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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工作】

共谋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发展蓝图

——戴柳会长一行赴江苏调研

3 月 25 日上午，戴柳会长、孟犁秘书长一行访问了江苏省机械

行业协会机器人专委会，进一步落实长三角产业发展联动机制，推动

长三角区域机器人行业协同发展。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机器人专委会

秘书长徐秋云陪同参观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

斯顿），公司总经理王杰高参加座谈。协会副秘书长张春蕾、肖瑶等

随行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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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柳会长对埃斯顿近两年的快速发展表示高度赞赏。座谈中，双

方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做了交流和探讨。戴柳会长表示，长三角区域三

省一市联动发展，形成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量，是国家战略。当前，

机器人产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去年我们成立了合作组织，建立的有

效的联动机制。下一步，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组织的工作目标和举措，

为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联动，下实功、显实效果。

.

下午，戴会长一行参观了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区的上海节

卡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卡）生产基地，节卡注册于上海，

其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分别设于上海和常州。戴会长对节卡在机器人

关键部件研发和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赞赏。戴柳会长表

示，目前机器人市场上工业机器人仍占主要比重，协作机器人的发展

之路前景广阔却也仍面临着巨大竞争。希望节卡在发挥自身技术特点

和良好市场应用的同时，积极关注行业整体技术发展趋势，以保持行

业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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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组织考察对接上海科技馆“机器人世界”升级更新项目

4 月 10 日下午，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组织 ABB、FANUC、KUKA、

安川、中科新松、新时达、小 i 机器人、达闼等会员单位考察对接上

海科技馆“机器人世界”展区更新升级项目，孟犁秘书长带队考察并

参加了座谈交流，上海科技馆副馆长缪文靖等出席了座谈会议。

座谈前，参会单位重点参观了科技馆的“机器人世界”展区，大

家对科技馆呈现的丰富展品和很强的互动性饶有兴趣，在机器人剧

院，欣赏通过创意设计后由发那科机器人演绎的江南丝竹舞和京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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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口表演。经了解，所有这些精彩表演大多近二十年以前的技术，发

那科代表表示那些“舞者”机型目前都已经停产。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中，孟犁秘书长表示，上海集聚了来自国内

外知名品牌机器人企业和优秀技术，为科技馆的更新改造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基础，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是协会的宗旨，作为连

接各方的公益性平台，有责任和使命组织会员单位参与上海科技馆与

机器人相关有关工作，很高兴有机会应邀来科技馆参观交流和对接，

也愿意做好信息传递和组织工作，在与会员单位的沟通中得到了积极

地响应。

座谈中缪文靖副馆长感谢机器人协会组织众多著名机器人企业

并欢迎来科技馆，详细介绍了上海科技馆的情况，作为全球排名前列

的展馆，建馆至今已经 18 年，许多展品面临更新升级的需要。展品

更新始终围绕“科学传播”这一宗旨，升级展品要具备科学普及、技

术前瞻、寓教于乐等功能，要求观众能动手、动脑、动心，科普传递

的知识点要经得起十年左右以上的检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普的对

象将不再局限于青少年。很高兴得知上海已经集聚了来自国内外优秀

的机器人企业，希望机器人企业能提供最新的技术，通过集成和创意

设计，为“机器人世界”升级更新注入新鲜内容。缪文靖副馆长还介

绍了企业参与上海科技馆相关项目的多种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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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企业代表都踊跃做了发言和交流。小 i 机器人高级副总裁许

弋亚、达闼科技首席质量官王大宁等还对展馆更新提出了一些积极的

建议。

上海科技馆运营保障处处领导王敏、顾秋凡，协会副秘书长肖瑶

等参加了交流活动。

前排右五为上海科技馆副馆长缪文靖

最后双方表示今天的对接交流仅是开始，今后将加强联系，通过

建立高效可操作性的工作机制，巩固对接会议成果，切实推进和落实

好项目后续工作。

从“讲故事”到“真应用”——人工智能再次点亮上交会

4 月 18-22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科技部、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

口交易会（以下简称“上交会”）将在浦东世博展览馆举办，展会契

合上海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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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打造 AI发展高地的目标，人工智能将成为本届上交会的重头戏。

同期上交会组委会指导、东浩兰生集团主办、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协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机器人创新发展大会再次成为“上交会”

热点，围绕人工智能与服务机器人未来发展和技术创新，为行业发展

带来新一轮思想“风暴”；进一步探索服务机器人在不同场景中的无

限应用可能，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助力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本届上交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以四号馆（11000 平

米）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场景应用、智能制造，

以及最新研发技术成果与现场体验。并举行第二届人工智能——中国

国际服务机器人创新发展大会，届时将聚集政府产业领导、行业专家、

国内外领先企业高管共同围绕服务机器人的发展与场景化应用，进行

深度研讨。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

业及应用，有效集聚科技研发力量、资本运作和政府支持等多方面优

势，构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展会平台，实现技术成果向市场快速转

化。协会多家服务机器人企业参展并参加论坛演讲。

【会员动态】

发那科三期项目“超级智能工厂”即将登陆上海

作为上海市宝山区 2019 年的重大产业项目，由全球机器人巨头

发那科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合作的上海发那科三期项目将于今年开

工兴建。该项目是发那科集团继日本之外，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基



7

地，堪称机器人界的“超级智能工厂”，建成后，将带动上海机器人

整体产量及规模迈入新的台阶。

新项目占地 431 亩，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5亿元，

将充分利用日本发那科强大的工程集成及技术服务能力，利用发那科

IoT、AI 等智能制造技术，建成集生产、研发、展示、销售为一体的

系统集成中心及服务总部，打造中国最大、最先进、最具柔性的机器

人超级智能工厂，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

高仙战略发布并获 B轮融资

3 月 19日，协会会员单位高仙 2019年度媒体沟通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媒体、政府、投资机构及合作方的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高

仙机器人的完整战略发布和 B 轮融资首发。 本轮融资由远翼投资领

投，KIP 中国跟投，上轮资方蓝驰创投继续跟投。高仙机器人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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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CEO 程昊天表示，本轮融资后，将进一步扩大产能，预计今年将于

张家港建成占地面积超过 5000 平米的机器人制造厂房。

此轮融资领投方远翼投资属于远东宏信集团旗下，而远东宏信是

中国第三方融资租赁服务提供商。未来双方将基于高仙在物业管理行

业重点部署设备租赁商业模式共同商讨论并形成产业合作政策，助力

高仙下一阶段产品规模化落地。

据了解，自 2019 年起，高仙将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建设 3 个

研发中心，加强与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知名高校的学术研究合作，并借力包括芯片、传感器在内的上游技术

商，实现具有生态意义的技术战略布局。

钛米机器人获 B+轮投资

上海钛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在2019年第一季度已完成B+轮融

资，公司未披露融资金额。

本轮融资将加速钛米机器人在高端医疗机器人研发，以及机器人

在智慧医院中的应用拓展等领域的发展。钛米机器人主要针对医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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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提供智能化机器人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成立以来，已累计研发十

款医疗机器人产品，落地近百家医院。除了目前在医院已经落地的物

资管理及配送机器人、病房护理机器人、导引机器人、消毒机器人等

产品，钛米机器人还将利用自身在手术机器人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

着手布局手术机器人应用市场。

香港科技大学牵手小 i机器人共建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

3 月 25 日，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小 i机器人共同成立的“机器学

习和认知推理联合实验室”举行揭幕仪式。

“机器学习和认知推理联合实验室”是小 i 机器人与香港学术机

构共同开展的首个科研项目，旨在以其认知智能的技术优势和行业应

用经验，与香港科技大学领先的人工智能科研能力强强联合，促进香

港，乃至周边地区的 AI学术交融、技术创新以及人才培育。是小 i

机器人构建全球研发体系的重要一环。联合实验室成立后，小 i机器

人已在海内外拥有 6 大研发中心，自主创新力和国际影响力将获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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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

柯马中国发布创新产品 – 首款可穿戴肌肉辅助外骨骼 MATE

3 月 27 日柯马在上海发布创新产品 - 首款可穿戴肌肉辅助外

骨骼 MATE。MATE 是一种轻便的被动便携式上肢外骨骼，由柯马与非

侵入性矫形技术方面领先企业ÖSSUR（冰岛）及意大利专门研究可穿

戴技术的 BioRoboticsInstitute 下属的分立公司 IUVO 联合研发。

MATE 利用与肩关节平行的机械轴，完全复制操作员肩部的动态运动，

从而为操作员提供有效的姿势支撑和始终如一的移动协助，减轻其在

重复作业时的负担。

可穿戴理念

MATE 包括三个主要部件：外表接触面，机械肩链和力矩发生器

盒子。MATE 外表接触面的所有部件都可与使用者身体接触。机械肩

链能准确地复制肩部的运动轨迹，没有阻力和错位，帮助使用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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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力矩发生器通过储存和转化潜在的机械力来创建可变的辅助力

(7个等级)。在手动和重复性的工作中，MATE 将工人的手臂承受的大

部分力转移到骨盆，减轻了工人的疲劳。

模块化设计

MATE 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体积小重量轻，自然舒适透气，穿

戴十分方便，并且跟身体接触的所有部件都可以调整以适应身体，从

而给员工提供最大的舒适性。

应用广泛

MATE 对于重复性且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如汽车总装车间、搬运、

装配、输送等,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相信不久的将来，MATE 会与

工厂工人亲密合作，成为新型工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企业通

向卓越的重要途径。

节卡机器人完成亿元级 B1 轮融资

JAKA 节卡机器人于 4月上旬完成亿元级 B1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国际顶级投资机构赛富资本领投，华兴 Alpha 担任本轮融资的独家财

务顾问。公司创始人 CEO 李明洋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轮

融资将主要用于以下领域：

加强全渠道建设&重点市场布局，将有助于 JAKA 节卡机器人支持

更多有发展潜力的集成商伙伴攻占主要市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

渠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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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服务体系的优化，JAKA 节卡机器人正在打造：新购产品当

天交付、现场服务 2 小时到达、远程支持 24 小时在线的“私人助手

级服务体系”。

打造节卡协作机器人应用生态圈，将与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合

作，共同构建 JAKA+生态，形成开放共融、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圈，

打造完整的协作机器人应用生态链，在 JAKA 节卡协作机器人基础上，

开发更多满足客户需求的应用类型。

【简讯】

4 月 3 日，节卡 JAKA Zu 7 协作机器人荣获 CR 认证证书，

颁证仪式在 JAKA 节卡常州基地举行。此次取得 CR认证的是 JAKA Zu

7 协作机器人，目前 JAKA Zu 系列协作机器人已广泛服务于汽车零部

件、3C、锂电、食品、化纤等多个行业的智能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