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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人从仓库挑选物品或许仍具有未来色

彩，但未来可能比想象中来的快。预计

2020年将有近100万机器人用于商业领

域，其中超过半数是专业服务机器人，将创造超

过160亿美元的营收，比2019年高30%。此外，

从企业投资增速来看，专业服务机器人远高于工

业机器人（图1）。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20年
专业服务机器人可能会在数量上超过工业机器人，

到2021年从营收上超越工业机器人。

机器人迈向广阔未来
专业服务机器人有望呈现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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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工业机器人市场发展受阻。事

实上，工业机器人2020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

近18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9%。虽然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工业机器人仍将具有重要地

位，但随着5G通讯服务和人工智能芯片的

发展，专业服务机器人市场将迎来腾飞。

机器人迈向广阔未来：专业服务机器人有望呈现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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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销量增幅有望提升

与2018和2019年相比，2020年工业机器人销量

预计会有大幅提升，达到10%。2018年，工业机

器人销量上升了5%，2019年增幅出现轻微下滑。

过去两年（时间可能更长），贸易、关税争端不

断，且导致中国汽车和科技行业增速放缓，这阻

碍了工业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因此2020年销量增

幅有望提升对于该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什么是工业机器人和专业服务机器人？二者有何不同？

商用机器人行业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市场：工业机器人市场和专业服务机器人市场。虽然统称机

器人，但工业机器人和专业服务机器人在功能、成本和增长轨迹方面均存在差异。

工业机器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机械臂是典型的工业机器人，灵活程度各有不同，应用于世界各

地工厂。制造业的汽车、电/电子、金属、塑料和化工、食品和饮料（降序排列）等垂直细分领域对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最为广泛。

专业服务机器人诞生时间相对较晚，最近十年才迎来较为迅猛的发展。不同于工业机器人，专业服

务机器人通常用于制造业以外的领域，对于人类来说主要起到辅助作用，而非完全取代。大部分专

业服务机器人都装有机轮，属机动式或半机动式装置。少数专业服务机器人安装了机械臂，但不能

像大部分工业机器人一样运用机械臂开展较为繁重的工作，这也并非专业服务机器人设计的初衷。

专业服务机器人目前主要应用于零售、酒店、医疗、物流（仓库或订单履行中心）行业。此外，部

分专业服务机器人也应用于航天和国防、农业及拆迁行业。1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以及商用机器人和消费机器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在

智能工厂运送汽车半成品的自动搬运车是专业服务机器人还是工业机器人？随着企业赋予机器人更

多先进能力（如扬声器），机器人的定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在大量领域中的企业生产线上完成搬运、组装、电焊等基础

性工作。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取决于下游工业制造生产的需要，由于对外贸易摩擦加上经济增速放缓、

制造业竞争加剧等因素，下游工业制造品的增速下滑，导致工业机器人的规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中国的制造属于大批量生产阶段，但对比发展国家，精细化、自动化程度仍然较低，存在高端能力

不足、低端领域产能过剩的情况。怎样升级工业机器人对于人的替代作用，向高端制造过渡成为了

最重要的议题。工业互联、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人才尚存在缺口，工业机器人制造应提高产品质量、

避免低价竞争，拓展高附加值产业市场。

汽车行业和电/电子行业对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最为

广泛。汽车行业的机器人应用集中于汽车生产流

水线。电/电子行业则主要利用机器人开展电路板

芯片安装。2018年，这两个行业贡献了全球工业机

器人销量的60%，其中汽车行业的工业机器人销量

达到120,000台，电/电子行业为110,000台。从工业

机器人销量增幅来看，相比2017年，2018年汽车行

业上升了2%，电/电子行业下降了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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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来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

场：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154,000台，

占全球销量的36%，是日本（全球第二大工业机器人

市场）的近三倍，美国（全球第三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和韩国（全球第四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近四倍。3

虽然工业机器人市场有望恢复健康增长的状

态，但增速仍比许多人预期的要慢得多。这可

能是由于预期过高，而非市场缺陷所致。一些

危言耸听的预测被广泛报道，让人们相信机

器人很快就会无处不在。例如，据英格兰银行

2015年预测，英国将有1,500万人口因机器人失

业；42018年布鲁金斯学会一项研究表明，美国

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极有可能实现自动化；世界

银行2017年预测认为，到2032年全球将有6亿
岗位被机器人取代6。而事实上，这些预测报告

往往选用了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数据，且预测

本身不仅涵盖了物理机器人（工业和专业服务机

器人），也涵盖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等工具。大多数人会认为工业机器人行业2020
年10%的增长率远低于他们预期或惧怕的水平。

机器人迈向广阔未来：专业服务机器人有望呈现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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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增速不快，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机器人的销

量不高。全球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很大且仍在持

续增长。即使在2018-2019年销量下滑期间，全

球仍有250-300万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预计

2021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装机量将比2016年高

93%（图3）。工业机器人一旦安装就能使用很

长时间：虽然使用年限视具体使用情况而定，但

使用十年（80,000–100,000小时）并不难。7

装机量对于机器人用户来说比较具有参考价

值，而机器人制造商则更关心年销量和销量增长

率。2017年国际机器人联盟报告预测，2020年
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将首次超过50万台（确切

说是550,000台），超过2015年销量（254,000
台）的两倍。8由于2018年和2019年出现销量增

速放缓，这一预测可能无法实现：工业机器人销

量到2021年才能突破50万台（522,000台）。

专业服务机器人：
机器人销量增长热点

有观点认为近期专业服务机器人销量出现高速

增长是由于此类机器人诞生时间较晚，销量本

身就不高。2015年全球仅有100,000台专业服

务机器人投入使用，92016年全球专业服务机器

人销量仅为100,000台。由于基数不大，2017-
2019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就相对比较容易。

我们预测专业服务机器人行业将保持2020年的

高增速。但这一预测并非基于上述原因。我们

主要依据两项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开展预测分

析：5G网络技术令无线网络连接得到改善；边缘

人工智能芯片的价格日渐降低，功能不断增强，有

利于通过实实在在的机器人而非云端开展处理器

密集型任务。综合运用5G技术和边缘人工智能

芯片能够解决专业服务机器人目前面临的诸多问

题，提高此类机器人的功能，并吸引企业购买。

网络连接是专业服务机器人面临的挑战之一。专

业服务机器人通常处于移动状态，因此维持网

络稳定性比较困难。有线网络连接能够保证网

络的稳定性，但限制了机器人的移动性。Wi-Fi
无线网络成本较低，但服务质量无法保证，且

接入点之间的切换也时常出现问题。4G无线网

络成本较高（通常按月收费），时延明显，不

利于机器人迅速做出反应。此外，4G网络还

面临密度问题。虽然4G网络能够支持一家工

厂成千上万工业机器人的运作，但却无法以同

样的方式支持大量专业服务机器人的运作。

网络连接是专业服务机
器人面临的挑战之一。
专业服务机器人通常处于
移动状态，因此维持网
络稳定性比较困难。有
线网络连接能够保证网
络的稳定性，但限制了
机器人的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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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网络的应用可解决以上所有问题。5G网络的

良好运行率可达到99.9999%（六个9），相当于

每年的故障时间仅为五分钟。10网络切片技术可

根据任务的优先级，灵活分配网络资源，从而进

一步确保重要任务的有效完成。相比LTE 40-50毫
秒和Wi-Fi 超过100毫秒的网络延迟，5G亚毫秒

级的网络延迟，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5G技术的

网络密度达到100万/平方公里。在一个占地面积

达10,0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工厂或仓库里，5G
网络能够支持10,000台设备，而4G LPWA最多只

能支持607台设备。115G服务提供商仍有可能按

月收费，但企业也可通过建立私有5G网络控制

相关成本。12虽然5G网络在有大量金属的环境中

仍存在一定问题，但即将于2019年12月发布的

3GPP Release 16将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

缺陷。包括4G和Wi-Fi在内，任何移动网络技术

都无法在充满金属材料的工业环境中良好运行。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能够解决专业服务机器人运作

效果和电力消耗层面的问题。由于专业服务机器

人的移动依赖于电池，电力问题往往成为它们完

成任务的阻碍因素。利用图形处理单元（CPU）

等传统芯片实施即时机器学习算法，消耗成百上

千瓦特的电力，这对于电池驱动的机器人来说是

不切实际的。以人工智能计算为目的的芯片所需

电力则大大减少，且能够以较少的芯片支持同等

数量程序的运行，因此该类芯片更容易满足专业

服务机器人对芯片数量的要求。在机器人芯片数

量不足的情况下，5G网络能够将机器人连接至通

讯边缘服务器或云端上功能更加强大的处理器。

5G网络和边缘人工智能芯片为何无法对工业机器

人发挥同样的增长助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

认为这两种技术能够实现这一效果。工业机器人和

专业服务机器人都会应用这两种技术，并因此提升

能力。但专业服务机器人提升能力的可能性远高于

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通常连接工厂有线网络，

这种网络速度快（如有必要）、可靠性强、时延

不明显、年运营成本低。此外，工业机器人有大量

空间安装其他芯片支持机器学习，同时有线网络有

助于此类机器人以较低的成本稳定连接其他功能更

加强大的处理器（如有必要）。和大多数专业服务

机器人不同，工业机器人的运作并不依赖于电池，

它们可以任意电压、功率和电流强度接入电网。

边缘人工智能芯片行业似乎已准备好迎接挑

战。英特尔13、Nvidia14和谷歌15等大型制造商已

经在出售价格不到100美元、功率低于10瓦特的

边缘机器学习芯片。大多数此类产品的尺寸比邮

票还小，最多不过一张信用卡大小。处于网络

核心的数据中心可能会采用装有数百个芯片的机

器学习加速器。和这些加速器相比，边缘人工智

能芯片的功能相对较弱，但却能够非常有效地

开展主板人工智能计算，从而支持专业服务机

器人执行任务，即使无法连接网络也能有效运

作。预计2020年将有5,000万商用边缘机器学习

芯片出售，到2024年这一数据将增至2.5亿。16  

机器人有望成为商用物联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因此受益于5G网络。（近期一篇名为 “云机

器人：5G时代杀手级应用”（Cloud robots: The 
killer 5G application）的文章引发了关注。）17

所有应用中（不限于机器人），5G物联网连接

数有望在2024年达到惊人的41亿，相比2018
年（10亿）实现了27%的复合年均增长率。18预

计未来五年，5G物联网市场（不限于机器人）的

年均营收增长率将达到55%，从2020年的6.94
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63亿美元。19私有5G网络

市场（许多5G网络将用于机器人运作支持）也

将迎来增长。2020年，企业用于私有5G网络安

装的支出仅为几亿美元，到2023年这一数据将

增至数十亿美元。202019年，德国已将大量私有

5G网络应用于生产线上的专业服务机器人。21

机器人有望成为商用物
联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因此受益于5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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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终端市场对专业服务机器人的使用量最大？工

业机器人主要流向汽车和电子行业，而专业服务机

器人的销量则由物流行业主导（图4）。2019年售出

的约360,000台专业服务机器人中，近一半的机器

人由物流公司购买。检测和国防行业以33%和4%的

销量占比，分别位列2019年专业服务机器人销量的

第二、三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医疗机器人在2019
年专业服务机器人总销量中不到2%，但该类机器人

50万美元的高单价促成了37亿美元的总销售额，占

该年度专业服务机器人行业营收总额的近30%。22 

消费型机器人：营收低，销量高

除商用工业机器人和专业服务机器人外，还有两个体量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型机器人市场。2019年，

用于吸尘、修剪草坪、洗窗户等活动的消费服务机器人销量为1,760万台，较2018年上升了44%。娱乐型

机器人（主要指亚洲生产的玩具，部分机器人构造非常复杂）2019年销量为450万台，较2018年增长了

10%。23

消费行业对机器人年销量的贡献举足轻重（图5）。但该行业所创造的机器人营收则相对较少（图6）。

虽然消费型机器人在机器人年销量中占到97%，但该类型机器人对机器人行业营收总额的贡献仅为七分

之一。5G技术和人工智能芯片可能会对消费型机器人产生巨大影响。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打造更加

智能的机器人吸尘器，区分可清洁尘埃和狗狗留下的污垢，这对于消费型机器人领域来说将是变革性的创

举。24

消费行业对机器人年销
量的贡献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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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虽然机器人行业的增长率有望在2020年重新回到20%以上，但企业也不要持飞速增长的预期。2017年工

业机器人市场的增速高达32%，但该领域2008-2019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仅为13%。预计服务和工业机器

人领域将在整体上保持这一增长水平。从近期来看，这一增速并不足以导致大量岗位被机器人取代的情

况，全球各家公司纷纷采用机器人的时代也尚需时日。

预计工业机器人市场将继续增长，但由于工业机器人的功能和灵活度取决于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因此该

领域的增幅不会太大。大部分有需求或预测有需求的企业已拥有工业机器人，或者至少已将其列入计划。

目前有大量实践表明机械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能够产生高投资回报。

企业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评估专业服务机器人是否及何时适用。5G和边缘人工智能芯片的发展将影响机

器人的价格、功能和灵活性。从这三个方面来看，2025年的机器人将和2020年的机器人有很大差别。机

器人的作用已逐渐发生改变，不再仅限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价格、加快生产速度。新一代机器人的

功能更加强大且灵活性更高，它们将对企业的决策制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包括生产地和产品类型的选

择，以及如何应对劳动力缺乏和成本高昂的问题。25合理预测使用情况和投资回报率对于未来的战略制定

者来说非常重要，将影响机器人生产和销售以及机器人使用战略的制定。

机器人迈向广阔未来：专业服务机器人有望呈现两位数增长



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分类发生变化，界限日渐模糊

美国面临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随着2030年上百万注册护士退休以及该群体年龄的增长，这一情况可

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加严重。26德克萨斯州的几家医院开始采用机器人应对这一问题。但这些机器

人并非自动完成查房和更换便盆等护理工作，而是通过完成非直面患者的工作，帮助现有护理人员更

好地服务患者。

Moxi（图7）是一款移动服务机器人，安装了德克萨斯州Diligent公司生产的轻型工业臂。27这款机器

人连接到医院网络和患者的电子病例，能够开展一些简单的工作，如递送样本或将新患者所需物品放

置于打扫过的病房等。

上述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但对于超负荷工作的护理人员来说，他们照顾患者已经非常疲惫，

不用处理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快公司》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达拉斯的一名

护士告诉Diligent团队，她从未亲眼见到Moxi将新患者所需物品放置于干净病房，但这些物品却始终

能够出现在它们该出现的地方。这名护士表示，她无需再为这些工作花费精力，因此有更多的时间照

顾病人。”28

Moxi并非一味默默地从一间房到另一间房处理琐碎的工作，让人惊喜的是，它也具备社交功能。它会

和护理人员打招呼，和患者拍自拍照。小孩子还会给Moxi的创造者写信，询问它的住址。29Moxi每小

时会在医院里出现一次，向路人眨巴着心形的眼睛。

像Moxi这样的机器人正在不断挑战我们对机器人的想象。在道格拉斯·亚当斯1979年的另类经典作品

《银河系漫游指南》中，天狼星机器人公司将机器人定义为“有趣的塑料朋友”。30但现实情况却逐渐

与这一定义背离，如今的机器人已不再只是机械臂或机轮，它们具备讲话、交流、人际交往等其他功

能。

Moxi集三种机器人于一身（服务、工业和消费型机器人），而Alice的原型设计则更加复杂（图8）。Alice
最初用于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如今正在开发其痴呆患者协助功能。31这款机器人没有机械臂和机轮，

但它并非一个简单的智能扬声器，它还具备对话、转头以及简单的面部表情等功能。Alice 2.0可能会

有机轮甚至机械臂，能够开展一些简单的工作，如取东西或帮助喂食。但即使是Alice目前的构造设计

也足以驱使我们拓展对机器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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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Alice这类机器人的需求日益迫切。2019-2021年间，残疾人和老年人对机器人的需求量估计仅

为30,000台，但这一数据有望在未来二十年出现大幅上升。32到205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1
亿，是目前的三倍，其中80岁以上人口将近5亿。33孤独也是痴呆患者面临的一大问题。该人群感受到

严重孤独的几率是普通人的两倍。34

如今我们可以方便地根据主要用途对机器人进行分类：工业、服务和娱乐机器人。但Moxi和Alice这类

机器人的出现表明，这种分类也并非板上钉钉。或许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机器人的称谓，而是机器人的

功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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