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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为广东制造带来新机遇
—广东省机器人应用及产业发展情况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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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机器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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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新鹏机器人生产的洁具智能喷釉机

器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佛山洁具企业。

中图 佛山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邱天向记者展示公司研发的机器人控制系

统，它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

下图 在第十一届文博会上，中山市中国

（大涌）红木家具博览城展区请来了迎宾机器人。

近段时间，在广东省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大市，接连传来“无人工厂”、“智慧工厂”开建乃至建成的消息。2014年，由机器人坐镇

的“无人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概念；2015年，它已是近在眼前的实体了。

在“用工荒”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工业机器人上岗的速度远比我们预期的要快。机器人在广东的“就业”形势如何？它们究

竟能解决哪些问题？庞大需求背后的机器人产业如何实现支撑？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珠三角企业生产一线进行了调研——

日前，广东省政府宣布，
自今年起的 3 年内在工业企
业中大规模推动工业机器人
应用，并开展智能工厂试点，
建成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制造
基地。随后，东莞松山湖长
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就行动
起来，正式开工建设东莞市
首个“无人工厂”。

在项目现场，一个个机
械手正在紧张地安装调试
中。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无人工厂”建造体系首
期计划投入 1000个机械手，
前期已有 100 个机械手率先

“上岗”。它们的到来，使原
本需要超过 2000 名工人的
工厂，只需不到 200 名的软
件及中后台管理人员，可以
节省90%的人工。

同时，就在 100 多公里
之外的佛山三水工业园，海
尔佛山滚筒可视互联工厂也
向其全球客户开放。该洗衣
机工厂可谓是一个真正的

“机器人社区”，由 200 多个
射频识别器、4300 多个传感
器、10 台视觉识别机器人等
构成，彻底实现无人生产的

“黑灯工厂”。佛山海尔也借
此实现了大规模制造向大规
模定制的颠覆：法国人偏爱

静音、德国人热衷环保、俄罗斯人提出操作要简便，
全球客户的“定制化”需求都能被机器人满足。

考虑到长期困扰广东的“招工难”，也就无需惊
叹珠三角工厂在使用机器人上的“大手笔”了。统计
显示，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制造业基地，东莞当前的
用工缺口已达 10 万人以上，佛山的缺口也接近 10
万人。机器换人已上升为政府层面不得不力推的重
要工程。2014 年，佛山、东莞等地相继制定了机器
换人计划，在优厚的专项资金补贴激励下，制造企业
转用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氛围日渐浓厚，目前东莞
已有六成企业开展了机器换人工作。

政策激励只是一个因素。企业为何放弃工人而
转向机器人，提供机器人的厂商最心知肚明。陶瓷
洁具是佛山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新鹏机器人技术
有限公司生产的喷釉机器人在当地小有名气。“在佛
山洁具行业，目前只有 5%到 10%，也就是大约 100
家企业在用喷釉机器人。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推
广，今年不用，明年他们也得用！”该公司负责人秦磊
自信地对记者抛出这句话。他说，新鹏去年将机器
人打折便宜卖给洁具企业使用，今年一些没用机器
人的企业已经面临销售问题了。一些客户会问，别
人用机器人，你们没用，质量能信得过吗？

何其严峻的市场倒逼！对一些行业企业来说，
机器人的使用不仅关乎是否请得到工人这样的生存
问题，更关乎核心竞争力这样的发展问题。东莞市
机器人技术协会首任会长凌琳表示，“机器换人”是
迟早要做的，迟换不如早换，早换早主动。面对劳动
力成本迅速提高的问题，提高科技含量、增加产品的
附加值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惟一出路。

“早换早主动”，不仅是对企业，对制造大省广东
来说也是如此。“我省是全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集中
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几千万人就业，随着劳动力成本
上升，‘机器换人’正在成为趋势。”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在日前全省科技创新大会上说，广东省制造
业一线工人人均工资早在 2013 年就达到了 4.6 万
元，是 10 年前的 2.9倍，大大高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和
地区。而世界许多国家、全国各地都在加大创新驱
动发展的力度，对广东也是一种“倒逼”。

广东省今年 3 月底出台了《广东省工业转型升
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在此规
划下，有人提出工人被抢“饭碗”的问题。对此，秦磊
认为至少在洁具行业不用担心。“巨大的噪音、粉尘
对工人健康伤害很大。传统的喷釉工人很快就会消
失，经培训变成操作机器的人。”而广东省有关部门
在解读“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 3 年行动计划”时也表
示，“机器换人”并不完全意味着大规模裁员，而是对
劳动强度大、安全风险高、环境污染重、劳动用工多
的岗位进行机器替代，主要集中在汽车、家电、五金、
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民爆、建材等行业。

5 月下旬，广东省重大创新平台之一
的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即将在佛
山顺德区挂牌。该研究院的主体是机器
人的应用大户——美的集团。

美的此次联合 10 家一流大学、研究
机构和龙头企业组建研究院，意图包揽
从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乃
至应用推广的全过程。事实是，在巨大
的需求量下，完全从外部购买机器人并
不是“划算”的做法，美的早已开始将自
动化生产与研发联动，并开发、生产伺服
电机等机器人核心部件。

“左手应用，右手研制”，这种做法在
当前珠三角一些有实力的制造企业中相
当普遍。即便没有实力组建研究院，不
少制造企业也在与机器人企业合作研发
本行业适用的机器人。究其原因，一个
重要因素在于机器人使用的高“门槛”。
在讨论“劳动力成本”问题时，“机器人成
本”同样是避不开的话题。对美的如此，
对多如繁星的中小制造企业更不用说。

制造企业应用机器人的“门槛”到底
在哪里？佛山市有关部门近期对企业做
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下企业
对工业机器人有强烈的应用需求，但已

推或计划推行机器换人的企业仍较少，
设备升级成本高及人才实力弱是难点。

资金是首要的难题。调查显示，机
器人一次性投入大、技术改造的成本高，
而目前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存
在技术改造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现
代装备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周期一般为 2
年至 3 年，企业要求 1 年至 2 年内回收成
本,其中差距较大。

缺乏专业人才是机器人应用的另一
障碍。由于是新兴产业，机器人的研制
和应用人才都很稀缺，特别是应用方面，
目前在国内无论是机器人集成商还是用
户，知识和经验都不同程度地匮乏，往往
导致项目的挫折和失败。

为了帮助企业跨越机器人应用的
“门槛”，广东各地政府针对企业普遍关
注的金融支持、人才引进、财政扶持 3 方
面的政策，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
在金融支持方面，佛山市鼓励银行开发
针对工业机器人的信贷新品种，引导金
融机构对机器人制造企业给予信贷倾
斜，对应用企业给予短期融资贷款。在
财政扶持方面，东莞市创新扶持方式，推
广事后奖励、拨贷联动、租赁补贴等方

式，解决企业资金难题。在人才支撑方
面，佛山市探索政、校、企三方合作的智
能制造人才培养新模式，采用合作培养、
实训培养、订单式培养、高级培训班的方
式，加速培养适合企业需求的人才。

与此同时，正如“空调换扇子”的例
子所揭示的那样，机器人应用示范的巨
大带动作用已被各地政府广泛认同，东
莞、佛山等市都在选择当地重点行业开
展机器人应用示范工程。如佛山市开展
优势行业和“一镇一业”工业机器人应用
示范工程，以家电、机械、家具、汽车配件
等行业为重点，每年重点推进 2-3 种行
业的机器人应用，在每个行业选取不少
于 30家企业开展应用示范。

不管“门槛”多高，机器人应用的大
潮已势不可当。“2013 年，国内机器人刚
需已经达到世界第一，预计 30 年内还将
保持第一的水平。”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产业联盟执行主席兼秘书长罗军日前
在佛山机器人应用推广大会上说。这一
预言从广东的形势看颇有实现的可能。
据测算，仅顺德一个区，依托本土制造业
的广阔市场，未来 5年机器人市场将保持
每年 30%的递增，市场规模超 100亿元。

在佛山市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
研究院的一栋楼中，记者接触了截然不
同的两家机器人企业。

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邱天，展示了他们公司与志高集团合作
最新研发的空调风筒全自动焊接生产
线。这台庞大的机器人由 3 只机械手构
成，并自带视觉检测系统，不但能代替 10
个工人的工作量，还能在 2秒钟内检测出
每一件产品的细微缺陷。

“我们研发的运动控制系统相当于
机器人的大脑，填补了国内空白。要知
道在机器人核心部件领域，国内 90%的
应用还依赖进口，其中 70%的市场则由
ABB、安川等‘四大家族’控制，固高目前
只在剩下的 10%里寻找市场。”邱天说。
但他告诉记者，固高未来的目标还是在
那 90%的市场，希望通过自主研发，在运
动控制领域与国际一流企业一较高下。

不像固高那么志存高远，新鹏机器
人公司则在“老外”放弃的卫浴喷涂机器
人这一细分行业里如鱼得水。“中国人做
卫浴，种类很多，经常要换产，老外的机
器人很难适应这么细分的市场；而且总
共只有 20 来亿元的市场容量，做起来得
不偿失。”秦磊介绍，新鹏从意大利进口
机器人本体进行系统集成，为当地卫浴
企业提供整线解决方案，普通工人经过
简单培训就能进行换产。“未来新鹏还是
要做差异化产品，卫浴市场饱和了，就换

其 他 细 分 行 业 ，总 会 有 得 做 。 硬 要 与
ABB抗衡，肯定死定了。”秦磊笑道。

固高和新鹏是广东省方兴未艾的机
器人产业中两类颇具代表性的公司。前
者孜孜于减速器、控制器等核心技术的
研发，由于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目前这
类企业数量并不多，却可望在未来撑起
国产机器人的一片天空；后者则植根于
广阔的制造业土壤中，专注于系统集成，
为特定行业提供实用解决方案，它们在
广东机器人企业中占了绝大多数。

这两类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正逐渐
弥补广东省机器人产业链上最薄弱的两
个环节——核心零部件研发和“最后一
公里”的应用。在核心零部件方面，广东
一些机器人龙头企业已有所突破，如广
州数控在控制器方面国内领先，巨轮股
份在 RV 减速器方面打破了国际垄断。
但目前，他们还无法撼动被国外巨头占
领的市场。而在“最后一公里”的应用方
面，相当多制造企业表示机器人与原有
生产系统的对接存在困难，如在佛山某
卫浴公司采购了意大利喷釉机器人，却
由于换产困难、操作复杂、维护不便，始
终没能用起来。

发展机器人产业既要“顶天”，也要
“立地”，需要构筑起完善的产业链。目
前，不惟佛山，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东
莞、惠州等城市也都在着力构建从核心
技术研发、生产到系统集成应用的工业

机器人完整产业链。
面对机器人市场激烈竞争的严峻形

势，珠三角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群
化推进机器人产业的策略，目前，各类机
器人产业基地正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
如固高和新鹏所在的佛山市广工大研究
院，就是以机器人为重点方向的广东省
市共建的公共科研平台。而在去年，东
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协同创新研究院筹
建办公室正式挂牌，一批手握机器人制
造核心技术的企业已经进驻。

去年至今，从广东省级层面到广州、
深圳、佛山等制造大市，无不依据各自产
业规划推出了相应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新
政，形成了在统筹设计下的差异化发展
态势。如东莞依靠规模庞大的3C——电
脑、通讯、消费电子产业，在针对 3C 产业
的机器人开发方面进行了率先布局；深圳
去年年底出台规划，除了扶持工业机器
人外，还将实施“服务机器人孵化工程”，
大力发展社区监控机器人、教育娱乐机
器人、扫地机器人等家庭服务机器人。

专家认为，机器人产业正在为广东
这个制造业大省带来“第二春”。按规
划，2017年底，机器人制造及相关智能装
备总产值从 2014 年的 300 亿元提高到
6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26%。“我们要不
失时机地加快机器人产业发展，力争经
过几年努力，使我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
机器人制造业重要基地。”胡春华说。

此次调研，最令笔

者难忘的是佛山广工大

研究院中那种生机盎然

的机器人“生态圈”：这

里汇聚了机器人产业链

不同位置的企业，有安

川等全球知名机器人企

业的创新资源，也有新

鹏、万世德等自己培育

孵 化 的 机 器 人 新 秀 企

业；有一批国内外重点

实验室和知名院士专家

团队，也有本土的研究

机构和科研人才⋯⋯他

们是邻居，却并不“以邻

为壑”，是竞争对手，也

是合作伙伴，一些企业

在同一栋楼中互为上下

游，彼此往来密切。

如何推动机器人产

业发展及行业应用，近

年来众说纷纭。国际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

盟秘书长罗军的一席话

令人思索。他认为，今

天沿海地区推进的“机

器换人”计划对于缓解

用工荒、促进传统产业

转 型 升 级 确 有 积 极 意

义。但是，这并不能推

动当地机器人产业的发

展。我们现在发展机器

人产业的思路和做法正

在走入误区，依靠引进国外机器人企业来建设

生产基地的做法已经过时。

的确，我们发展传统制造业所走过的弯路

无需赘言，机器人作为新兴的智能制造的重要

载体，其发展绝不能再重蹈传统制造发展的覆

辙。如罗军等专家提出的那样，我们必须从战

略高度、从全球视野重新架构，驾驭全球优势资

源，以研发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开发出更多

有实际需求的高技术产品。

而这一切的实现，单单依靠出台优惠政策、

依靠几家龙头企业带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

建立起机器人产业应用发展的良好“生态圈”。

此次调研笔者高兴地看到，不光在一些公

共平台内部，在深圳、佛山等城市，区域性的机

器人发展“生态圈”正在形成。比如在佛山，机

器人生产企业和应用企业间已逐渐模糊了界

限，他们抱团发展、协同攻关、弥补产业链薄弱

环节的态势十分明显。前不久佛山市还成立了

机器人产业创新联盟，汇集机器人企业、装备制

造业龙头和行业协会、高校等，将产业链上分布

零散的各种资源和需求有效集中，打造机器人

“个性研发—批量生产—产业规模”的生态链。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而我国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前景何其令人

振奋！展望未来，如果每一个机器人基地，每一

座制造业城市，乃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

每一个经济区，都能形成多元化的“机器人生态

圈”，产业链协作创新，区域协同发展，我国在机

器人产业发展上必将大有作为。

阅 读

提 示

实现产业支撑——

既“顶 天”也 要“立 地”

跨越应用“门槛”——

政 策 与 示 范 合 力

机器人

﹃
上岗

﹄

—
—

早换早主动

《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年）》提出：

至2017年末，建成2个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制造
产业基地，机器人制造及相关智能装备总产值从
2014年的300亿元提高到6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26%；三年累计推动19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

“机器换人”，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

左图 在佛山嘉腾机器人

公司的车间，智能搬运机器人

正在进行负载测试。

下图 佛山固高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与志高集团合作，

成功研发由 3 个机器人组成的

空调风筒自动生产线，每年可

为企业节省人工成本 5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