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oTech  Asia / 2017.0928

■文：編輯部整理

無論是德國的工業 4.0，美國

的工業互聯網，還是中國提出的中

國製造 2025，目標都是升級製造

業，使其向更加智慧的方向發展。

就像一位學者描述的那樣，未來的

智慧化工業製造的能力不僅能夠滿

足大批量同類產品的訂單，而且能

充分滿足用戶個性化的定制需求，

哪怕產品訂單只有一件，也能以批

量產品的成本完成生產，並為製造

者帶來利潤。

正是由於工廠智慧化升級趨

勢，讓越來越多的工業機器人走上

了工作崗位，成為勞動大軍的一

員。最新資料顯示，在全球製造業

領域，工業機器人使用密度，已經

超過了 70 台 /萬人。

2012 年以來，工業機器人的

市場正以年均 15.2% 的速度快速

成長。根據 IFR( 國際機器人聯盟 )

的資料，2016 年全球工業機器人

銷售額首次突破 132 億美元。其

中，亞洲銷售額 76 億美元，歐洲

銷售額 26.4 億美元，北美地區銷

售額達到 17.9 億美元。工業機器

人在美國、德國、中國、韓國、日

中國工業機器人現況

圖說：2017 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趨勢圖，Y軸單位 ( 億美元 )，紅色曲線表示成長率

資料來源：IFR( 國際機器人聯盟 ) 和 CIE( 中國電子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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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主要國家銷售額總計占到了全

球銷量的 3/4。這些國家對工業自

動化改造的進度，推進了工業機器

人市場成長，全球工業機器人使用

密度大幅提升。

如今，工業機器人在汽車、

金屬製品、電池、橡膠及塑膠等行

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隨著性能的

不斷提升以及各種應用場景不斷明

晰，2017 年，工業機器人將進一

步在製造業普及，而亞洲仍然是最

大的銷售市場。預計 2017 年，全

球工業機器人市場規模將達到 147

億美元，中國是最大市場。

人機協作、AI、仿生是

重點方向
機器人技術涉及工程材料、

機械控制、感測器、自動化、電腦、

生命科學等諸多領域，目前技術創

新主要圍繞人機協作、人工智慧和

仿生結構三個重點方向。

標準化結構、集成一體化關

節，靈活人機交互等技術日益完

善，工業機器人在應用性和穩定性

方面不斷改進，與人協同工作成為

製造商重點研發和突破的領域。在

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消除人與機器

的隔閡，將人的認知能力與機器的

效率和存儲能力結合起來。研發輕

型協作，智慧型機器人，成為全球

各大機器人企業的共同選擇。

目前部分人機互動機器人已

經能夠像人類一樣，主動適應現實

環境變化，快速改變應用，以更安

全，更精確，更靈活的方式工作。

這比過去將機器人與生產線工人完

全隔離的方法要更具效率。

例如，安川發佈了新一代小

型機器人 MOTOMAN-GP 系列；

發那科推出重量僅為 53 公斤的小

型協作機器人，CR-7iA，可在沒

有安全圍欄的情況下與人一起並肩

工作，ABB 宣佈與 IBM 戰略合作。

共同開發基於人工智慧的智慧型工

業機器人。

國際大廠加速佈局中國

市場
近年來，全球工業機器人巨

頭高度重視中國市場，紛紛在中國

建立產業基地，搶佔市場高點。例

如 ABB 在已建珠海，青島機器人

應用中心的基礎上，籌畫建立重慶

機器人應用中心；安川電機與五武

進國家高新區二期項目簽約再度提

升產能，啟動建設第三工廠；庫卡

宣佈再次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建

設中國二期廠房，以求繼續擴大產

能，滿足中國市場以及其他亞洲市

場，對自動化解決方案日益成長的

需求。

2017 年，預計中國大陸機器

人市場規模將達到 62.8 億美元，

2012 到 2017 年的平均年成長率

達到 28%，其中工業機器人 42.2

億美元，伺服器前 13.2 億美元，

特種機器人 7.4 億美元。

電子行業成為大陸最大

工業機器人市場
作為全球的製造業中心，大

陸工業機器人市場發展較快，約占

全球市場份額 1/3，是全球第一大

工業機器人應用市場。2016 年，

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保持高速增

長，銷量同比成長 31.3%。

按照應用類型劃分，2010 年

大陸市場的搬運上下料機器人占比

圖說：賽佰特工業機器人正在搬運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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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達 61%，其次是裝配機器人

占比 15%，高於焊接機器人占比 6

個百分點。

按產品類型來看，2016 年關

節型機器人銷量占比超 60%，是

最重要的產品類型，其次是直角

坐標型機器人和 scara 機器人。而

且，近年來兩者銷量占比幅度在逐

漸擴大，上升速度高於其他類型機

器人產品。

從應用市場的角度，大陸市場

有別於歐美市場，在政府力量的帶

動下，電子行業已經成為最大市場。

“中國電子行業已經成為工

業機器人最大應用領域，超過汽

車工業占機器人行業 35% 的市場

份額，而汽車行業占比縮減到了

30%。當然，汽車行業的市場總

量仍舊在上升。但是比重已經發生

了變化，這在其它任何一個國家都

是沒有發生的，針對電子產業的自

動化課題方面中國絕對是領先的地

區”ABB 機器人業務全球產品管

理負責人張暉表示。

根據中國電子學會的資料，

預計 2017 年中國大陸工業機器人

銷量將首次超過 11 萬台，市場規

模達到 42.2 億美元，到 2020 年，

大陸市場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到 58.9

億美元。

推進國產化進程
中國官方已將突破機器人關

鍵核心技術作為科技發展重要戰

略。

透過製造業關鍵技術升級，

大陸國產工業機器人正逐步獲得市

場認定。大陸廠商攻克了減速機、

伺服控制器、伺服電機等關鍵核心

零部件領域的部分難題，核心零組

件國產化的趨勢逐漸顯現。

與此同時，大陸國產工業機

器人在市場總銷量中的比重穩步提

高，國產控制器等核心零組件在國

產工業機器人中的使用也進一步增

加，在智慧控制和應用系統的自主

研發方面取得進展。

由於國產化進展帶來成本下

降，借助先進的工業機器人，在許

多個性化程度高的製程和流程繁

瑣的產品製造中，替代傳統專用

設備。除了汽車、電子製造領域，

雙臂靈巧機器人、智慧倉儲機器人

等產品正在物流領域快速發展；同

時，隨著近年來政府和民間對環保

和民生問題日益看重，作為實現自

動化綠色化生產的重要工具，工業

圖說：2017 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趨勢圖，Y 軸單位 ( 億美元 )，紅色曲線表示成長率

資料來源：IFR 和 CIE( 中國電子學會 )

圖說：廣州數控機器人正在進行焊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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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在家電、傢俱、五金乃至塑

膠、橡膠這種高污染行業，以及食

品、藥品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

的作用。

大陸一大批本土機器人製造

公司逐漸佔據市場重要位置。匯川

技術、埃斯頓的伺服電機、蘇州綠

的、南通振康的減速器，以及廣州

數控固高科技的控制器均有自主產

品推出，新松新時達廣州數控埃

斯頓等企業在核心部件整體製造系

統集成方面進行全產業鏈佈局。

其中，埃夫特工業機器人、新松

AVG機器人、科沃斯掃地機器人、

開誠智慧消防機器人、優必選娛樂

機器人，怡豐停車機器人、大疆植

保無人機等在應用場景和類型正在

不斷豐富。

機器人六大產業區
為配合中國製造 2025 發展目

標，根據行政和地理情況，結合機

器人產業實力，發展基礎及特色，

大陸目前將機器人劃分為六個產業

聚集區。

京津冀地區：是機器人產業

的重要發展基地，區域內北京天

津河北在機器人已逐步形成錯位發

展，優勢互補關係。京津冀三地在

機器人產業鏈智慧資源創新平臺，

應用開發和政策環境等方面各有優

勢，集聚發展態勢顯著。京津冀地

區機器人相關企業數量共 387 家，

總產值 450 億元，平均銷售利潤

率達 16%，產業規模處於全國中

上水準。

長三角地區：作為中國大陸

機器人產業發展的重要區域，工業

機器人產業起步較早，發展基礎較

雄厚，在上海昆山常州徐州南京等

地以形成集聚效應，已形成了較為

完備的機器人產業鏈，在中國大陸

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中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長三角地區機器人相

關企業數量共 1271 家，總產值達

860 億元，平均銷售利潤達 15%，

處於全國領先水準。全球機器人大

廠均在長三角，特別是上海設有總

部或基地，對長三角地區的產業效

益貢獻巨大。

珠三角地區：作為中國大陸

機器人產業的重要地區，區域內深

圳廣州東莞順德等地在機器人產業

發展方面已逐步形成多點發展協同

推進的關係。珠三角地區機器人相

關企業數量為 747 家，僅次於長

三角地區，總產值達 750 億元，

平均銷售利潤率 17%，處於全國

領先水準。

東北地區：是機器人產業發

展的重要區域，哈爾濱、瀋陽、撫

順等地在機器人產業發展方面已積

累一定基礎，依託知名企業和科研

機構，針對重點行業開發成套之前

裝備，對國防民用領域需求開發服

務機器人系列產品，目前重點研發

海洋作業機器人。東北地區機器人

相關企業數量為 257 家，顯著落

後於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總產值

430 億元，平均銷售利潤為 13%，

處於全國中游水準，東北地區重點

發展焊接機器人移動機器人噴釉機

器人和其他服務型機器人。

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人才環境

在全國處於領先位置，聚集了中國

科學技術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武

漢大學，武漢理工大學，國家數控

系統工程研究中心，數位製造裝備

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等九家重點

院校及科研機構。機器人相關企業，

數量 453 家，總產值達 600 億元，

平均銷售利潤為 11%，低於長三角

和珠三角地區，產業發展依託已有

工業基礎，通過系列扶持政策，打

造機器人產業園區為載體，引進培

育機器人骨幹企業，通過建設洛陽

機器人智慧裝備產業園，武漢機器

人產業園等重點園區，中部地區彙

集了一批機器人產業鏈上下游重點

企業，產業集聚態勢初步形成。

西部地區：通過集聚機器人

本體製造系統集成及智慧化改造行

業資源，組織實施一批機器人產業

集群協同創新重大專案，重點發展

機器人關鍵技術和扶持骨幹企業。

機器人相關企業數量 234 家，總

產值 350 億元，平均銷售利潤為

9%，未來將以機器人產業園為主

要載體，發揮產業規模化效應。儘

管西部地區科研機構總數較少，但

仍然聚集了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

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蘭州大學，中科

院重慶綠色智慧研究院等，七家中

國大陸機器人領域高校及研究機

構，在機器人研發與教育培訓方面

創造了豐富的成果。

綜合這些產業聚居區的產業

規模效益，結構水準，創新能力和

發展環境顯示，長三角地區在中國

大陸機器人產業發展中基礎最雄

厚，較其他區域領先，優勢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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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區京津冀地區產業逐步發

展壯大，東北地區具有機器人產業

先發優勢，但近年來產業整體創新

能力有限；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機

器人發展，基礎較為薄弱，但仍表

現出一定的後發潛力。

市場格局自下而上改變
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已經基

本形成，上游核心零組件製造 ( 包

括伺服電機控制系統和精密減速

器，涉及大量感測器技術 )，中游

本體製造 ( 涉及本體設計仿生材料

和末端執行器 )，到下游系統集成

服務 ( 包括，複雜產品線設計和整

體應用方案設計，如工業機器人設

計焊接搬運潔淨裝配等應用 ) 的完

整產業鏈條。

依託製造優勢和政府扶持，加

之採購規模增長和企業轉型需求，

機器人“雇主”企業通過自主研發

投資併購等手段介入機器人行業。

透過大規模資金注入，產業

鏈下游的領頭企業加快研發和自

己供應機器人。例如，美的集團

繼收購德國庫卡公司後，與以色

列運動控制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商

Servotronix 達成戰略合作；倚天

科技通過收購控股昆山依萊伯瑞機

器人有限公司；東旭新能源收購上

海安軒自動化科技有限公司；華昌

達收購江西昌興航空裝備股份有限

公司和景德鎮興航科技開發有限公

司等。由於看好未來市場，一些原

本的工業機器讓人的消費者正在透

過各種方法參與工業機器人的製造

環節。

在收購庫卡公司以後，美的

集團佈局機器人領域的中游總裝環

節，並積累下游應用經驗，建立完

整的競爭體系；格力集團將機器人

定位為未來轉型重要方向，擬在工

業機器人智慧 AGV，注塑機械手

等十多個領域進行投入，並投資建

設了集團智慧型機器人武漢生產基

地，2017 年計畫生產 2500 台套

智慧型機器人。這些製造業大廠的

大規模智慧化升級，將帶動區域相

關產業的快速發展。

▓資料來源：《2017 中國機器人產

業發展報告》中國電子學會 CIE

迎接新智造時代 鼎新智能 +助力接軌工業 4.0

鼎新電腦今年於 2017 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再度聯手工業 4.0 智慧製造生態聯盟伴，

透過新科技與新技術的創新，實現智能設備、智能工廠、智能生產進而到智能製造的工業 4.0 軟

硬整合規劃服務！

工業 4.0 新製造時代，傳統製造業將擺脫過往製造為王的規模化與標準化，商業流程已開始

顛覆，從消費者的需求為起點，數據已成為新型態商業模式下產業經濟運行的驅動力，若能掌握

數據，就能精準提早掌握競爭力戰情，擁有分析與蒐集數據的能力，就擁有更充沛的戰略資產。

此次展會，鼎新推出資訊互聯應用於製造現場展示，以實演、實景、實機展示智能現場管理

應用，結合企業營運管控，繼 2017 年 6 月「虛實融通智能 +新製造」研討會上，創新打造「VR
智能現場體驗區」，以 VR 呈現了工廠全景，這次包含 VR 體驗之外，也更深入展示 AR 運用於

製造現場的可能性。不論是透過ＡＲ眼鏡進行智能現場之報工、派工、巡廠、點檢，或者未來在

智能物流上，可以透過 AR 進行撿料與庫位的指引，希望呈現 AR 與 VR 結合物聯網、大數據、

人工智慧等技術。

除了深化應用的製造現場，鼎新也深信，能被實施的才是真正有效的智慧製造方案，面對差

異化極大的製造企業，鼎新打造健康、多贏生態系，提供具平台化、可配置、可擴展的智慧製造

方案，提供價值服務實施手法，聚焦管理議題，提供一套完整詳細的智慧製造規劃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