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器人网 

 

 

 

2015 年度白车身焊接行业研究报告 

 

 

 

 

 

 

2015 年 05 月 22 日 

 

 
 

 

 

 

 

 



 1 中国机器人网 

目录 

一、 白车身定义：............................................................................................................................... 3 

二、 行业发展概述............................................................................................................................... 3 

1.1 工业机器人发展概况 .............................................................................................................. 3 

1.2 机器人下游应用分析 .............................................................................................................. 6 

(一) 汽车行业 .................................................................................................................................. 6 

(二) 机床行业 ................................................................................................................................ 13 

(三) 3C 行业................................................................................................................................... 16 

(四) 其他行业 ................................................................................................................................ 23 

1.3 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发展概况 ........................................................................................... 24 

1.4 国内市场规模 ........................................................................................................................ 24 

1.5 行业竞争格局 ........................................................................................................................ 27 

1.6 影响行业发展因素 ................................................................................................................ 28 

1.7 主要政策法规 ........................................................................................................................ 29 

三、 中国智能化柔性装备市场分析 ............................................................................................... 32 

2.1 汽车制造企业需求 ................................................................................................................ 32 

2.2 未来增长机会 ........................................................................................................................ 33 

2.3 主要技术特点 ........................................................................................................................ 34 

2.4 行业壁垒 ................................................................................................................................ 34 

2.5 未来发展趋势 ........................................................................................................................ 36 

四、 智能化柔性装备制造主要企业 ............................................................................................... 37 

3.1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37 



 2 中国机器人网 

3.2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 39 

3.3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 41 

3.4 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 ....................................................................................................... 42 

3.5 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 45 

3.6 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 47 

3.7 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 49 

五、 主要经营模式分析 .................................................................................................................... 51 

4.1 企业经营模式 ........................................................................................................................ 51 

4.2 制造企业定价策略 ................................................................................................................ 54 

4.3 毛利概况 ................................................................................................................................ 55 



3  中国机器人网 

 

一、 白车身定义： 

白车身是车身结构件及覆盖件焊接总成，并包括前翼板、车门、发动机罩、

行李箱盖，但不包括附件及装饰件的未涂漆的车身。大致如下图所示。 

 

 

白车身或者叫车体，是整个汽车零部件的载体，是“以钢结构”为主的支撑

部件，车身制造成本约占汽车总成本的 40%左右，由此可见在汽车行业中的地

位。白车身焊接的质量的优劣对整车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白车身通常有

300-500 多个形状复杂的薄板冲压零件，在 55-75 个工位上大批量、快节奏的

焊接而成。生产时，装夹定位点多大 1700-2500 个，焊点多达 4000-5000 个。

为了提高焊接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适应大规模生产的要求，自福特汽车公

司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以来，现代白车身焊接大多采用焊接流水生产线的形

式，焊接生产线的新进程度直接决定着白车身焊接生产的质量和效率。目前，国

内外汽车焊接生产线已实现了以智能化柔性装备为主的生产方式。 

二、 行业发展概述 

1.1 工业机器人发展概况 

在讨论白车身焊接行业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白车身焊接行业重要装备工业机

器人进行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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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是面向工业领域的多关节机械手或多自由度的机器装置，它能自

动执行工作，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工业机器人

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本体，控制器，减速器以及伺服电机。 

我国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行业起步较晚，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

较大，直到近几年才初步进入产业化阶段。2014 年，被称为中国的工业机器人

元年。在这一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新增销量，增长率均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也使得中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行业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电器和化工（塑料和

橡胶）。近几年，除汽车工业外，电子、物流等行业的机器人安装数量增长也很

快。目前，国内工业机器人使用仍较多集中于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应用约占工

业机器人总量的 55%左右。3C 电子和金属/机械行业的应用占比有所增加，预

计未来几年，工业机器人在这 2 个行业的应用占比仍然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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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销量，增长率均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14 年，中国共销售工业机器人 56000

台，同比增长接近 70.5%。 

 

2010-2014 年期间，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高速增长。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人工成本的上升，以及国家政策扶持，未来工业

机器人将保持在 25%-30%速度增长，预计到 2019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将超

过 20 万台，我国工业机器人工程产业总体市场规模约为 10000 亿元。 

 

 

 

图 2010-209E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售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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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行业的迅速发展，行业中出现了一些

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始实施机器人应用工程，开发工业机器人成套装备，并

将多台、多工种机器人同时应用在一条生产线上形成工业机器人集成解决方案。

此类机器人系统集成供应商代表了工业机器人行业的高端技术水平，也是未来行

业的发展方向。 

1.2 机器人下游应用分析 

(一) 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属于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也是工业机器人应用最广泛的行业。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最早就是应用在汽车和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的应用是喷涂和焊

接。自 2000 年以来，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及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影响，汽车工业

进入高速增长期。目前，超过 50%的机器人都是供应给汽车工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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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年的汽车销量再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但由于受到增

长基数高、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增大及商用车市场下降等原因影响，使得

去年国内汽车销量增速有较大回落，且低于业内预计的 8%的增长速度。预计

2015 年，汽车产销量将达到 2510 万辆左右，其中，乘用车产销量在 2125 万

辆左右，增速为 8%，商用车产销量约为 385 万辆。到 2017 年，汽车总销量将

达到 2800 万辆左右。 

汽车按品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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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 72 家主要汽车共计生产汽车 2372 万辆，同比上一年增加

7.05%。其中，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汽车产量为 561 万辆，位居第一，

东风汽车和第一汽车集团分列 2,3 位，产量分别为 383 万辆和 312 万辆。排名

前 20 的汽车集团产量分别如下(万辆)： 

 

汽车行业主要企业“十三五”规划： 

序号 简称 企业名称 

1 上汽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东风 东风汽车集团 

3 一汽 第一汽车集团 

4 长安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北汽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计划到 2020 年，自主品牌实现 100 万辆的销售目标，该目标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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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相当，在六大汽车集团中处于末位。未来上汽每年至少推出一款新能源汽车。 

东风汽车集团 

东风汽车计划掌握一些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核心资源，在总体市场进入发

展期的大背景下，东风新能源汽车力争在销量上领先全行业。十三五’期间，在

海外的年销量预计达到 30 万辆，海外出口进入行业前三。”东风自主品牌销量

剑指 300 万辆，其中自主商用车目标为 100 万辆，自主乘用车为 200 万辆，其

中，东风双飞燕自主品牌要实现 100 万辆。 

第一汽车集团 

到 2020 年，一汽将投放 18 款自主产品，完成 200 万辆的自主品牌销售任

务，届时，一汽整体销量将超过 400 万辆。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将以智能化为突破口，打造新能源汽车经典产品，实现其“518”新能

源产品性能目标.到 2020 年，长安自主品牌将冲击 247 万辆的目标，并且自主

品牌全球排名要达到第 12 位。其中，2017 年要达到 198 万辆，自主品牌全球

排名第 15 位。第一步，长安汽车将于 2017 年实现销量 350 万辆（自主 198

万辆），自主品牌全球排名第 15 位；第二步，到 2020 年，实现销量 450 万辆

（自主 247 万辆），自主品牌全球排名第 12 位。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集团计划到 2020 年，进入世界汽车行业前 12 位、世界品牌 500 强，

销量则要实现 500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比重超过 50%。 

白车身焊接行业系统集成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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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在汽车行业主要是应用在白车身的焊接，零件制造，动力系统总成等

方面，目前白车身焊接行业的系统集成商主要有 ABB，柯马、库卡、晓奥亨荣、

德梅柯等，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其次是京津辽鲁等环渤海地区，如大连

奥拓等。 

汽车市场发展分析 

受 GDP 增速缓中趋稳的影响，汽车市场随之也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增

长阶段，在今后不出现影响较大的刺激政策前提下，我国汽车市场预计会维持平

稳的增长水平。从不同车型市场来看： 

1．乘用车市场       

（1）汽车消费刚性需求依旧存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变化，我国汽

车出现了一些增长幅度的起伏，但目前并没有看到对汽车消费的需求有减弱趋势，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乘用车消费仍会处于平稳上升阶段。加之中国汽车保有量还处

于 100 辆/千人左右的水平，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此外在国家鼓励消费，国民

人均收入保持平稳上升的同时，一二线城市升级换购需求进一步提升，三四线城

ABB 

柯马 

库卡 

晓奥亨荣 

徳梅柯 

 
 

 

大连奥托 

成焊宝马 

图 主要汽车系统集成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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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潜力逐步释放，继续促进未来的乘用车市场发展。 

（2）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前国家对发展新能源汽车高

度重视，2014 年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措施，由于政策的

延续性，会继续对 2015 年的新能源车市场产生影响。  

 工信部出台的三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和对用电实施

价格上的优惠会对新能源车的消费起到促进。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要求 2014 年至 2016 年，

公务车采购中新能源车比例不低于 30%，逐年提高。充电接口与新能源汽车

数量比例不低于 1：1。因此公务机构的新能源汽车购买也会对整体市场起

到推动。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要求 2015 年纯电动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达到 50 万辆，政府已经把新能源汽车作为重点

支持的新兴产业。随着各级政府大力的支持，企业产品技术的不断提升，产

品种类的可选择性逐渐增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预计 2015 年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3）《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修订和实施对汽车市场有着一定的影响。随着未

来新办法的出台，将会对汽车厂家、经销商等相关企业在产品的销售、渠道的建

设以及提供服务等方面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将导致营销模式的变化、

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4） 公车改革将促进个人用车的购买 。 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

改革，将会促使部分政府、事业单位人员购买个人用车，对汽车消费起到积极作

用。 

（5） 黄标车淘汰政策将增大汽车需求。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针对

雾霾频发、大气污染等问题，要加强黄标车的淘汰工作，促进节能产品推广，并

加快油品升级。同年印发的《2014 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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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继续实施黄标车的淘汰工作，完成 500 万辆的淘汰目标，如果规定能够

严格执行落实，这将对 2015 年的汽车消费升级有较大的提升作用。  

（6） 限购措施将影响到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个别地方政府为了缓解

交通及环保压力采取汽车限购措施，将会对汽车消费起到明显的负面影响。汽车

购买作为带动消费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经济提升的作用较为明显，在当前国家鼓

励更多消费提升经济的背景下，汽车限购措施与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明显相

悖。不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而是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来限制消费，从各方面看

都会对汽车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商用车市场  

（1） 宏观经济增速趋缓，商用车进入微增长状态。商用车受到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除了消费投资等经济指标下滑外，公路货运及客运量也呈现下降趋势，造成

市场需求的疲软，因此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整体经济发展平稳

和没有较大的行业政策影响下，商用车预计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处于微增长状态。

（2） 排放升级对轻型货车的影响减弱。轻型货车升级国四排放标准，增加了生

产制造成本、购车成本和使用维修成本，成本上升抑制了对轻型货车的需求。预

计会继续影响 2015 年轻型货车销量，但相比 2014 年有所减弱。 

（3） 城镇化进程对商用车的促进。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城市公交及公路客运能

保持在稳定的需求水平，促进了客车的增长。 

此外，2014 年制定发布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

中涉及到的城市物流建设目标，对商用车的增长也会起到积极影响。 

3．进出口市场 

受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带动，2015 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国际

经济形势的趋好，虽然有利于国内汽车出口，但同时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

中东地区、东欧部分国家政局的不稳定，非洲、南美等市场政策的变化都会对中

国汽车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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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汽车在面临完全市场竞争时,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品布局、提升产品

质量，建立稳定的营销体系,最终打造中国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进口汽车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上提供了更多选择，预计 2015

年宏观经济增速的降低，进口汽车市场增速也将继续回落。 

(二) 机床行业 

机床是指能够完成车、铣、刨、剪板、折弯、磨、冲压等机械加工功能的设

备的统称，作为“工业的母机”,机床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装备产业，也是装备制

造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机床在国家工业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机器人

与机床销售额的对比可以反映自动化水平。随着我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我国成为

世界机床大国，其机床产值占全世界机床产值的近 30%。但国内机器人销售额

与机床销售额的比例约为 3%，明显小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 23%、20%、16%，

因此国内机器人市场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机床业已进入了以数字化制造技术为核心的

机电一体化时代，其中数控机床就是代表产品之一。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加工母

机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它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装备和手段，具有无限放

大的经济与社会效应。目前，欧、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已先后完成了数控机床产

业化进程，而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起步，仍处于发展阶段。 

2014 年机床行业运行总体概况 

市场规模 

2010 年开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持续下降，2014 年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速为 15.7%，与 2010 年相比下降 8.8 个百分点。由于国

内机床市场需求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直接导致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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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市场规模持续下降。2014 年中国机床市场消费额 318.3 亿美元，同比下降

0.3%。 

另一方面，国内机床工具市场结构也在快速升级。2014 年进口机床在全部

机床消费额中的占比为 34.0%，较 2010 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2014 年国内数

控机床消费额占比为 76.7%，较 2010 年提高 6.9 个百分点。未来中国机床市场

结构升级将向自动化、客户化和换挡升级方向发展。 

我国机床产量 

2014 年，我国金属切屑机床产量超过 80 万台，金属成形机床超过 34.65

万台，同比均有大幅上涨。 

机床行业主要企业：  

序号 简称 企业名称 

1 SMTCL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2 DMTG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Qinchuan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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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iqihar No.2 Machine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Qiqihar Heavy CNC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1995 年 12 月通过对沈阳原三大机床厂：

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辽宁精密仪器厂资产重组而

组建。1996 年 7 月 18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00410。主要生产基

地分布在中国的沈阳、昆明以及德国的阿瑟斯雷本。 

公司主导产品为金属切削机床，包括 ：1.数控机床，包括数控车床、数控

铣镗床、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数控钻床、高速仿形铣床、激光切割机、

质量定心机及各种数控专用机床和数控刀架等；2. 普通机床，包括普通车床、

摇臂钻床、卧式镗床、多轴自动车床、各种普通专机和附件。 

2011 年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入选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全国上榜企业仅 55 家。现有九个整机企业，分别为：沈阳第一机床厂、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一车床厂、中捷钻镗床厂、沈一希斯数控机床事业部、中

捷立式加工中心事业部、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激光技术事业部、菲迪亚数控

机床有限公司。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为大连机床厂，原为国有制企业，2004

年改为混合制经济企业,是我国最早的机床企业之一。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拥有全资、合资、控股及参股子公司 40 多

个，其中与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瑞士等国家合资公司 8 个，并购美国英格

索尔 2 个子公司（全资），并购控股 1 个德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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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包括：高速精密车床、数控车床及车铣中心、立卧式加工中心及龙

门加工中心、组合机床及柔性自动线、数控功能部件等 5 大系列 500 多个品种

规格。组合机床及自动线、柔性制造系统产品等。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为秦川机床厂，1965 年由上海机床厂

分迁至陕西省宝鸡市，是以生产精密机床、机床液压件、机床铸件为主的全国机

械行业骨干企业。1994 年,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

之一。1995 年,由秦川机床厂改制为国有独资的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其主要产品包括：齿轮磨床、螺纹磨床、外圆磨床（曲轴磨、球面磨、车轴

磨）、滚齿机、通用数控车床及加工中心、龙门式车铣镗磨复合加工中心、塑料

机械（中空机、木塑设备）、精密高效拉床等高端数控装备、数控复杂刀具；高

档数控系统、滚动功能部件、汽车零部件、特种齿轮箱、机器人关节减速器、螺

杆转子副、精密齿轮、精密仪器仪表、精密铸件等零部件产品。 

(三) 3C 行业 

3C 行业最早是指电脑(Computer）、通讯(Communication)和消费性电子

(Consumer Electronic) 这三大科技产品整合应用的资讯家电产业，3C 的出现

在 90 年代后期，由于半导体的进展以及 internet 普及，结合电脑、通讯、和

消费性电子三大产品领域的 3C 产业，渐渐发展为世界性的新兴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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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3C 的产品包括了：台式电脑（PC），笔记本(Laptop)，平板电

脑（包括了 tablet 及 PDA），手机（cellphone）, 集成电路（IC），以及其他类

数码产品。由于数码产品的跨领域扩张，很多传统的家电也融入了 3C 行业，包

括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甚至数码彩电等。因此，目前的 3C 行业覆盖极为广

泛。 

3C 行业市场规模 

2014 年，中国的传统 3C 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 6 万亿，家电行业也有 1.4

万亿的规模，3C 市场规模同比上年增长了 12.3%。预计到 2017 年，传统 3C

将达到 9.2 万亿，家电行业也会增长到仅 1.8 万亿，总规模近 11 万亿。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平均年增长率均超过了 12%。 

 

3C行业

传统3C

电脑 手机 集成电路

新兴3C

白色家电 彩电 平板电脑
其他数码

产品

图 中国 3C 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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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的 3C 行业大量使用四六轴通用机器人，特别是在抛光打磨，冲压搬

运和喷涂等工序。使用机器人可以大大提高 3C 行业的产品质量，减少产品次品

率，提高企业竞争力。 

3C 行业机器人的应用 

一般来说，在 3C 行业里需要用到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有以下几种: 搬运码垛

机器人，分拣机器人，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切割机器人等。 

行业 机器人应用 

手机 分拣包装，激光焊接，触屏打磨，喷涂，检测等 

电脑 激光焊接, 打磨抛光, 零件装配，喷涂 

集成电路 焊锡，切割，喷涂，分拣，包装等 

家电 搬运，码垛，装配，焊接，涂装， 

传统 3C 行业主要厂商介绍 

目前，在传统 3C 行业，主要的 OEM 厂商有富士康，华硕，英业达，广达，

仁宝，明基等，他们的工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地： 

富士康 

富士康总部在深圳，在全国有 20 余家工厂，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北京，

河北，辽宁，河南等地，根据淡旺季的不同，员工人数平均在 80-100 万人之间。 

大致上，富士康的工厂可分为四大类：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工厂主要是生产

精密连接器，无线通讯部件，半导体驱动等在内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集成系统。山

东，河北，辽宁等地工厂主要生产无线通讯，消费电子，电脑零部件，精密机械，

自动化设备等。广东则是富士康的研发中心，包括产品研发中心，培训基地，新

材料和新能源研发中心，新设备及自动化制造研发中心等。山西，河南，湖北，

四川，重庆，广西等地的工厂则主要生产精密模具，镁铝合金，汽车零部件，光

电机械模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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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硕 

华硕在中国主要有两个工厂，分别位于苏州和上海：苏州华硕电脑电子厂是

江苏省第一大厂，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进出口总额位于全省第一，总投资额

6 亿美元，员工人数大约为 5 万人。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主板、显卡、服务器

等电脑周边产品。华硕上海工厂占地 213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台

式电脑及显示屏等产品，员工人数在 6000 人左右。同时，上海工厂也是华硕的

科技研发中心和工业设计基地。 

家电行业情况 

家电行业在我国一直呈现逐年上涨的情况，在 1997 年，整个行业总产值仅

有 1230 亿元，2006 年增长到了 4800 亿元，同比增长 18.5%，10 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 16.33%，到 2014 年，家电行业总产值达到 1.4 万亿，增长率为 14%，

预计 2015 年，整个行业总产值将达到 1.5 万亿，增长 8.5%。从 2006 年到 2015

年，10 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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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集团 

海尔集团总部位于青岛，员工总数在 6 万人左右，目前在全国拥有 10 个工

厂，46 个实验室，2014 年销售收入 2010 亿，净利润 150 亿。主要产品包括: 空

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及彩电等。产品产能情况: 近 3,000 万台/年。 

美的集团 

美的集团总部位于顺德，目前在全国拥有 15 个生产基地，员工总数达到了

13 万人。2014 年销售收入 1400 亿，净利润 115 亿。 

格力集团 

格力集团总部位于珠海，员工总数 8 万人，在全国拥有 8 个工厂，2014 年

销售收入 1400 亿，净利润 157 亿。目前，其空调产品产能目前大约在 3,500

万台/年，另外还有 1200 万台/年的压缩机产能及 2000 万台电机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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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集团 

海信集团总部位于山东青岛，员工总数大约在 4 万人左右，在全国拥有 9

家工厂和 4 个研发中心。2014 年，海信集团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大关，

净利润预计在 70 亿左右。其主要产品产能包括: 冰箱及空调 2,000 万台/年，电

视 1,200 万台/年，手机 500 万部/年，算上其他产品，其产品总产能预计在 4,000

万台（套）/年。 

TCL 

TCL 总部位于广东惠州，在全国拥有 10 家工厂，员工总数大约在 5 万人左

右，2014 年销售额 1010 亿元，净利润 42 亿。其主要产品电视的产能大约在

1200 万台/年，另外，其产能还包括年产 1200 万部手机，200 万台空调，以及

在规划中的合肥工厂的 800 万台冰箱及洗衣机产能。 

序号 公司 内容 

1 海尔 
2013 年裁员 1.6 万人，2014 年再裁员 1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生

产和营销人员，同时，正在招募软件工程师。 

2 美的 
引进机器人年增长率保持在 30%左右，截止 2014 年，引进共计 600 台

机器人，同时裁员 33%，预计到 2015 年底，将会有 1500 台机器人 

3 格力 在未来 2 年里投入至少 50 亿元来建立智能工厂。 

4 海信 就海信自动化项目和新松开展合作，合同到期时间为 2016 年底。 

5 TCL 在 2018 年以前，在自动化传送项目上投入 6000 万人民币。 

3C 行业系统集成商介绍 

系统集成商方面，在 3C 行业比较著名的有博众，格兰达，日东，速美达，

华数等。 

品牌 英文 全称 

格兰达 Grand 格兰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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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东 Suneast 日东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速美达 SMD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博众 Botech 苏州博众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华数 HuazhongCNC 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3C 行业自身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的 3C 市场规模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就行业本身来说，未来有如下

的发展趋势： 

1. 手机终端将会成为主要的竞争市场。物联网技术是物与物之间的交流，手机

通过物体采集数据，发射传递给管理者，进行决策。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购

物、购车，甚至是购房都可以在移动端完成。我国物联网市场的潜力巨大，预测

到 2020 年我国物联网产业的整体规模将超过 5 万亿元。伴随云计算发展到一定

程度，手机成为终端接口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 云平台将成为 3C 行业的主导力量。随着各种终端产品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

“云+端”成为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发展的新方向，个性化和互联性将引领消费电

子产品的发展趋势。根据 TCL 集团 CEO 李东生透露，以往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

纯制造商正逐步被边缘化，而以数据收集、处理为内容的云平台正成为主导整个

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力量。 

3. 多功能产品将替代传统的功能单一的 3C 产品。以手机为例，一般而言，多

功能手机即是移动电话和 PDA 的结合体。近年来，随着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

发展，手机作为智能家居和其它设备的接口，逐渐应用，加速了物联网的发展。

预计到 2020 年末，蓝牙将出大量的可穿戴式传感器。手机将具备指纹识别功能，

眼睛和声音也将具有识别功能，可弯曲屏幕，折光液晶屏等都将安装成为以手机

为载体的接口终端。 

3C 和家电产业之间的产业融合现象将越来越明显。以彩电为例，彩电行业

近几年出现了显著变化，基于 3C 融合的产品层出不穷，彩电本身也从传统的消

费电子产品向新型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终端应用正向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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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时企业在营销上也引入新的模式，不仅提供硬件产品，也以服务争夺市

场，终端产品本身的价值得到极大的提高。在实现 3C 融合的进程上，我国企业

仍在初期。如奥维的总经理喻亮星所说，最终要实现的是“几个方面的融合，即

网络的融合、软件和硬件的融合、制造业和运营业的融合、产品内容的融合。 

(四) 其他行业 

食品制造及医药行业 

食品及医药行业的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在分拣、取件及处理、自动检测、搬

运及码垛。由于行业特殊性，需要特别关注清洁卫生、防水抗菌、拾取目标物多

样性（易碎、大小不一）等方面，这对机器人视觉技术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目前，工业机器人在食品医药行业的应用占比较小，但是，基于食品和医药

制造这 2 个庞大的市场，工业机器人在其中的发展空间巨大，未来几年，工业机

器人的应用占比将逐步提高。 

陶瓷卫浴 

招工难，改善环境的政策要求以及对人容易造成伤害是直接推动陶瓷卫浴行

业机器人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在陶瓷卫浴企业机器人的自动检测、自动包装等

技术已经成熟，喷釉、打磨等也是急需使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工序，存在较大发

展空间。国内已经出现在打磨和喷釉工序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的工业机器人生产

企业，如安徽的埃夫特智能装备等。 

物流仓储 

随着电商模式的发展，大面积且高效率的智能化高位立体仓库正逐步建立，

这对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提出了需求。工业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主要用途为分拣、

码垛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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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拣而言，机器人根据每件货物的 ID 进行取出、输送及二次包装，并需

要应用视觉技术。就码垛而言，这是机器人更容易普及的工序，自动识别功能的

发展还将使得机器人能适应多种类型货物的码垛，从而将其功能弹性化，进一步

带动应用普及度。就搬运而言，主要使用 AGV 或 AGV 叉车，AGV 与整个仓库

的控制系统相连，形成无缝连接的无人仓储体系。 

 

1.3 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发展概况 

伴随着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工业机器人及其系统集成已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

装备。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与普及对传统装备制造业的生产加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各个领域都开始逐渐运用工业机器人及其系统集成，汽车制造业由于其巨大的市

场规模和需求量成为了首先使用工业机器人及其系统集成的行业之一。 

汽车行业是一个国家综合技术水平发展的代表，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推

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目前在我国汽车制造、汽车装配领域是

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

发展起来的。 

近年来，国内的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生产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其与跨国公司之间设计与制造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目前，国内企业已

经从成立初期的以焊装夹具业务为主，开始慢慢地过渡到焊装生产线的设计、制

造、安装和调试等业务领域。凭借本土化的优势和低成本带来的价格竞争力，国

内企业开始涉足技术更为复杂、集成化程度更高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

国内企业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特色，与国内外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建立起了长

期合作关系。 

1.4 国内市场规模 

中国是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汽车产量持续增长。汽车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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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汽车制造装备的发展，我国汽车装备制造行业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2014 年我国汽车制造装备市场规模约为 1170 亿元，同比增长 10.07%，

近年，我国汽车制造设备行业市场规模情况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汽车制造装备市场进入稳定增长期，受政策、宏观

经济等因素共同影响。我国正迈向汽车工业强国之列，标志之一就是，拥有先进

的制造技术和先进的制造装备。为了适应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各大汽车生

产企业需不断改进制造装备和技术。 

整车制造装备可以分为冲压自动化生产线（冲压）、车身焊接和装配自动化

生产线（焊装）、喷涂自动化生产线（涂装）和整车装配自动化生产线（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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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者共同构造的“四大工艺”，各自的投入占比一般为 20%、25%、35%、20%，

我国整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中一般有 50%以上用于购买制造装备。  

在汽车制造工艺里，焊接是汽车装配流水线上一道不可缺少的工序。在汽车

工业中，目前新进的焊接技术是激光焊接技术，主要用于车身和零件焊接。其中

激光拼焊接是在车身设计制造中，根据车身不同的设计和性能要求，选择不同规

格的钢板，通过激光裁剪和拼装技术完成制造。通常各大厂商都为自动化焊装生

产线预留了一定的投资额；在新款车型推出时，设计细节的改变往往带来焊接工

艺的改变，自动化焊装生产线的控制程序、硬件配置等也需随之进行升级更新，

因此在汽车制造业中，自动化焊装生产线的市场容量也随着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

投资力度的增大而大幅增长。 

十二五”期间我国整车制造业固定投资金额约为 11,349 亿元，按照整车在

制造业固定投资额中 50%用来购买制造装备来计算，“四大工艺”自动化装备的

投资额约为 5,674 亿元。汽车整车生产自动化装备投资构成大致如下： 

汽车生产装备类别 “十二五”期间投资额（亿元） 投资占比 

冲压生产线 1,134 20% 

焊装生产线 1,418 25% 

涂装生产线 1,986 35% 

总装生产线 1,134 20% 

合计 5,674 100% 

随着我国智能化柔性装备技术的提升，以及国家提出在到 2015 年我国汽车

自动化装备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 50%左右，2020 年将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降

到 30%以下意见，我国本土自动化装备厂商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空间。未来我国

白车身焊装市场规模将以 25%左右速度增长，预计到 2019 年，白车身市场规

模将超过 1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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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业竞争格局 

1. 跨国企业依靠产业链布局占据市场优势地位 

工业机器人本体产品采购后一般不能直接使用，必须在拥有相关的核心技术、

应用工程的配套和相关技术力量的组合及集成的前提下，才可能变成市场可接受

的“系统产品”。目前欧洲和日本仍然是工业机器人主要供应商， ABB、库卡、

发那科、安川电机等跨国企业，具有机器人本体的研发、制造能力，同时具有以

工业机器人为基础的系统集成能力，通过在产业链各环节上的布局使其在行业内

具有综合优势，占据了市场领先地位。2014 年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收入合计约

为 60 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约 50%。 

目前，国内高端车型市场仍由跨国企业主导，由于跨国企业成立时间较早的

优势，同大众、通用等全球知名汽车厂商有悠久的合作历史，建立了较为稳固的

客户关系；跨国企业依靠其产业链布局在产品开发和新技术的运用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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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资企业相对较为集中 

国内的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制造业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 20 多年的

发展，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批具备一定技术实力、产品初具规模的生产线设计和制

造企业。其中，大连奥托、成焊宝玛、晓奥享荣、德梅柯等内资企业凭借其项目

技术与多年经验积累逐渐成为国内领先企业。 

3. 内资企业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制造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长期以来，市场

由跨国公司主导。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繁荣，一批中小型新兴汽车企业的蓬勃发

展带来了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设计与制造企业的兴起，企业规模和技术实力

逐步发展壮大，设计经验和项目管理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已经具有了越来越高的

市场地位。 

内资企业参与竞争程度的加深，显著影响着行业的竞争格局。目前各汽车整

车企业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开始注重方案与产品的性价比而不像过去一味追

求高价格。汽车整车企业的这种趋势为国内的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发挥比较

优势带来了机会。随着内资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强人才培养和经验积累，企业

集成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业务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1.6 影响行业发展因素 

A. 

有 

A1. 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调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近年来，针对工业机器人的各项鼓励政策陆续出台，在国务院、工信部、科技

部出台的关于智能装备领域的发展规划中，均强调要重点开发并突破有关工业

机器人及相应关键零部件（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等技术，明确了工业机器人

及相关零部件的发展方向，将有助于完善机器人产业链，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A2. 工业机器人逐渐代替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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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因 

素 

长期以来，我国的制造业依赖廉价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的低水平制造，很多

企业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粗放式经营，国内技术、生产、管理、营销、

产品质量、品牌等均落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用机器人

来替代工人以应对这种局面，使得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 

A3. 各汽车整车厂商进行差异化竞争因而越来越多新车型问世 

近年来，随着各汽车厂商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差异化竞争成为了各大汽车厂商

的市场策略。通过对各汽车细分领域的渗透成为了各大汽车厂商扩大市场占有

率，提升市场地位的手段，其结果就是各大厂商纷纷推出新车型以满足各细分

领域消费的需求，这也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B. 

不 

利 

因 

素 

B1. 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调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近年来，针对工业机器人的各项鼓励政策陆续出台，在国务院、工信部、科技

部出台的关于智能装备领域的发展规划中，均强调要重点开发并突破有关工业

机器人及相应关键零部件（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等技术，明确了工业机器人

及相关零部件的发展方向，将有助于完善机器人产业链，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B2. 工业机器人逐渐代替人工 

长期以来，我国的制造业依赖廉价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的低水平制造，很多

企业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粗放式经营，国内技术、生产、管理、营销、

产品质量、品牌等均落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用机器人

来替代工人以应对这种局面，使得工业机器人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 

B3. 市场竞争加剧 

近两年，随着国内对柔性生产线及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国内外的主要供应商纷

纷增加在此方面的投资规模；尤其具有工业机器人核心产品的 ABB、库卡、

柯马在汽车柔性生产线业务方面扩大在华的业务范围，并开始在国内各区域建

立分公司及生产基地；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通过收购等手段也开始涉足此类业

务，使得市场的竞争加剧。 

1.7 主要政策法规 

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出台新的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机器人产业链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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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端装备制造中的智能制造装备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 

在“十二五”期间，工业机器人首次成为发展规划的重点发展对象之一。从

2012 年开始，各项政策具体内容的陆续出台，在国务院、工信部、科技部出台

的关于“十二五”期间智能装备领域的发展规划中，均强调要重点开发并突破有

关工业机器人及相应关键零部件（如伺服系统、减速器）等技术，明确了工业机

器人及相关零部件的发展方向，将有助于完善机器人产业链，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转型。 

 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是推动工

业转型升级的引擎。文中提出到 2015 年，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超过 6 万亿元，

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提高到 15%。到 2020 年，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在装备制

造业中的占比提高到 25%，将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工信部 

2012 年 5 月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培育和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对于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制造过

程的智能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提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规模化发展为目

标，通过技术引领支撑，依托优势企业实施智能制造装备创新发展工程，推进智能测

控装置和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实现重大智能成套装备的集成创新，推进关键智能技

术、核心智能测控装置与部件产业化进程。 

工信部 
2012 年 5 月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发展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标准体系不

健全；必须加强宏观引导和统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方向和主要任务，采取有

力措施，强化政策支持，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国务院 
2012 年 7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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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满足用户需求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主机设计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突

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提升量大面广主流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指标，在重要工

业制造领域推进工业机器人的规模化示范应用。到 2020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机器人

产业体系，培育 35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 810 个配套产业集群；工业机器人行

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明显增强，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 45%以

上，机器人密度（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到 100 以上，基本满足国防建设、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工信部 
2013 年 12 月 

 关于开展 2015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通知 

 加快推进高端芯片、新型传感器、智能仪器仪表与控制系统、工业软件、机器人等智能装

置的集成应用，提升工业软、硬件产品的自主可控能力；在智能制造标准制定、知识产权

等方面广泛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展合作领域。 

工信部 
2015 年 3 月 

 2015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通过试点示范，关键智能部件、装备和系统自主化能力大幅提升，产品、生产过程、管理、

服务等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初步建立，智能制造体系和公共服务平

台初步成形。同时，聚焦制造关键环节，在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和企

业中，选择试点示范项目，分类开展流程制造、离散制造、智能装备和产品、智能制造新

业态新模式、智能化管理、智能服务等 6 方面试点示范。 

工信部 
2015 年 3 月 

 中国制造 2025 

 组织研发具有深度感知、智慧决策、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增材制

造装备等智能制造装备以及智能化生产线，突破新型传感器、智能测量仪表、工业控制系

统、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和减速器等智能核心装置，推进工程化和产业化。加快机械、航空、

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

捷制造能力。 

 
国务院 

2015 年 5 月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上针对“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以 

2030 年为时间节点，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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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出发，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在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

料、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 

一、 中国智能化柔性装备市场分析 

2.1 汽车制造企业需求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量持续增长，各汽车制造企业纷纷扩产，并先后实现了

柔性化及自动化装备和技术，对于汽车制造生产效率的提高、工艺的优化、质量

的改进和稳定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好处。随着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的发展，汽车制

造企业对其也提出了需求： 

1. 成本降低 

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生产线的投资金额较大，通常在几亿至十几亿，这样一

来，投资额对装备生产线的应用影响较大。随着柔性化制造技术的成熟，成本正

在逐步降低。为了提升企业利润，各汽车厂商对成本控制要求也越来越高。 

2. 技术提高 

传统汽车制造技术主要包括机械、电子等方面。如何将通用化、自动化、智

能化相结合，以满足个性化车型的需要，是柔性化制造技术在汽车生产的一个技

术挑战。 

3. 质量挑战 

在焊装车间，多种车型的主车身线是共线的。将下车身、侧围、顶盖焊接成

白车身，需要满足极高的精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质量难题。另外，不同车

成本 

技术、质量 

图 汽车制造企业对智能化柔性装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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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在一条生产线上混流共线生产，需要分布满足不同的质量要求，对柔性化焊接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2 未来增长机会 

近年来，随着国内汽车制造企业都在追逐扩大产能，国内主流汽车制造企业

逐步完成智能化柔性装备生产线投资建设，市场上仍有一些小型汽车生产厂商有

投资生产线的需求。 

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与环境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新能源汽车

由于节能、环保等好处受到普遍的关注。2014 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

要的一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 7.85 万辆，增长率达 349%。 

 

新能源汽车从国家的角度已经列入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发展的战略上

已经明确了，具体的支持政策也正在陆续出台，力度上也越来越大，除了新能源

汽车的购买补贴外，以后地方政府还会陆续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为新能源汽车提

0.72 0.84
1.26

1.75

7.85

38% 17%
50% 39%

34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新能源汽车 增长率

图 2010-2014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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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良好环境和氛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增长的势头，对

智能化柔性装备的需求有望继续扩大。 

2.3 主要技术特点 

 从国际和国内行业发展情况来看，当前，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的

技术水平具有以下特点：  

1. 设计经验和集成化水平要求较高 

汽车自动化焊装生产线复杂繁琐的设计过程和庞大的设计任务量，要求企业

具备丰富的生产线设计经验、机器人编程经验、项目管理经验，要求企业能够进

行高水平的集成化设计。 

2. 设计制造过程复杂 

汽车自动化焊装生产线包括各种专用设备和夹具的设计及制造、焊装线及各

总成焊装工位的工艺设计、人机工程分析、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及安装调试、机器

人仿真、机器人在线及离线编程及全部设备的现场安装调试等，设计制造过程工

作量大，任务复杂。 

3.  高度专业化和强调分工协作 

汽车自动化焊装生产线的设计和制造涉及到机械、电气、物流传输、计算机、

汽车设计制造、机器人技术、焊接技术等多个领域，不仅要求项目参与人员有很

强的专业化知识水平，而且强调分工协作和统一协调管理。 

2.4 行业壁垒 

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是属于技术密集、人才密集以及资金密集型的领域。对

于想要进入该行业的新进厂商，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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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壁垒 

智能化柔性生产线作为成套系统性解决方案，主要依托于自动化、机械工程、

工业机器人及其周边系统的开发，同时具备对客户的需求进行系统性分析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可以为客户提供优秀的成套装备。所以行业内企业既要具有优秀的系

统设计能力，同时也需要有强大的技术沉淀做支撑。 

2. 规模壁垒 

智能化柔性生产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设计，研发费用较高；同时客户对

供应商的场地、人员、营运资金等均有较高的要求。由于项目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成套系统性解决方案供应商需要较多技术人员参与研发与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

需要大量场地进行制造、调试；此外企业需要调配较多的运营资金进行原材料采

购。因此企业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具备承接多个项目的能力。 

3. 人才壁垒 

当前，工业机器人在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大规模的应用尚存一定的距

离，相应的技术人才比较匮乏。智能化柔性生产线是一个复杂且具有较高难度的

系统，其中包括设计系统软件控制、机械系统设计、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等多领

域的综合应用，需要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跨领域复合型人才进行协作完成。在

产品设计前期及设计过程中，需要高水平的工艺工程师根据产品的特性确定柔性

生产线的复杂程度，需要设计工程师在原产品基础上根据客户的需求做定制化的

设计，需要电气工程师对系统做相应的规划；在制造过程中，需要优秀的机械人

员进行加工制造，需要高水平的机器人工程师对系统进行配置等。 

4. 知名度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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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客户对供应商的选择往往会基于其是否具有实施类似项目的经验、是

否具有项目实施能力、是否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是否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

上述因素都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得到行业内部的认同，对于行业新进入者是一个

较大的壁垒。 

2.5 未来发展趋势 

结合过去几年的行业发展状况来看，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自动化、

柔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 

1. 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结合过去几年的行业发展状况来看，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自动化、

柔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在生产线设计制造过程中通过计

算机模拟并利用二维和三维绘图软件进行设计建模，同时配合先进的数字虚拟制

造技术进行设计仿真模拟和项目规划软件进行项目整体规划，并对整个生产过程

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提高了项目集成开发能力。 

在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的设计制造中，少数国外公司已经掌握了焊

接机器人和先进的焊接技术如激光焊接和机器人滚边技术等，结合设计科学的生

产线传送系统，利用 CAN 总线现场实时监测技术监控生产过程，利用传感器和

计算机控制焊接参数和电极的先端尺寸，通过反馈控制对焊接过程进行监测和管

理，利用专家系统和远程图形信息交换技术提供远程专家解决方案，显著提高了

生产线的自动化、柔性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 

2. 国内设计开发水平持续提升 

近年来，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较大幅度

提升了焊装设备水平和设计加工技术水平，再加上人员素质提高及一些新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使国内汽车智能化柔性装备行业的设计制造水平有了显著进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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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内厂商已经初步掌握在工艺布局及生产线的设计和制造方面实现柔性和多

平台的混线生产的技术；焊装线的自动化和机器人生产技术；已掌握三维仿真模

拟技术并应用于实践；焊接夹具的制造水平制造质量、检验技术已达到国际水平。 

3. 集中并融合了多项学科，涉及多项技术领域 

此外，基于软件的项目规划技术、机器人控制技术、机器人动力学及仿真技

术、激光检测技术、激光焊接技术等先进技术也已在汽车自动化焊装设备制造业

中得到了应用，并产生了良好效果。 

二、 智能化柔性装备制造主要企业 

分类 企业名称 地址 

跨国企业 

ABB 工程 上海浦东创业路 369 弄 5 号 

柯马工程 松江区泗泾镇九干路 1353 号 

库卡柔性 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昆港公路 889 号 

国内企业 

大连奥托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旅顺龙头分园盛龙街 5 号 

成焊宝玛 成都市成华区成致路 15 号 

晓奥享荣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100 号 

德梅柯 嘉定区安亭镇联西路 10 号 

3.1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a) 企业简介 

名称：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创业路 369 弄 5 号 

网址：http://www.abb.com.cn  

电话：0216105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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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1056677 

上海 AAB 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 ABB 独资企业。公司位于上海

浦东康桥工业区，占地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包括建筑面积 72000 平方米的生产

和办公区域，目前拥有 2000 名员工，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是 ABB 的重要本

地企业之一，是 ABB 在华工业机器人及系统业务（离散自动化与运动控制）、仪

器仪表（过程自动化）、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电力系统）和集成分析系统（过程

自动化）的主要生产工程基地。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自 2008 年起连续三年

跻身“中国工业电器 100 强企业”之列。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是 ABB 机器人业务全球总部，拥有最先进的机器人

生产线，为汽车整车、零部件及制造工业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在汽车工业领

域，ABB 不但拥有包括白车身、动车总成、冲压自动化和涂装自动化等技术中

心，并为汽车零部件行业提供各类弧焊和电焊机器人系统。在制造工业领域，

ABB 提供各类机器人技术及应用，例如调试和总装、工艺自动化、焊接、搬运、

机加工、包装和堆垛等。除销售、工程、和生产之外，机器人业务部在上海设立

大型研发中心，进行机器人产品及应用软件的开发。 

业务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搬运机器人等产品，

并提供流量计、压力计等，此外，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还为国内提供多种线

路差动保护、变压器保护、母线保护和测量监控装置在内的保护和控制产品。 

业绩情况： 2014 年，ABB 机器人销量大约在达 8000 台，销售额在 26 亿

左右. 

b) 主要工业机器人产品介绍 

ABB 的常规的工业机器人型号主要包括：IRB 1400，IRB 2400，IRB 4400，IRB 

6400 等，无论何型号，机器人控制部分基本相同。 

IRB 1400：承载较小，最大承载为 5kg，常用于焊接。 



39   中国机器人网 
 

IRB 2400：承载较小，最大承载为 7kg ，常用于焊接。   

IRB 4400：承载较大，最大承载为 60kg 常用于搬运或大范围焊接。 

IRB 5500：常用于喷涂。 

IRB 6400：承载较大，最大承载为 200kg，常用于搬运或大范围焊接。 

3.2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a) 公司简介 

名称：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松江区泗泾镇九干路 1353 号 

网址：http://www.comau.com 

电话：02157073498 

传真：02157617338 

柯马是一家隶属于菲亚特集团的全球化企业，成立于 1976 年，总部位于意

大利都灵。柯马为众多行业提供工业自动化系统和全面维护服务，从产品研发到

工业工艺自动化系统的实现，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车身焊接、动力总成、工程

设计、机器人和维修服务。 

1997 年柯马正式进军中国市场，积极倡导“欧洲技术、本土制造”的先进

服务理念。2001 年成立了独资企业：柯马（上海）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

上海松江泗泾工业园区，拥有员工 1000 多人。 

b) 主要工业机器人产品介绍 

Small 小型和中型负载机器人：Racer999、Smart5 Arc4、Smart5 NS 等。 

小型和中型负载机器人：Smart5 NJ 164060。 

大型负载机器人：Smart5 NJ4 90、Smart5 NJ 110130 等。 

重型负载机器人：Smart5 NJ 290370、Smart5 NJ 3705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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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心技术 

柯马（上海）工程有限公司坚持在高科技产品研发上不懈努力，重视技术创

新，目前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明细如下：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名称 1 一种铝合金车身点焊夹具支座 

专利号 CN201320773891.5 

专利名称 2 一种磁性制动传输系统 

专利号 CN201320773078.8 

专利名称 3 一种输送系统 

专利号 CN201320773140.3 

专利名称 4 一种铝车身顶盖激光焊专用夹具 

专利号 CN201320773150.7 

专利名称 5 一种磁性升举传输系统 

专利号 CN201320773182.7  

专利名称 6 多车型柔性自动切换系统 

专利号 CN201320773183.1  

专利名称 7 一种可拼装式柔性传输系统 

专利号 CN201420069284.5 

专利名称 8 狭窄空间单向驱动实现 X-Y 向运动的机构 

专利号 CN201420415299.2 

专利名称 9 一种电动扭矩扳手反力臂辅助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415311.X 

专利名称 10 装配活塞钢丝卡簧的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429458.4  

专利名称 11 曲轴飞轮法兰密封工具 

专利号 CN201420423115.7 

专利名称 12 随行定位工装零点快速导入结构 

专利号 CN201520419596.9  

专利名称 13 随行定位工装快速切换的自动化机构 

专利号 CN201520421482.8 

专利名称 14 随行定位工装的积放式工装夹具库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773182.7/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773183.1/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069284.5/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415299.2/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415311.X/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429458.4/10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423115.7/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419596.9/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421482.8/9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4214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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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 CN201520421483.2  

专利名称 15 用于发动机装配线的柔性化配方配置装置 

专利号 CN201520521973.X  

 

3.3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a) 公司简介 

名称：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昆港公路 889 号 

网址：http：//www.kukarobotics.com/zh/ 

电话：02167871830          

传真：02167871805 

库卡机器人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奥格斯堡，隶属库卡股份公司。该公司是

世界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该企业的核心实力是开发、生产以及销售工业机

器人、控制系统、软件程序和线性滑轨。该企业是德国与欧洲的市场领导者，在

全球排名第三。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建立于 2000 年，是德国库卡公司设在中国的

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世界上顶级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公司工业

机器人年产量超过 1 万台，至今已在全球安装了 15 万台工业机器人。库卡可以

提供负载量从 3 千克至 1000 千克的标准工业 6 轴机器人以及一些特殊应用机器

人，机械臂工作半径从 635 毫米到 3900 毫米，全部由一个基于工业 PC 平台的

控制器控制，操作系统采用 Windows XP 系统。 

公司生产有效负荷能力 3 公斤到 1000 公斤的五轴和六轴机器人，工作范围

从 635 毫米到 3900 毫米不等。这些机器人广泛应用在仪器、汽车、航天、食品、

制药、医学、铸造、塑料等工业上。主要应用材料处理、机床装料、装配、包装、

堆垛、焊接、表面修整等领域。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521973.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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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工业机器人产品介绍 

目前，库卡工业机器人主要为 KR 系列，根据承载力的大小，分类如下： 

轻型承载：KR16 

中型承载：KR30，KR60 

重型承载：KR150，180，210，240 等 

超重型承载： KR360,500,450,570 等。 

 

3.4 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 

a) 企业简介 

名称：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旅顺龙头分园盛龙街 5 号 

网址：http://www.dlat.cn/ 

电话：041186286888          

传真：041186286899 

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大连奥托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 10

月，是一家专门从事汽车白车身装备规划、设计、制造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

业。作为投资主体，独资建立了大连奥托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和大连奥托云科技

有限公司，并且在北京、长春、南京等城市设有分公司，以及在美国、德国、日

本等国家设有子公司。 

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与韩国、日本、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外汽车制

造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积累了丰富的汽车白车身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的经验，

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占地约 100,000 平方米，分 A,B 两个厂区，

总建筑面积 7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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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奥托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 年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

于 2007 年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标志着企业已进入规范化运作

的企业行列，是首批被大连市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并在 2006 年被辽宁省

政府评为“自主创新优秀企业”。2014 年，先后被认定为辽宁省企业技术中心和

大连市工业设计中心。 

b) 主要系统集成业务介绍 

大连奥托的主营业务是汽车整线集成解决方案，占其 90%业务，其次是自

动化传输设备和平衡器，项目案例包括：北京奔驰 MRA2 Z1 线项目，上海通用

O11 地板和侧围线项目，奥迪 T88 UB2 项目，上海大众 FABIA 项目等。 

c) 核心技术 

大连奥托在发展中，以不断的良性创新实现高端多元化的核心业务，目前拥

有的无形资产包括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明细如下： 

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1 升降机用弹性配重机构 

专利号 CN201010115084.5 

专利名称 2 应用于汽车白车身焊装生产线上的运动副切换装置 

专利号 CN201310088995.7 

专利名称 3 非接触磁力制动机构 

专利号 CN201110031027.3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名称 1 用于调节气缸两腔压力的气动控制系统 

专利号 CN201520173749.6  

专利名称 2 旋转式隔音房升降窗 

专利号 CN201520173763.6  

专利名称 3 用一个汽缸带动两个滑移机构的自锁滑移机构 

专利号 CN201520165798.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010115084.5/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10088995.7/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110031027.3/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73749.6/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73763.6/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57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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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4 摆动与平移转化机构 

专利号 CN201520165816.X 

专利名称 5 对工件定位与压紧同步平稳运行机构 

专利号 CN201520165818.9 

专利名称 6 柔性平衡吊 

专利号 CN201520165820.6 

专利名称 7 用于车型切换柔性单元滑移机构 

专利号  CN201520165829.7  

专利名称 8 摆动修磨器支架连接调整机构 

专利号 CN201520166155.2  

专利名称 9 摆动修磨器支架连接调整装置 

专利号 CN201520166177.9  

专利名称 10 用于车身零件切换的翻转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148780.X 

专利名称 11 开花销式压紧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148801.8 

专利名称 12 双夹紧机构 

专利号 CN201420148804.1  

专利名称 13 跷跷板式工具挂架 

专利号 CN201420148805.6 

专利名称 14 焊接后定位块打开方便取件的支撑夹紧结构 

专利号 CN201420148842.7 

专利名称 15 滑块润滑机构 

专利号  CN201420148845.0 

专利名称 16 浮动销机构 

专利号 CN201420148861.X  

专利名称 17 具有到位锁紧功能的手动工位转台 

专利号  CN201420149892.7 

专利名称 18 精准叠放工件的料架 

专利号 CN201420149930.9  

专利名称 19 用于读码器的摆动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150026.X 

专利名称 20 用于隔音房的升降窗机构 

专利号 CN201420150035.9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5816.X/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5818.9/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5820.6/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5829.7/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6155.2/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166177.9/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780.X/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801.8/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804.1/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805.6/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842.7/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845.0/4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8861.X/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9892.7/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9930.9/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50026.X/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500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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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21 焊接小型冲压件夹具用双压紧机构- 

专利号 CN201420149012.6  
 

 

3.5 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a) 企业简介 

名称：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成致路 15 号 

网址：http://www.cbwee.com/  

电话：02884216558         

传真：02884216565 

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是专门为汽车工业及其它工业部门提

供焊接成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包括为汽车白车身

自动装焊生产线/焊接夹具，焊接机器人系统，焊接专用成套设备，焊接传输装

置等。  

目前，公司总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二万一千平方米，分为东区

和西区。东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集中区，占地面积二万一千平方米，建

筑面积近一万五千平方米，东区主要以开发和装配调试为主。西区位于成都市青

羊区蛟龙工业港，占地面积九千平方米，建筑面积六千平方米，该区主要以机械

加工为主。目前该公司有正式员工三百余人。 

b) 主要产品介绍 

成焊宝玛的主要系统集成业务包括：主车身线，总成装焊夹具(按照欧洲标

准) ， 总成装焊夹具，检具，包边装置，地板线，传输机械，机器人站，专用

焊接设备及焊接工装等，样车试制工程，工程开发等。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149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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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核心技术 

成焊宝玛是以开发、设计、制造、供应、服务为一体的，专门从事大型专用

成套焊接装备的专业公司。主要业务有汽车车身装焊生产线及专用设备开发，汽

车零部件专用成套设备开发，焊接机器人系统工程开发等。公司目前拥有发明专

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具体明细如下： 

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1 拨叉装置 

专利号 CN201310676656.0 

专利名称 2 切换装置 

专利号 CN201310652951.2 

专利名称 3 多车型混线生产的汽车车身机器人柔性焊接系统 

专利号 CN200910059181.4 

专利名称 4 多车型混线生产汽车车身机器人柔性焊接系统 

专利号 CN200910059182.9 

专利名称 5 适用于多车型混线生产汽车车身机器人柔性焊接系统 

专利号 CN200910059183.3 

专利名称 6 多车型机器人柔性焊接的车身定位夹具自动更换系统及自动更换方法 

专利号  CN201310237029.7  

专利名称 7 输送小车换向装置 

专利号 CN201310652054.1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名称 1 多车型零件输送小车 

专利号 CN201320797095.5  

专利名称 2 升降滚床 

专利号 CN201320800028.4 

专利名称 3 X、Y、Z 三坐标柔性定位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797649.1  

专利名称 4 固定输送滚床 

专利号 CN201320797879.8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10676656.0/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10652951.2/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0910059181.4/13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0910059182.9/14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0910059183.3/13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10237029.7/20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10652054.1/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797095.5/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800028.4/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797649.1/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7978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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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5 用于积放式输送的小车转运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570031.6  

专利名称 6 一种适用于旋转机构的气电接入装置 

专利号 CN201020643221.8  

专利名称 7 一种适用于拼装式柔性设备的气电连接装置 

专利号 CN201020643222.2 

专利名称 8 积放式物料输送系统 

专利号 CN200820223219.8  

专利名称 9 一种包边机 

专利号  CN200820223222.X  

专利名称 10 一种适用于车身定位夹具自动更换系统的移动存放机构 

专利号 CN201320343121.7 

专利名称 11 空中存储的车型总拼柔性成型机 

专利号 CN201520466428.5  

3.6 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a) 公司简介 

名称：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100 号 

电话：02154940811 

传真：02164881172 

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是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长期致力于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

生产线的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在向汽车厂提供包括整套柔性自动和机器人集成等

各类焊装生产线及各类配套装备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客户遍布全国，包

括：一汽轿车、长城汽车、上汽集团、比亚迪、力帆股份、吉利汽车、广汽三菱、

海斯坦普等汽车整车厂商、汽车零部件企业提供机器人柔性生产线。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570031.6/12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020643221.8/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020643222.2/13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0820223219.8/14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0820223222.X/9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343121.7/1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466428.5/10


48   中国机器人网 
 

b) 主要产品介绍 

晓奥享荣主要产品为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其特点是在生产过程中实

现多产品高柔性特点的同时，还能够实现对车型更换、工装设备、焊接设备、机

器人等信息采集实现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柔性生产线将多个工业机器人成套装备

共同运用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提供先进的数字化工厂概念设计与管理，从而让机

器人达到最佳的利用率与满足生产的最大需求。 

c) 核心技术 

晓奥享荣作为国内最早涉足汽车工业装备领域的企业之一，积累了丰富的技

术经验，并以此打造了自身的技术平台。公司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自主研发

为先导，同时结合多年来自身在机器人生产线项目经验的积累，目前拥有的无形

资产包括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另有等待实审请求或申请受理状

态的 7 项），明细如下： 

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 1 汽车焊装夹具的四面回转体装置 

专利号 CN201210122954.0 

专利名称 2 具有十字滑台的汽车焊装生产设备 

专利号 CN201310200595.0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名称 1 汽车焊装输送线台车夹紧装置 

专利号 CN201220180972.X 

专利名称 2 汽车焊装夹具增力夹紧双支撑臂式自锁机构 

专利号 CN201220179107.3 

专利名称 3 汽车车架本体矫正装置 

专利号 CN201220179463.5 

专利名称 4 汽车焊装夹具增力夹紧单支撑臂式自锁机构 

专利号 CN201220179280.3 

专利名称 5 汽车焊装夹具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220180972.X/4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220179107.3/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220179463.5/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220179280.3/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2942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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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 CN201320294210.7 

专利名称 6 四面体合拼自动化焊装总成 

专利号 CN201420524108.6 

专利名称 7 生产线输送系统 

专利号 CN201320293573.9 

专利名称 8 客车侧围用变位焊装台 

专利号 CN201420524109.0 

专利名称 9 液压冲孔设备 

专利号 CN201320293930.1 

专利名称 10 门盖总成多轴联动滚边设备 

专利号 CN201420524114.1 

专利名称 11 直线行走焊装夹具总成 

专利号 CN201420524116.0 

专利名称 12 主焊线同步顶升和往复输送装置 

专利号 CN201420524115.6 
 

3.7 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a) 企业简介 

名称：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嘉定区安亭镇联西路 10 号 

网址：www.demc.com.cn 

电话：02169590120 

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 月，前身是由上海道多

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和山东天泽软控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一家从事汽车白车

身装备规划、设计、制造及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 

b) 主要产品介绍 

目前，公司以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拥有上海基地（上

海道多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和烟台基地（山东天泽软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524108.6/10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293573.9/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524109.0/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293930.1/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524114.1/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524116.0/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42052411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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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这两个基地，公司与上海通用汽车、上海大众汽车、奇瑞汽车、北汽集团、日

产汽车、东南汽车、江淮汽车、神龙汽车、comau、kuka、edag 等众多国内

外汽车产业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白车身装备工艺规划、3D、2D 研发设计、

机器人仿真与集成示教、电气控制集成、加工制造、安装调试等方面，有丰富的

汽车白车身装备设计制造和集成安装的经验。 

c) 核心技术 

在技术方面, 德梅柯公司长期致力于技术创新与行业知识的积累，截止目前

公司已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明细如下： 

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名称 1 一种夹紧机构用旋转支点销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73743.X 

专利名称 2 一种用于顶升机构的双导杆运动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73759.0  

专利名称 3 用于汽车厂电动单轨运输系统上的电动单轨行车 

专利号  CN201320181228.6 

专利名称 4 一种汽车厂用电动单轨运输系统的上料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67321.1  

专利名称 5 一种线性缸机械式自锁夹紧机构 

专利号  CN201320169155.9 

专利名称 6 用于汽车焊接的双面孔定位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67111.2  

专利名称 7 用于汽车厂柔性生产线的铝合金轨道 

专利号 CN201320167113.1 

专利名称 8 用于车身附件的顶升与翻转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66552.0 

专利名称 9 一种用于 EMS 系统轨道小车的维修升降设备 

专利号 CN201320169078.7  

专利名称 10 一种用于汽车车身变轨的道岔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69048.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73743.X/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73759.0/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81228.6/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7321.1/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9155.9/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7111.2/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7113.1/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6552.0/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9078.7/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904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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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名称 11 一种直线滑动机构的连接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73595.1  

专利名称 12 用于汽车白车身焊接的三爪定位夹紧机构 

专利号  CN201320168958.2  

专利名称 13 一种用于螺母检测的间接感应装置 

专利号  CN201320168849.0 

专利名称 14 用于汽车厂电动单轨运输系统上的柔性组合吊具 

专利号  CN201320166886.8 

专利名称 15 一种用于夹具转台的脚刹机构 

专利号 CN201320169198.7 

专利名称 16 机器人涂胶质量组合式无影无盲在线视觉检测系统 

专利号  CN201320598752.3 

专利名称 17 一种白车身开放式柔性总拼焊接设备 

专利号 CN201520310996.6  

专利名称 18 一种 Y-△型机器人涂胶质量在线视觉检测系统 

专利号 CN201520311016.4  

专利名称 19  一种多车型切换的开放式总拼定位装置 

专利号 CN201520311044.6  

专利名称 20 一种锁紧装置 

专利号 CN201520320102.1  

专利名称 21 一种用于白车身内侧掏洞焊点的焊枪 

专利号 CN201520325626.X  

三、 主要经营模式分析 

4.1 企业经营模式 

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供应商的一般经营模式分为：销售、系统设计、

采购、加工制造、安装调试、结算六个阶段。在实际运营中，供应商企业会依据

企业自身的特点以及实际经营情况做相应调整，在流程先后方面上略有不同。 

系统 

设计 

采购 

阶段 

制造 

阶段 

销售 

阶段 

结算 

阶段 

安装 

调试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73595.1/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8958.2/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8849.0/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6886.8/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169198.7/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320598752.3/9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310996.6/5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311016.4/9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311044.6/6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320102.1/7
http://so.baiten.cn/detail/patentdetail/63/CN201520325626.X/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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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阶段： 

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行业的主要目标客户群是汽车整车或零部件生

产厂商，汽车生产厂商主要采取招标选择供应商，在此过程中主要考量供应商的

综合能力，如系统设计能力、采购能力、加工制造能力、供货能力等，同时会对

供应商过往业绩有较高的要求。 

系统设计阶段： 

系统设计是由系统供应商先开始进行机器人工作站细化设计：包括通过机械

硬件开发、模块化陈皮开发设计、控制系统开发设计。 

i. 机械硬件开发设计 

根据客户的产品需求，确保各零部件的材质、形状、尺寸、结构以及机械的

运动方式及整个生产线流程的无缝集成。 

ii. 模块化产品开发设计 

将客户所需的通用性模块与其他产品要素进行多种组合，构成新的系统，从

而实现产品化；产品具备多种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从而满足行业对设

计开发、制造周期，产品质量及后续维护的要求。 

iii. 控制系统的开发设计 

主要核心是系统集成控制软件设计，涵盖自动化程序软件设计编写、机器人

应用程序的设计、自动化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的程序编写开发等。通过系统集成控

制软件的设计，将通信技术、数据处理与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相结合，从而实

现整个生产线生产系统模块与企业生产管理模块之间有效的数据交互，达到对整

个生产线实现智能化控制的需求。同时通过软件设计，对机器人、焊接设备、传

感器等有效的数据信息采集实现数据库管理，有效地实现客户对产品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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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控制的有效追溯及优化。 

采购阶段： 

采购部门根据设计要求对客户订单中原材料清单进行采购。首先从供应商目

录中选择合适的供应商进行议价，经过对供应商提供产品的质量、价格、交货期、

供应商信誉等的综合评比，得出结果后提交负责人确认下单。  

供应商管理，多方面对供应商进行评价，从质量体系、执行标准、生产能力、

设计能力、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考核，对供应商的配合度、交货情况、价格水平

和售后服务进行跟踪评价，持续更新供应商的状态。 

制造阶段： 

制造阶段，原材料采购到位后，制造部门根据项目计划，安排场地组织技术

工人进行装配作业。目前，行业内的制造商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公司，他们信誉

比较高，注重自己的品牌形象。产品质量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在制造期间，质量

部门根据技术要求与质量要求进行检测，并与生产负责人协作对整个制造过程的

质量做到有效的反馈与管理。 

安装调试阶段： 

质量的控制重点在安装调试阶段，协调好系统供应商与各个施工单位的工作。

由于生产线属于成套装备，需要分拆后才可满足运输等要求，在客户工厂需要进

行复线，同时对客户进行相关的技术指导与培训，以使客户相关人员能够掌握生

产线相关操作与维护；调试阶段，制造部与自动化部分别对生产线机械机构、生

产线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等进行机电联调联试运行，同时利用客户提供的样件

进行试生产调试，满足技术与质量要求后安排发货。组织好试生产和验收评审，

认真审查竣工资料，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结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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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供应商为汽车生产企业安装调试，完成试生产后，最终通过客户的验收。

系统供应商通常执行 12-24 个月的质保期。一个项目的结算通常由签订销售合

同以后的“预收款”+安装调试阶段后的“验收款”+质保期间的“质保金”的

结算方式。此外，企业也会根据与汽车生产厂商的合作情况和项目情况，适当调

整具体结算的方式。 

4.2 制造企业定价策略 

国内白车身焊接行业制造企业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市场关系，在该

市场中，它们中的每一家企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和产量都有控制能力，任何一家

企业需要根据市场中其他企业的价格策略来形成自己的决策。企业在选择定价策

略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自己的价格决策对竞争对手的连锁反应，价格策略失误往

往会造成不利的结果。 

目前，国外制造企业定价策略主要影响因素有其国外品牌的优势，竞争力价

格、机器人及相关标准产品等优势；而对国内制造企业主要影响因素有内资成本

控制优势、与国内大型汽车制造厂商稳定的客户关系及对项目管理等优势。 

制造企业 定价影响因素 

ABB 品牌优势 竞争力价格 外包管理 
机器人及相关标

准产品 

柯玛 品牌优势 竞争力价格 项目管理能力 
机器人及相关标

准产品 

库卡 品牌优势 
客户关系：如奔驰，宝马

等 
项目管理能力 

机器人及相关标

准产品 

奥拓 成本控制 
客户关系：如奔驰，宝马，

大众等 
项目管理能力  

宝玛 成本控制 
客户关系：如长安福特，

神龙等 
项目管理能力  

晓奥亨荣 成本控制 
客户关系：如一汽、长城、

上汽、比亚迪等 
项目管理能力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6%B3%E7%AD%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B%B7%E6%A0%BC%E5%86%B3%E7%AD%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B%9E%E4%BA%89%E5%AF%B9%E6%89%8B
http://wiki.mbalib.com/wiki/%E8%BF%9E%E9%94%81%E5%8F%8D%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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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梅柯 成本控制 客户关系：如上海通用等 项目管理能力  

 

4.3 毛利概况 

2012 年开始，我国汽车行业景气回归，汽车产量与销量均快速增长，国内

主流汽车制造企业纷纷扩产，白车身焊接制造企业也迎来新高，在这种大好环境

下，白车身焊接装备制造企业的毛利通常可达到 20%-30%左右。 

2014 年我国的汽车销量再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但由于受到增

长基数高、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增大因素的影响，加之国内主流汽车制造

企业智能化柔性生产线基本建成，白车身焊接制造行业竞争愈加激烈，使得白车

身制造企业盈利收到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