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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信息 

2019 年第 12 期（总第 52 期） 

协会秘书处编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协会工作

 

12 月 10日，由长三角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合作组织举办的《长三角区域机器

人产业链地图》（以下简称《产业地图》）发布会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35楼多

功能厅举行。 

】 

《长三角机器人产业链地图》正式发布 为推动长三角机器人 

产业链协同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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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组织”）轮值主席、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戴柳在发布会上介

绍了《产业地图》编制背景和主要内容，并宣布《产业地图》正式发布；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张建明代表三省一市机器人产业主管政府、轮值

单位所在地政府祝贺讲话；浙江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朱世强（之江实验

室主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机器人专委会理事长诸

春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集团执行总裁）等长三角机器人行业组织负责人，江

苏省经信厅装备处处长申高青、浙江省经信厅投资处处长屠国富等机器人产业

主管政府相关负责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机器人行业组织秘书长孟犁、

徐秋云、王国耀、于晓东共同见证了《产业地图》发布。市经信委智能制造推

进处、规划处、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和机构 50 余人同时参加了发布会，合作组织

轮值单位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铭杰主持了发布会。 

 



 3 

2018 年 9 月,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积极落实 2018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要求，在长三角区

域合作办公室、三省一市产业主管政府经信厅/委的关心和支持下，上海市机器

人行业协会、浙江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协会、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机器人专委会、

安徽省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同发起、筹备成立了“长三角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成立后的第一年，重在打好基础，摸清“家底”，对长三角机器

人相关产业链现状进行了梳理，首届轮值主席单位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牵头，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与江苏、浙江和安徽机器人行业组织共同编制完成了机器

人产业地图。 

戴柳会长在会上介绍，产业地图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蓝图中首个区域性跨

省市行业产业地图，共收录长三角区域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和机构信息千余条，

包括工业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应用、相关技术配套、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产业园区、以及综合服务平台。 

机器人产业地图按长三角总图及分类图、省市总图、省市分类图、省市分

区地图、以及影响力分布图五个章节编辑，近 150 页。在信息来源上，力求全

面、专业和公允性，其中 70%的信息来自四家行业组织的会员单位，30%来自于

能收集到的非会员单位信息；在页面层级的安排上，充分考虑到机器人行业新

创新型特点，兼顾了企业规模硬指标和专业化柔性化软指标结合的评级模式；

在地区的安排上，在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的情况下以办公地为主优先安排，

体现产业布局的真实性。共录入长三角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企业信息 1016 项，其



 4 

中工业机器人主机企业 129项，核心零部件企业 104项、系统集成企业 397 项，

服务/特种机器人企业 212 项，高校/研发/服务平台 43项。 

张建明副主任在讲话中肯定合作组织在进一步落实和贯彻国家的产业部署

和发展战略，推动和服务好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构建和完善长三角区域

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生态的工作目标中，做出了大量先试先行的有益探

索，为促进产业供需对接和资源优配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同时，他表示国务院 12 月 1 日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为“合作组织”下阶段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希望在探索设立长三角机器人

产业基金、发展专业化众创空间、建立机器人应用示范园区等方面。 

此次地图的编制旨在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长三角一体化相关产业政策和优

化产业布局提供参考；为行业建立长三角区域机器人产业链健康生态群提供依

据;为社会应用领域寻求供需对接和资源配置的有效信息。 

也为下一步推动长三角机器人及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长三角

其他行业产业地图的编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推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和融合

发展在基础工作方面、在通过行业组织渠道共同推进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长三角机器人合作组织第二次高层会议召开 

12 月 10日下午，长三角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组织”）

第二次高层会议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召开。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戴柳、

常务副会长张铭杰、秘书长孟犁，浙江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朱世强、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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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王国耀，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机器人专委会理事长诸春华、秘书长徐秋云，

安徽省机器人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于晓东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孟犁秘书长代表轮值单位作的 2019 年轮值工作报告，报告介绍

了轮值开局年重点工作是打好基础，摸清“家底”，牵头与江苏、浙江、安徽

行业组织共同编制完成《长三角区域机器人产业链地图》，充分利用轮值单位

协办的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放大长三角机器人产业效应等工作。与会者高度赞

赏轮值单位工作务实而卓有成效，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完成首份跨地区产业

地图，为下一步推动长三角机器人及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打下了基础。 

会议审议了即将发布的产业地图，充分肯定了产业地图信息量大、布局严

密，成为首个跨地区、分类精准的行业产业地图编制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希望产业地图不是终结版，将来有 2.0、3.0…版，在现有版本地图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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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努力成为连接政府、企业、市场、资本等方面的机器人产业“葵花

宝典”。 

 

会议还通过了下一任轮值主席人选，一致同意戴柳会长提议浙江省机器人

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朱世强为下一任轮值主席。朱世强会长表示虽然已有之江实

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重任在身，但对合作组织新的任务，仍会努力

担当起应有的职责，传承好服务行业的精神，加强合作组织成员的信息交流，

让更多人分享信息和经验。 

会议对新一年合作组织工作展开了讨论，希望加强成员间的互联互通，发

挥合作组织在质量、技术等方面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并对下一年工作提出了相

关具体建议。 

轮值主席戴柳在会议总结时表示，长三角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要克服信息不

对称，发展不同步以及政策不对等这三大难关，作为率先成立的长三角区域性

行业组织，要起到务实而有成效的工作模范带头作用，在产业地图的基础上各

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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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那科富士山下深耕精作  三菱电机老店银座再造品牌 

——戴柳会长一行访问会员单位日本总部 

 

12 月 19日，戴柳会长、会长单位东浩兰生集团副总裁刘宏杰等一行访问了

发那科株式会社、三菱电机总部。协会副会长、上海发那科机器人公司总经理

钱晖陪同前往发那科总部。孟犁秘书长、理事单位工业商展 CMO 张春蕾等一同

访问。 

戴会长表示发那科通过几代人的深耕精作创造出了智能制造企业的成功典

范，也为制造业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解决方案。戴会

长特别提到了发那科在众多参与上海浦东特斯拉超级工厂建设的机器人品牌中

获得好评。戴柳会长同时也希望发那科抓住中国、上海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机遇，在宝山发那科三期项目中再建功勋。日本发那科会长稻叶善治与戴会

长一行作了交流座谈。发那科机器人事业部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见。戴会长等先



 8 

后参观了发那科检验测评中心、电机工厂、配件工厂、组装工厂、维修工厂等

生产基地。大家对发那科几十年来专注智能制造、潜心研究市场，不断推陈出

新、技术升级，始终走在同行前列尤为感佩。稻叶善治会长表示，未来发那科

将进一步深耕制造业领域，面对客户技术、生产、工艺等要求的变化不断调整

企业技术与研发策略，除了专注汽车等龙头行业的深度开发外，也将关注一般

性行业包括传统制造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中国目前已成为发那科最大的海外

投资市场，也是发那科市场最大和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发那科不遗余力地重

视和支持上海发那科的发展。  

 

在位于东京银座的三菱电机 METOA 三菱电机体验馆，到访者对这家 500 强

制造企业刻板硬汉形象的品牌再造留下深刻印象：在最黄金的时尚街区打造了

一座楼下为咖啡餐饮店，楼上为三菱电机技术展示厅。作为世界工业产品线最

长之一的企业，每季度更换一次技术主题，旨在为百年老企培育更多年轻客户

群。在不远处的三菱电机总部，海外事业负责人与戴柳会长一行交流了 AI在机

器人中的应用等话题。会后，戴柳会长一行前往位于秋叶原的“FA solution 

Center”。观看机器人通过 AI编程自主学习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了解了通过

AI 整合生产链上下游数据，应对不同需求变化下的生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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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上海“FA solution Center”即将完成建设并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

正式开业，届时在三菱电机位于上海虹桥的中国区总部即可近距离感受到三菱

对未来工厂的理解与诠释。中心底楼将是 500平方的咖啡厅，楼上是 1000平方

的展示厅。  

 

戴柳会长一行访问面向未来的东京机器人展， 

搭建与同行交流的平台 

   12 月 20 日，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戴柳、会长单位东浩兰生副总裁

刘宏杰、协会秘书长孟犁等赴东京机器人展，会晤日本机器人协会轮值主席、

川崎重工会长桥本康彦，宣传中国工博会机器人展、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观摩展会最新机器人技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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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东京机器人展于 12 月 18 日-21 日举行，参展企业总数达 637家，为历

届最大规模。由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和日刊工业新闻社联合主办，今年的主题

是“机器人为人类带来优质社会”，展示出各类机器人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

展示面积近 5 万平方米，预计专业观众超 14 万人次。现场观感展品丰富，观众

专业、气氛热烈，经过两年的”蓄势”研发，大多企业带来了最新的产品和技

术，让科技转变生产方式、改变生活方式不是“诗与远方”，而是就在眼前。 

展会亮点请关注协会官微：

https://mp.weixin.qq.com/s/c4inRvmjacMOB6Kvy3spWA， 

官网： 

http://www.robotia.cn/article.php?id=844 

在观看了展厅后，戴柳会长在与桥本康彦会长交谈中感叹从东京机器人展

展品可看到机器人已经面向未来的五大发展趋势：工业机器人柔性化发展迅速；

二是由“近”及“远”，通过人与机器的配合完成恶劣、复杂环境下的工作，

操作更加便捷；三是“点”与“面”的结合，由过去固定点、单一工作，向整

https://mp.weixin.qq.com/s/c4inRvmjacMOB6Kvy3sp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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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工作/生产线上机器人的整合应用；四是 AGV介入生产流程，无缝衔接，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五是人形机器人虽然刚起步，但是未来趋势能够适应越来越

多的应用场景。 

同时戴柳会长在交谈中建议，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机器

人产能占全国 50%以上，也是未来潜在的具有广阔应用领域的市场，作为中国最

发达地区行业代表，希望加强与机器人最发达国家的行业协会的加强合作，今

后将更多面向未来的机器人产品带到明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并就中国重点

产业的机器人应用领域与前景等方面与桥本康彦会长作了分享。 

戴柳会长感谢桥本康彦会长在展会繁忙期间会晤并陪同参观，桥本康彦对

戴会长的赞誉表示感谢，并对有关建议做了积极的回应。 

最后，戴柳会长一行视察了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器人展与协会共同设在

东京机器人展现场的宣传展位，对今后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并提出要求。 

现场宣传 

 

 

在东京机器人展期间，协会还在展会现场设立了宣传展台，宣传协办的中

国工博会机器人展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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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制造商机无限，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任重道远—— 

戴柳会长一行访问美的越南公司等企业 

12 月 23、24 日，戴柳会长、会长单位东浩兰生集团副总裁刘宏杰、协会秘

书长孟犁等先后访问考察了美的集团越南公司等越南制造业和展览业市场。  

 

美的集团越南公司厂区  

从胡志明市驱车一小时左右到位于平阳省的美的集团越南公司，大楼门眉

上方写着“越南最大的家电研产销基地”，公司始建于 10 余年前土耳其等国增

加关税之时。张锐总经理与到访者座谈介绍了美的投资越南企业的经营状况，

并与戴柳会长就关税问题产业链等与制造业海外投资息息相关的问题做了交

流。  

座谈前，戴柳会长一行参观了美的越南公司的电饭煲和吸尘器生产和装配

车间。从成型到装配流水线主要还是处于半自动化状态，生产秩序井然，在车

间的过道处随处可见堆积了不少已经装箱的待发货产品。工厂员工有千余名，

其中二十余名中国员工，主要担任管理和技术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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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四为美的集团越南公司张锐总经理  

张锐总经理坦言，目前越南经济还在人口红利时期，选择产品以工业线尽

可能短而人力资源较长的品种较为有利，符合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需求，比

如电饭煲、风扇、吸尘器等小家电，预估 2020 年产销将翻一番；希望中国企业

在海外多投基础工业，比如钢材等重工业，从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角度在源头

上避开关税可更多降低成本；同时张锐总经理对目前国际大背景下关税敏感时

期，产品在欧美市场受到欢迎，但产品须经过河内的越南通关时间延长，由原

来一天增长至一周甚至更长，对生产经营和出货时间将带来不利影响。  

信心满满、沉稳干练而谦逊、身负重荷是这位在埃及有过三年管理经验、

到越南赴任一年多就能如数家珍的 80后张锐总经理给我们的深刻印象。越南制

造业商机很多，必须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理性综合判断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美的越南公司也是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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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信息

根据国家统计局 12 月的数据，2019 年 10 月工业

】 

中国工业机器人 10~11月产量连续两月增速转正 

机器人产量为 14369 台，

同比增长 1.7%，2019 年 11 月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16080 台，同比增长 4.3%，在

经历了 13 个月负增长之后连续两月增速转正。 

 

 

 

【会员动态

12 月 13 日，2019 节卡机器人新品发布会在深圳举行。会上，节卡机器人

推出 JAKA Zu 18 和 JAKAZu S 系列机器人产品，目前已分别应用于某食品包装

码垛及汽车装配，是基于已应用行业场景解决方案，赋予行业更多价值。据介

绍，JAKA Zu 18 拥有更高负载和更大臂展，相比传统机器人更安全、更柔性，

能解决复杂、危险等传统自动化任务。同时，其具备极高的灵活度、精确度和

】 

节卡发布协作机器人系列新品 

http://www.imrobo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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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等特性，将开拓全新的工业生产方式，填补更多行业空白，引领人机协

作新时代。该款机器人可用于汽车、食品、精密制造、电器、五金卫浴等领域。 

 

JAKA Zu S 系列产品采用多轴力传感器一杆子方案，可实现力控制阻抗/导

纳、力位混合控制，整个算法包括力控应用包、牵引示教、碰撞检测、恒力跟

踪、靶向跟踪、速度模式等，运用最合理、最经济的一杆子方案，实现了客户

所需要的关于力控方面所有应用的全覆盖。同时，该系列机器人可实现可视化

编程，示教 App 能实时显示外界接触力值，方便操作使用；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的快速适配，覆盖更多应用场景；拥有更灵敏的力觉反馈等优势, 为客户提供

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其恒力跟踪最高精度 1N，全臂碰撞检测最高精度 10N，并

且拥有恒力、法向跟踪、速度多种力控模式、多种拖拽模式,方便客户根据应用

场景选择合适的操作模式。 此外，该机器人系列通过在机器人末端或底座集

成力控传感器，赋予机器人“触觉”，拓宽了应用边界，可应用于对力控要求

较高的应用场景，比如精密装配、复杂曲面打磨、抛光和检测等；也适用于对

人机协作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景，比如医疗、娱乐和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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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那科发布协作机器人新品——CRX-10 iA 

在今年的东京机器人展上,发那科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新型协作机器

人 CRX-10 iA，这也是此款机器人的全球首发。 

据悉，这款新的协作机器人有效载荷 10 公斤，且外围软件接口更加开放，

支持开发者申请自主开发。同时，这款协作机器人也融入了例如拖动示教、简

单平板编程等目前协作机器人的主流编程方式。 

 

安川推出新品：HC20DT协作机器人——专为重载、 

肮脏的工作设计 

12 月，安川机器人宣布其新型 MOTOMAN-HC20DT协作机器人已经上市。它具

有更高的有效负载能力，并具有防尘和防滴功能。前不久，安川才推出了能够

移动 10kg 的协作机器人手臂 MOTOMAN-HC10DTF，适用于食品行业的专用机器人。 

 

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技术工人短缺正在增加对灵活生产的需求。协作

机器人可以在没有安全栅栏的情况下与人类一起工作，并且比其工业同类产品

更易于编程和操作。 

http://www.imrobotic.com/integrator/13896/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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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大容量的需求导致开发者开发了 MOTOMAN HC20DT，它可以移动 20千克

（44磅）。 

MOTOMAN HC20DT 的表面涂有丙烯酸氨基甲酸酯，顶部法兰为不锈钢，可以

出于卫生目的将其清洗，例如在食品处理中（这需要系统集成商的安全评估）。

据预测，到 2025 年，全球食品处理机器人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12.7％，

达到 31 亿美元。 

HC20DT 预期的应用包括机器维护、汽车制造和装配、食品、化学品或化妆

品的运输。 

 

达闼机器人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产出 

年末前，闵行区区委书记倪耀明同志一行赴达闼机器人有限公司调研。2019

年，达闼机器人实现了“当年规划，当年建设，当年产出”的承诺目标。倪耀

明书记希望达闼 2020 年能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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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霸机器人厨师餐厅亮相斯洛伐克 

海外首家使用味霸机器人厨师的餐厅——Asian Future（亚洲未来）于 11

月 14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正式开业，海外中餐供应新纪元由此展开。 

Asian Future 餐厅地理位置优越，开设于斯洛伐克首都佩特扎尔卡地区商

场 Aupark 内，Aupark 是佩特扎尔卡地区四星级商场，也是首都最高级的商场之

一。餐厅主要有两种就餐模式：自助餐模式（14.99€）和单点菜品模式；餐区

分为三个部分：自助餐区，味霸机器人厨师炒制区及日餐区。 

自助餐区提供炒饭、炒面、炒米粉、汤和甜品；日餐区提供各种寿司，手

卷；而味霸机器人厨师炒制区则由六台味霸机器人厨师现场炒制各类特色中餐。

作为海外首家使用味霸机器人厨师烹饪的餐厅，Asian Future 受到了当地民众

的极大关注。 

 

国外许多中餐店生意都很不错，不过欧洲厨师薪资高昂，非常紧缺。对于

Asian Future 餐厅而言，仅在其周边各国，就有超过 2000 家中餐厅存在，而

味霸的出现，解决了海外中餐发展没有厨师的痛点，撑起了这样一家位于一线

商场的中档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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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i机器人认知智能落地再升级 以 AI服务赋能企业大脑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商业落地领导者小 i 机器

人正式宣布基于认知智能能力的创新企业服务模式取得进展，公司将战略携手

国内首家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服务平台曹操出行，共建“出行 AI 大脑”，创新

智能出行新形态。 

此次合作，小 i 机器人将利用自身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等 AI 技术及多行

业赋能经验，为曹操出行提供相关的呼叫中心服务，落地更多 AI业务流程场景，

在曹操出行原有的智能化体系的基础上打造“中控大脑”，升级整合 AI 服务全

流程。不同于传统智能出行仅局限于出行业务本身，比如自动驾驶，此次小 i

机器人与曹操出行共建的“出行 AI 大脑”将从出行服务、运营管理、安全管控

及营销等不同业务场景提供 AI升级，最终实现为乘客、司机、平台工作人员提

供自动化、智能化、高效运行的服务支持，为智能出行时代树立行业新标杆。 

 

随着 5G+AI 落地不断深化，由人工智能推动的第三次企业转型浪潮席卷各

行各业。小 i 机器人一直致力通过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的认知智能技术，实

现更精准和个性化的客户服务，巩固企业在智能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从开启企

业智能客服先河、开发智能知识库场景、到开放赋能生态，小 i机器人的 AI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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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已形成全面及多样化的解决方案，累计服务超过一千家政府机构及企业客户。

此次携手曹操出行推出“出行 AI 大脑”，象征着小 i机器人认知智能的商业落

地能力再进化——不仅是“技术”，更以 AI 化“服务”为企业智能升级，赋予

每个数字化产品、流程和服务以思考能力。 

 

【简讯】 

       12 月 15 日，中科新松荣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颁发的“十大年度新锐品

牌”，并荣获“中国品牌榜样 100”。 

12 月 18-21 日，两年一度的第 23 届日本东京机器人展在东京有明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会员单位母公司 ABB、发那科、库卡、川崎机器人、欧姆龙、安川

电机、三菱电机自动化、本土企业李群自动化、节卡等协会会员参加展会。 

12 月 25日，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举行的 2018年松江区政府质量奖颁

奖仪式上，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荣获由松江区政府颁发的“2018 年度松

江区区长质量奖”。 

https://www.qufair.com/pavilion/321.shtml�
https://www.qufair.com/pavilion/321.shtml�
https://www.qufair.com/pavilion/321.shtml�
http://www.imrobotic.com/integrator/13700/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