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兴起，
智能制造正大步向我们走来。在实施

《中国制造 2025》 行动中，东北老工业
基地黑龙江省同样踌躇满志、厚积薄
发。在今年初的黑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
上，省长陆昊满怀信心地提出，要发挥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科研优势，努力打造
出一个产学研相结合的哈工大机器人集
团，由政府强力推进实施。

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座拥有 13 个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 47 个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多次承接研发、应用国家
尖端航天技术的我国著名高等学府，担起
了这个重任。很快，由省、市两级政府和
哈工大共同出资的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应
运而生。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紧紧握到
了一起。

把脉市场定位产品

只要市场有需求，哈工大机器人集

团就有对应的产品，或者正在研发转向

产品的技术。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从组建那天起，
便肩负起带动全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历史使命，注定要在市场竞争中成
长。然而，研究了 30 年机器人的哈工
大，从未以企业集团身份参与过产业竞
争。更何况在我国机器人市场中，不仅
要面临洋品牌的竞争压力，还要面对国
内企业的严峻挑战。目前全国在建的机
器人产业园达 40 多个，相关制造企业从
过去的 200多家一跃增加至 800多家。

哈工大在“学”和“研”上的学术
优势，能否转化成“产”的效益优势？
经过市场调研，这些创业者们最终锁定
目标，将产品定位于工业机器人和服务
型机器人两个应用广泛的领域。

在工厂产品测试区，《经济日报》 记
者看到，一组喷涂机器人正按照预定程
序给马桶喷釉。“无论在速度还是均匀程
度上，人工操作都无法与之相比。”哈工
大机器人集团总经理王飞介绍说，在 8
小时工作时间里，一组喷涂机器人能喷
涂 600 个马桶，而即便最娴熟的工人也
只能喷好 40 个。在生产效率和质量上，
智能制造具有巨大优势。而在另一端，
正在测试中的医疗服务机器人不但可以
精准找到人体穴位，提供保健按摩，还
能通过传感装置将使用者的身体状况信
息实时传递给家人，这是哈工大机器人
集团开发出的服务型机器人之一。正是
准确把脉市场与自我把脉，让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挺过了最初的艰难阶段。

从面向航空航天、核电、船舶等行
业系统的装配、焊接、仓储等自动化设
备及机器人本体产品，到可以根据颈
椎、胸椎、腰椎等的变形情况，按照中
医治疗方法编程，进行多维给力矫治的
推拿按摩机器人，再到激发孩子创造
力、培养动手能力的儿童教育机器人，
可为老人端茶送水、扶起摔倒老人、并
将老人情况实时传递给亲属的家庭监护
机器人，餐饮、模特、迎宾、扫地、娱
乐等相关商业服务机器人，只要市场有
需求，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就有对应产品
或者正在研发转向产品的技术。集团规
划用 1 年时间完成产品等布局；2 年完成
体系建设，使队伍、产品、渠道初具规
模；3 年实现核心能力建设，在每个业务
领域形成一批有竞争优势的团队，实现
产值 10亿元以上。

扶持政策促进共赢

促 进 高 新 技 术 成 果 与 资 本 市 场 对

接，推动科技型企业落地和经济转型升

级，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无疑是探索者。

黑龙江省强势推出哈工大机器人集
团，初衷是拢住优秀人才和一批高精尖
项目成果，通过资本市场运作，形成产
业规模，从而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转型
升级。这个不轻的担子他们能担当起来
吗？为什么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作为一家
成立 8 个多月的公司却敢于挑战老牌机
器人企业？记者来到哈工大机器人集
团，在总部的展示墙上，记录着这样一
组数据：我国第一台弧焊机器人、第一
台爬壁机器人、第一台空间机器人⋯⋯
这些辉煌成果让无数哈工大人引以为
豪，这里聚集了我国最优秀的机器人研
究人员，这是其他机器人制造企业所不
具备的产业优势。

现在，很多优秀的人才和项目不会
因为研发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技术价
值无法转化为产品价值而选择离开这片
黑土地了。“如果人才都留不住，那么我
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依靠的动力源将
丧失殆尽！”陆昊说。为此，他先后多次
就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化等问题组织召开
省政府常务会议并作出批示，最终促成

机器人集团投产达效。
在我国，每万名工人中仅拥有 30 个

机器人，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达十
多倍。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
组成部分，正迎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战略性发展良机。

“我们虽然有政府投资背景，但是体
制机制都很灵活。政府主要是在政策和
资金上进行扶持，不插手我们的研发和
市场销售，说白了他们是为我们做服
务。”王飞说。省、市两级政府为推动哈
工大机器人集团的发展给予了扶持政
策。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挤出土
地建立了以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为核心企
业的国家级机器人和智能装备创新创业
示范区；积极推动区域内智能装备制造
企业与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开展深入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为推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这类企业
快速发展，黑龙江省出台政策，对科研
成果转化后产生的收益按照比例奖励给
科技人员；允许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
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基金也将对具有潜力
的企业和科研成果进行收购。省长陆昊
表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与资本市场对
接，推动科技型企业生成落地和黑龙江
经济转型升级，将从根本上调整黑龙江
过去不能完全反映黑龙江竞争优势的经
济结构。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无疑是新体
制、新产业的探索者。

做技术的领跑者

通过产学研结合，哈工大机器人集

团迅速占领市场，并把研发目标聚焦到

高端行业应用的机器人，努力成为技术

的领跑者。

哈尔滨工业大学处于我国机器人研
发的领先位置，毕业生活跃在我国各大机

器人制造企业中，很多成为骨干力量。“这
种先天优势让我们不用为人才发愁，有了
人才就有了发展的保障。”王飞说。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从成立之初就确
立了人才优先的企业发展战略。拥有全
国顶尖的机器人研究科学家是哈工大机
器人集团的核心优势，从院士、长江学
者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首
批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等一批优秀人才
可谓人才济济。在此基础上，集团又以
哈工大的科研工作者、一线教师，组建
了研发和管理团队。哈工大机器人的知
名度也吸引了诸多人才，国内外很多从
事机器人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不断向集团
聚拢。目前，集团已拥有机器人领域
专、兼职博士、硕士上百名。

产 学 研 结 合 迸 发 出 巨 大 的 市 场 效
应。在厂区内，记者看到一台台已经组
装好的自动包装码垛机器人正准备运送
出厂。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目前世界
最先进的自动包装码垛机器人，世界上
能够自主研发、成套生产、配套服务的
厂家寥寥无几”。

王飞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已经得到
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他指着一台
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说：“目前汽车企业
使用的这类机器人只能按照既定程序工
作，而我们研发的替代产品为其加入了
视觉识别跟踪和三维测量系统，等于为
它增加了大脑和眼睛，在国际上都是领
先的。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技术的追
随者，而要成为技术的领跑者！”

在智能云工厂，记者看到生产线上的
产品被一边的摄像头捕捉到，信息即时上
传至数据库，经过云端处理后自动将下一
步操作指令发送给机械手，机械手将不合
格产品剔除。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所有
工厂的产品检测环节都可以应用这项技
术，甚至可以实现坐在家中通过手机客户
端、笔记本电脑就完成产品检测、筛选等

环节操作”。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应用遥
操技术，这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目
前已经被哈工大所掌握。哈工大机器人
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宏告
诉记者，“以前这项技术只被少数发达国
家掌握，不对我国出口。通过多年的试验
与攻关，目前我们不但掌握了该项技术，
并且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智能云工厂以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为技术基础，同时结合
了机器人产业，提供面向服务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等类型机器人的控制等接口
服务，形成一套完整的机器人数据采
集、分析、处理的核心平台。通过“互
联网+机器人”的遥操技术，将在未来至
少为我国增加 3000万劳动力。

产学研结合应用高端技术取得市场
显著实效，而这些事情过去是不敢想象
的。当初，哈工大的科研优势没有得到
充分利用，造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
尬局面。学校每年承担科研成果 4000 多
项，真正满足市场需要的较少，没有形
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核心竞争优势。而哈
工大机器人集团的成立，使得过去在象
牙塔尖不问世事的科研人员意识到，校
园科研成果只有转化成市场产品，才能
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由 于 哈 工 大 机 器 人 集 团 的 迅 速 发
展，一向谨慎的资本市场也对其抛来橄
榄枝。南方德茂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黑
龙江省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合作发起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的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创投基金，
支持集团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机
器人技术资源和产业资源整合。

“平台牵引——全链整合——创新创
业——集群发展是我们发展的思路。未
来智能化机器人是发展趋势，我们也将
把研发目标聚集到高端行业应用的机器
人上，真正实现中国‘智造’。”王飞说。

今年前 7 个月，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实现销售收

入近 8000 万元，年底有望突破亿元大

关。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虽然成立时间

短，但发展的速度却令业界惊叹不已。

不论是工业机器人，还是服务型机器

人，在这里都能找到。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产学研高度结

合后所迸发出的活力，但也看到机器人

若想健康持久发展就必须要与其他产

业、技术融合。这就需要提高机器人的

“易用性”，做到人人都能操作，特别是

开发满足中小企业需要的机器人大有文

章可做。

同时，机器人也从过去简单执行程

序指令向信息技术融合趋势发展。因此

就需要企业不断获得数据、获得应用，

形成数据带动创新。机器人只有在产

业、技术大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下，才能

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未来

机器人维修、娱乐、安保等都将成为新

的增长点。

此外，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

业还需要与“互联网+”深度对接，随

着市场竞争的激烈，不能只满足于微笑

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还需要向两

端延伸。不但可以卖产品，还可以卖整

体方案。你不买我的产品，但是可以买

我的服务。

由生产制造型向服务制造型转型，

是大势所趋。

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记者就看到，

这里的工程师通过远程指导其他地区用

户对机器人进行保养。而每次保养记录

和设备情况都将被数据库记载，这也成

为日后改进产品的重要依据。

但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总经理王飞

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目前最需要加

强的是市场调研环节，销售和售后人员

及时将市场需求和反馈上传到公司大数

据库，设计研发人员才能更有针对性地

开发新产品，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新

模式、新业态”。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的未来，值得我

们期待。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以市场为导向，不断研发机器人核心技术——

产学研结合释放活力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找准产业新的增长点
倪伟龄

一家上市公司正通过
各种渠道与吉林动画学院
取得联系，要投资 100 万
元天使资金支持学院的创
业园，条件是在园内设个
办公室。这是《经济日报》
记者在采访吉林动画学院
大学生创业的时候遇到的
事情。该公司负责这项工
作的王先生说，主要是看
中了该学院多年来大学生
的创业成果，觉得一些项
目很有发展潜力。动画学
院董事长、校长郑立国自
豪地对记者说：“大量成功
的案例激励着我们学校的
学生，大家都在憋着一股
劲儿，努力提高自己的本
领。从高年级到低年级的
学生都不乏创业的冲动。”

吉 林 动 画 学 院 是
2008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
立的本科层次的民办普通
高校，是国内 3 个最早创
办动画专业的大学。15
年来，吉林动画学院已经
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体动画
大学，被命名为国家动画
教学基地、国家动画产业
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荣登“泛亚太地区动
漫教育机构综合实力十
强”榜单。

学校浓厚的创业氛围
是如何形成的？从 2009
年起，学校提出“创新、创
造、创优、创业”“四创”办
学理念，每年投资 200 万
元，建立创业基地，为学生
公司提供免费的办公室，
办理工商、税务等手续，激发学生创业积极性。同时，
学校从教学入手，推进“学研产”一体化，让大一大二学
生学专业，大三大四选职业。在大三以后，教学全部由
有开发经验的教师承担，通过实训让学生参与和专业
有关的实践，可虚拟运营。

学校还要求所有高年级学生都参加学校组织的创
业平台。学校拨专款 800 余万元，建设了动漫、游
戏、设计、广告、传媒影视五大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平
台，学生可跨专业选择平台。长春黑豆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老板冯志瑞现在是大三学生，大一时创办“跑腿
公司”，学校在注册，办公场所等方面提供条件。现
在公司团队 15 人，每个月有１万到 1.5 万元的赢利。

“公司已经分红几万元了，学校还明确再给５万元的
奖励支持。”冯志瑞说。

郑立国校长告诉记者，让学生有创业能力，就要
在教学和实训环节都创新，学院引进完美世界等知企
进校与师生共创企业，学校更多依靠创建企业为学生
提供平台，创建了吉林动漫游戏原创产业园、吉林纪
元 时 空 动 漫 游 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文 化 产 业 。
2015 年 4 月，学校成立“吉林动画学院创新创业工
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学校创新创业中心，成立大
学生就业创业发展协会，建设学产对接实践教学平
台。近 3 年来，学院共设立“大创项目”264 项，其
中国家级 200 项，参与学生 1266 人次，参与教师
267人次，取得了一批高质量成果。

吉林动画学院积极搭建创业平台

—
—

激发学生的创业能力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激光显示技术发展迅速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全国平板显示器件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激光显示标准工作组成立大会日前在山
东青岛举行。业内专家认为，激光显示技术迅猛发展，
第四代显示技术激光显示的时代已经到来，发展激光
显示技术不仅可实现中国企业掌控产业链话语权，而
且将为我国成为数字多媒体领域技术强国奠定基础。

国内激光显示标准工作组成立一方面有利于我国
尽快将推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另一方面有利
于带动国内相关企业、机构全面参与国际标准相关工
作，为我国在国际标准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据悉，中
国专家提出的两项标准“激光显示视觉质量测量方法”
和“激光显示前投影光学测量方法”，在大会举行期间
进行了充分讨论。下一步，激光显示标准工作组将制
定激光显示及相关器件的标准，包括总规范、分规范、
术语和定义、光电测量方法等，同时积极推动提交国际
标准新提案。

▲ 哈 工 大

机器人集团将产

品定位于工业机

器人和服务型机

器人两个领域。

图为该集团研发

出的一组喷涂机

器人。

▲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发的一组服务机器人。

◀ 餐饮机器人在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发的机

器人中，备受瞩目。

本报记者 倪伟龄摄

机器人科普进校园

10 月 15 日，一场机器人科普表演在合肥市六十九

中学举行，由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制作的形态各异的机

器人为中学生们展示了舞狮、书法等多种功能，精彩的

表演令现场学生赞不绝口。据了解，此次参加活动的

机器人均为今年 RoboGame 机器人大赛中的获奖作

品。图为几名学生在观看机器人的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