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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业园进入爆发期
截至 2018 年 2 月，全国共有 65 个机器人产业园在建或已建成，约有超过 6500 家
企业从事机器人制造、组装或生产与机器人产业链相关联的产品和零部件。
焦雨陶

近些年来，随着物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
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发展也给全球机器人产业注
入新动力。据悉，2017 年全球
机 器 人 产 业 规 模 超 过 250 亿
元，增长 20.3%，预计 2018 年
将达到近 300 亿美元。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徐晓兰表示，我国机
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市场
的逐渐成熟，带来了新一轮投
资热潮。伴随着中央和各地
政府陆续出台的支持政策，机
器人产业在我国也进入了蓬
勃发展期，并纷纷筹建和规划
工业机器人产业基地。

伴随着中央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的支持政策，机器人产业在我国也进入了蓬勃发展
期，并纷纷筹建和规划工业机器人产业基地。

如火如荼的机器人产业园
据中国工业机器人协会统计数据显示，
从 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已经连续 5 年成
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
国内机器
人产业规模也保持了 20%的高速增长。而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08—2013 年中
国产业园区规划布局与运营管理分析报告》
统计，截至 2018 年 2 月，全国共有 65 个机器
人产业园在建或已建成，约有超过 6500 家
企业从事机器人制造、
组装或生产与机器人
产业链相关联的产品和零部件。
报告显示，
我国机器人产业园建设呈现
出“全面开花，区域集中”的特点，全国各主
要省（直辖市）大部分建有机器人产业园，
而
长三角、
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则成为了机
器人产业园的集聚之地。长三角和珠三角
地区是中国汽车制造业、
电子制造企业集中
地，也是重要的机器人自动化公司集聚地，
依托庞大的制造业建立了 20 多个机器人产

业园，
其中尤以广东省数量最多。
京津冀地区机器人产业具有技术优
势，覆盖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及其自动化
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等产品和服
务。其中，天津市支持工业机器人、警用机
器人、安全机器人、矿山机器人、水下机器
人、医用微创机器人的研发及产业化；河北
则以焊接机器人、矿用抢险机器人、农业机
器人等特色机器人为主。
最近大热的世界机器人大赛吸引了大
众的目光，作为大会永久举办地的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也成为关注的热点。据统
计，自从世界机器人大会落户以来，开发区
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企业已累计转化专利
1400 件，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不断刷新。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开发区企业累计转化各类专利技术约 4 万
件，专利转化率达到 90%以上；研制出国际

领先、填补空白的新产品超过 240 种。
而连续三年获得“金手指奖——最具
影响力机器人产业园”的青岛国际机器人
产业园实力也不一般。据园区负责人表
示，2014 年，青岛国际机器人产业园获国家
科技部批准为国内首家“机器人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标志着青岛机器人产业正式
进入国家产业布局版图；2015 年，高新区编
制实施《青岛国家高新区机器人产业发展
规划》，产业园的战略定位是“国家机器人
产业创新基地”、
“ 工业机器人产业基地”、
“水下机器人基地”、
“ 智能服务机器人基
地”，重点发展机器人本体制造、机器人集
成应用及核心零部件以及控制软件、配套
服务等；2016 年，青岛国际机器人中心启动
运营，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机器人展示交易平台、信息交流平台、研发
孵化平台、科普体验平台。

核心的机器人产业创新基地，吸引了哈工
大机器人集团、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ABB 集团等一批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及研发
机构入驻，并形成了高端工业机器人产业、
服务机器人产业、特种机器人产业和无人
机四大板块。
未来，开发区将聚焦机器人产业持续
发力，强化机器人技术创新，加快机器人高
端产业机制的建设。到 2020 年，机器人和
智 能 制 造 产 业 的 集 群 要 达 到 700 亿 的 产
值。并大幅度拓展产业空间，在现有 59.6
平方公里的基础上统筹周边区域共计 193
平方公里，全域范围内编制产业规划，布局
产业项目，形成高精尖产业发展的核心区、
产业功能组团和特色工业区相协同的发展
格局，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的承载空
间。
有类似情况的还有青岛国际机器人产
业园，截至目前，青岛高新区已聚集 114 家
机器人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超过 130 亿元，
占全市机器人企业的 80%以上，2017 年产
值达 90 亿元。堪称国内机器人行业龙头企
业的新松机器人北方区域总部也选择落户
青岛，新松机器人总裁刘长勇介绍说，青岛

作为海滨城市对吸引人才有比较好的优
势，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青岛新松自
2017 年 10 月份正式运营以来，已签了 2 个
多亿的订单。此外，作为富士康集团在内
地唯一的合作伙伴，园区入驻企业之一的
科捷机器人已经累计为富士康提供了 20 多
条智能手机组装生产线，3500 多台应用机
器人，从最早的智能手机 iphone4 到当下最
新机型 iphoneX 等都是通过科捷的自动生
产线完成组装的。
目前，被誉为世界机器人“四大家族”
的德国库卡、瑞典 ABB、日本安川电机和发
那科均已落户青岛高新区，这些国际顶尖
机器人企业，不仅带来了销售和技术支持
团队，
还将研发力量逐步向高新区倾斜。
青岛高新区智能制造与新材料事业部
部长李德强介绍说，
“早在 2013 年青岛高新
区就前瞻性地抢先布局并培育机器人产
业。依托国内首家国家机器人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围绕机器人本体制造、系统集成
应用、核心零部件及控制软件、配套服务等
展开全产业链式招商，着力引进和培育了
一批带动性强、关联度大、产业链长、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领军龙头项目。
”

机器人企业扎堆落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吸引越来越
多的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企业入驻，机器人
产业集群逐步成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大兴区常委张继
红表示，截至目前，开发区的机器人企业已
达到 153 家，2017 年，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
制造产业实现产值 328 亿元，约占区域总产
值的 9.7%。机器人产业迅猛发展已初具规
模，构建了集创新研发、关键部件制造、系
统集成、应用示范、会展服务于一体的良好
产业发展生态。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产业合作对接活
动上，开发区还组织“机器人企业走进亦
庄”专场推介会，吸引更多高成长、高科技、
发展潜力大的项目来开发区落地转化。力
争到 2020 年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企业达到
300 家以上，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占
比开发区达到 12%以上。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承办世界机
器人大会之前，开发区仅有 35 家机器人和
智能制造企业；而在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
落户的第 3 个年头，企业入驻数量约占全国
总数的 1/20，年均增长率近 70%。建成了
以亦创智能机器人产业园和大族企业湾为

园区速览
杭州余杭建设机器人产业园将以
工业机器人和智能成套专用装备为主
要发展方向
8 月 8 日，杭州（余杭）机器人产业园
正式启动开园。现场，分别与杭州以勒
上云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蕙勒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立镖机器人有限
公司、杭州启迪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硅
谷人工智能研究院 5 家单位签订机器人
战略合作项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常委，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沈昱表示，以产业
园为支点，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完善
政策扶持、城市功能布局、营造创新创
业氛围，着力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和
创新链，激活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集成应
用服务产业发展活力，助力传统制造业
打破发展瓶颈，推动机器人产业在此生
根发芽。
陕西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
项目一期建设完成
陕西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园，总规
划 面 积 308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16 万 平 方
米，总投资 10 亿元。项目一期占地 147
亩，自 2016 年 4 月开始选址建设，历时 1
年 8 个月。一期已完成 14 栋标准化厂
房、24 栋办公楼和 1 个综合服务中心的
建设，并进入园区提升和管理运营阶
段。园区规划企业总部、中试研发区和
产业服务区、综合办公区和生活配套区
多个功能区域，还建设有智能制造展示
中心、孵化中心、众创空间等，计划建设
智能研究院和智能制造总部等多个板
块，以“智能、智慧、高效、通用、多变”为
特点，全方位满足高端智能制造入驻企
业的生产、研发、展示等需求。
碧桂园深圳机器人产业园开园
6 月 1 日，碧桂园深圳机器人产业园
对外开放，该项目将承接宝安中心区产
业优势，从机器人产业生产、研发的全
产业链出发，重点引入机器人及相关配
套产业，打造以机器人为主题的产业园
区，目前园区已签约企业 13 家。园区运
营后，企业年产值将超 10 亿元，税收过
8000 万元。项目在改善区域投资环境、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经济等方面
也将发挥积极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
用。
汉中市与新松公司签约：合力打造
机器人产业园
9 月 8 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与新松
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汉中市智
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签约仪式上，汉中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周景祥表示，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
为契机，本着精诚合作、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的原则，推进双方合作项目加快实
施建设。汉中市将为新松公司在汉中
的发展提供最优良的环境、最优质的服
务和最坚强的保障，期待合作项目早日
落地、早日建成，
发挥效益。
乌鲁木齐机器人产业园开工建设
6 月 29 日，乌鲁木齐机器人产业园
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开建。
建设内容主要为
“一平台、
四基地”
，
分别
是智能产业研发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机
器人应用研发创新基地、机器人装备制
造基地、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和机器人服
务应用示范基地。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60 亿元，建设周期为 5 年。项目建成并
全面运营后，
将实现年产值约 5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