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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份，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 40113 套，同比

增长 0.3%；1-11 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为 402638 套，同比下降-2.6%。

具体来看，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2.2%（增加值增速

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月下降 0.31%。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

【会员动态】

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 上海电气与佳能医疗携手深化合作新空间

12 月 15 日，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冷伟青到访日本佳能医疗系

统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佳能医疗”）总部，同佳能医疗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泷口登志夫就深化合作项目、拓展合作领域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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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伟青表示，佳能医疗自创业以来，始终以创造世界一流产品为奋斗目标，

也为世界医疗装备领域贡献了许多“第一”。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健康

中国”战略，广大民众也希望获得质量更高的诊疗服务。上海电气与很多优秀

的日资企业都有十分愉快的合作经历，也希望能同佳能医疗这样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医疗巨头企业进一步深化合作，依靠开放协同的合作理念，延续此前良好

的合作势头，与佳能医疗携手拓展更大市场空间的同时，做大做强自身的医疗

产业板块。

访问期间，冷伟青实地参观了佳能医疗展示厅，并详细了解佳能医疗设备

产品的技术和性能。

佳能医疗全球上席常务副总裁田口亘、全球常务副总裁立崎寿，上海电气

党委委员、常务副总裁董鑑华，以及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负责人会见时在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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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机器人超级工厂正式投产

12 月 2 日，ABB 在上海浦东康桥举行投产仪式，宣布其领先的机器人超级

工厂正式开业。这一采用全自动化柔性生产的超级工厂，集生产与研发为一体，

占地 67,000 平方米，投资金额为 1.5 亿美元（约 11亿元人民币）。

机器人超级工厂的开业是 ABB 在华三十年成功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

碑。新工厂将更好地帮助中国客户在自动化的新时代实现持续增长、应对劳动

力短缺的挑战，并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以创新、自动化、柔性化为特色的

超级工厂将秉承 ABB“在中国，为中国”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全价值链的本

土化。

超级工厂新的研发中心占地 8,000 平方米，将加速在人工智能、数字化和

软件方面的创新，着力于自主移动、数字孪生、机器视觉和低代码编程软件等

领域，使机器人更智能、更灵活、更安全、更易于使用。

ABB 机器人进入中国市场近 30年来，一直为包括汽车、电子、金属、塑料、

物流等在内的各行业提供支持。随着超级工厂的开业，我们可以进一步满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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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激增的自动化需求，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制造、可穿戴智能电子设备、

餐饮、医疗健康、电商、零售和服务机器人等新兴领域。

上海超级工厂是ABB机器人与离散自动化事业部继7月在奥地利开业的ABB

机械自动化全球创新和培训中心，及 9 月在柏林开设的学习型工厂 4.0 之后的

又一重点项目。

ABB 在中国 130 多个城市拥有 15,000 多名员工，中国是 ABB 最重要的研发

和生产基地之一。作为 ABB 机器人全球三大生产基地之一，位于上海的超级工

厂将取代原有工厂，为亚洲客户提供支持。位于瑞典韦斯特罗斯的工厂和位于

美国密歇根的奥本山工厂，则将继续服务于欧洲及美洲客户。

发那科推出新品协作机器人 CRX 系列

12 月 15 日，发那科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新品协作机器人——CRX 系列。

CRX 系列致力于打造真正的“工业级”协作机器人，专为“工业”场景需求设计，

更安全、更易用、更可靠！CRX 系列共有 6 款协作机器人，CRX-5iA、CRX-10iA、

CRX-10iA/L、CRX-20iA/L、CRX-25iA、SMR 移动复合机器人。

安全保障：IP67 防护防护等级，完美应对恶劣工作环境，保障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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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使用：简化编程，支持牵引示教；图形化编程，降低学习门槛；

e-Learning 在线课程培训、拥有自主 FANUC Plugin 生态平台。

高可靠性：采用特色伺服电机+减速机，谐波减速机转动速比大，承载能力

高，运行更加平稳。

安川电机发布新品伺服产品和新型数据收集控制器

12 月 23 日，安川电机举行了线上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了下一代伺服产品

Σ-X系列和新型数据收集控制器 YRM-X。为了推进工业自动化这一目标的实现，

安川电机基于 i³-Mechatronics 理念，推出了全新的Σ-X系列 AC 伺服产品。

电机方面，最高转速提升至 7000min-1，编码器分辨率扩大至 26bit，相当

于原来的 4 倍。在Σ-7的基础上，进一步強化了耐环境性。

驱动器方面，提升了速度频率。针对设备监视，新增了故障检测功能；优

化了冗余度监视及运行状态监测的能力。针对原先调试困难的设备机构，增加

了"免调试、伺服自动调试、负载变动补偿控制、调试结果可视化"的功能，使

调试过程变得更加简单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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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X 采用传输效率更高的Σ-Link II，进行驱动器和电机编码器之间的通

信。在保持高性能、高可靠性通信的同时，进一步实现了伺服电机和传感器的

混合连接，从而简化了设备内的接线。

Σ-X驱动器将支持 M-4 通讯。相较 M-3，M-4 除了提升传送效率，还能进行

设备的分散控制（支持模块化系统），支持 IP通信。同时，减少整体设备接线，

方便进行数据的统一管理。

X 系列搭载了新一代定制 SOC，装有伺服控制专用的 IP CORE，使得运存和

内存更大、主频更高。

电机不再分绝对值和增量型，还将部分特定 FT功能融合到通用驱动器中，

增加了产品附加值。

新动态！达闼野外巡逻机器人新车下线，唐山产业升级基金成功签约

12 月 14 日，达闼云端智能野外巡逻机器人在思尔闼（唐山）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基地举行了新车下线仪式。唐山市委常委、秘书长陈宇，唐山市副市长

郝志军，唐山市丰南区区长霍强，上海国盛集团董事长寿伟光，党委副书记姜

海涛，达闼机器人董事长黄晓庆等出席仪式，并参观了思尔闼工厂及产线情况。

达闼机器人董事长黄晓庆说到，思尔闼将以唐山市做为基地，通过达闼云

端大脑赋能，运用云、网、端架构为唐山公安提供自动巡逻、视频回传、透导

显示、电子警察、治安卡口、违章停车、云端大脑、一体指挥等多种智能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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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并积极探索出一个可复制的商务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为全国智

慧公共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同时，达闼机器人与国盛资本、唐山能源集团举行唐山产业升级基金签约

仪式。唐山市委副书记、市长田国良，市委常委、秘书长陈宇，上海国盛集团

董事长寿伟光，党委副书记姜海涛，达闼机器人董事长黄晓庆等出席仪式并见

证签约。唐山市副市长郝志军主持签约仪式，达闼机器人联席首席运营官赵鹏

宇、国盛资本总经理周道洪、唐山能源集团董事长李学文代表各方签约。

产教融合助力双向赋能，捷勃特机器人开启校企合作新篇章

12 月 16 日，上海捷勃特机器人有限公司与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于

近日达成合作共识，正式签订协议，针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开启校企合

作的新篇章。双方将围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

则，就多个合作议题开展讨论，共同探索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教育与

产业的壁垒，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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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优质的教学条件和丰富的教学资源，特别

是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下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是经国家教育部评定批准的

国家级教改示范试点专业，上海市一流立项建设专业，具备较强的师资力量，

将为捷勃特机器人定向培养和输送专业合格的技能型人才，为企业的持续高质

量发展赋能助力。

而同时，作为学院校外培训和实习基地的捷勃特机器人，立足智能制造产

业的前端，同时在单芯片驱控一体化控制技术领域有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不仅

能为学生掌握前沿科技提供了动手实践的实习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的职业

技能储备、职业规划方向提供了指导和借鉴，这对于学院的专业建设规划、人

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发展需求结合等方面都有着参考意义。

快仓发布全球首创箱式吸盘机器人

12 月，快仓发布全球首创箱式吸盘机器人，它是一款基于吸盘式叉臂模

组开发，搭载在快仓“鸿鹄”C56 系列箱式机器人的通用底盘和门架上的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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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核心的吸盘组件采用仿生学原理，使用真空吸附的方式与目标取货对

象进行接触，通过正负压的原理与目标对象固定或分离，辅助使用机械伸缩组

件，实现目标对象在货架与机器人之间的转移。

核心用户价值：

1. 少买约 20%的货架，同样的货架占地需求，夹抱料箱机器人单组货

架一层 16箱，箱式吸盘机器人单组货架一层 20箱。

2. 少买约 9%的箱式机器⼈，相同产能条件下完成一组取放任务，夹抱

料箱机器人总行程为 3.6 米，箱式吸盘机器人为 2 米，单组动作节约时间 3

秒。

3. 少付约 27%仓租/多存约 37%，货品单组同容量 20箱货架占地面积，

箱式吸盘机器人约为夹抱料箱机器人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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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储利用率提升约 71%，同面积上，夹抱料箱机器人货架左右和前后

间距为 120 毫米和 80 毫米，箱式吸盘机器人为 20毫米和 0毫米，相较单深位

夹抱机器人，双深位吸盘机器人存储利用率提升约 71%。

5. 少⽤约 30%的拣选工人，换箱箱式吸盘机器人可以自动更换播种墙上

满箱和空箱，节省了约占人工拣选总时间 30%的更换订单箱时间。

6. 少买部分塑料箱（按整箱存储⽐例），箱式吸盘机器人实现了对市

面上部分通用纸箱的适配，用户不必再纠结于料箱到人的换箱需求，部分原生

箱型一样可存可取。

7. 存储高度大幅提升车体采用二级门架增高，采用双推杆加固，可以

安全有效地实现高位存取箱动作，当前可达 8.3 米高度，不久将发布 10米款。

立得空间手持全景移动测量系统发布

12 月 6 日，立得空间发布手持全景移动测量系统，集成了激光雷达、全

景相机、惯性导航设备、同步控制器等多传感器，可输出 8K 360°全景影像

和真彩色三维点云模型数据。采用了高效的 3D-SLAM 技术完美解决了室内无

GNSS 信号所带来的定位难题。系统集成度高、体积小、质量轻、操作简单。

可单人作业，能在狭小、拥挤、地下、管道等场景采集三维场景数据，同时支

持丰富的承载平台，可挂载在背包、无人机、机械狗上，适用于制作室内高精

地图、室内全景地图、室内导航定位、BIM 建模、三维建模、农村宅基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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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部件普查、现场救援取证、公安刑侦和交警现场勘查、室内三维测量、林

业测绘、土方测量等。

手持式三维移动测量设备可进行地上地下无缝一体化信息采集、基于

3D-SLAM 定位技术无需 GNSS，适用各种复杂的室内外环境，作业过程不受上下

坡、楼梯、路面起伏、狭小空间等条件影响，可广泛应用于林业测绘、城市街

区、商场、建筑、地下车库、地铁、矿井、地下空间、工厂仓库、实景地图、

AR地图、VR 地图应用等各类型场景。

国内首家！鸿鹄®骨科手术机器人获得欧洲 CE认证，加速全球化战略布局

12 月 3 日，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微创®机

器人”）的控股子公司苏州微创畅行机器人有限公司（简称“微创®畅行机器

人”）自主研发的鸿鹄® (海外用名 SkyWalker™)关节置换机器人成功通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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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准协会 BSI 的测试认证, 成为国内首家获得欧洲 CE认证的关节置换机器

人。

鸿鹄®获得 CE 认证，踏出进军欧盟市场的第一步，不仅意味着该产品具备

了正式在欧盟市场商用的资格，同时证明鸿鹄®经过了严格的临床评估，可以

为医生的手术治疗提供准确、有效的帮助。严谨的研发流程，优秀的产品架构

和出色的临床性能，使其成为了全球骨科机器人产品的标杆和先锋，引领智慧

医疗产业的创新与进步。相继获得美国、欧盟市场准入，标志着微创®畅行机

器人初步完成了全球重点区域准入布局，这对于微创®机器人建设一个全球化

布局的医疗机器人全解方案创新平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将为全球医生和患者

提供更完善的机器人产品打下坚实基础。

【简讯】

12 月 8 日，上海徐家汇众乐山社区食堂正式开业。味霸厨神中午为 400 多

社区客人提供午餐。

12 月 9 日，上海市 2022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小巨人拟立项项

目清单出炉，凭借在医疗机器人领域过硬的自主创新实力，钛米机器人入选“上

海市科技小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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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日，戴柳会长出席 ABB 超级工厂投产仪式。

12 月 15日，法奥意威机器人深圳分公司正式开业。

12 月 16 日，央视戏曲频道播出全新升级改版的《一鸣惊人》栏目与达闼

联手合作，打造科技与国潮，人工智能与国粹相融合的全新理念。达闼柔美人

形智能服务机器人 Cloud Ginger 小姜化身助梦官“鸣鸣”，面描油彩，身着花

旦戏衣登场亮相。

12 月 16 日，达闼机器人（珠海）有限公司开业暨珠海达闼云端机器人运

营总部揭牌仪式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横琴国际商务中心举行。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钛米机器人董事

长潘晶作为青年创新创业人才代表当选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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