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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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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处编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协会工作】

“主题”

——协会组织 2021 年度联络员活动

2 项机器人展品进入 CIIF 大奖入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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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CIIF 大奖入围 18 强名单出炉，经“CIIF 机器人奖”推荐，上海新

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参展的 SC30-B 系列控制器和北京思灵机器人科技有限

公司参展的新一代七自由度力控机械臂成功入围 CIIF 大奖评审。

CIIF 大奖自 2001 年设立，持续发挥在工业制造领域引领作用。本届评奖经

初审后，共受理了 555 件参评展品，创历年新高。今年，大奖继续采用“申报+

推荐”双机制，更有利于挖掘行业内的顶尖技术和产品来参展参评，授奖总数

不超过 10项（含 10 项），将在第 23届中国工博会开幕式上揭晓。

“AI+让智造更智慧”

——协会成功协办第三届华南机器人展 IARS

10 月 11 日-13 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浩

兰生会展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等承办，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等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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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广东智博会”）暨第三届中

国（华南）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展览会（“华南机器人展 IARS”）在广东现代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本届展会以“AI+让智造更智慧”为主题，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展示、交

易、交流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推动机器人与自动化及智能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设有五大精品展区，AI+智造体验展区、机器人技术及应用展区、工业自动化解

决方案展区、协作机器人展区及智慧物流展区。总体展览面积 3 万平方米，共

300 余家来自中国、日本、德国、瑞士、美国、韩国、德国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

知名企业参展，智能制造装备类参展企业占比达 95%以上。其中，东莞当地参展

企业超 50家。

协会成员单位 ABB、发那科、中科新松、新时达、三菱电机、川崎机器人、

哈工现代、节卡机器人、遨博机器人、爱普生、非夕机器人、李群自动化、爱

仕达钱江机器人、仙工智能、宾通智能、傲鲨智能、凡诚机器人、机器人在线、

智能网等参加了展会。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的参展企业品牌和产品质量是历

届之最。通过此次展示，会员单位将向华南地区充分展示自身产品及特点，也

将更好地对接华南当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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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9月份全国机器人产量数据显示，2021 年 9 月工业机器

人产量为 29006 套，同比增长 19.05%；1-9 月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为 268694 套，

同比增长 57.8%。

从 3月至今的单月产量数据来看，9月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最低值，增速

大幅回落，与 8月份相比，9 月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减少了 3822 套。业内人士判

断今年四季度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速放缓已是大概率事件。

2021 年 1-9 月工业机器人产量数据（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9 月，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为 701306 套，同比增长 4.1%；1-9 月，

累计产量为 6595643 套。产量保持增长，但增幅有较大回落。

2021 年 1-9 月服务机器人产量数据（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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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动态】

ABB 上海机器人新工厂将于 2022 年第一季度投入运营

近日，在第 33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办前夕，ABB 集团董事

长傅赛表示，预计将于 2022 年第一季度投入运营的 ABB 上海机器人新工厂，将

在该公司全球机器人业务发展版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服务中国市

场，同时服务新加坡等中国周边的国家，甚至辐射至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市场。

ABB由两家拥有130多年历史的国际性企业——瑞典的阿西亚公司和瑞士的

布朗勃法瑞公司在 1988 年合并而成，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该公司的业务遍布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人数达 10.5 万。截至目前，ABB 在华累计投资

超过 170 亿元，超过 90%的销售收入来源于本土制造的产品、系统和服务。

2018 年 10 月，ABB 集团与上海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作为战略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ABB 宣布在上海投资 1.5 亿美元（约 10亿元人民币），新建

一座 ABB 全球最大、最先进、最具柔性的机器人工厂——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的前沿中心。新工厂还将设立一个强大的研发中心，以帮助加快人工智能领域

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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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ABB 正式启用其位于上海的机器人备品备件亚太物流中心，将为

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余个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备品备件支持，超过 4000 种备品备

件将由该中心直接发往亚太国家和地区。该物流中心启用后，能够将亚太地区

备品备件的交货时间缩短 50%。傅赛说，技术先进的机器人新工厂、研发中心、

物流分拨中心，这几项布局将在未来形成越来越显著的协同效应。

库卡推出全新一代工业机器人——KR SCARA CS

10 月 21 日，为更好地服务中国 3C制造业的转型和发展，作为拥有百年智

造经验的库卡，针对本土 3C产业的市场和客户需求，推出了全新一代工业机器

人——KR SCARA CS。KR SCARA CS 从机器人本体、控制柜、示教器到软件操作

系统均是针对中国 3C制造业的需求所开发设计。

机器人最大负载 6kg；臂展长度分别为 500 毫米、600 毫米、700 毫米，满

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超短的标准循环时间：最快可达 0.36 秒；丰富的外接线

缆接口：简单实现连接拓展设备；紧凑的外形设计：占地面积小，轻松应用于

狭小的工作空间或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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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达与中策橡胶、崮德智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0 月 22 日，上海，新时达机器人超级工厂，新时达与世界十强轮胎企业中

策橡胶、专注橡胶轮胎行业的系统集成商崮德智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面向橡

胶轮胎行业推出具有创新性的激光刻字智能化解决方案，通过共同研发的纳秒

级飞拍软件工艺包，提升了全钢轮胎、半钢轮胎的激光刻字智能制造水平。该

方案目前已经在中策橡胶集团本部及所属清泉公司落地实施，稳定运行。

新时达董事、总经理武玉会在欢迎致辞中指出，作为装机量排名第一的中

国机器人品牌，新时达运用系统掌握驱动控制核心技术的优势，以“整机+工艺”

的策略，配合合作伙伴，解决细分市场需求。此番，配合系统集成商崮德智能，

深入了解客户制造工艺，进行了二次开发，为客户创造了价值。这是新时达掌

握核心技术，领先细分市场的又一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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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闼海元世界正式发布

在 10月 19 举行的 2021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达闼（音：dá tà）受邀参与

中国移动“VR+美好生活主题分论坛”，期间与中国移动、杭州平治联合发布“海

元世界 HARIX World”，共建机器人元宇宙生态。

达闼海元世界是云端机器人操作系统 HARIX OS 海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个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且实时更新，覆盖全世界的云端机器人数字孪生世界，

可无限扩充、虚实结合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 HARIX RDK 机器人应用开发和训

练环境。海元世界涉及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工厂、智慧农业、智慧养老

等行业和各种生活应用场景。

宝山“智慧湾科创园”入选第四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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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 30家拟认定第四批国家

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名单，集聚类基地 5 家、单体类 25家。其中，宝山

“智慧湾科创园”成功入选集聚类示范基地！

据悉，经过近 10年的探索实践，本次（第四批）拟认定的国家文化和科

技融合示范基地，无论是数量、质量和规模都较前三批有显著提升。

目前，现有的集聚类全国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多以高新区或综合文

化产业园区为依托建立，拥有得天独厚的要素优势和组织管理机构，为基地建

设走“一区多园”“一园多区”之路提供了支撑。本次入选的“智慧湾科创园”

就是其中的典型。

地平线与上汽零束达成战略合作

10月25日，地平线与上汽零束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零束“银

河全栈 3.0”智能汽车云端集成解决方案，在车载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相关方面

开展深入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全新一代汽车数字架构和智能驾驶计算平台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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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零束和地平线都致力于以开放姿态打造智能汽车新生态，地平线作为

边缘人工智能计算平台的全球领导者，将携手上汽零束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汽车

智能化的基础技术，赋能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在智能驾驶领域，地平线基于软

硬结合的理念推出了征程系列汽车智能芯片，并且得益于开放易用的开发工具

链、AI 开发工具平台以及实时安全车载操作系统，地平线能够以“芯”为基，

依托灵活开放的商业模式充分赋能自动驾驶、智能交互、智能网联、智能车控

等车载应用场景。

欧姆龙投资达明机器人 强化合作伙伴关系

10 月 26 日，达明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宣布与战略合作伙伴欧姆龙株式会

社更进一步强化合作关系，欧姆龙看好达明机器人在全球自动化市场的发展潜

力，将参与投资本次达明机器人公司发行之壹仟万股私募普通股，计划取得达

明机器人公司大约 10%的股份，双方未来将共同合作开发解决方案，开拓智能制

造的全新篇章。

达明机器人与欧姆龙在 2018 成为战略联盟合作伙伴，以达明协作型机器人

"TM 系列"作为合作品牌，透过双方销售渠道提供给全球客户，推动 TM协作型机

器人系列在全球市场的销售。2021 年面对 COVID-19 疫情的挑战，全球供应链重

组造成人力资源的短缺，自动化需求持续攀升，达明机器人与欧姆龙更加强双

方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创新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结合欧姆龙工业自动化控制

及达明协作机器人，致力于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而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扩

大协作型机器人使用层面，为所有产业实现智能制造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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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协作机器人系列可与欧姆龙的自动搬运移动机器人结合，进行智能路径

规划、障碍规避，为各产业提升工作效率。 欧姆龙工业自动化事业总裁 Junta

Tsujinaga 表示：此次加强与达明机器人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人机

协作的发展。 透过协作机器人的创新解决方案，欧姆龙正在实现革命性的制造

理念「i-Automation！」 创造人机协同的工作环境。

景吾智能完成近亿元 A 轮融资

近日，「景吾智能」完成近亿元 A轮融资，本轮融资资金由东方富海领投，

至澄资本担任本轮融资独家财务顾问。景吾智能成立于 2019 年。公司创始团队

来自上市公司 GQY 视讯的机器人事业部，拥有 17年机器人领域研发经验。目前，

公司旗下主要有酒店配送机器人和客房打扫洁机器人两类产品。

景吾智能的配送机器人在产品进入市场半年内，销量增长至数千台，每月

增长近千台。产品主要销往一二线城市。目前已和首旅如家集团、锦江酒店集

团、格美集团等酒店品牌达成战略合作，业务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2021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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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景吾智能发布了主要用于酒店卫生间的酒店清洁机器人，该产品具有多功

能、多夹具、多感知等特点，可用于镜面、台盆、台面、淋浴房、马桶的清洁，

且针对不同清洁目标，机械臂可自动更换刮刀、清洁球、抹布等清洁产品，让

清洁更干净、卫生。除酒店卫生间场景外，该产品也可用于机场、高铁、商场

等其他领域的卫生间场景。此次，景吾智能获得近亿元的 A 轮融资，资金将主

要用于清洁机器人的研发、产品落地，以及配送机器人的全球市场进入。

高仙推出无人清洁消杀解决方案

10 月 15 日，高仙推出针对医院场景的清洁消杀解决方案，助力医院提高清

洁、消杀效率，提高数字管理能力。高仙的 Scrubber 50 清洁机器人及其子产

品 Scrubber 50 Sprayer 清洁消杀机器人、Scrubber 75 清洁机器人，成为备受

医院青睐的三款无人清洁产品。

Scrubber 50 清洁机器人适用门诊大厅、急诊大厅、诊室外通道、住院楼通

道等室内中小场景，50具备洗地、推尘功能，清水箱中可加入消毒剂，清洁地

面的同时进行消毒。50可清洁的垃圾包括饮料泼洒物、水渍、鞋印、灰尘、烟

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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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bber 75 清洁机器人则适用面积更广的室内外中大场景，如万平米级别

的门诊大厅、急诊大厅、室外广场、停车场等。75 具备洗地、推尘、去油污的

功能，同样可进行地面消毒。可清洁油污、饮料泼洒物、水渍、鞋印、灰尘、

石子、烟头等各种类型的干湿垃圾。

搭配工作站，50和 75 可自动返回工作站充电、排污水和加清水，实现全程

无人操作。50还具备自主乘坐电梯功能，对于多楼层通道的清洁也能自主完成。

海康机器人与湖北人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医药智能化生态

10 月 12 日，海康机器人与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湖北人福”）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物流、智慧园区等领域

展开深入合作，打造自动化医药仓储标杆项目，推动医药行业智能化转型。

海康机器人总裁贾永华和湖北人福董事长张红杰代表双方完成签约。

双方作为各自细分领域的领跑者，此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湖北人福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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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机器人将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药品管控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提升医药

行业的仓储管理水平，进一步实现药品全生命周期信息可追溯，共同打造可复

制的自动化医药仓储标杆项目。

未来，海康机器人和湖北人福将在医药智能物流领域持续探索，共同推动

更多产品和技术走向落地，加速医药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华数机器人与亿合门窗、中国移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省门窗行业

首个 5G+智慧工厂

10 月 9 日下午，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与广东亿合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三方签订共建 5G+智慧工厂的协议。

这是广东门窗行业首个“5G+智慧工厂”，标志着该行业在践行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方面站上新起点。

根据协议，亿合门窗第一期拟投入 3000 万元用于智慧工厂建设；中国移动

将根据亿合门窗生产环境需要和投入，优先为其提供 5G优享、专享网络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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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边缘计算、数据不出场等智能信息化服务；华数机器人则将为亿合门窗实

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生产提供解决方案，并根据项目需求提供自动化生产所需的

机器人方案或设备。

未来，三方将深化战略合作力度，开展全面合作，进一步实现资源协同、

优势互补，全力支撑亿合门窗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为高端

门窗生产制造打造高品质标杆，共建高端门窗生产的智能化示范工厂。

【简讯】

近日，会员单位节卡机器人 JAKA Zu 7 通过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上海市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MTBF（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3 万小时测评；

新时达机器人 SA6/1400 焊接机器人通过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上海

市机器人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MTBF（平

均无故障运行时间）2 万小时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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