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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信息 
2015 年第 8 期（总第 8 期） 

协会秘书处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协会工作] 

 

戴柳会长赴日本东京参观考察 2015 国际机器人展 

    12 月 5 日，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戴柳会长率团参观考察世界

影响力最大的、在日本东京举办的 2015 国际机器人展，现场拜访了

日本机器人行业协会专务理事富士原宽、总部部长矢内重章等人员。

东浩兰生集团副总裁唐贵发等一同参加考察。 

    戴柳会长向富士原宽先生介绍了中国机器人发展趋势、上海市机

器人行业发展情况、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作用、以及上月刚结束的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机器人展包括同期高峰论坛的举办盛况。戴会长

表示东京和上海是世界两大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日本东京机器人展和

上海工博会机器人展都是业内影响力很大的展会。日本展是以展示技

术研发为主，工博会是以市场导向为主，相互之间有竞争更有互补，

希望此次到访两地可以携手共进，共同开创机器人未来。 

    富士原宽专务对戴柳会长的到访表示欢迎。日本政府很重视本土

机器人发展事业，也了解中国政府目前也很重视机器人发展。上海肯

定会成为机器人研发中心，他们非常希望了解中国机器人发展情况，

望与中国相关协会、专业人士多建立联系，加强沟通。富士原宽表示，

两地都有自己的展会，希望今后多交流探讨，共同为机器人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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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唐贵发 左二：戴柳 右一：矢内重章 右二：富士原宽 

    随后戴柳会长一行认真仔细地参观考察了 2015 日本（东京）机

器人展，现场了解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技术、多种行

业应用、与企业、同行交流未来机器人及配套技术。 

 
    晚间，戴柳会长一行受邀出席发那科株式会社专务取缔役稻葉清

典先生有关活动，双方对在中国工博会平台的相互支持、未来机器人

发展格局等话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发那科全球事业战略本部长

小田胜、上海发那科有限公司总经理钱晖（协会副会长）一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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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校机器人技术研发成果喜人 

——协会举办高校科研院所会员单位座谈会 

    机器人产业发展正如井喷状，如何正确引导和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会员单位之间搭建畅通的信息沟通

渠道、打破不同类别企事业单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更好地为会员服

务，为充分发挥会员单位中高校科研所对机器人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协会于 12 月 1 日召开会员单位中的高校等研发机构座谈会。上海交

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以及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等单位代表参加了座谈。协会秘

书长孟犁主持了会议。 

    座谈会一是交流各单位在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二是听取

高校科研院所对协会工作的建议；三是研究高校科研院所如何在协会

发展中发挥作用；四是探讨协会成立行业技术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 

座谈会上，理事单位上海大学机械自动化工程系、上海市智能制

造及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田应仲博士介绍了上海大学目前自主

研发、与上海电气集团合作的下肢康复机器人，已经在乌镇的雅达国

际康复医院里定点临床实验阶段，目标瞄准美国西北大学的相类技术

的世界水准。由于神经系统康复较为复杂，目前仍与国际先进技术有

较大距离，需要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后不断完善。 

理事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机械工程学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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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斌介绍了该校前年申报的机器人专业在去年成功通过，今年 9月

将正式招生，成为目前唯一以“机器人”命名设立专业的高校。 

理事单位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科技与经营办公室负责人

陈剑介绍将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研

究所、德国电气电子与信息技术标准化话委员会共同承办，在上海举

办第一届中德智能制造/工业 4.0标准化国际高峰论坛。该论坛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德国联邦经

济和能源部、德国教育和研究部指导，将有 150 多位来自中德两国的

政府领导、智能制造/工业 4.0产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 

会员单位上海理工大学陈劲杰副教授介绍正在与上海电气合作

研发上肢康复机器人有关技术，并为常州恐龙园做机器人恐龙的有关

项目。同时独家提出面向教育的 4.0概念，正在研发万物互联环境下、

教育学为基础的生态圈，希望打造终身教育最大平台。 

理事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特种机器人产业化中心主任顿向明博士

介绍了交大在特种机器人研发方面的最新进展。同时也对一直走在全

国机器人研发前列的上海高校，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被哈

工大超越深感遗憾。上海作为人才集聚地大多为外资企业培养了人才，

哈工大相关专业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就开始接触市场，毕业后直接留在

了学校，现在哈工大集团已经成为以资本为纽带控股十多个大型企业。

目前机器人发展的大环境政府和市场都很重视，我们应该抓机遇。 

代表们也提出了对协会今后发展的一些建议。建议高效科研机构

可以成为协会咨询方，通过协会平台在资本对接（包括民间资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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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金）过程中做技术咨询；在研发产品产业化前做技术把关；参与

协会牵头的政府规划和政策指南等等。同时，也建议通过协会平台各

高校科研院所之间也加强信息沟通，创造合作机会，尤其是创造有创

意的学生与项目对接的机会。 

会议对协会建立行业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做了

初步探讨。 

协会副秘书长陶国强、张春蕾等参加了会议。 

 

协会与上海工业园区会面交流 

    12 月 24日，协会秘书长孟犁先后接待了金山工业区、临港集团

奉贤园区、万科产业地产事业部的拜访，和三个单位互相学习和交流

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形势，探讨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金山工业区成立于 2003年，是上海市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市级

工业区之一。园区规划面积 58平方公里，正成为杭州湾北岸先进制

造业基地。内驻代表企业有上海沃迪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西门

子线路保护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等。 

    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是市国资委下

属唯一一家以园区投资、开发与经营和园区相关配套服务为主业的国

有企业。临港奉贤园区即将打造一个总用地面积为 93804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达到 73423平方米高标准、智能化机器人园区。 

    万科正与张江集团合作开发运营“张江国际创新中心”项目，这个

项目是上海市重点建设工程、浦东新区一号工程，该项目将被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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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智能制造 2025、工业 4.0 高地，搭建成一个以机器人、3D打

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创新型、战略性的产业平台。 

    副秘书长张春蕾也出席了会谈。 

 

[行业资讯] 

智能制造研究院落户浦东 家庭机器人售价约 10 万 

    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日前宣布落户浦东临港地区，上海智能制造

国际研讨会与上海人工智能高端研讨会同期举行。上海智能制造研究

院由上海交大与临港管委会联合发起成立，承担上海发展智能制造的

政府智库智能。研究院将成立智能机器人、智能传感与物联、智能生

产系统等 9个研究所，其中，智能机器人研究所将把目前还停留在实

验室中的智能机器人带到大众面前，实现量产。 

    据悉，融娱乐和安保功能为一体的家庭机器人明年将在位于浦东

新区的临港科技城量产，每个售价约为 10 万元。家庭机器人初期售

价较贵，主要面向中高端家庭用户，产量增加后，价格将更加亲民，

有望取代工资日益走高的月嫂、家政服务员，成为市民家中“萌萌哒”

的新成员。 

 

软银机器人发售一分钟售罄 服务机器人空间广阔 

    12 月 26日，软银在日本发售 pepper机器人，1000 台机器人在

一分钟内被抢购一空。Pepper由鸿海代工生产，于今年 6月 20 日开

始在日本销售，标价为 198000 日元(1646美元)，但每个月产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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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常一上市销售就被抢光。Pepper 机器人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功

能：它可以成为人类的“社交伙伴”。因为它能够通过判断人类的面部表

情和语调的方式，“读”出人类情感。Pepper 使用基于云端的面部和语

音识别来完成这些任务。由于 Pepper 机器人大受欢迎，亚太电信准

备将它引入到台湾市场。亚太电信是鸿海的子公司。鸿海在山东烟台

建有 Pepper机器人生产厂。 

    今年 6月中旬时，鸿海、软银和阿里巴巴曾达成合作，阿里巴巴

和鸿海各自向软银机器人控股公司（SoftBank Robotics Holdings）

投资 145 亿日元（7.8 亿元人民币），软银持股 60%，鸿海和阿里巴

巴各持股 20%。鸿海正在扩张机器人业务，它准备收购美国机器人公

司，鸿海已经派出 30 人的团队在美国考察，主要是了解 AI技术。 

 

[会员动态] 

新时达获得上海市高端智能装备政府专项支持资金 1232 万元 

根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2015 年度上海市高端

智能装备首台突破和示范应用专项项目资金情况公示》，上海新时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家子公司——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的

“SA1400 型机器人首台突破”和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的“N330 车身焊装线首台突破”均被列入“2015 年上海市高端智能装

备首台突破和示范应用专项”，并将分别获得政府核定的专项支持资金

703万元和 5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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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i 机器人参与国家首个语义库标准制定 

12 月 28 日，由全国信标委组织的《智能客服语义库技术要求》

标准启动会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举行。这是国家首个语义库

标准。技术提供方小 i 机器人，协助方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研究

机构清华软件学院，招商银行、格兰仕、LG等参编单位参加了会议。

技术形成统一标准后，将有效降低构建机器人服务系统的复杂度和建

设成本，加速智能机器人在更多行业的快速落地。 

 

安川携手恩耐 nLIGHT 开创机器人激光应用高端市场 

12 月 16日，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以下：安川）与恩耐

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恩耐）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发销售

机器人激光切割、焊接以及远程焊接系统的战略合作伙伴框架协议。

安川机器人与恩耐激光的核心高端技术相结合，填补一直以来空缺的

机器人高端应用市场。 

安川表示，现今中国市场机器人的激光等高端应用还比较空缺，

此次通过与在激光领域占有绝对优势的恩耐合作，安川提供世界领先

的机器人和周边相关零部件，恩耐提供业界内独一无二的激光发生器

以及激光光缆等产品，共同开创机器人的激光高端应用市场。激光具

有高速、高精准、高精密等特点，可以实现机器人高难度高优质焊接

与切割效果。 

恩耐表示，安川是机器人领域的领头羊，同时恩耐在激光行业是

全球唯一一家拥有从元器件到光纤激光器垂直整合生产能力的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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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公司，安川的日系技术强项与恩耐的美国技术强项强强联手，可以

加速中国高端应用市场发展。安川与恩耐共同开发的高端激光应用将

首先在 3C、家电等一般行业进行布局，后续将会被应用在汽车行业，

销售会覆盖将整个中国区域。此外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有专门的工艺来

达到每一个领域的最优化加工。恩耐向安川提供最核心的零部件以及

相关技术支持，将机器人激光高端应用推广到工业领域中去。 

此次，安川携手恩耐启动战略合作项目，激光切割、焊接、远程

激光焊接的机器人应用系统 2016年销售量预计可达 100 套。到 2017

年，整个激光应用高端市场可以全面展开。中国正在全面推动传统工

业升级和改造，高端应用设备的需求也会日益递增，安川将会启动在

华区域的多个销售渠道进行中国市场全面性布局。 

 

国内首家机器人创客空间落户金桥 

由中科新松机器人公司创办的国内首家以机器人为主题的创客

空间“星智汇”日前落户金桥。“星智汇”不仅是一个打造机器人领域集技

术、市场、资本于一体的创新创业专业服务平台，同时也是一个为机

器人爱好者和大众提供一个接触机器人、了解机器人的开放平台。它

旨在营造机器人行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氛围。 

“星智汇”机器人创客空间定期为会员和大众提供机器人专业讲座、

机器人动手课程、机器人电影放映，组织机器人相关主题活动；为机

器人创客提供机器人创作所需设备、工具、材料等，开设财务法务等

创业课程，提供技术、商业和设计全方位的专业导师辅导，提供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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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办公场地，组织专业路演。同时，也为小微企业提供产品展示、

商业模式咨询、资本对接等服务。 

首期创客空间面积为 1300 平米，由机器人开放实验室、机器人

智能咖啡厅等组成。在试运营期间，星智汇已经举办了诸如免费机器

人电影赏析、免费乐高培训班、军用无人机讲座、爱国公益绘画及阅

兵式直播等多项活动，为正式运营做好了充足准备。 

 

[简讯] 

协会理事会和会员大会即将召开 

    2016年 1 月 8日（星期五）下午，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一届

五次理事会会议（13:30- ）和 2016 年会员大会（14:30- ）将于东

浩兰生集团（延安中路 837 号）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