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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环节，

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

与模式的总称。在智能制造产业中，工业机器人是热门领域，近年来发展快速。

工业机器人种类繁多，在近年国内物流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物流机器人崭露

头角成为常用的机器人产品之一。

前 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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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物流机器人行业概况

                                                                                                                                                                                                   



定义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物流机器人是指应用于仓库、分拣中心、以及运输途中等场景的，进行货物转移、搬运等操作的机

器人。

随着物流市场的快速发展，物流机器人的应用加速普及。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物流机器人可以分

为AGV机器人、码垛机器人、分拣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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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机器
人

AGV机器人
AGV机器人是指一种高性能的移动运输职能设备，主要用于货运的搬运和移动。目前广泛应
用在工厂内部工序间的搬运环节、制造系统和物流系统连续的运转以及国际化大型港口的集
装箱自动搬运等。

码垛机器人
码垛机器人主要用于用于纸箱、袋装、罐装、箱体、瓶装等各种形状的包装物品码垛/拆垛作
业，包括直角坐标式机器人、关节式机器人和极坐标式机器人。

分拣机器人
分拣机器人主要用于货物分拣，通过传感器、物镜、图象识别系统和多功能机械手等设备，
根据图象识别系统识别物品形状，机械手抓取物品，放到指定位置，通过这些设备实现货物
快速分拣。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政策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近年来，机器人产业发展已成为智能制造中重要的一个方向。

为了扶持机器人产业发展，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

2016年，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机器人产

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

政策环境。以下为物流机器人相关内容：

Ø 总体目标：形成较为完善的机器人产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

竞争能力明显增强，产品性能和质量达到国际同类水平，关键零部

件取得重大突破，基本满足市场需求。并从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技

术水平显著提升、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突破、集成应用取得显著成

效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

8



政策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Ø 主要任务：

一是推进重大标志性产品率先突破，聚焦智能制造、智能物流，面向智慧生活、现代服务、特殊作业等方面的需求，突破双臂

机器人、重载AGV机器人等十大标志性产品；

二是大力发展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全面突破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

五大关键零部件。

三是强化产业基础能力，加强机器人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标准体系建设、建立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国家机器人检测评定中心。

四是着力推进应用示范，围绕制造业重点领域实施应用示范工程，针工业领域以及救灾救援、医疗康复等服务领域，开展细分

行业推广应用，培育重点领域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商及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

五是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支持互联网企业与传统机器人企业跨界融合，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带动中小

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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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Ø 政策措施：

          一是加强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统筹协调各部门资源和力量，加强对区域产业政策的指导，引导机器人产业链及生产要素的集中

集聚。

二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利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工业转型升级、中央基建投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等政

策措施支持机器人及其关键零部件研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

三是拓宽投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机器人企业直接融资和并购；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符合机器人产业链特点的产品和业务，

推广机器人租赁模式。

四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制定工业机器人产业规范条件，促进各项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研究制订机器人认证采信制度。

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计划，加强机器人专业学科建设，加大机器人职业培训教育力度。

六是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政府、行业组织、企业等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技术、标准、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方面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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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工业机器人市场

                                                                                                                                                                                                   



智能制造产业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设计、生

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

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

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

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分工格

局调整背景下各国的重要选择。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

值达到1.955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

例为19.8%，超过美国1.952万亿美元的总产值，此后中

国制造业产值高居全球第一。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我国智能制造产

业呈现较快的增长。2017年，中国智能制造产业产值规

模将近15000亿元，预计到2018年产值规模将超17480亿

元。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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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在智能制造产业中，工业机器人是热门领域，

近年来发展快速。据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全球工

业机器人销量逐年增长。

据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

36.33万台，同比增长17.7%；随着工业机器人技术的

逐渐成熟，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全球工业机器人的需

求将持续增加，预计2018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将达

到39.69万台。

市场规模方面，2018上半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市

场规模为167.7亿美元。伴随着技术的逐渐成熟，机器

人性能提升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

需求不断上升，未来工业机器人市场将进一步增长。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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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智能制造作为我国制造业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

受到高度重视，多项扶持政策出台推进产业发展。其

中，工业机器人产业作为新兴制造业，近几年得到快

速发展，产销量快速增长。

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

12.08万台，与2016年的9.14万台增长32.2%。随着工

业机器人需求的增加，预计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

量将达到14.7万台，占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的37%。

随着工业机器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在工业

生产活动中加大应用，工业机器人需求面十分广。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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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据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7月，中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专利/申请累计已达95247件，其中企业专利申请人占比为65.2%，

高校申请人占比为19.6%，个人申请人占比为10.7%，科研占比为3.0%，机关团体占比为0.3%。

技术方面，控制系统是发明专利的主体，是专利申请人重点关注的领域。据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机器人申请人技术占

比占比最高的是控制系统，占比为37.8%；其次为驱动机构，占比为32.0%；排名第三的是机械本体，占比为19.9%，其后为感

知系统，占比为10.1%，

15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中国工业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近年来，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应用

行业不断拓展，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行业占比

情况中，汽车行业仍是工业机器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其次为3C

电子电气行业，占比为27.7%；其后分别为金属加工、塑料及化

学制品、食品饮料烟，占比分别为10.8%、7.9%、2.3%。

在应用领域方面，搬运码垛占比为37.3%，焊接占比为

33.8%，其后分别为装配、喷涂以及抛光打磨领域，占比分布为

15.9%、5.9%以及2%。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在搬运码垛领域的应用占比很大，

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得益于中国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快

递量迅速增长，物流货运需求扩大，带动搬运、码垛方面的物流

机器人市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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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物流快递市场

                                                                                                                                                                                                   



物流市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近年来，物流机器人市场快速发展，除了受益于

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大环境影响外，景气的物流市场也为

物流机器人带来大量需求。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18年8月份中

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7%，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8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周期性回落，但仍保持在50%以

上。从需求上看，以居民消费为主的服装、日用品和农

副产品保持回升；大宗商品方面，钢材和木材物流活动

较活跃。经济运行趋势平稳，受行业相关政策的支持，

资金周转速率加快，企业经营情况有所改善。

此外，8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1%，较上月回升1.7

个百分点；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95.7点，比上月回

落1.75%。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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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市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物流市场快速发展，其中快递量持续增长，

截止至2017年底中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连续四年位

居全球第一。

纵观几年来快递量，从2013年的91.9亿件

增长至2017年的400.6亿件，涨幅达335.9%。据数

据显示，2017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400.6亿件，同

比增长28%。按照我国快递业务不断增长态势，

预计2018年快递业务量将达467.5亿件。到2020年，

中国快递业务量将超600亿件。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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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货运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除了物流仓库外，港口货运码头对物流机器人也有需求。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港口完成

货物吞吐量140.07亿吨，比上年增长6.1%。其中，沿海港口完成90.57亿吨，增长7.1%；内河港口完成

49.50亿吨，增长4.3%。

港口货物吞吐量保持增长，为了更有效的进行货物的分拣、搬运，不少港口码头已投入物流机器

人进行使用。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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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此外，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也推动了物流

机器人市场的发展。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

国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38亿TEU，比上年增

长8.3%。

其中，沿海港口完成2.11亿TEU，增长7.7%；

内河港口完成2739万TEU，增长13.4%。全国规模

以上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量348万TEU，占规

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比重为1.47%。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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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物流机器人市场

                                                                                                                                                                                                   



AGV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物流机器人，是指应用于仓库、分拣中心、

以及运输途中等场景的，货物转移、搬运等操作

的机器人。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物流机器人销量

约为1.3万台，其中AGV机器人增长迅速。

AGV机器人是指一种高性能的移动运输职能

设备，主要用于货运的搬运和移动。目前广泛应

用在工厂内部工序间的搬运环节、制造系统和物

流系统连续的运转以及国际化大型港口的集装箱

自动搬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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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V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

拓展，在国内工业机器人需求量激增

以及“中国制造2025”、智慧物流等

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AGV机器人销售

量将持续增长。

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AGV销

量达到1.35万台，与2016年的0.67万

台同比增长101.6%，随着AGV在其他领

域的渗透，预计2018年中国AGV销量将

达到1.89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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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V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目前中国AGV机器人的需求旺盛，需求

领域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汽车工业、家电

制造等生产物流端。

在中国AGV应用领域占比情况中，汽车

工业领域占比最高，占比达到24%，其次为

家电制造领域，占比为22%；第三为物流领

域，占比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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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垛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码垛机器人主要用于用于纸箱、袋装、罐

装、箱体、瓶装等各种形状的包装物品码垛/拆

垛作业，包括直角坐标式机器人、关节式机器

人和极坐标式机器人。

码垛机器人常用于仓储、码头、工厂等场

所。据数据显示，2017年码垛机器人销量约为

4.3万台，同比增长33%。未来，智能仓储的建

立及智慧工厂的发展将带来码垛机器人的大规

模应用，预计2020年市场销量将超1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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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垛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市场规模方面，2017年码垛机器

人市场规模约为81亿元，同比增长29%。

未来，受利好政策推动、物流行业快速

发展等因素影响，码垛机器人市场规模

将进一步扩大，预计到2020年有望超

1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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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拣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申通分拣机器人

分拣机器人主要用于货物分拣，通过

传感器、物镜、图象识别系统和多功能机

械手等设备，根据图象识别系统识别物品

形状，机械手抓取物品，放到指定位置，

通过这些设备实现货物快速分拣。

目前，亚马逊、京东、阿里等电商平

台已投入使用。而拥有巨大快递量需要处

理申通、顺丰等快递企业也利用分拣机器

人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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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物流机器人行业格局

                                                                                                                                                                                                   



电商、物流企业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近年来，电商市场快速发展，同时带来快递量激增。面对庞大的货物量及快递量，不少电商平台及快递企业投

入使用物流机器人以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这些企业主要配备AGV机器人、分拣机器人，主要用于货物分拣及搬运。

Ø 申通：投入使用分拣机器人，可24小时不间断进行分拣，每小时分拣约1.8万件，减少70%的人工投入，每单快件

平均时效至少缩短3小时。

Ø 顺丰：利用分拣机器人进行快件分拣，可达每小时分拣4万件的速度，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Ø 百世快递：使用AGV机器人进行货物搬运等活动，货重可达1吨，提高货物包装环节的效率。

Ø 京东：采用AGV机器人进行搬运、配送，已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Ø 阿里巴巴：研发G Plus并且已在杭州总部进行实地测试。G+机器人作为搬运机器人，可以携带不同尺寸的多个包

裹，进行更长距离的移动。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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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企业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除了机器人企业、电商、物流企业以外，家电企业也在布局物流机器人市场。此前，美的曾发布战略称要成为

“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及自动化系统、智能供应链（物流）的科技集团”。而苏宁也在积极打造

“场景互联网+智能供应链”，涉及无人仓储、无人车、AGV机器人等。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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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

美的

海尔

格力

智能物流

无人仓、
无人车等

物流机器人



物流机器人行业投融资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物流机器人前景广阔，吸引越来越多

机器人厂商等科技企业入局。物流机器人产

业仍处于发展阶段，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的

资金支持，近年来，物流机器人行业的投融

资十分火热。

据统计，近几年间，多家机器人厂商、

科技公司在天使轮、Pre-A轮、A+轮获得资金。

右表为统计间主要投融资情况汇总。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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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时间 轮次 投资方

水岩科技
2015.8 天使轮 信天创投

2016.6 Pre-A轮 合力投资、信天创投、澜亭资本

木纹机器人
2016.9 天使轮 思岚科技

2018.3 A轮 起点创业者

智久机器人 2016.6 天使轮 钮心创投

艾瑞思机器人 2018.4 并购 旷视科技

斯坦德机器人 2017.6 Pre-A轮 合创资本、松禾资本、深创投

嘉药机器人 2014.6 A轮 /

蓝胖子机器人

2014.5 天使轮 /

2015.9 A轮 创新工场

2018.2 A+轮 云峰基金、金浦投资、洪泰基金、
创新工场

力子机器人
2018.1 天使轮 科大智能

2018.5 Pre-A轮 点亮资本

艾吉威
2017.8 A轮 东合资本、升鸿资本

2017.8 A轮 宏鹰资本

马路创新
2017.2 天使轮 /

2017.11 A轮 京东



06 相关企业

                                                                                                                                                                                                   



新松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松”）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人技术

为核心，致力于全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高科技上市企

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前10名的核心牵头企业，也

是全球机器人产品全的厂商，国家机器人产业化基

地。

目前，新松机器人成功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移动机器人、特种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四大系列百类产品，面向智能装备、智

能物流、智能工厂、智能交通，形成八大产业方向，

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物联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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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来源：官网



佳顺智能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创立于2007年，是国内以AGV移动机器

人为核心产品的新三板创新层优秀上市企

业；是国内专业的AGV移动机器人厂商之

一。企业通过CE认证、ISO9001体系认证、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在苏州、

重庆、西安、武汉、北京、沈阳、广州等

多地建有办事处、分公司。经过连续多年

的快速发展，目前已成长为国内具有创新

和研发能力的AGV移动机器人行业龙头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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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来源：官网



嘉腾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是中国工业机器人十大品牌商之一，德

国物流联盟成员BVL，通过ISO9001认证，产品获

得多项国内外大奖，其中2015年大黄蜂获得创客

中国企业组唯一一等奖，同年单举升无人搬运车

斩获中国红星奖，2016年磁导航和惯性导航两款

AGV(无人搬运车)产品获得世界设计界的奥斯卡

大奖--德国红点设计奖，并代表中国机器人参加

德国汉诺威工业展。

                                                                                                                                                                                                   

产品  来源：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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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子机器人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深圳力子机器人有限公司，属于科大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子公司，专注于混合激

光导航技术、AGV控制与调度系统核心技术，是

一家致力提供给各行业工业自动化物流AGV解决

方案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核心产品包括混合激光导航叉车系列，

混合激光导航AGV系列，智能仓储机器人，激光

导航机器人底盘等。自成立以来，研发团队对产

品的大力持续的优化与创新，稳定了产品的表现，

同时满足了各类客户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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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来源：官网



07 发展趋势

                                                                                                                                                                                                   



发展前景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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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行业发展 物流市场带来需求

电商、物流等企业入局 标准体系更完善 行业技术升级

“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得到政策的大

力支持。其中，工业机器人尤其

受到重视。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利

好政策为物流机器人的发展提供

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国的物流运输市场正快速发展

中。未来，货运量、快递量还将

继续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对物流

机器人的需求。

使用机器人降低人工成本已成为一

种趋势，尤其在电商、物流等需要

大量处理货物的企业。未来，将有

越来越多电商、物流企业投入研发、

配置物流机器人，以产品、系统等

形式进入市场。

目前，物流机器人处于发展阶段，

现有的产品可以适用于基本的应用

场景。随着标准体系的升级、完善，

未来行业技术将升级，产品将更智

能化，与AI的融合成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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