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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亮点速递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近期在京开幕，各类机器人最新成果粉墨亮相。8 月 18 日，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博览会在亦庄拉开帷幕。来自各个领域的 500 余款机器人如
约到来，在 4 万平方米的展区内向观众们展示最新成果。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共有 130 余家企业携 500 余件展品亮相，更有 30 余款全球首发新
品将在博览会现场集中发布，“炫技”高精尖。博览会设置创新技术展区（序厅）、
工业机器人展区（A 馆）、服务机器人展区（B 馆）、特种机器人展区（B 馆）、
四足仿生机器人及无人机展区（C 馆），围绕全产业链上下游机器人技术创新成
果及应用场景，集中展示机器人先进技术和产品，打造集成应用新高地。 

人形机器人：爱因斯坦仿生机器人迎宾互动。1）在 EX 机器人公司带来了“法拉
第”“爱因斯坦”等多款不同样貌的仿生机器人。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我
们运用仿生人皮肤技术，将名人样貌复刻出来。面部捕捉技术是赋予人形机器人
神态的关键技术，通过深度摄像头来捕捉人的面部动作，映射到机器人控制板上，
把人的面部数据转换为机器人的面部数据，达成人机统一。目前，这些人形机器
人已被应用于课堂教学、机器人技术科普、文化演出等场景。”2）北京理工大学
智能机器人高精尖创新中心团队展示了会奔跑的双足机器人和会跳跃的四足机器
人。这款“汇童”第七代机器人高动态运动版双足机器人，在实验室状态下的最
高奔跑速度可达 7 公里/小时。3）绿的谐波展示自主研发的一体化关节模组及谐
波减速器，可用于人形机器人关节。其特点为产品精度高，体积小，重量轻。 

工业机器人：不同形态工业机器人赋能智能制造。1）安川首钢首次推出新能源电
池盒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展品。包括 7 台工业机器人，10 个工艺流程，还包括工件
二维码打码与识别、3D 视觉工件位置识别等多种工艺过程，并采用先进的自主移
动机器人 AMR 与系统配合，构建智能物流配送系统，实现了生产和物流的全自动
运行。2）三一机器人展示了智能叉车、智慧 AGV 及机器人系统集成，可全面赋
能工程机械、新能源、钢结构、化工化纤、酒水饮料、轨道交通等行业。3）艾利
特机器人带来机械臂力感知遥操作系统，使得操作者可以通过机械臂实现远程遥
操作的一些应用，比如手术，按摩等。 

服务及特种机器人：千行百业落地应用。1）艾利特机器人在展会上带来了煎饼果
子机器人，它是一款流程高度自动化的食品加工类机器人。能自行完成上浆制饼、
摊制鸡蛋、自动翻面、薄脆及火腿按需添加，自动拆饼和自动包装等功能。实现
了煎饼果子从制作原料到按口味定制成品的自动化全过程。2）申昊科技带来了极
寒适应型变电站巡检机器人，机器人配置多种耐寒传感器与部件，结合专用算法
和应用软件，可应用于气温低至-40℃极寒地区。3）美团智能配送站可提供配送
末端场景自动化“存”+“送”一体化解决方案。由“配送站+配送机器人”共同
组成，解决从柜到人的交付配送问题，为写字楼、酒店、医院等场景提供末端的
智能化无人配送服务方案。4）和华瑞博带来自主研发的关节手术机器人，配备全
球首创的自动控制截骨方式，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
市，成为获 NMPA 认证的首款国产膝关节手术机器人。 

四足仿生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踊跃参展。宇树科技携四足机器狗参展，其旗下的
四足机器人 B1 可搭载智能感知模块，构建复杂环境的 3D 地图，具有精准的环境
感知能力，以及智能的规划、决策与交互能力，可应用到智慧安防、电力/铁路巡
检、物流运输、以及教育科研等现实场景。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 1）三花智控、绿的谐波、鸣志电器 2）江苏雷利、禾川科技；
3）双环传动、中科三环、拓普集团、保隆科技、恒帅股份、旭升股份、银轮股份；
4）汉宇集团、中大立德、大族激光、国茂股份 5）奥普光电、汉威科技 6）软件
相关：科大讯飞、拓尔思、海康威视、优必选、云从科技、奥普特、奥比中光、凌
云光等具备机器人布局的 AI 龙头。 

风险提示：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延迟发布风险；假设和测算误差风险；销量不达预
期、经济下行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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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近期在北京开幕，各类机器人最新成
果粉墨亮相 

8 月 18 日，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博览会在亦庄拉开帷幕。来自各个领域的 500 余款机器

人如约到来，在 4 万平方米的展区内“炫技”，亮出绝活，向观众们展示最新成果。本届博览

会展览面积达 4 万平方米，共有 130 余家企业携 500 余件展品亮相，更有 30 余款全球首发

新品将在博览会现场集中发布，“炫技”高精尖。博览会设置创新技术展区（序厅）、工业机

器人展区（A 馆）、服务机器人展区（B 馆）、特种机器人展区（B 馆）、四足仿生机器人及无

人机展区（C 馆），围绕全产业链上下游机器人技术创新成果及应用场景，集中展示机器人先

进技术和产品，打造集成应用新高地。 

图表 1：2022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博览会概况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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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2 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展馆设置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本届博览会打破传统策展思路，坚持从应用需求端为导向，创新推出“机器人+应用场景”

的展览新模式。策划了“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物流”、“机器人+商用”、“机器人+农业”、

“机器人+建筑”、“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矿山”等专区，汇聚各类场景下的前沿机器人

产品如申昊科技极寒适应型变电站巡检机器人、青岛悟牛苹果采摘机器人、上海微创 R-ONE®

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SRT 柔性末端执行器、力升高科千度耐高温消防灭火机器人、三一智

能叉车 SCP20/30C6 等，着力展示机器人与千行百业深入融合的先进解决方案和典型案例，

并展现机器人助推传统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 

 

设有人形机器人专区。人形机器人专区在本届博览会亮相，更有百余只“机器狗”现场起舞，

为观众带来一场酷炫的科技体验秀，在体现机器人产品的最前沿技术同时，让观众更直观地

感受机器人技术为生产生活带来的变革。 

 

我们梳理总结了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亮点，供阅览学习： 

 

1.1 人形机器人：爱因斯坦仿生机器人迎宾互动 

走进面积达 4 万平方米的展馆，最先进入眼帘也最受游客关注的，正是人形机器人展区。

在 EX 机器人公司仿生人形机器人展区， “法拉第”“爱因斯坦”等多款不同样貌的机器

人率先映入眼帘。EX 仿生人形机器人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表示：“我们运用仿生人皮肤技

术，将名人样貌复刻出来。面部捕捉技术是赋予人形机器人神态的关键技术，通过深度

摄像头来捕捉人的面部动作，映射到机器人控制板上，把人的面部数据转换为机器人的

面部数据，达成人机统一。目前，这些人形机器人已被应用于课堂教学、机器人技术科

普、文化演出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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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爱因斯坦仿生机器人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国盛证券研究所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机器人高精尖创新中心团队展示了会奔跑的双足机器人和会跳跃的四足

机器人。两款机器人均为团队自研，据团队成员、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董宸呈介绍，这款“汇

童”第七代机器人高动态运动版双足机器人，在实验室状态下的最高奔跑速度可达 7 公里/小

时。“它的主要功能是执行快速奔跑运动，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高动态爆发关节、减速机等

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 

 

团队成员、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顾赛在公开采访中表示：“这款自主研发的四足机器人从电机

减速器、一体化关节、独立测试平台到整机，都是我们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能够实现足端

离地 1.2 米。强大的弹跳功能使它可以跳跃通过有障碍物、无法正常步行的路段，还可以负

载数十千克重物。未来能够应用在地震等抢险救灾现场，运输物资、开展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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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北京理工大学团队自研双足、四足跑跳机器人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国盛证券研究所 

绿的谐波展示自主研发的一体化关节模组及谐波减速器，可用于人形机器人关节。苏州

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精密传动装置研发、设计和生产。自 2003 年开始，

公司核心团队从事机器人用精密谐波减速器理论基础的研究，深耕谐波传动领域近 20 年。

本次展览会上，公司带来的展品为谐波减速器及一体化关节模组，可用于人形机器人的

关节，其特点为产品精度高，体积小，重量轻。 

图表 5：绿的谐波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展位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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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绿的谐波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展品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国盛证券研究所 

 

1.2 工业机器人：不同形态工业机器人赋能智能制造 

 

安川首钢首次推出新能源电池盒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展品。该展品为安川首钢首次推出的

新能源电池盒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其主要展示铝电池盒生产线上的重要工艺过程，包括

7 台工业机器人，10 个工艺流程，主要展示铝材双机协调电弧焊、焊缝浮动恒力打磨、

双组份伺服定量涂胶、胶形视觉检测、热熔自攻螺接工艺（FDS）、工件二维码打码与识

别、3D 视觉工件位置识别等多种工艺过程，并采用先进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 与系统

配合，构建智能物流配送系统，实现了生产和物流的全自动运行。整个系统还配备“电

池盒生产管理系统”，实现机器人及其他设备数据采集存储监控；实现生产状态可视化、

生产信息可追溯和预判维护保养信息，实现高效优质生产，提升客户产品竞争力。该展

项具备完全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并且公司拥有近百条电池盒生产线实际应用案例，实现

新能源电池盒先进加工工艺不断突破，为我国新能源电池行业发展增添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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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安川首钢首次推出的新能源电池盒机器人智能生产线展品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三一机器人展示了智能叉车、智慧 AGV 及机器人系统集成。三一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SANY Robotics Technology Co. Ltd.）在三一集团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及数字化转型升级

的背景下，由三一集团与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公司 3 大业务板块分别

为：智慧仓储物流（立库、AGV）、智能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智能叉车（锂电叉车），

为客户提供智能化设备、智能化产线及智慧工厂数字化运营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全面赋

能工程机械、新能源、钢结构、化工化纤、酒水饮料、轨道交通等行业。在本次 2022 年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公司带来的展品包括智能叉车、智慧 AGV、以及机器人系统集成。 

⚫ 智能叉车：公司自主研发 1-20T 系列平衡重电动叉车产品，以及搬运、堆垛、牵引

车等仓储式电动叉车产品。采用行业先进的高效节能控制技术与锂电池超级快充技

术。并配备全方面智能保护与远程健康监控服务，电机、电控、电池承诺 5 年或

10000h 超长质保，相比传统燃油叉车运行速度提升 7%、运行能耗降低 15%、使用

成本降低 30%。 

图表 8：三一机器人智能叉车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 智慧 AGV：三一智慧 AGV 系列产品覆盖，无人堆垛叉车、无人托盘叉车、户外 AGV

以及 1-20 吨的潜入式 AGV。产品采用柔性导航、3D 态势感知、末端高精度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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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信息技术，同时搭载智能管理调度平台与无人系统。作业能力精准，安全性能

高，能够适配复杂工况，支持 5G 云化通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图表 9：三一智慧 AGV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 机器人系统集成：三一机器人系统集成业务专注于智能工厂及智能产线规划，聚焦

下料、成型、焊接、热处理、机加、喷涂、装配、调试八大工艺应用，开展焊接、

搬运、装配等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依托公司自主研发工业级虚拟仿真、远程监控、

归一化设计——三大数字化平台，缩短设计周期，提高交付质量、实现稳定运行。

并与川崎、林肯、麦格米特等全球知名机器人集成应用商建立智能制造生态圈。在

成本、质量、供货周期、售后服务方面具有独特平台优势。 

图表 10：三一机器人系统集成业务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艾利特机器人带来机械臂力感知遥操作系统，可通过机械臂实现远程遥操作。该应用由

一台艾利特 EC66 协作机械臂配合一套 7 轴遥操作系统，以及一个智能夹爪，一个 6 维

力传感器组成。整个应用开发，实现了通过一套 7 轴遥操作系统来控制机械臂和夹爪的

开合，同时可以通过安装在机械臂末端的力传感器，对机械臂末端的受力情况有一个感

知，使得操作者能感受到一个力的反馈，使得操作者可以通过机械臂实现远程遥操作的

一些应用，比如手术，按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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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艾利特机器人机械臂力感知遥操作系统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1.3 服务及特种机器人：千行百业落地应用 

煎饼果子机器人可实现高度自动化的煎饼果子制造。艾利特机器人在展会上带来了煎饼

果子机器人，它是一款功能独特、流程高度自动化的食品加工类机器人。能自行完成上

浆制饼、摊制鸡蛋、自动翻面、薄脆及火腿按需添加，葱花香菜、酱料选择定制添加，

自动拆饼和自动包装等功能。实现了煎饼果子从制作原料到按口味定制成品的自动化全

过程。 

 

该机器人全工作流程基于视频识别技术、深度学习技术、协同机械臂模拟人工操作、多

种精密机械结构相配合更能模拟出人工操作的细腻感，精准的机器人操作，具有自我学

习能力， 多传感器辅助应用技术为精准加工食材提供保障，摄像头辅助识别系统指导机

器人的运行轨迹并做出分析，智能检测食材数量与质量，精准掌握配送时间与品质管控。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产品溯源平台，主要食材与地理标识产地对接，使其更加绿色健康。

云管理平台与机器人进行实时沟通，掌握机器人运行数据，并能分权限级别等生成全方

位数据分析系统，使之产品运营更加合理化。采用大数据分析后台管理系统，远程预约

下单，智能排队，随到随取；打造全新餐饮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 、放心 、新颖的

就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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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艾利特煎饼果子机器人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可适应-40℃的极寒天气。杭州申昊科技是一家致力于设备检测

及故障诊断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机器人及智能电力监

测及控制设备产品，应用于电力电网、轨道交通、石油化工等行业，为客户无人或少人

值守和智能化管理提供有效的检测、监测手段。本次展会公司带来了极寒适应型变电站

巡检机器人，可应用于气温低至-40℃极寒地区。机器人配置多种耐寒传感器与部件，结

合专用算法和应用软件，满足极寒环境下低温续航时间、冰滑路面可靠行驶，检测结果

准确等要求，保证巡检机器人在极寒地区的持续稳定运行。为极寒地区变电站运维部门

进一步促进降本增效、提高巡检质量、降低劳动强度和安全风险，提供全年自主运行的

智能化巡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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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申昊科技极寒适应型变电站巡检机器人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美团智能配送站可提供配送末端场景自动化“存”+“送”一体化解决方案。智能配送

站是美团针对即时配送末端场景痛点深入探索研究的自动化“存”+“送”一体化解决方

案，由“配送站+配送机器人”共同组成，解决从柜到人的交付配送问题，为写字楼、酒

店、医院等场景提供末端的智能化无人配送服务方案。配送站作为末端无人配送交付的

第一道枢纽，通过“自动配送”、“物品检测"、"物品接驳"等 11 项核心技术突破，实现

高精度的检测对接和物品自动化稳定传递。配送机器人作为投递环节的核心设备，通过

激光、IMU、编码器多传感器定位导航设备，可以进行自主路径规划，实现室内定位导航

功能，并且配送机器人能够与电梯控制单元联通，自主乘坐电梯。这套以“配送站+配送

机器人”为核心的智能存储配送技术，为无人配送行业提供更多的科技创新思路，为骑

手、用户和楼宇管理者提供更好的体验。 

图表 14：美团智能配送站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和华瑞博带来自主研发的关节手术机器人。1）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 HURWA 和华关节手

术机器人，配备全球首创的自动控制截骨方式，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上市，成为获 NMPA 认证的首款国产膝关节手术机器人，实现了我国在关节手

术机器人研发和应用领域对海外巨头的弯道超车。HURWA 和华关节手术机器人已在国

内 20 多家重点三甲医院开展手术 600 余例，均获良好术后效果。作为高门槛、高集成

的高端医疗装备，进一步推动健康中国和制造强国战略的实施。2）和华机器人在全球首

次实现机械臂和刀具的一体化和集成化设计，降低传统手术操作误差，有效提高基层医

疗服务水平尤其是手术质量，给临床带来更高的手术精度，更稳定的手术发挥，更流畅

的手术操作，更安全可靠的手术结果，平衡与优化医疗资源，海量手术数据为临床研究



2022 年 08 月 21 日 

P.13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和医学发展提供重要依据，提升全国骨科医疗整体水平。3）该产品配备智能化手术规划

系统、医用七轴机械臂和自动控制截骨系统，为临床提供多模态、数字化的术前规划信

息和高精准、高自动化的术中配准与执行方案，带来改良手术工具、改进操作体验、改

善手术效果及缩短学习曲线等骨科手术变革，对满足当下亟待解决的未尽医疗需求与平

衡医疗资源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图表 15：和华瑞博关节手术机器人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1.4 四足仿生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踊跃参展 

 

宇树科技携四足机器狗参展。宇树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四足机器

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国内四足机器人厂商中第一也是唯一通过欧洲 CE，北美 FCC，

日本 PSE 等质量强制认证的公司。宇树科技在运动控制、计算机视觉、深度强化学习等

领域持续保持领先，相继受到英国 BBC、央视新闻联播等采访报道，其产品曾经参与央

视春晚、元宵节晚会、北京冬奥会。 

 

宇树科技通过自主研发电机、电机驱动器、减速器等，提高四足机器人整机集成度与运

动性能，对标美国波士顿动力，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搭载 GPS、

机械臂、红外传感器、激光雷达、各种仪器检测设备等，搭载激光传感器，结合 5G 技术

可实时构建周边 3D 地图，实现对四足机器人近程或跨城市跨地区远程的低延时操纵控

制，完成一系列工作（如智慧建造，勘探搜救，安保巡检等）。 

 

本次参展产品共两款： 

1）四足机器人 Go1：全球首款伴随仿生机器人，ISS 智能伴随系统采用专利无线矢量定

位及控制技术，机器人位于人视线余光内，远远优于常规的跟随模式，人机交互自然融

洽，安心，安全。机器人具有 SSS 超感知系统超感知视角覆盖，AI 感知进行人体识别，

内置 16 核顶级 CPU+ GPU 的超级 AI 算力，推动移动机器人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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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宇树科技四足机器人 Go1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2）宇树科技四足机器人 B1：宇树 B1 可搭载智能感知模块，构建复杂环境的 3D 地图，

具有精准的环境感知能力，以及智能的规划、决策与交互能力。从长远来看，宇树四足

机器人产品解决方案可以成为一个连接虚拟和现实世界的物理载体，利用感知、移动和

交互能力，将互联网与云端的大数据和服务，应用到智慧安防、电力/铁路巡检、物流运

输、以及教育科研等现实世界中。B1 全机身配有 5 组外挂摄像头，可以最高负载 105KG，

工作任务期间可以持续负载 20-40KG，可以实现工业级 IP68 防水，可以在各种复杂的非

结构化地形，在电力、核电、消防、公安等行业领域发挥巡检、救援、运输的作用。 

图表 17：宇树科技四足机器人 B1 

 

资料来源：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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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 1）三花智控、绿的谐波、鸣志电器 2）江苏雷利、禾川科技；3）

双环传动、中科三环、拓普集团、保隆科技、恒帅股份、旭升股份、银轮股份；4）汉宇

集团、中大立德、大族激光、国茂股份 5）奥普光电、汉威科技 6）软件相关：海康威

视、科大讯飞、拓尔思、云从科技、奥普特、奥比中光、凌云光等具备机器人布局的 AI

龙头。 

风险提示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延迟发布风险：特斯拉人形机器人预计 9 月 30 日发布，若产品尚未 

达到公司预定效果、产品测试出现技术故障等因素导致公司推迟产品发布，则对产业链 

相关公司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假设和测算误差风险：文中预测市场空间所用指标为假设，若与现实情况出现偏差，测

算结果亦有可能和现实情况出现较大偏差，市场空间可能存在缩水风险。 

 

销量不达预期风险：假若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如期发布，并在 2023 年如期量产，但如果 

因为价格、消费者认可度等多重因素影响，产品销量不及预期，人形机器人对人力替代 

的效果不及预期，机器代人渗透率依旧缓慢，则对产业链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经济下行超预期风险：若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固定资产投资额放缓，影响企业再投资 

意愿，从而影响消费者消费意愿和产业链生产意愿，对整个行业将会造成不利影响，人 

形机器人渗透率也会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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