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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 2025》将工业机器

人产业作为重点战略产业之一。

正确分析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格

局和竞争力对促进工业机器人产

业的发展、建设工业强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 HS 商品分类下 6 位

数编码的 7种工业机器人商品贸

易为对象，通过出口市场分布、进

口来源国分布、贸易差额等分析

中国工业机器人贸易格局，并通

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平均出口价

格、产业内贸易度等指标分析中

国工业机器人贸易的国际竞争

力，并对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提

出发展策略。

一、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

格局

（一）出口市场分布呈现分散

化特征，进口来源国分布较集中

根据 HS（2017）商品分类，工

业机器人的商品编码分布在 84

和 85两章。其中，84章包括喷涂

机器人（842489）、搬运机器人

（842890）、 多 功 能 机 器 人

（847950）和 IC 工厂专用机器人

（848640）四种商品，而 85 章包括

电阻焊接机器人（851521）、电弧

焊接机器人（851531）和激光焊接

机器人（851580）三种商品。

第 84类工业机器人的出口，

除 IC工厂专用机器人出口市场分

布较集中，2020 年，前 5 位占

77.79%的出口市场份额，其它几种

工业机器人出口市场分布较分散，

2020年，前 5位出口市场国占出

口市场份额均不足 50%（见表 1）。

第 84 类工业机器人的进口

来源国则相对集中，2020 年，前 5

位进口来源国的份额占 70-80%左

右，主要来源国是日本、德国、美

国、韩国、新加坡等国（见表 1）。

第 85 类焊接工业机器人的

出口市场也较分散，2020 年，前 5

位出口市场国的份额均不足 50%，

主要包括越南、日本、韩国、印度

等国（见表 2）。

第 85类焊接工业机器人的进

口来源国十分集中，2020年，前 5

位进口来源国的份额占 80%以上，

包括德国、日本、奥地利、韩国、美

国、意大利和瑞士等（见表 2）。

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的上述

特点可以通过工业机器人的产业

特点进行说明。工业机器人是技

术密集型产业，也是新兴产业，属

于垄断竞争市场，并向着寡头垄

断市场的方向发展，核心技术由

几个工业强国的一些大企业所掌

控。具体看，日本、德国、美国、韩

国、意大利、瑞典、新加坡等国是

该领域的主导国家，日本的

FANUC、安川、川崎，德国的 KUKA、

意大利的 COMAU、瑞士的 ABB 等，

中国工业机器人贸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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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世界知名的工业机器人生产

企业。

（二）工业机器人总贸易额处

于逆差，个别种类产品贸易额处

于顺差

近 5 年（2016-2020）的数据

表明，中国工业机器人贸易，从总

体来看，一直处于逆差。

2016 年，7 种工业机器人出

口贸易额 2,746,624 千美元，进

口贸易额 5,612,423 千美元，贸

易逆差 2,865,799 千美元。2020

年，7 种工业机器人出口贸易额

4,432,371 千美元，进口贸易额

7,237,760 千美元，贸易逆差

2,805,389千美元。

分类别看，个别类型的工业

机器人贸易存在顺差。

喷涂机器人（842489）的贸易

一直处于顺差，2020年，贸易顺差

704,883 千美元。搬运机器人

（842890）的贸易在 2020 年前一

直处于逆差，在 2020 年变为顺

差，2020 年，贸易顺差为 100,519

千美元。多功能机器人（847950）

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2020年，贸

易逆差 798,986千美元。IC工厂

专用机器人（848640）的贸易一直

处于逆差，2020 年，贸易逆差

3,111,121千美元。

三种焊接机器人中，电阻焊

接机器人（851521）的贸易在 2020

年前一直处于逆差，在 2020 年变

为 顺 差 ，2020 年 ， 贸 易 顺 差

20,940千美元。电弧焊接机器人

（851531）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

2020年，贸易顺差 111,962 千美

元。激光焊接机器人（851580）的

贸易在 2020 年前一直处于逆差，

在 2020 年变为顺差，2020 年，贸

易顺差 166,412千美元。

以上的数据表明，从总体看，

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缺乏竞争优

势，但分类别看，个别类型如喷涂

机器人贸易存在竞争优势；从趋

势来看，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产品

竞争力在增强。

二、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

竞争力分析

（一）不同品类工业机器人国

际市场占有率差异明显

国际市场占有率用一国某商

品的出口总额占世界该商品出口

总额的比重表示，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下面将 2010 年、2016 年和 202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近 10 年

中工业机器人贸易竞争力及其变

化。

先看 84 类工业机器人国际

市场占有率的情况。

喷涂机器人（842489）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在 2010年是 15.19%，

居世界第 2 位。2016 年上升为

19.08%，仍居世界第 2位，2020年

上升到 28.80%，超过德国，居世

界第 1位。

搬运机器人（842890）在 2010

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 6.56%，

居世界第 4 位，2016 年为 8.96%，

居世界第 3 位，2020 年上升到

11.17%，居世界第 2位，仅次于德

表 1 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贸易（84类）出口市场分布与进口来源国（前 5位） 单位：%

商品类别

HS（2017）6位编码
喷涂机器人

842489
搬运机器人

842890
多功能机器人

847950
IC工厂专用机器人

848640

出
口
市
场
分
布
︵
前5

位
︶

1 美国 美国 韩国 中国香港

份额 25.9 16.60 13.18 29.10

2 日本 日本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份额 5.46 11.88 9.65 23.26

3 德国 越南 印度 越南

份额 4.71 5.91 7.70 10.83

4 越南 中国香港 越南 其它亚洲国家

份额 4.10 4.72 7.03 7.46

5 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日本

份额 3.94 3.65 6.62 7.15

合计 44.11 42.77 44.18 77.79

商品类别

HS（2017）6位编码
喷涂机器人

842489
搬运机器人

842890
多功能机器人

847950
IC工厂专用机器人

848640

进
口
来
源
国
︵
前5

位
︶

1 德国 日本 日本 韩国

份额 21.16 28.84 70.68 27.62

2 日本 德国 德国 新加坡

份额 19.57 21.27 6.77 21.33

3 美国 韩国 法国 日本

份额 12.24 9.11 4.93 17.40

4 韩国 其它亚洲国家 丹麦 其它亚洲国家

份额 8.26 8.63 3.04 9.25

5 丹麦 意大利 韩国 马来西亚

份额 6.64 4.88 2.35 4.19

合计 67.87 72.72 87.76 80.65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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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贸易（85类）出口市场分布与进口来源国（前 5位） 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商品类别

HS（2017）6位编码
电阻焊接机器人

851521
电弧焊接机器人

851531
激光焊接机器人

851580

出
口
市
场
分
布
︵
前5

位
︶

1 越南 日本 韩国

份额 11.56 13.79 15.99

2 印度 印度 越南

份额 8.46 7.64 13.13

3 泰国 越南 印度

份额 5.71 5.52 6.60

4 埃塞俄比亚 澳大利亚 美国

份额 5.38 4.89 6.26

5 乌兹别克斯坦 俄罗斯 俄罗斯

份额 5.33 3.87 3.68

合计 36.44 35.72 45.66

商品类别

HS（2017）6位编码
电阻焊接机器人

851521
电弧焊接机器人

851531
激光焊接机器人

851580

进
口
来
源
国
︵
前5

位
︶

1 德国 奥地利 德国

份额 45.85 29.37 30.20

2 日本 德国 日本

份额 19.94 19.45 25.51

3 韩国 日本 韩国

份额 10.48 17.96 15.83

4 意大利 美国 瑞士

份额 9.00 11.35 5.14

5 瑞士 韩国 美国

份额 5.51 4.45 4.27

合计 90.78 83.70 81.05

国。

多功能机器人（847950）在

2010 年的市场占有率是 1.91%，

居世界第 12 位，2016 年上升到

3.36%，居世界第 7位，2020年上

升到 4.94%，居世界第 6位。

IC工厂专用机器人（848640）

在 2010 年、2016 年和 2020 年的

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10.08%、

9.69%和 11.62%，国际市场占有

率变化不大，一直居世界第 4位。

在 2010-2020年的 10年时间

里，84 类机器人中的喷涂机器人

（842489）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

最大，超过 10%，居世界首位。搬

运机器人（842890）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提高了 5%，居世界第 2 位。

而多功能机器人（847950）和 IC

工厂专用机器人（848640）的国际

市场占有率提升缓慢。

再看 85 类焊接机器人的国

际市场占有率的情况。

三种焊接机器人中，电阻焊

接机器人（851521）的国际市场占

有率变化不大，在 2010 年、2016

年和 2020 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分别为 6.24%、6.17%和 7.29%，

2020年居世界第 5位。电弧焊接

机器人（851531）在 2010 年、2016

年和 2020 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分别为 1.85%、6.84%和 13.01%，

2020年居世界第 3位。激光焊接

机器人（851580）在 2010 年、2016

年和 2020 年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分别为 9.48%、9.86%和 21.65%，

2020年居世界第 2位。

在 2010-2020 年 10 年时间

里，85类三种焊接机器人中，电弧

焊接机器人（851531）和激光焊接

机器人（851580）国际市场占有率

提升较大，提升幅度均在 10%以

上，而电阻焊接机器人（851521）

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几乎没有变

化。

（二）出口产品科技含量有待

提升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机器人

产业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同类产

品的价格差异反映出产品的科技

含量。下面将我国出口的工业机

器人产品平均价格与主要工业机

器人生产强国产品的出口平均价

格进行比较。

工业机器人贸易强国主要包

括日本、德国、美国、韩国、意大

利、瑞士、新加坡等国，由于数据

的可获得性及代表性，选取日本、

德国和美国作为比较对象。另外，

个别类型工业机器人出口贸易数

量数据在某些年份、某些国家缺

失，仅对存在数据的年份和国家

进行比较。

2018年，中国出口的喷涂机

器人（842489）的平均单价为 0.28

美元，而美国出口的平均单位为

43.75美元，价格差距在 100倍以

上。

2018年，中国出口的搬运机

器人（842890）平均单价为 0.34

千美元，而德国和日本的出口平

均单价均为 19.09千美元。美国

的出口平均单价均为 1.42 千美

元。2018年，中国搬运机器人平均

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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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相比日本、德国差距在 10倍

以上，而与美国的差距也有 4倍

之多。

2018年，中国出口的多功能

机器人（847950）平均单价为 4.39

千美元，而德国出口平均单价为

25.61千美元，日本出口平均单价

为 14.43 千美元，美国的出口平

均单价为 25.49千美元。中国多

功能机器人的出口平均单价是德

国的 1/6、日本的 1/4、美国的

1/6。

2016年，中国出口的 IC工厂

专用机器人（848640）的平均单价

为 4.55 千美元，而德国、日本和

美国的出口平均单价分别为

64.02 千美元、58.81 千美元和

42.74千美元。中国出口 IC工厂

专用机器人（848640）的平均单价

与德国、日本和美国相比，产品价

格差距高达 10倍以上。

2018年，中国出口的三种焊

接机器人的平均单价分别为

0.63 千 美 元 、0.19 千 美 元 和

0.08千美元。美国的出口平均单

价分别为 7.61千美元、2.36千美

元和 17.62 千美元。中国与美国

相比，出口价格存在 10倍以上的

差距，尤其是激光焊接机器人

（851580）价格差距高达 100倍。

总体来看，中国工业机器人

的出口平均单价与日本、德国和

美国有非常大的差距。虽然在国

际市场占有率上中国已经位于世

界前列，但产品科技含量、产品附

加值与工业机器人强国存在相当

大的差距，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进行产业升级是中国工

业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出口产品低价挤占市场

的现象亟待改变

工业机器人同类产品价格差

距折射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工业

机器人行业以低价挤占工业机器

人低端国际市场的特征。虽然我

国的工业机器人国际市场占有率

在近 10 年内跃升，但这种竞争力

是通过低价占领低端国际市场的

方式获得。比如，2018年，中国出

口的搬运机器人（842890）平均单

价是日本的 1/50、美国的 1/4；多

功能机器人（847950）的平均单价

是德国的 1/6、日本的 1/4、美国

的 1/6。从生产企业的角度看，低

端市场路线意味着低产品价格、

低产品附加值和低利润率，其结

果只能是过度竞争和产业整体利

润率的下降。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看，随着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土

地价格、原材料价格等的上涨，仅

依靠数量扩张的出口贸易发展方

式已经行不通，不符合我国经济

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

《中国制造 2025》指出，“创新

驱动，质量为先”是我国制造业发

展的指导方针。政府机构应进行

顶层设计，避免无序竞争，行业协

会应发挥引导作用，行业企业、研

发机构应协同创新，提高产品的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改变依靠低

价占领低端市场的贸易路线。

（四）产业内贸易程度较高，

且呈现垂直专业化分工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机器人

产业属于典型的垄断竞争行业，

同类产品的差异化特征显著，这

个特点导致了工业机器人产业内

贸易程度较高。从中国工业机器

人贸易数据看，同类产品的进口

额与出口额均较大，产业内贸易

特征明显。用贸易差额占贸易总

额的比重作为产业内贸易程度的

衡量指标，该指标的绝对值越小，

产业内贸易程度越大。2020年，7

种工业机器人的产业内贸易度为

24%。其中，搬运机器人的产业内

贸易度最大，为 4%。电阻焊接机

器人的产业内贸易度较大，为

11%。而 IC工厂专用机器人和多

功能机器人的产业内贸易度较

小，分别为 70%和 62%。其它工业

机器人产业内贸易度居中。

从产业内贸易的类型看，中

国工业机器人贸易呈现出垂直专

业化分工的特征。垂直专业化分

工是指不同国家生产同类产品

时，产品的档次和面对的细分市

场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可以用同

类产品的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比

较来衡量。上文的分析表明中国

工业机器人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

较低、主要面向低端市场，同时主

要从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进口

价格、档次较高的产品，从产业内

贸易的角度看，垂直专业化分工

的特征明显。

三、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

发展策略

从对我国工业机器人贸易格

局与竞争力的分析中看到，我国

工业机器人产业在国际市场占有

率上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但出口

产品价格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等

生产强国相比较低，以低端市场

的占有为主。《中国制造 2025》提

出我国工业的发展方针是“创新

驱动、质量为先”，即不走低端路

线，坚持依靠创新作为发展的动

力、依靠质量和品牌实现产业的

升级。为了提升我国工业机器人

产品在高端市场上的竞争力、提

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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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出

以下几点发展策略。

（一）以核心零部件研发为引

领，协同创新完善产业链

工业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

的技术水平是该产业的核心竞争

力，它决定着一国在该产业全球

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机

器人产业与该产业强国日本、德

国和美国等国相比，在技术研发

投入、核心零部件技术水平仍存

在较大差距。这种技术差距不是

一朝一夕可以缩小的，需要在长

期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突破。我国

应继续加强高精度减速器、伺服

电机、高性能机器人控制器等核

心零部件的研发。作为研发机构

应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沟通与合

作、坚持市场导向的研发路线，作

为政府机构应该为研发机构提供

长期的资金资助和政策支持，作

为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应该秉持

长期的发展战略、抛弃因为短期

利益而放弃研发的短视思想和行

为。

创新模式方面，应以协同创

新的模式加快产业链的完善。工

业机器人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多个产业

相融合的产业，其发展需要跨行

业的合作、创新。同时，工业机器

人产业的产业链较长，包括原材

料、零部件生产等上游环节，机器

人本体制造等中游环节和系统集

成、行业应用等下游环节，位于产

业链上、中、下游的各生产环节上

的企业需要密切协同才能实现工

业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和

创新的实现。纵向、横向产业链中

的企业、各类研究机构、高等学

校、最终产品使用者，共同确定研

究目标和关键技术问题，分工合

作，形成创新网络，有助于我国工

业机器人产业链的完善和产业高

效、可持续发展。

（二）以重点产品线为发力

点，形成合理的产业集群

比较优势原则是国际贸易的

基本原则，一国应依据其资源禀

赋、技术优势等选择其产业方向、

确定细分目标市场。就目前的工

业机器人世界市场看，日本在多

功能机器人的优势显著，德国在

喷涂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和三种

焊接机器人的生产上具有明显的

优势。对于工业机器人产业，我国

应依据人力、资本等资源禀赋和

技术条件，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

种产品作为产业升级的发力点，

确定主攻方向，培育自身的技术

优势，在工业机器人的某一种或

几种细分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

产业组织结构上，要形成大

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合的产业

集群。一方面，对于大企业要加以

扶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形成行

业龙头、创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

产品品牌。要发挥大企业的引领

作用，由大企业组织创新网络，带

动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成长。当

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工业机器

人大型企业有新松机器人、博实

股份、广州数控设备等。另一方

面，要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发展竞争力强、专注于细分市场

的“小巨人”企业，承接大企业的

外包，为大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形

成大企业、中小企业专业分工、合

作共赢的局面。

（三）以智能科技为重心，形

成竞争力突出的重点产品线

我国机器人产业应该发挥协

调、合作和资源集聚的优势，集中

力量于重大基础前沿技术及新一

代机器人系统集成研究，加强机

器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以创造和创新为基调，提升我

国机器人智能化、集约化水平，取

得一批原创性成果；以高性能机

器人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等共

性关键技术为目标，集中产、学、

研的资源，协作攻关，有效支撑我

国机器人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难

点，全方位提升国产机器人的国

际竞争力；以智能化、协调化、体

系化、标准化和模块化为核心，研

发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机

器人产品与系统，推进我国机器

人产业中高端化进程，走出低水

平重复和低水平竞争的困境。

（四）以国际标准为基点和保

障，应对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工业机器人产业是新兴产

业，各国把它作为战略性产业之

一来发展，实施贸易保护是必然

现象。由于工业机器人产业对核

心技术的依赖性强、同类产品的

差异化明显，在国际贸易中重点

应对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环境

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关税措施对

贸易保护起的作用相对较小。

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国际标准

是各国技术标准的基准，一方面，

要以国际标准为基准规范工业机

器人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

机构、行业协会要积极参与工业

机器人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作

为出口贸易的保障，应对技术性

贸易壁垒。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

的 ISO 10218 标准，国际电工委

员 会 制 定 的 IEC 61000、IEC

62061 标准等都是机器人产业的

通用国际标准。

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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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行业企业除了要

遵循国际标准外，还应研究各个

国家、各个区域的技术标准。工业

机器人作为一种机械电气设备，

各国对其产品都有相应的技术标

准，以满足人身健康安全、电磁兼

容等要求，但不同国家、不同区域

的技术标准有着显著差异。比如，

出口欧洲市场的工业机器人产

品，需要符合欧盟机械电气类产

品的机械指令 2006/42/EC、电磁

兼容指令2014/30/EU、低压电气

设备指令2014/35/EU等多个指令

标准，并通过 CE认证。而出口到

海湾标准化组织成员国时，需要

进行 GC认证。我国政府机构、工

业机器人行业企业应在工业机器

人技术标准、检测认证等方面开

展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应

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工业机器人是一种机械电气

产品与电子产品相结合的产品，

其使用年限较短，废旧产品的处

理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保护

问题。各国对于工业机器人产品

在设计、制造、能源利用、回收等

环节已经、正在和将要制定相应

的标准，以应对工业垃圾引起的

环境问题。所以，绿色环境贸易壁

垒也是工业机器人出口将会遇到

的问题，应完善工业机器人行业

生产标准，走绿色发展之路。

（五）兼顾研究型人才和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之一，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产业

人才，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工业机

器人行业既需要行业精英，也需

要大量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技

能性人才，两者缺一不可。一方

面，以“双一流”院校、研究机构为

主体，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专业人

才、培育行业精英。另一方面，以

应用型本科、高职院校为主体，培

养以能工巧匠为特征的技术、技

能人才。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引进和使用上，应加强国际交流，

选拔优秀人才到国外学习培训、

交流，培养、造就一批优秀企业

家、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

技术人才。同时，应进行激励机制

改革，引进海外机器人高端人才

创新创业，在行业企业发挥引领

作用；完善激励机制，加大对优秀

人才的奖励力度，完善人才流动

机制。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上，应以

产业发展为导向，建立产学研一

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合

作，组织学生进行企业参观、企业

实践等教学内容，实行按企业岗

位设计“订单式”培养模式，培养

符合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

四、结语

随着新一轮的技术革新浪

潮，数字经济转型和机器人技术

的智能化、模块化、标准化的融合

发展，为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带

来更多机遇。伴随着新技术的不

断开发和应用，机器人技术也将

在新技术革命中与其它各类技术

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使发展更具

前景和活力。我国机器人产业在

新型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和贸

易方面，要丰富我国工业机器人

的种类，完善我国工业机器人谱

系建设，做到与国际并跑。企业要

抓住市场机会，提高机器人研发

水平，在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同

时提高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世界同

行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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