成，前者调节移动速度；后者调节移动轨迹。在运动、避障过程中，轮式、履

带式机器人能够根据速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以保持整体的稳定性。从目前的技术发展和

实用性来看，轮式、履带式的机器人显然更符合市场需求。

多传感器融合技术：最终体现产品差异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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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如同机器人的

“五官”，机器人通过传

感器获取外界信息，以满

足探测和数据采集的需要。

系统通过综合、互补、修

正、分析所得信息，从而

完成决策，快速作出反应。

未来的机器人想要做得更

像人，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至关重要。比如日本 Pepper 机器人就配有 1 个 3D 传感器、5 个触摸传感器、2 个陀螺仪、2 个

声波定位仪、3 个缓冲传感器、6 个激光传感器。通过这项技术，Pepper 能识别人的表情、语气、

周围环境，并根据人的情绪做出更丰富的、更人性化的反应。

目前我国主流服务机器人主要配有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触觉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等。

实际上，如果服务机器人想要完成更多、更复杂的任务，还需配备更多的传感器。多传感器融合技

术的成熟与否，将直接体现在服务机器人的差异化功能上。

深度学习算法：机器学习里的重要突破

“机器学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深度学习。”李开复最近在公开演讲

中表示，“深度学习，简单的理解，就是

给非常非常大的神经元，用特别大量的数

据充进去训练。它就可以在某个领域，在

识别方面、分类方面，或者预测方面，远

远超过任何过去的算法。”

所谓深度学习算法，就是机器人模

仿人脑构建神经网络，并通过信息收集、

建立模型的方式来解释数据，以达到机器

学习的功能。机器人通过解析、学习数据，更易理解人类的语言、行动，并做出更精准的回应。谷

歌的阿尔法狗在“出道前”就是不断地和自己下棋，研习棋谱，让系统进行自我博弈，并迅速完成

自我进化。

传统机器人无法理解语意、环境，而深度学习算法的出现则改变了这种现状。获取的复杂数据

模型越多，机器人就越“聪明”，它不再是机械性地完成任务，而是有“思考”、有“判断”地模

仿人类做出相应的举动。不过，受技术水平、大数据获取难题以及云运算效率等因素限制，目前深

度学习算法还存在一定的瓶颈，想要广泛应用于服务机器人中，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智能语音、通信技术和后台管理技术等都将是企业能否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技术。因文章篇幅

限制，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据报道，2016 年 12 月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将陆续发布 3 项联盟标准，17 项机器人产业联盟

标准。2017 年，垂直应用场景与产业标准两大现实因素也是服务机器人企业需要考量的重点。垂

直应用场景的选择决定了机器人深耕的领域、方向，而能否符合标准规范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进入

市场销售。

资料来源：机器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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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向着智能化方向转型。而传感器作为数据的采集入口，是物联网、智能设

备等的“心脏”，也是这一场智能化转型升级大潮的主力军，在未来企业智能化生产中发挥特殊的

作用。随着智能技术的引爆式普及，传感器市场上的各类新型应用层出不穷，诸如人工光传感器、

小型肌电传感器、贴纸传感器等等，这些产品的出现也给了我国传感器的创新研发工作一些启示。

人工光传感器

近年来，在生物能源相关物质及

医药品的生产等领域，使用生物的“生

物工艺”变得愈发重要，可利用光合作

用生产多种物质的蓝绿藻的能力备受关

注。2016 年 11 月 24，东京农工大学

宣布，其通过对源自蓝绿藻的光传感器

蛋白质实施改造，成功开发出了以红色

光诱导基因表达的“人工光传感器”。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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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成果以利用 DNA 重组技术设计、创造具有全新功能的生物这一“合成生物学”理念

为基础。通过将此次获得成功的、使利用光的基因表达控制功能发生改变的技术应用到蓝绿藻等可

生产有用物质的微生物中，有望使具有高功能的新型生物工艺的开发得到迅速推进。

小型肌电传感器

传感器因其处在采集数据的最

前哨，在医疗健康领域一直是个重

要角色。上海丞电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的小型肌电传感器已成功应用在

了康复医疗和仿生义肢，未来更会

拓展到 VR/AR，体育健身，人体外

骨骼等朝阳产业中。

上海丞电自主研发的肌电传感

器是一种电荷传感器，具有采样率

高，抗干扰能力强，滤波效果好的

特点。其核心算法可以将采集到的有效肌电数据通过滤波转化为清晰波形，然后通过处理波形应用

到康复、健身、VR\AR 等领域，目前已经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质量检测。

“袜子”温度传感器

致力于糖尿病患者健康监测的创企 Siren Care 研发了一款智能袜子，该袜子通过温度传感器

来检测患者是否出现炎症，进而实时检测糖尿病患者健康状况。与之前其它公司开发的靴子、鞋垫

相比，Siren 的袜子又更接近皮肤。传感器被编织到袜子中，可以随时检测足部炎症，而探测出的

所有信息都会上传到智能手机上的 App 上，方便患者随时了解自身足部情况。

所有的数据都存储于袜子的

传感器、手机 App 以及云盘中。

当足部出现损伤时，袜子可以检

测到高温差，然后 App 会发出警

报，提醒患者足部出现了问题。

智能袜子虽然是一款传感器可穿

戴设备，但不需要经常充电。每

个袜子的内置电池都充满电量，

可以使用六个月。

贴纸传感器



据报道，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类似皮肤贴纸的柔性传感器，可监测心

率和识别语音。该器件的潜在应用包括

诊断病情、操纵机器人，以及在没有手

柄的情况下玩电脑游戏等。例如，用户

只需说出“上、下、左、右”就可控制

吃豆人游戏，语音识别率可达 90%。

据悉，这种新型传感器类似于一个

小的创可贴，只有 20 毫米厚，213.6 毫克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可伸展性，可穿戴在颈部这

样的人体弯曲部位。与常见的听诊器传感器相比，贴纸传感器所使用的低功率商用微型机电系统

(MEMS) 加速度计，被包裹在具有黏性的弹性硅胶中，穿戴性很强。

生物发光传感器

生物发光传感器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研究手

段，由美国范德堡大学的一组科学家通过对荧

光素酶这种生物酶进行基因改造而发明出来。

据研究人员介绍，这一新型传感器可用来追踪

大脑中大型神经网络的内部互动情况。

研究小组领头人 Carl Johnson 教授说：

“长期以来，神经系统科学家依靠电讯号纪录

神经元的活动。该方式虽然能起到很好的检测

效果，但却只能用于少量神经元。而我们的新方法可以使用光学技术，同时记录数百个神经元的活

动。”

可贴式皮肤传感器

据报道，日本研究人员最新发明了一种廉价的像

创可贴一般的集成传感器。这种创可贴集成传感器是

一种可随意贴在身体上的柔性设备，能监测人体活动

量、心跳次数以及紫外线强度等，可用于健康管理和

物联网等领域。

研究人员介绍说，可贴式皮肤传感器以最新开发

的印刷技术印制在薄薄的塑料膜上，与以往半导体传

感器制造技术相比成本很低。从卫生角度考虑，直接贴在皮肤上的薄膜部分可一次性使用，而晶体

管等较昂贵的电子部件则设计为可重复使用，兼顾了使用便利和低成本。

资料来源：传感器与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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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mo 正 在 开 发 可
以实现其自动驾驶汽
车梦想的硬件与软件编辑 / 整理

Chuck

目前，自动驾驶汽车所面临的技术难关之一就是探测器和测绘软件系统（简称探绘系统）。各

公司正在尽最大努力开发出最接近 100% 可靠的探绘系统，而当他们开始推出各自的产品时，价

格将会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Waymo 最近刚刚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拆分出来，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降低产品的价格。

据彭博社报道，Waymo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在一直进行可扩展性（Scalabilty）方面的工作。作为

结果，自动驾驶汽车里面最贵的激光雷达（LIDAR）部分的成本被成功减少了 90%。

激光雷达与传统的电波雷达工作原理十分相似：通过发射激光并测量反射所需的时间，系统就

可以知道与物体的距离有多远。在

自动驾驶汽车上，激光雷达就是车

顶上的那根不断旋转的“冲天辫”。

通过旋转，探绘系统可以有效地“看

见”周围 360 度的物体。激光雷达

在大多数的自动驾驶汽车里都属于

主要探测器，为驾驶系统提供周围

环境的视野，识别行人和车辆。

 

Velodyne HDL-64E，价格：7.5 万美元

通过谷歌推出的首个自动驾驶原型车就能看出探绘系统具体的工作方式。在车顶上旋转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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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dyne HDL-64E 激光雷达探测器（价值 7.5 万美元）。由于激光雷达需要高出车身才能看清

楚四周，它被安装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垫高。

不过，虽然 360 度激光雷达可以有效地探测到中远距离的物体，由于激光雷达自带的盲区以

及车身的阻碍，它很难探测到车周围近距离的物体。而这就是车四角的黑盒子的作用了。这些盒子

里面也含有雷达探测器，作为对主要雷达的补充。

谷歌曾经尝试过使用车顶GPS来跟踪车的移动，但是GPS的精准度对自动驾驶来说还是不足。

所以，他们选择使用“轮式编码器”：一条数据线从车顶跑到后轮，与被固定在车后轮上的小轮相连。

车轮转动将会带动小轮，由此计算出车的水平移动。在此之外，车内还安装了一台摄像机，以

及一台用于进行记录、处理数据以及进行云通讯的电脑。在 2012 年，谷歌表示这些设备的价格为

15 万美元，而这辆丰田普锐斯在美国的售价仅为 2.5 万美元。

谷歌的自动驾驶原型车。注意到车顶的主激光雷达，前保险杠的黑色雷达盒（一共有 4 个），

以及后轮上的“轮式编码器”。在车内还含有摄像头。整套系统下来的价格是 15 万美元。

从这就可以看出，自动驾驶系统成本的降低是走向大众化的必然选择。Waymo CEO John 

Krafcik 在彭博社的采访中表示说：“我们在软件上获得了极大的进步，而现在我们的精力则放在

了把我们的硬件变得更可靠和可扩展上。这是我们团队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的关注焦点”

Krafcik 还表示，Waymo的克莱斯勒Pacifica上的探测器系统在“雨、雾以及雪天里非常有效”。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点，因为由于水汽反光的特性，激光雷达往往很难在这种天气里可靠的工作。

一台 7.5 万美元的激光雷达价格的 10% 就是 7,500 美元。虽然 Waymo 不再使用 Velodyne

的探测器，但 Velodyne 的 Puck 激光雷达的价格降低至 8,000 美元，并且表示正在开发一款更便

宜，但是不能提供 360 度视野的“固态”激光雷达。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价格的减少往往同时意

味着功能的减少，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Waymo 探测器的分辨率与 Velodyne 相比如何？

Velodyne 激光雷达所看到的世界。“HDL-64E”中的“64”代表着 64 个频道：它会发出

64 道激光，获得 64 股数据。注意中心的盲点，近距离的物体需要激光雷达以外的探测器才能“看到”。

Velodyne HDL-64E 之所以有着 7.5 万美元的高价是因为它使用 64 股激光和 64 个光电二

极管来探测周围的环境（一对激光 + 光电二极管在激光雷达用语中就是一个“频道”），得到 64

股数据。

自从 2009 年，Velodyne 就在努力推出更小更便宜的激光雷达产品，最右的 Velodyne 

Puck 只有 8,000 美元 , 而 8,000 美元的 Velodyne Puck 只有 16 个频道，所以，虽然它更便宜，

但是它的分辨率也会更差。随着频道的减少，最终的结果就是低于 1,000 美元的消费产品，比如

NeatoBotvac 自动吸尘器。该产品只有 1 个频道，为系统提供 2D 的世界视野。所以，自动驾驶

汽车能忍受的最低分辨率是多少？

Waymo 对此的看法是分辨率越高越好。Krafcik 表示说：“我们所捕捉的细节已经高到可以

分辨出行人所面对的方向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行人下一步将迈向哪里”。

相关的报道并没有给出 Waymo 激光雷达的技术细节。不过，由于 Waymo 的硬件和软件都

是自产的，他们可以在价格和分辨率之间找出最佳选择，并且通过软件设计来“榨出”硬件所有的

性能。

资料来源：Deep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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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积淀，再续辉煌！
CIROS2017 第 6 届
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
会蓄势待发

编辑 / 整理 Chuck
CIROS 组委会供稿

CIROS2017 第 6 届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是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和上海中机联展览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机器人行业专业展览，专注于打造涵盖工业机器人本体、专

机、集成应用方案、机器视觉、服务机器人以及机器人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中国最大最专业的

全产业链平台，连续 4 年获得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高度认可，是国内唯一获得 IFR 支持的

展览项目，被誉为中国机器人第一展。



作为国内机器人领域最具影响力、规模最大的专业展览会，展示类目更是丰富多样，覆盖到了

机器人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细分领域，其中包括：

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整机

·应用产品与整体解决方案

·机器人开发平台与软件技术

·工业机器人功能部件及零部件

·自动小车及有轨电车

·3D 打印技术及相关

·机器视觉

服务机器人

·教育机器人

·家用服务机器人

·娱乐机器人

·水下机器人

·军工安防机器人

·医用机器人

·环保清洗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融合 协同 服务”是 CIROS2017 的主题，

融合，即融技术之合、融行业之合、融资本之合；

协同，即协“人机”之同、协“产学研用”之同；

服务，即服务于生产、服务于生活。

主题明确必将乘风破浪，目标远大必将不同凡响。CIROS2017 展会亮点在于：

●高端
CIROS 作 为 IFR 在 华 唯 一 支 持 的 展 览 项 目， 已 连 续 4 年 成 功 举 办 IFR CEO 

ROUNDTBALE。2015 年起，IFR 也将其内部高层会议与 CIROS 同期举办。

●市场
组委会组织 callcenter 在 38 万专业数据中进行点对点电话邀约跟进回执进行重点行业 VIP

邀请。

行业覆盖如汽车、机床、办公设备、食品包装设备、电子通讯、国防应用、3C 电子、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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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社区、烟草、日用品、消费品、建设系统、无人机、教育机构、自动化、石油化工、航

空航天及船舶制造、建材业等。

●专业
行业内无可匹敌的峰会论坛，每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已成为中国机器人

行业最权威的专业论坛。汇聚中国政府和海外协会领导，解读中国发展政策和全球协同竞合方针！

除此，同期举办的 20 余场国内外专业论坛，赢得了政府机构、业界专家以及海内外参展商的

一致认可。

●国际
打造中国机器人行业最专业展会联手包括 IFR、VDMA、JARA、KAR、TAIROA 等海内外

主要的机器人行业组织共同举办，是我国最专业的机器人行业展览会，也是 IFR 在华唯一支持的展

览项目。

与 德 国 AUTOMATICA、 美 国 AUTOMATE、 法 国 INNOECHO、 韩 国 Korea Robot 

World、日本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Robots、台湾机器人与智慧自动化展等达成了相互

合作关系。

●联动
多展联办成就完整产业链。CIROS 同期同地将举办 SIAS 2017 上海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

VR/AR 2017 上

海国际虚拟现实

体 验 展 览 会、

2017 中国国际智

能 汽 车 展。 汇 聚

500 多 家 用 户 企

业与机器人及自

动化企业真正实

现零距离产业链

互动。

五年积淀，再续辉煌！伴随着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CIROS）

已进入第六届的全面准备工作，展出规模 38000 平米。“ 融合 • 协同 • 服务 ” 的理念将贯穿于

CIROS2017 的各个环节。展会将呈现国内外最前沿的技术与产品，集中体现当今机器人与前端技

术的高度融合，充分体现机器人行业应用在各个行业的协同创新，全面展示机器人服务于人类生产

及生活的运作模式和最新成果。同时，CIROS 组委会将竭尽全力为行业的交流、合作打造更加专

业的服务平台，促进行业间的融合发展与协同创新，为业界开创一个人机共舞的全新平台！

在 CIROS2017 第 6 届中国国际机器人展览会 CIROS 同期还将举办 SIAS2017 上海国际工

业自动化展览会，VR/AR2017 上海国际虚拟现实体验展览会，2017 中国国际智能汽车展。



● SIAS2017 上海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全球工业发展已跨入了 4.0 时代，呈快速发展之势。中国工业市场销量已占到全球总量的五分

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市场发展国家，中国“智造业”正迎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

遇，超过半数的企业都属于自动化程度亟待完善的重点行业，这对工业自动化厂商来说是难得的商

机，越来越多的工业自动化领军企业也将中国市场作为重要的开拓目标地。上海和长三角经济圈集

中了我国最大的汽车制造、造船、冶金、航空航天、新能源、模具制造、发电和输配电、电子信息

产业等工业自动化用户行业，成为自动化企业重点关注并全力拓展的必争之地。为推动中国工业智

能与自动化进程，顺应市场需求，“SIAS2017 上海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将于 2017 年 7 月 5-8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隆重举行，完美诠释工业自动化的智能与创新。

展品范围

生产及过程自动化
控制系统，PLC，SCADA/ 传感器和执行器 / 组装及搬运系统、线性定位系统 / 工业自动化数

据获取及辨别系统 / 激光技术 / 测量和测试系统 / 工业影像处理系统 / 工业用电脑通讯、网络和现场

总线系统 / 嵌入式系统 / 自动化服务 / 空压技术与设备。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工业基本系统及开发工具 / 工厂生产软件 / 工厂集成化管理软件 / 工业 IT 软件 / 工业用互联网

/ 工厂内局域网 / 工厂外部局域网解决方案、服务。

电气系统
伺服电机和变频器 / 变压器、电池和不间断电源 / 传动、机械驱动系统 / 电气控制系统用电气

开关装置和设备 / 电工及光电部件 / 电力电工测试和检测设备 / 电线及电缆附件。

微系统技术
微感测器 / 微执行

器 / 微系统部件 / 模组微

系统 / 微连接技术 / 微反

应技术 / 微系统的设计

和建模 / 微工程学 / 微型

光学和纤维光学 / 微装

配 / 快速微产品开发 / 超

微技术 / 其它微系统技

术。

● VR/AR2017 上海国际虚拟现实体验展览会

机器人世界 03 月刊



展会

60—
59 ExhibiTiON

虚 拟 现 实（VR） 是 近

来计算机网络世界的热点之

一，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有着非常美好的发展前景，

更是城市规划、建筑等各个

仿真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技术

基础。虚拟现实发展前景十

分诱人，而与网络通信特性

的结合，更是人们所梦寐以

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将

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

会改变人们对世界、自己、空间和时间的看法。“2017 上海国际虚拟现实体验展览会”是中国国

际机器人展览会（简称 CIROS）的主题活动之一，以 VR 技术改变人类未来生活为主题，展现当

前的 VR 技术的最新发展及 VR 产品在现实中的应用。本届展会为推动 VR 行业健康发展，促进

VR 技术交流，合作发展及市场拓展提供一个专业的交流合作平台，为业内企业及海内外同行搭建

一个高效的展示平台。

虚拟现实设备及软件
虚拟现实技术及产品；

增强现实技术及产品；多点

触摸设备；虚拟实验及测试

系统；VR 游戏；VR 电影；

AR 游戏；摸拟驾驶舱；三

维互动系统；全息投影；激

光投影设备；裸眼 3D 电视

机；3D-9D 电影设备；3D

立体技术消费类电子产品、

设备、系统及方案；3D 打印产品；3D 立体影像的制作、3D 立体技术专业应用级产品、设备；系

统及方案；可穿戴设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教育及培训等；

互动娱乐产品
网页游戏、网络游戏、单机游戏、

动感座椅及数码互动娱乐硬件产品等；

人机交互
人机互动界面、触摸式显示屏、

柔性显示屏、3D 显示器、视网膜显

示器、地理空间跟踪、动作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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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备、触觉交互、可触式 ( 实体 ) 用户界面、语音识别系统、无声语音 ( 默读 ) 识别、眼动跟踪、

电触觉刺激、仿生幻影成像与全息技术等。

3D 虚拟现实及互动娱乐相关
网络、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站、相关杂志、报纸、新闻媒体、高等院校等。

● 2017 中国国际智能汽车展
5000 平方米的展示面积，集中开展智能汽车产业上游终端感知层企业、中游数据传输层企业

与下游平台应用层企业的完美对接，让传统汽车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更让互联网企业真正应用到实

体汽车行业打造智能汽车专业领域的顶级展示。

开设创客展示平台，设立智能汽车硬件设备与创客展区，并划分智能汽车众创展示区、创客互

动交流活动区，组织大型创客及创业活动，现场展出最新智能汽车产品及技术，汇聚近 100 家智

能汽车硬件及创客企业，全力邀请投资人观展、与创客面对面沟通，打造创客平台。

展品范围

智能汽车整车厂商、智能汽车互联网企业；

智能汽车核心零部件和先进技术应用；自动驾驶；

汽车共享，模块化（集成化）构造，汽车车载信息系

统及智能化设备软件开发商及硬件制造商；

智能监控、智能交通、智能电网解决方案等；

汽车相关后市场服务及产品；

各大专院校智能研发成果类展示。

机械制造业的发展

方向是将传统的制造技

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管

理技术、自动化技术、

系统工程技术进行有机

的结合，通过计算机技

术是企业产品在全生命

周期中有关的组织、经

营、管理和技术有机集

成和优化运行，在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实现信息化、智能化、集成优化，以达到产品上市快、服

务好、质量优、成本低的目的，进而提高企业的柔性，健壮性和敏捷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此次展览会涵盖了机器人、自动化、VR/AR、汽车等众多领域，为企业提供了

一个优质专业的展示平台和交流平台，真正实现用户企业与机器人及自动化企业零距离产业链互动。

2017 年 7 月 5-8 日，国家会展中心 3 号馆、4.1 号馆、NH 馆，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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