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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扩围给力智能装备崛起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工业4.0的快速演进，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产业加入到自动化大军，进而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崛起提供了丰沃土壤。 业内预计，中国机器人下游应用格局，有望从此前仅在高端应用的“T”型模式转换为中端客户庞大的“O”型模式。 在整个产业下游扩围的带动下，中国智能装备产业的市场空间有望扩大。

从帅小伙到老大叔

关于人力的短缺，不少行业都遭遇“切入之痛”。 以物业服务行业为例，拥有物业资产的金隅股份就切实感觉到人力资本近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原来我们看到物业公司的保安和工作人员都是帅小伙，但现在都变成‘大叔’看门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物业公司已经招不到人了。 ”公司总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

社科院相关人士分析说，招工难和招人贵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重要表征。 特别是随着80后、90后逐渐登上工作舞台，他们并不乐意充当“重复性劳作”的主力军。 招工难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并从东部沿海逐步扩展到内地再到西部，且从最开始的简单体力劳动领域逐步向相对更广的范围扩散。 也就是说，新增劳动力实际上是在逐步减少。

目前不少企业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是“机器换人”。 以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道明光学为例，公司不少车间都大幅减少了用人量，在其树脂合成车间，6台大型树脂反应机器静静运转，却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中控室盯着电脑，整个车间用工已经由此前的一班8人减至2人，日产合成树脂48吨，完全实现了自供。

北京市计算机中心总工程师刘昕分析说，机器换人不仅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且差错率会大大下降，在中国制造没有完全转变为中国创造时，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有助于巩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给予国内工业一个成长缓冲期，以便与其他国家在工业制造领域同台竞技。

自动化与智能化正在成为不少企业生产线的理性选择，大量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业的流水线上闪亮登场。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系教授蔡鹤皋指出，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成本持续增长、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动力，中国工业机器人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

全年销量或首超5万台

2013年起，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消费国。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报告，当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量约18万台，其中在中国销售量约3．7万台。

12月下旬举行的2014世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大会上，业内一致预期，今年我国机器人市场销量可能突破5万台，且在未来5年内市场增速有望保持在每年40％以上，机器人产业井喷之势已经可见。

“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十分迫切。 不管是欧洲的‘工业4.0’、美国的‘下一代机器人’，还是日本的‘机器人革命’，无不预示着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模式变革。 ”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阳新松机器人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指出。

在工业4.0背景下，业内对于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围预期的主要根据在于中国诸多产业自动化的提速。 在此前中国传统工业企业中，只有汽车生产企业已经普遍应用工业机器人，有些工业如纺织服装行业中某些“柔性”工序仍必须由人工完成，工业机器人无法替代。 但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本届产业大会上获悉，中国机器人下游应用开发正在提速，机器人产业扩围已经形成趋势。

以广州数控的一款涂胶机器人为例，产品最大有效负荷高达8千克，运动半径达1379毫米，整个工作站柔性高，精度好，胶型均匀一致无飞溅；通过自动编程或者离线编程，可以完成复杂的三维立体空间的自动涂胶动作，不仅适用于汽车及车灯、车门等零部件，在家电等电子产品中也能进行自动涂胶。

长江证券相关分析师指出，机器人产业行业景气度持续高企，随着下游产业应用的扩围，我国工业机器人格局或将完成从“T”型到“O”型的转变，亦即形成庞大的中端市场，从而带动中国整个智能装备制造业的崛起。

产业并购或成常态

“虽然市场的扩围有利于中国整个产业的发展，但是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中获益。 ”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各地都在搞机器人产业，数量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小而散的，未来必将经过一轮轮的市场竞争，通过收购兼并优胜劣汰，逐渐形成大的龙头企业，因此，并购整合或成为国内机器人产业的常态。

由于中国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中国即便最大的机器人企业也与国际上机器人巨头在技术等方面存在差距。 目前进口品牌的外资机器人普遍以6轴或者以上高端工业机器人为主，几乎垄断了制造、焊接等高端行业领域，而我国国产机器人主要应用还是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为主，处于行业的低端领域。 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关键基础部件还依赖进口，这造成国产机器人成本居高不下，缺乏竞争力。

业内举例说，比如伺服电机，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相关生产商，要造机器人只能进口德国或日本的电机，无形中机器人成本提高很多。 还有减速器，中国制造的相关产品在寿命、噪声、精度等多个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

对于技术难题，曲道奎的意见是，优先发展有实力的机器人企业，然后通过到海外并购成熟技术和公司来达到机器人质量的提升。 他表示，在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发展企业比发展技术更重要。

除了并购之外，业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也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机会。 广东某机器人制造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比如服务机器人企业，将受益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以及在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成熟，而后者中国与国际是几乎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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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高端产业低端化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

10

数家机器人企

业相比，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投资正在空前高

涨。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各地政府正在规划筹建的机器人产业园已

经超过

30

处。 因此，在中国机器人下游应用以

及投资持续大热的同时，一些行业内人士开始

前瞻性地担忧起整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产能困境” 一直是困扰中国诸多产业的

桎梏。以光伏为例，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国光伏

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两头在外”的畸形

产业结构，加上后来美欧等国对我国制造的太

阳能产品采取“双反”措施，我国整个光伏产业

成为“打工者”，产业发展需要看别人脸色，处

处受制于人，难保企业盈利。

目前，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过程中已经

开始出现诸多不平衡现象。 以发表论文为

例，我国关于机器人技术的论文篇数非常庞

大，但是论文质量普遍不高，实用度也不强。

有国家工程院院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说，就机器人产业论文质量来说，排在世界

前三名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好质量论

文难以望其项背。

产业专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目前中国

机器人产业专利中，实用新型专利多，发明专

利少；国内专利多，国际专利少。 而且，国外专

利大多是企业申请，而在国内，科研院所占据

了很大比例。 有专家指出：“企业申请专利，通

常是在实践中发现了某种新工艺，因此，申请

后会直接带动产业的迅速发展。 而中国的专

利申请者多为个人， 个人中很大比例又是大

学教授， 这些人多是为了职称与成果而去申

请专利，因此，专利距离真正的产业化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 ”

有关机器人产业产能过剩的担忧并非空

穴来风。 在各地纷纷招商引资兴建智能装备

产业园的背景下，不少企业大干快上，但是所

投项目均较低端， 多集中在相关产业链的加

工制造领域。

实际上，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单纯的机器

人制造产业很难单独引领制造业彻底变革。

正如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盟秘书

长罗军所言，机器人技术已经诞生近半个世

纪，成熟运用也超过

20

年，不太可能单独引

领制造业变革，关键是它将与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众多先进技术结合，特

别是以 “人机一体”、“人工智能”、“智慧制

造”为核心的新一代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

才有可能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但是，目前我

国机器人领域投资中能够注意到这些趋势的

企业并不多。

沈阳新松机器人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介

绍说， 机器人行业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 “三

高”行业：人才、技术、资本的密集度都很高，

企业应该理性进入；但在相关政策感召之下，

有些投资却较为盲目。 如何避免全国机器人

产业出现低水平重复竞争， 应该成为业内考

虑的首要问题。

整体来看，机器人产业的确是馅饼，但如

果盲目过热发展，却可能使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产业重蹈光伏产业的覆辙，陷入“低端陷阱”。

在中国对机器人产业已经陷入一种 “热度”和

“疯度”之际，整个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

面进行顶层设计：中国应该怎样发展机器人，

发展哪些机器人， 应该重点研发技术还是培

育领军企业，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机器人成多地新区“热捧” 产业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多位政府界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时均对机器人产业表达了极高的热情，尤

其是政府招商界人士对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

业作为工业4.0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组成的

意义非常认同。 包括国家级新区在内的全国

多个产业园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将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机器人和智

能装备产业内企业到园区“落户” 。

入选地方规划

随着产业的持续火热，以机器人为代表的

智能装备产业纷纷入选全国各大新区的产业

规划。

以成都为例，成都市委副秘书长、天府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江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

前成都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针对智能装备的相

关投资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其中天

府新区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园总体规划面积5

平方公里， 已经成为天府新区建设规划中重点

园区建设项目。

“早在2012年国家发改委就发布《西部大

开发十二五发展规划》， 明确天府新区为中国

西部地区重点城市新区；2014年10月， 国务院

又批复同意设立四川天府新区， 标志着天府新

区晋升为国家级新区。 ” 江海表示，“目前天府

新区已经制定出实现高端服务业和创新科技产

业聚集发展的目标， 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制造与

云计算和互联网一起， 将成为天府新区重点打

造的产业。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成都天府

新区投资50亿元打造的人工湖———兴龙湖已

经实现引水。 根据相关规划，在兴龙湖的北面

重点发展大数据互联网产业， 东部则发展以

高端装备制造为主的产业形态。“产业园一期

选址位于兴龙湖东南侧， 规划面积1平方公

里。 园区已经具备机器人及相关智能装备制

造产业的承载能力， 企业可以随时进驻建

设。 ” 江海介绍说。

除了新区之外， 老工业区内也出现机器人

引资热。以洛阳为例，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和新

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洛阳2013年工业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0亿元，占全

市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主营收入的24%， 同比

增长33%。

洛阳市政府人士介绍说，“预计2014年全

市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将超过52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

洛阳也在通过各种政策吸引相关企业来此投

资落地。 ”

优惠政策加码

为了吸引机器人产业投资， 相关地区的配

套扶持政策不断加码， 不少企业也加紧在全国

各大新区进行投资考察。

以天府新区为例， 新区目前已经推出针对

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立体化的支持政策。 在产

业资金支持政策方面，前2年支持金额不超过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0%，第3年开始不超过8%，

第6-10年则不超过企业主营收入的4%。 对新

建创业苗圃、企业孵化器、企业加速器，还分别

给予其运营机构60万元、100万元和200万元的

一次性补助。

金融服务支持政策方面也划分出层次。 比

如，对成功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集合票据、

短期债券等债券融资工作的企业， 按照票面利

息的50%给予贴息，每年贴息额度不超过500万

元，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同时，根据企业对直管

区的年度实际税收贡献、贷款期限、用途、基准

利率、担保费率等条件，累计给予贷款贴息最高

200万元，累计给予担保费补助最高50万元。

此外，对于上市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直管区项

目投入的上市企业也给予分阶段补贴。企业完成

股份制公司工商注册的， 给予50万元一次性补

贴； 企业递交上市申请被证监会正式受理的，给

予2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完成国内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境外重要证券市场上市、上柜的，给

予每户总额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等。

场地支持和人才支持政策方面也格外给

力。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5亿元、10亿元、

30亿元、50亿元、100万元， 且当年对直管区实

际贡献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分别给予企业高

管团队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3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部分机器人概念公司财务指标一览

产业并购或成常态

“虽然市场的扩围有利于中国整个

产业的发展， 但是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

中获益。 ”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相关人士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 一个重要原因

是，目前我国各地都在搞机器人产业，数

量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小而散的，未来必

将经过一轮轮的市场竞争， 通过收购兼

并优胜劣汰，逐渐形成大的龙头企业，因

此， 并购整合或成为国内机器人产业的

常态。

由于中国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中国

即便最大的机器人企业也与国际上机器

人巨头在技术等方面存在差距。 目前进

口品牌的外资机器人普遍以6轴或者以上

高端工业机器人为主， 几乎垄断了制造、

焊接等高端行业领域，而我国国产机器人

主要应用还是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为

主，处于行业的低端领域。 同时，我国工

业机器人的关键基础部件还依赖进口，

这造成国产机器人成本居高不下， 缺乏

竞争力。

业内举例说，比如伺服电机，中国还没

有真正意义的相关生产商， 要造机器人只

能进口德国或日本的电机， 无形中机器人

成本提高很多。还有减速器，中国制造的相

关产品在寿命、噪声、精度等多个方面还存

在很大问题。

对于技术难题，曲道奎的意见是，优先

发展有实力的机器人企业， 然后通过到海

外并购成熟技术和公司来达到机器人质量

的提升。 他表示， 在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中，发展企业比发展技术更重要。

除了并购之外，业内认为，互联网技术

的应用也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提供了机会。 广东某机器人制造商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比如服务机器人企业，将

受益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 以及在

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成熟，而

后者中国与国际是几乎同步的。

T型转O型

机器人应用扩围给力智能装备崛起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工业4.0的快速演进，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产业加入到自动化大军，进而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崛

起提供了丰沃土壤。 业内预计，中国机器人下游应用格局，有望从此前仅在高端应用的“T” 型模式转换为中端客户庞大的

“O” 型模式。 在整个产业下游扩围的带动下，中国智能装备产业的市场空间有望扩大。

从帅小伙到老大叔

关于人力的短缺，不少行业都遭遇“切入之痛” 。 以

物业服务行业为例， 拥有物业资产的金隅股份就切实感

觉到人力资本近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原来我们看到

物业公司的保安和工作人员都是帅小伙， 但现在都变成

‘大叔’看门了。为什么？ 因为现在物业公司已经招不到

人了。 ” 公司总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说。

社科院相关人士分析说， 招工难和招人贵是中国

“人口红利”消失的重要表征。 特别是随着80后、90后逐

渐登上工作舞台，他们并不乐意充当“重复性劳作”的主

力军。招工难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并从东部沿海逐步扩

展到内地再到西部， 且从最开始的简单体力劳动领域逐

步向相对更广的范围扩散。也就是说，新增劳动力实际上

是在逐步减少。

目前不少企业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是“机器换

人” 。 以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道明光学为例，公司不少车

间都大幅减少了用人量，在其树脂合成车间，6台大型树

脂反应机器静静运转， 却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在中控室盯

着电脑， 整个车间用工已经由此前的一班8人减至2人，

日产合成树脂48吨，完全实现了自供。

北京市计算机中心总工程师刘昕分析说，机器换人

不仅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且差错率会大大下降，在中

国制造没有完全转变为中国创造时，工业机器人的广泛

应用有助于巩固中国“世界工厂” 的地位，给予国内工

业一个成长缓冲期，以便与其他国家在工业制造领域同

台竞技。

自动化与智能化正在成为不少企业生产线的理性选

择，大量工业机器人开始在制造业的流水线上闪亮登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系

教授蔡鹤皋指出， 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尚处于较低水

平，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存在巨大增长空

间。 “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成本

持续增长、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工

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动力， 中国工业机器人大发展的时

代已经到来。 ”

全年销量或首超5万台

2013年起，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消费国。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报告，当年全球

工业机器人销售量约18万台， 其中在中国销售量约3.7

万台。

12月下旬举行的2014世界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

大会上，业内一致预期，今年我国机器人市场销量可能突

破5万台，且在未来5年内市场增速有望保持在每年40％

以上，机器人产业井喷之势已经可见。

“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十分迫切。 不管是欧洲的‘工

业4.0’ 、美国的‘下一代机器人’ ，还是日本的‘机器人

革命’ ， 无不预示着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模式变

革。 ” 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阳新松机

器人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指出。

在工业4.0背景下，业内对于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围预

期的主要根据在于中国诸多产业自动化的提速。 在此前

中国传统工业企业中， 只有汽车生产企业已经普遍应用

工业机器人，有些工业如纺织服装行业中某些“柔性” 工

序仍必须由人工完成，工业机器人无法替代。但中国证券

报记者从本届产业大会上获悉， 中国机器人下游应用开

发正在提速，机器人产业扩围已经形成趋势。

以广州数控的一款涂胶机器人为例， 产品最大有效

负荷高达8千克，运动半径达1379毫米，整个工作站柔性

高，精度好，胶型均匀一致无飞溅；通过自动编程或者离

线编程，可以完成复杂的三维立体空间的自动涂胶动作，

不仅适用于汽车及车灯、车门等零部件，在家电等电子产

品中也能进行自动涂胶。

长江证券相关分析师指出， 机器人产业行业景气度

持续高企，随着下游产业应用的扩围，我国工业机器人格

局或将完成从“T”型到“O” 型的转变，亦即形成庞大的

中端市场，从而带动中国整个智能装备制造业的崛起。

工作人员在测试一款焊接机器人 新华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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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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