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

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佳顺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李特

天津 2017年3月10日



目录

0101 AGVAGV0101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中国移动机器人（AGV）

0202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中国移动机器人（AGV）

0303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中国移动机器人（AGV）

）的技术发展及应用）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行业的现状）行业的现状

）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发展趋势



一、移动机器人

1、AGV的定义及特点

 AGV是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AGV是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指装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导导引装置，
保护无人驾驶的工业运输车 ，也称工业移动机器人

行动
快捷
行动
快捷

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
性，实现高效
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
性，实现高效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的缩写，意指“自动导引运输车”，是(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的缩写，意指“自动导引运输车”，是
，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 安全

也称工业移动机器人。

结构
简单
结构
简单

安全
性好
安全
性好

可控
性强
可控
性强

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最能充分地体现其自动性和柔
实现高效、经济、灵活的无人化生产

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最能充分地体现其自动性和柔
实现高效、经济、灵活的无人化生产



一、移动机器人

基本结构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一、移动机器人

典型部件典型部件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国产率可达100%



一、移动机器人

 AGV的主要导航方式分类

移
动
机
器
人人

磁导航AGV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移
动
机
器
人

磁导航AGV

惯性导航AGV

激光导航AGV

人

自然导航AGV



2、不同导航方式的应用

一、移动机器人

激光叉车AGV地面无需任何磁条及地标，
行驶路径灵活多变，适用于多种现场环境；定位精度高
环境中所需堆垛、装卸货物；定位精度要求高且运输能力较大等问题
胎等行业的车间运输。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维护方便；举升高度和承载能力可按需求定制，

定位精度高，可达＜±10MM；该产品侧重解决，生产
定位精度要求高且运输能力较大等问题；目前广泛应用于家电、轮





一、移动机器人

2、不同导航方式的应用

磁导航AGV，我司首创“自动倒退挂接”
可实现AGV与料车全自动挂接与脱挂，大大减少人工成本及料车改造费用
用汽车零配件生产车间；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功能，无需传统的人工挂接和料车改造，

大大减少人工成本及料车改造费用；目前已广泛应





一、移动机器人

2、不同导航方式的应用

惯性导航，利用电机行走编码器与惯性传感器

现导航，无需在地面预设磁带等轨道，但在地面需预设磁钉或者二维码作为标定标识
外可接入GPS导航模块。主要应用在 电子，家电行业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利用电机行走编码器与惯性传感器（陀螺仪）通过对自身的位置姿态进行控制来实

地面需预设磁钉或者二维码作为标定标识。若在室
家电行业。





一、移动机器人

3、系统的应用

佳顺AGV系统由佳顺智能自主研发，中央管理系统
可实现管制区域内近千台AGV正常运行避免“撞车
数；可与ERP系统实现实时自动更改路线；大型生产车间多台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中央管理系统、调度系统、交通管制系统；

撞车”；远程控制，实时改变AGV的各种参
大型生产车间多台AGV同时运行的必备产品；





一、移动机器人

项目 磁导航 激光导航

基本配置
导航：磁传感

器
导航：激光导航器
控制：工控机

采购成本 较低 较高



应
用
对
比

采购成本 较低 较高

地面施工 施工最大 施工最小

适用环境
非金属地面的
室内环境

室内环境

应
用
对
比

技术难度 低 中

适用装载
方式

地面潜入型，
牵引型

（适用于轻载
型）

叉车式，辊筒移载，牵引
型

后期改造
成本

重新铺设磁条
磁卡

软件程序与路线更改，部
分激光反射板位置调整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惯性导航 自然导航 备注

导航：陀螺仪
控制：工控机

导航：激光导航
控制：工控机

中等 较高中等 较高

施工中等 不需要

激光导航地面上不需要施工，仅
在墙上安装发射板即可；磁导航
需要在地面上贴磁条，指令卡贴
敷在地表，某些工况需要开槽埋
磁条

可室内外环境 室内环境
惯性导航到室外使用时可以
与GPS导航

中 高

牵引
叉车式，辊筒移
载，牵引型，潜

伏式

叉车式，辊筒移
载，牵引型，潜

伏式

部 软件程序与路线
更改

软件程序与路线
更改



一、移动机器人

4、我国AGV技术的迅速发展

类型 导航方式

导航
技术

类型 导航方式

固定路径引导
磁带导航

自由路径引导
激光导航

惯性导航惯性导航

从导航的应用趋势来看，未来将以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特点 技术水平应用特点 技术水平应用

• 预先设定的地面磁带来引
导；

• 方式简单；
• 性价比高；

传统方式，稳定，主要
应用

 自动选择预设的“逻辑线
路”行驶

 满足生产的柔性和适应性

现场尝试应用；国内部
分企业

技术兴起，目前国内部技术兴起，目前国内部
分企业推广和研发基于
惯性导航的使用

未来将以“自由路径导引”为主流技术趋势



一、移动机器人

4、我国AGV技术的迅速发展

驱动
技术

大类 应用指数

驱动兼转向模式 偏低

差速驱动模式 高

全方位驱动模式 高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优势 劣势

导引及运动的可靠性高，
市场仍然有一定的使用

运动性能稍差，转弯半
径较大

灵活性较好 驱动轮要求比较高

能够变化回转轴线，实
现更加复杂的平面运动

需要配置多个麦克纳姆
轮



一、移动机器人

4、我国AGV技术的迅速发展

供电
技术

大类 国内

传统供电
除了传统的供电电池外
线性放电
命长为特点的超级电容在
应用开始发力

无线供电
实验室阶段

无线供电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国外

除了传统的供电电池外，以“物理
线性放电”，充电效率高，使用寿
命长为特点的超级电容在AGV上的
应用开始发力

实验室阶段 国外已经得到应用，以
德国企业为主。德国企业为主。



一、移动机器人

5、多关节型机器人与移动机器人（

从产品特点考虑：从产品特点考虑：

 移动机器人（AGV）
在短期内无法标准化

 非标及定制化的产品除了无法大规模化
的生产外，现场服务
关键

 移动机器人（AGV）
在短期内无法标准化

 非标及定制化的产品除了无法大规模化
的生产外，现场服务
关键

 可以做成标准化的产品，这样就
 可以大规模化批量化生产
 可以做成标准化的产品，这样就
 可以大规模化批量化生产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AGV）发展的差异

）较难标准化，或者
在短期内无法标准化
非标及定制化的产品除了无法大规模化

现场服务及快速响应就非常

）较难标准化，或者
在短期内无法标准化
非标及定制化的产品除了无法大规模化

现场服务及快速响应就非常



一、移动机器人

5、多关节型机器人与移动机器人

从技术本身考虑：从技术本身考虑：  主要的技术是在“
精度伺服电机，以及机器人本体等

 我国的制造工艺在短时间内很难赶上欧美日国家

 主要的技术是在“
精度伺服电机，以及机器人本体等

 我国的制造工艺在短时间内很难赶上欧美日国家

 移动机器人（
 它不需要很高的机械制造工艺
面下足功夫，

 移动机器人（
 它不需要很高的机械制造工艺
面下足功夫，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多关节型机器人与移动机器人（AGV）发展的差异

“机械”，如高精度减速机，高
以及机器人本体等；

我国的制造工艺在短时间内很难赶上欧美日国家

“机械”，如高精度减速机，高
以及机器人本体等；

我国的制造工艺在短时间内很难赶上欧美日国家

（AGV）主要的技术在“控制”
它不需要很高的机械制造工艺，在控制软件方

，就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AGV）主要的技术在“控制”
它不需要很高的机械制造工艺，在控制软件方

，就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一、移动机器人

5、多关节型机器人与移动机器人

从制造成本考虑：从制造成本考虑：

“技术密集型
模的自动化的生产
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

“技术密集型
模的自动化的生产
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

 其主要的技术在“控制软件
是特别高；

 国内完全可以制造，并且因为需要现场服务
人工服务成本要比国外低很多
竞争力。

 其主要的技术在“控制软件
是特别高；

 国内完全可以制造，并且因为需要现场服务
人工服务成本要比国外低很多
竞争力。

移动机器人（AGV）的技术发展及应用

多关节型机器人与移动机器人（AGV）发展的差异

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外通过大规
模的自动化的生产，成本控制较低，
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

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外通过大规
模的自动化的生产，成本控制较低，
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

控制软件”上，机械结构的要求不

并且因为需要现场服务，国内的
人工服务成本要比国外低很多，所以成本上有较强的

控制软件”上，机械结构的要求不

并且因为需要现场服务，国内的
人工服务成本要比国外低很多，所以成本上有较强的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1、国外AGV行业发展

全球机器人销量分区域看，亚洲

求拉动，中国2012年工业机器人销量增幅达到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8个国家在大力发展机器人
家以美国、德国和法国为代表，亚洲以日本为代表

日本：明电舍、川崎重工
比利时：英杰明
美国：JBT 

国外AGV知名厂家：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亚洲/澳洲增幅达到9%。亚洲增幅主要由中国需

年工业机器人销量增幅达到30%；

个国家在大力发展机器人，其展处于前列的国家中，西方国
亚洲以日本为代表。

川崎重工、大福、爱知



2、我国AGV行业

 主要工业移动机器人（AGV）厂家及市场份额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主要工业移动机器人（AGV）厂家及市场份额

沈阳新松机器人
深圳佳顺智能机器人
顺德嘉腾机器人

沈阳新松机器人
深圳佳顺智能机器人
顺德嘉腾机器人

国内主要厂家：

顺德嘉腾机器人顺德嘉腾机器人

市场主要活跃的市场主要活跃的AGVAGV机器人企业主要有机器人企业主要有6060市场主要活跃的市场主要活跃的AGVAGV机器人企业主要有机器人企业主要有6060

厂家及市场份额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厂家及市场份额

广州远能物流
深圳佳顺智能机器人 苏州华晓精密工业

青岛海通机器人

广州远能物流
深圳佳顺智能机器人 苏州华晓精密工业

青岛海通机器人青岛海通机器人青岛海通机器人

6060家左右，在国内家左右，在国内AGVAGV市场占据市场占据90%90%的市场的市场6060家左右，在国内家左右，在国内AGVAGV市场占据市场占据90%90%的市场的市场



 我国AGV企业分布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我国AGV行业主要集中分布：华南、
华东两地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3、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社会环境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政策明确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
到2020年，形成较为完善的工
业机器人产业体系

 我国正在面临老龄
化的社会问题，
器人能够有效减少

政治环境 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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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人能够有效减少
劳动力不足问题

 人口红利减少

行业社会环境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我国正在面临老龄
，机

器人能够有效减少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

 随着我国人民收入不
断扩大，一些高危类

技术环境 经济环境

器人能够有效减少
劳动力不足问题

已初步掌握机器人
技术，具备独立开
发研究能力。

型需求逐步紧缺，机
器人发展能够有效地
弥补对高危岗位的需
求



4、我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现状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市场规模

中国购买并组装的工业机器人中，外资机
器人普遍以高端工业机器人为主，几乎垄
断了汽车制造、焊接等高端领域，占比达
96%，而国产机器人则以搬运和上下料机96%，而国产机器人则以搬运和上下料机
器人为主，处于行业低端。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2011-2015年移动机器人(AGV)市场规模



4、我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现状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市场增速

2015年主要受我国经济环境影
响，制造业低迷，行业预期下降，
以及受产能过剩的大环境影响，
企业对市场信心不足，供应能力

2011-2015年移动机器人

企业对市场信心不足，供应能力
出现小幅波动，需求增长创下新
低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年移动机器人(AGV)市场增速



4、我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现状

二、中国移动机器人

市场产量

20400
23030

至2011年，AGV产量直
线上升；14年-15年产
量趋于平稳

2011年 2012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现状

23030

27450
29630 29740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三、中国移动机器人

1、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发展空间

抢占
先机
抢占
先机

1、国外品牌进驻早，但
国内AGV应用未真正打开
1、国外品牌进驻早，但
国内AGV应用未真正打开

2、外资品牌并未花更
多精力打开此市场
2、外资品牌并未花更
多精力打开此市场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行业的发展空间

性价比性价比

1、外资品牌同类产品
至少比国内高出50%
1、外资品牌同类产品
至少比国内高出50%

2、国内厂商可提供快
速响应个性化服务
2、国内厂商可提供快
速响应个性化服务



2、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增长与波动

三、中国移动机器人

 目前行业周期仍然处于成长期

我国AGV行业虽然加快发展速度，但
是主要受我国人工成本过低影响（与
国外比较）；

国内企业的一哄而上造就产品的同
质化与价格战；质化与价格战；

行业的增长与波动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2015-2016年移动机器人(AGV)行业的成熟度



三、中国移动机器人

3、技术应用趋势

 户外AGV技术成熟

目前AGV的应用案例主要集中在室内环
境中，随着需求的发展，户外或半户外
AGV技术将逐步完善和进入应用阶段。
户外应用中，港口码头是物流系统的中

枢，是物流装备应用尤其是物料搬运设备
使用最为频繁的环节。我国港口吞吐量世
界第一，装卸货物总量巨大，未来AGV在
港口码头等行业的需求将日益扩大。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的应用案例主要集中在室内环

港口码头是物流系统的中
是物流装备应用尤其是物料搬运设备

我国港口吞吐量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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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应用趋势

通过互联网作为媒介，采集单体工
业机器人的运行数据，进行汇总，从
而得到“大数据” ，通过大数据分
析，可知道机器人的稼动率，生产信

 以互联网为媒介，获取大数据

析，可知道机器人的稼动率，生产信
息，故障信息等，从而调整生产方式
等。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三、中国移动机器人

4、行业整合必要性

 国内企业的一哄而上造就产品的同质化与价格战
价15%-25%左右，整体行业利润不断缩水

现状——同质化与价格战现状——同质化与价格战

 目前AGV机器人的主要配件材料基本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但业内有部分企业为了拿订单、抢市场
本、降低价格的目的，给同行带来生存压力
AGV行业的平均利润不断缩水。2015年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国内企业的一哄而上造就产品的同质化与价格战，2015年部分AGV产品均降
整体行业利润不断缩水；

同质化与价格战同质化与价格战

机器人的主要配件材料基本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成本控制难度较大，
抢市场，不惜牺牲产品质量，以达到节约成

给同行带来生存压力，不得不降价销售，这直接导致
年AGV单品毛利润平均达不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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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整合必要性

目前中国AGV技术标准的制定明显落后于行业发展

共同建立健全完善的AGV服务体系是行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状——行业标准难统一制约产业发展现状——行业标准难统一制约产业发展

对于AGV的市场而言，一旦服务做不到位
降。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技术标准的制定明显落后于行业发展，导致产品参差不齐；

服务体系是行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业标准难统一制约产业发展行业标准难统一制约产业发展

一旦服务做不到位，用户对AGV产品的信心就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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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整合方向

 横向整合

“任何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整合
主要方式为横向整合，主要表现为资本整合
购，则体现了这一趋势；部分企业也都在谋求资本整合

在AGV领域目前没有自上而下的垂直产业链整合

资本整合资本整合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任何一个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整合，AGV机器人产业整合提早到来，
主要表现为资本整合。例如：2015年从井源、华晓被收
部分企业也都在谋求资本整合。”

领域目前没有自上而下的垂直产业链整合（即上下（游）整合）。

资本整合资本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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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整合

 产业整合

产业整合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趋势面前
有商量余地；在这个过程中，重型产业
越产品和生意的经营理念，从产业的角度思考问题

产业整合产业整合

中国移动机器人（AGV）行业发展趋势

在这个趋势面前，具体厂商的命运，顺昌逆亡，没
重型产业，唯大且强者能生存下来；必须超

从产业的角度思考问题。

产业整合产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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