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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概览

共 享 新 成 果
Inject Momentum and Share Results

to Build a Win-win Collaborative Society
共 注 新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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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机构大会介绍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亟需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做大做强机器人产业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机器人产业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推动全球机器人技术交流和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

和信息化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已成功举办 5 届，为机器人

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于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以“共享新成果，共

注新动能”为主题，得到 20 家国际权威机器人机构的大力支持，将举办高峰论坛、展

览展示、竞技竞赛等多项重要活动。其中，论坛包括 3 天主论坛、20 场专题论坛以及开、

闭幕式；博览会按照“3+C”（工业、服务、特种 + 创新）体系统筹布局，百余家企业

及科研机构将携 500 余件创新展品及优秀项目亮相；大赛下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 4 大赛事，千余名选手现场

同场竞技。

经过七年的积淀，大会在促进技术交流、深化企业合作、推动产业发展等方面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大会将继续抢抓智能化发展新机遇，汇集全球智慧、

链接产业资源、加强交流借鉴，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

贡献力量。

主办单位

北京市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电子学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大会秘书处

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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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机器人协会
（IROB）

国际机构学与机械科学促进联合会
（IFToMM）

日本科学振兴机构
（JST）

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
（RIA）

韩国机器人学会
（KROS）

马来西亚工业机器人协会
（MIRA）

俄罗斯工业互联网协会
（RAII）

国际机器人研究基金会
（IFRR）

日本机器人学会
（RSJ）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ASME）

阿拉伯机器人协会
（ARA）

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ET）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
（WFEO）

东盟智慧产业联盟
（AI）

欧洲机器人协会
（euRobotics）

韩国机器人协会
（KAR）

俄罗斯机器人协会
（RAR）

新加坡机器人学会
（RSS）

意大利机器人及自动化协会
（SIRI）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
（IEEE RAS）

国际支持机构

ASEAN
Federation of 
Smar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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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宁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

殷勇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

刘兴平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

部长

王卫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

装备工业一司司长

杨秀玲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局长

梁  胜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主任

陈  英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肖亚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

部长

辛国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

张玉卓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
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吕昭平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

执行委员会主任组委会主任

组委会副主任 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张劲松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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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布局

大会秘书长

大会副秘书长

崔旭龙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

汪  宏
工业和信息化部

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

林润华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

副部长

刘  力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

梁  靓
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

陈  英
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组织架构

3层    ■ B 馆 :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2层    ■ AB 馆连廊 : 餐饮区

            ■ C 馆 : 专题论坛、媒体专访间

1层    ■  序厅 : 一流展品、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

                              综合服务台

           ■  A 馆 : 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

                             物流机器人展区

            ■ B 馆 : 服务机器人展区

            ■ C 馆 : 开幕式、主论坛、闭幕式

            ■ D 馆 : 特种机器人展区、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机器人应用大赛

            ■ E 区 : 自动驾驶汽车接驳点

1层

2层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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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日程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开闭幕式及主论坛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2021 年 9 月 10 日 开幕式

第二单元  新趋势2021 年 9 月 11 日 14:00-17:00

2021 年 9 月 11 日 第一单元  新变局09:00-12:20

2021 年 9 月 12 日 第一单元  新前景09:00-11:50

2021 年 9 月 12 日 第二单元  新风向14:00-17:10

2021 年 9 月 10 日 第一单元  新技术09:00-11:00

2021 年 9 月 10 日 第二单元  新实践14:00-17:00

2021 年 9 月 13 日 闭幕式15:00-15:30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专题论坛
第一部分：WRC2021 机器人的新发展

论坛一  第一届机器人产业链峰会 论坛二  民爆企业与机器人企业对接会 ( 闭门会议）  

第二部分：WRC2021 机器人的新应用
论坛二  智慧医疗与康养专题论坛 论坛一  特种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专题论坛 

论坛五  服务机器人热点与突破、应用和落地专题论坛

论坛三  医疗机器人创新发展专题论坛 论坛四  智慧农业机器人专题论坛 

第三部分：WRC2021 机器人的新风向

第四部分：WRC2021 机器人的新融合

第五部分：WRC2021 机器人的新机遇

论坛三  AI3.0 ▪新商机▪新生态专题论坛

论坛三  中俄机器人产业合作论坛（闭门会议）

论坛四  交叉学科视角下智能社会的法律与生活专题论坛

论坛四  中日机器人与智慧健康论坛（闭门会议）

论坛二  “投创之星”机器投融资路演活动

论坛二  中以机器人学术交流及产业合作座谈会（闭门会议）

论坛一  智能服务机器人生态协同与产教融合专题论坛

论坛一  中国—东盟智慧产业论坛（闭门会议）

论坛三  水下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专题论坛 论坛四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专题论坛

论坛一  先进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交流专题论坛 论坛二  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引领者青科论坛 

同期活动

时  间 活动名称 地点日期

9 月 11 日

9 月 11-13 日

9 月 12 日

9 月 10-13 日

9 月 10 日

9 月 11-12 日

9 月 10-13 日

9 月 10-13 日

9 月 10-13 日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0:00-11:30

10:00-11:00

14:00-15:00

14:00-15:00

13:00-15:00

09:00-17:00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4:00-15:00

10:00-11:00

14:00-15:00

14:00-15:00

优必选科技熊猫机器人“优悠”首发活动

“科技创造无界”洛必德新品发布会

中国电科外骨骼机器人体验活动

四足机器人新产品发布活动

亿嘉和电力机器人新品应用发布会

和利康源案例分享会

东风悦享试乘体验活动

新松新品发布会

欧博思智能陪伴机器人新产品发布活动

远鲸科技“鲸小远”H9 产品发布会

“科创中国”青岛工业互联网平台场景应用案例展示

煜禾森应用案例分享活动

擎朗新品发布会

上海京佳巡检机器人新产品发布活动

新松数字化工厂案例分享会

肯綮外骨骼机器人体验活动

潞德通达案例分享活动

博雅工道应用案例分享活动

14:00-16:00 云深处四足机器人新产品发布活动 A 馆序厅

B 馆 B205

B 馆 B208

A 馆 A109

B 馆 B305

D 馆 D203

A 馆 A316

B 馆 B330

A 馆 A301

B 馆 B314

B 馆 B103

A 馆 A107

D 馆 D206

B 馆 B106

D 馆 D201

A 馆 A301

B 馆 B320

A 馆 A307

D 馆 D208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同期活动（9 月 10-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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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用餐

普通观众用餐地点：二层 AB 馆连廊（自行购买）

大会签到

博览会观众
签到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13 日  09:00-16:00（9 日 12:00 开始入场） ，
                      16:00 停止入场（13日 14:00 停止入场）
                      17:00 闭馆（13日 16:00 闭馆）
签到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南广场
签到须知：请观众在规定时间内凭身份证原件前往指定地点入场。

主论坛听众
签到时间：2021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  08:00-09:00、12:30-14:00
签到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西门第 1 票岛
签到须知：请参会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凭身份证原件前往指定地点签到、领取票证等资料。
                      票证实行一人一卡制，是您参会的唯一有效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专题论坛听众
签到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  08:00-09:00 、13:00-14:00（10 日为 13:00-14:00）  
签到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西门第 2 票岛
签到须知：请听众在规定时间内凭身份证原件与手机短信中的参会二维码前往指定地点签到、领取  
                      票证。票证实行一人一卡制，是您参会的唯一有效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大会时间地点

大会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13 日
举办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大会官网：www.worldrobotconference.com    
                      www. 世界机器人大会 .com 世界机器人大会

官方微信
中国电子学会

官方微信

综合服务

大会救援、安保负责人：赵泊宁 15811175879
医疗点（三个）分别位于场馆西门、南门观众入口和综合服务台。负责人：赵泊宁 15811175879
综合服务台位于 A 馆序厅，如有任何问题请到综合服务台询问。

注意事项

参会嘉宾请严格遵守大会时间和纪律。 
请勿携带管制刀具，枪械及易燃易爆物品和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危险物品进入会场。 
会场内请勿大声喧哗，保持会场秩序。  
会场内请务必将您的手机调为无声或振动状态。
会场内严禁吸烟，请勿随地吐痰，严禁乱扔垃圾，保持会场卫生。 
大会日程和安排以现场通知为准。

个人贵重物品、证件护照等请自行妥善保管。 
不得携带宠物、危险物品等进入会场。 
为避免与其他观众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不愉快，请自觉排队，遵守秩序，服从工作人管理。
严禁破坏会场内任何设备设施，如有损坏，照价赔偿。
严禁攀爬、翻越展品外围的围栏、栏杆及防护架。
严禁作出与展品的不当互动等危险行为，如有意外，后果自负。 
不得在会场内进行追逐、跑闹等嬉戏活动，照顾好老人和小孩，以免发生意外。  
若遇到困难需要帮助，请及时与工作人员或志愿者联系。

安全须知

为做好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确保活动安全顺利举办，本着安全第一、从
严从紧、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的原则，制定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疫情防控要求。
疫苗接种：按照无禁忌症者“应接尽接”原则，所有参与现场活动人员均应接种新冠疫苗，未接种
新冠疫苗的人员不能参与现场活动。参加室内活动人员须全程佩戴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核酸检测：参加开幕式及主论坛的人员，须提供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其他活动的人员，
须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连续参加大会活动超过 48 小时的人员，需在会期内加做一次
核酸检测并提供阴性证明。如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化，由疾控专家综合研判后调整核酸检测相关要求。

防疫须知

大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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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论坛

共 享 新 成 果
Inject Momentum and Share Results

to Build a Win-win Collaborative Society
共 注 新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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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布局图

2层    ■ C 馆：专题论坛、媒体专访间

1层    ■ C 馆：开幕式、主论坛、闭幕式

1层

2层

3层



20 21

09:00-11:00 第一单元  新技术 14:00-17:00 第二单元  新实践

时  间 会议内容

时间：9 月 10 日  星期五          地点：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09:20-09:40

10:00-10:20

机器人应用的快速扩张
Jeff Burnstein，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

10:20-10:40

智能的抓取设备
Rezia Molfino，意大利机器人及自动化协会主席、欧盟委员会顾问

10:40-11:00

疫情时代的创新
Zvi Shiller，以色列机器人协会主席

12:00-13:30

仿生机器人的历史与未来
Paolo Dario，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教授

09:00-09:20
协作机器人的工业应用
Kazuhiro Kosuge，香港大学讲席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变革性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中心主任、2020 年 IEEE 副主席

09:40-10:00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Raja Chatila，法国索邦大学教授

午餐

主论坛议程

14:20-14:40

15:00-15:20

虚拟机器人：科学的开创性工具和行业的独特机遇
Alois C. Knoll，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

AI 机器人与 5G 驱动智能制造自动化范式转变
Ren C. Luo，台湾大学教授

16:00-16:20

16:20-16:40

16:40-17:00

海事和港口技术
Heikki Koivo，芬兰阿尔托大学教授

韩国机器人产业趋势
Minkyo Kim，韩国 Bigwave Robotics 首席执行官

东盟智能制造格局
Chee Fai Tan，东盟智慧产业联盟主席、马来西亚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

14:00-14:20 移动机械臂技术：机遇和挑战
席    宁，香港大学讲席教授

14:40-15:00

15:40-16:00

15:20-15:40

手术机器人的发展趋势与亚洲医学浪潮的兴起
Dong-Soo Kwon，韩国国家工程院（NAEK）院士、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院教授、   
                                        人机交互研究中心主任、未来医疗机器人技术中心主任

欧洲机器人界中的欧洲机器人协会 (euRobotics) 及人工智能、数据和机器人协会 (ADRA)
Francesco Ferro，欧洲机器人协会代表、西班牙 PAL 机器人公司首席执行官

后疫情时代—通向可靠自主机器人系统的跨模态学习之路
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时间：9 月 10 日  星期五          地点：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时  间 会议内容

国际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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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10 第一单元  新变局
主持人：张  峰，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

时  间 会议内容

时间：9 月 11 日  星期六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大会议厅

09:20-09:50 智能机器人感知与控制技术应用及发展趋势
王耀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10:10-10:40 新趋势：AI+ 机器人
龚    克，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09:00-09:20 主旨报告
辛国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09:50-10:10
运用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改善我们的生活
John Hennessy，2017 年图灵奖获得者，现任谷歌 Alphabet 公司董事会主席，
                                      美国斯坦福大学前任校长

10:40-11:00 AI 机器人与未来发展
Toshio Fukuda，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20 年 IEEE 总主席

11:00-11:30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曲道奎，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11:30-12:00 智能家居的创新与发展
崔宝秋，小米集团副总裁

12:00-12:10 智造数字产业标杆，创领产城融合典范
刘    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12:00-13:30 午餐

主论坛议程

14:00-17:00
第二单元  新趋势
主持人：王天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技术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14:30-14:50

16:20-16:40

移动（飞行）双臂机器人的智能感知与安全操作
孙富春，清华大学教授

超低空·天地一体物联体系
陈方平，北京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15:10-15:40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张    钹，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15:40-16:00

ABB 机器人：突破传统，探索潜能
张佳帆，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事业部中国研究中心经理

14:00-14:30

16:00-16:20

灯塔照耀：先进自动化点亮未来智造
侯文皓，麦肯锡资深专家

走进人机共存的时代
谭     旻，优必选科技首席品牌官

14:50-15:10

16:40-17:00

低碳·智能·创新—助力机器人产业可持续发展
马清海，SMC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水下机器人技术发展与产业应用
熊明磊，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时间：9 月 11 日  星期六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大会议厅

时  间 会议内容

领航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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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40

09:00-11:40
第一单元  新前景
主持人：刘连庆，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学研究室主任、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副主席

时  间 会议内容

时间：9 月 12 日  星期日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大会议厅

09:30-10:00

10:20-11:20

09:00-09:30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
蒲慕明，中国科学院院士

10:00-10:20

语义—机器人群交流的基础
石光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医疗机器人—the 5th Generation
杨广中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创始院长

欧洲机器人界中的欧洲机器人协会 (euRobotics) 及人工智能、数据和机器人协会 (ADRA)
Francesco Ferro ，欧洲机器人协会代表、西班牙 PAL 机器人公司首席执行官

高峰对话：人机共融的未来时代
嘉宾主持： 陈凯星 ,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对话嘉宾：史元春，清华大学教授
                      王涌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周宗潭，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胡成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究员
                      陶建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5:00-15:30

高峰对话：学术·产业·资本  创新·赋能·共融
嘉宾主持：王田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
对话嘉宾：王世海，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剑威，真成投资管理合伙人
                      管弦悦，金科君创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张    朋，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    达，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12:00-13:30 午餐

主论坛议程

14:00-17:10
第二单元  新风向
主持人：刘连庆，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学研究室主任、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副主席

14:20-14:40

15:30-16:30

学校交叉融合促进机器人技术未来创新发展
孙立宁，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多维度融合创新，助推产业加速发展
王洪波，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16:50-17:10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现状与展望
李庆民，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4:00-14:20

14:40-15:00

16:30-16:50

AI 3.0—人工智能的“能”与“不能”（视频）
Melanie Mitchell，畅销书《复杂》作者、波特兰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复杂系统前沿科学家

载人航天的人因学挑战
陈善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智能机器人，智享未来！
姚秀军，京东物流 X 研究部特种机器人部负责人

时间：9 月 12 日  星期日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大会议厅

时  间 会议内容

未来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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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uhiro Kosuge 现任日本东北大学工程学研究生院机器人系特聘教授，自
1995 年开始一直在该校担任教授，并已从事机器人研究 35 年。曾在 2010-2011
年期间担任 IEEE 机器人和自动化学会主席并在 2015-2016 年期间担任 IEEE 
Division X 主席。 2019 年当选 IEEE 技术活动副主席（2020 年 IEEE 技术活动副
主席）。现任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学会（IEEE） 会士、日本机械工程师学会（JSME）
会士、计测自动制御学会（SICE）会士、日本流变学会（RSJ）会士和日本汽车
工程师学会（JSAE）会士。曾荣获日本政府的荣誉勋章 —— 紫绶褒章。现为日
本工程学院会员。

Kazuhiro Kosuge
香港大学讲席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变革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主任、2020 年
IEEE 副主席

Raja Chatila，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会士、法国巴黎皮埃尔和
玛丽·居里大学教授、智能系统与机器人研究所（ISIR）所长、人机交互卓越智
能实验室主任。目前 Chatila 先生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人机交互和机器人学
习方面。

他曾任 2014-2015 年 IEEE 机器人和自动化学会主席。
他也是 IEEE“国际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设计伦理倡议”的发起人。

Raja Chatila
法国索邦大学教授

Jeff Burnstein 现任美国先进自动化产业协会（A3）主席。该协会是机器人工
业协会（RIA）、AIA – Advancing Vision + Imaging ( 先进视觉和影像 ) 和运动控制
和电机协会（MCMA）的母公司。该贸易组织集团共有 1200 多家跨国公司会员，
涵盖了机器人、视觉、运动控制和电机及相关的自动化技术。Burnstein 于 1983
年加入 RIA 并担任过多个高级职位，2007 年晋升为主席。他经常向媒体和全球
观众就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工厂车间外的自动化未来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Burnstein 还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执行委员会成员。 今年是他第三次参加
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

Jeff Burnstein
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

2000 年至 2016 年担任 SIRI( 意大利机器人与自动化协会 ) 主席；后任副主席。
2013 年至 2016 年担任意大利焊接学会 (IIS) 会长，后卸任。IFR(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
全国协调员。

担任职务： 欧盟“地平线 2020”咨询委员会专家；欧洲委员会 ( 信息和通
信技术 ICT、紧急充电中输出电力 ERC、NMP、电子系统设施 ESF) 专家 ; 意大利
经济发展部和教育部、大学和科研部专家 ; 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专家；西班牙
国家研究委员会行动计划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学术项目专家；西班牙 ANEP 机构
评估专家等。

Rezia Molfino
意大利机器人及自动化协会主席、欧盟委员会顾问

（按照演讲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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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宁教授于 1993 年 12 月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州圣刘易斯华盛顿大学，持有系
统科学与数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工业及制造系统系机器人与自动化讲座教授，
及香港大学新兴技术研究所所长。加入香港大学之前，他曾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密西根州立大学杰出教授，机电与计算机工程系 John D. Ryder 讲座教授，机器人
与自动化实验室主任。席宁教授当选 IEEE Fellow，IEEE 机器人及自动化学会主席
（2018 年）。研究领域包括机器人、制造自动化、微 / 纳米制造、纳米传感器和
设备以及智能控制和系统。

席宁
香港大学讲席教授

Alois C. Knoll 教授现任德国计算机科学家，慕尼黑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
授。他负责教授并开展自动化系统，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

2011 年，他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创办了跨学科课程“机器人、认知和智力”，
该课程一开始只有少数学生，如今已发展成为计算机科学系最大的硕士课程之一。

自 2013 年以来，一直担任欧盟 ICT 旗舰项目欧盟旗舰项目 HBP（人脑项目）
子项目“神经机器人”的负责人。自 2011 年以来一直担任 TUMCREATE 的项目
首席研究员和组长，TUMCREATE 是南洋理工大学（NTU）和新加坡 TUM-Asia
共同创办的合资企业。他在该项目中的研究重点是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建模，模拟
和优化——两者都是在有条不紊的发展和进行现实系统的建设。

Alois C. Knoll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

Shiller 教授以色列是艾尔大学机械工程与机械电子系创始人，派司令（ 
Paslin）机器人与自动驾驶汽车实验室主任，以色列机器人协会创始人、主席。
他曾获得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工程学士学位，以及美国麻省理工机械工程专业理
学硕士、博士学位。Shiller 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辅助机器人、越野和智能道
路车辆的导航和稳定性控制。

Zvi Shiller
以色列机器人协会主席

Paolo Dario 是生物医学机器人教授，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生物机器人博
士点协调人。他持有比萨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和罗马生物医学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荣誉博士学位，是欧洲、美国、中东以及亚洲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访问
研究院、教授或会员。他目前的研究方向是生物机器人和仿生学，包括手术机
器人、用于内窥镜的微米 / 纳米设备、仿生设备和系统以及辅助机器人和伙伴
机器人。他是 50 多项国际专利的共同发明人，和 5 家创业公司的共同创始人。
他曾是多项国家级和欧洲范围内项目的负责人，并担任过许多生物医学工程和
机器人学国际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会成员。他是《科学·机器人学》的创
始编委会成员，也是《IEEE 生物医学工程汇刊》的副主编。2018 年，他被提
名为《IEEE 医疗机器人学和仿生学汇刊》的主编。

Paolo Dario
意大利比萨圣安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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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仁权教授先后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获得国家工程师和电机工程博士学位，
现任台湾大学电机系讲座教授。曾任台湾中正大学校长、工学院院长、讲座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讲座教授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电机计算机工程系终身职正教、欧
盟跨国家型计划决审委员。

其研究领域包括 AI 与智能机器人 ; 智能制造等领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国际会议发表 500 余篇学术科技论文，拥有多项专利。

Ren C. Luo
台湾大学教授

Dong-Soo Kwo、韩国科学技术院机械工程系教授、人机交互研究中心主任，
未来医疗机器人中心主任，韩国机器人融合论坛主席，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机器
人与自动化学会（IEEE RAS）管理委员会亚太区代表，IROS 2016 项目主席。此外，
他还担任韩国机器人融合研究所（KIRO）所长、韩国国家工程院（NAEK）院士、
庆尚南道机器人研究所工作级会议成员。

他的研究涉及人机交互、医疗机器人、远程机器人和触觉技术。通过技术转让，
他为多家机器人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Dong-Soo Kwon
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院教授、人机交互研究中心主任、未来医疗机器人技术中
心主任

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中德跨模态学习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多模
态智能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现任中德重大联合研
究中心“跨模态学习”的首席科学家。多年来张建伟一直从事及领导智能机器人的
感知、学习和规划、多传感信息处理与融合、机器人智能技术、多模式人机交互的
研究与开发。主持德国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联邦教研部与工业合作项目和欧盟 ICT 
等多项重大研究。已发表 300 余篇论文及专著，并多次获得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
拥有 40 余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面发明专利。

张建伟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弗朗西斯科·费罗（Francesco Ferro）是西班牙机器人制造商 PAL Robotic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服务机器人公司之一，拥
有超过 16 年的业界经验。自 2004 年以来，他与 PAL Robotics 公司的其他成员
一直致力于设计开发最先进的机器人，主要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如用于研究用
途的仿人双足机器人 REEM-C 和 TALOS；用于提高物流效率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TIAGo Base；自主的零售库存和数据收集机器人 StockBot；集感知、导航、操
作和人机交互于一体的仿人机器人 TIAGo，以及公司专为人机交互和前台活动而
设计的最新仿人机器人平台 ARI。近来，PAL Robotics 公司还致力于开发跳跃机
器人 Kangaroo。

Francesco Ferro
欧洲机器人协会代表、西班牙 PAL 机器人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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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浪机器人公司首席执行官，斗山机器人公司全球销售团队负责人，斗山
集团高级战略经理。

Minkyo Kim
韩国 Bigwave Robotics 首席执行官

Tan Chee Fai （研究型高等学位 - AMN）博士有 20 多年的高端工程行业工作
经验。Tan 博士现任马来西亚机器人工业协会（MIRA）主席、马来西亚工程师学
会（IEM）副主席、东盟工程技术学院（AAET）院士和马来西亚工程师学会（IEM）
会士。他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个人专家，负责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工
程教育评估和研究。为了表彰他自 1998 年以来对东盟工程界所做出的贡献，Tan
博士被授予 2014 年国际青年商会（JCI）“世界十大杰出青年马来西亚人道主义和
志愿服务奖”。2015 年，马来西亚 Yang di-Pertuan Agong 陛下（马来西亚最高
领导人）向 Tan 博士颁发护国有功勋章（Ahli Mangku Negara）。

Chee Fai Tan
东盟智慧产业联盟主席、马来西亚机器人工业协会主席

国际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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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kki Koivo，芬兰科技学会会士，获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1995 年加入
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在此之前，曾任多伦多大学和芬兰坦佩雷理工大学（TUT）教授，
光州科学技术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此外，还曾任赫尔辛基理工大学自
动化与系统工程系主任，后于 2010 年起任阿尔托大学自动化与系统工程系主任。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复杂系统研究、自适应和学习控制、机电一体化、微系统和信
息物理系统等。

Heikki Koivo
芬兰阿尔托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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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王天然，196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82-1985 年 , 作为访问学者 , 在
美国卡纳基 – 梅隆大学进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所研究员 , 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天然院士主要从事机器人和大型工业自动化系统的技术和应用研究。曾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辽宁省科
技功勋奖等多项科技奖励。

王天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演讲嘉宾（按照演讲顺序）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全国智能机器人创新联盟副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监事、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交通学部委员、湖南省自
动化学会理事长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 863 计划智能机器人领域
主题专家等。2001-2020 年担任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2015-2020
年湖南大学机器人学院院长。

王耀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演讲嘉宾

约翰·汉尼斯博士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商人、杰出的工程师，也是计算机体
系结构领域的先驱者。他是 MIPS Computer Systems 公司和 Atheros 公司的创始
人之一，曾担任斯坦福大学第十任校长 16 年，现任 Alphabet Inc. 董事会主席。

汉尼斯与同事合作开发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体系结构（RISC），因此荣获 2017
年图灵奖。这一体系结构提高计算性能，同时降低成本，彻底改变了计算方式。现
在 99% 的新电脑芯片都采用这种设计。目前他在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董事会和
Alphabet 公司董事会任职。

John Hennessy
2017 年图灵奖获得者，现任谷歌 Alphabet 公司董事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
前任校长

龚克，男，汉族，1955 年 6 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清华大学电子系主任、
副校长，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兼），天津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教授目前担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委。龚克教授长期从事电波与无线通信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开
发工作。曾参与和主持数字无绳通信系统，无线接入设备与技术，微波点对多点
农村通讯系统，蜂窝通讯及室内通信的无线信通特性，小型多天线技术，微纳星
技术试验卫星和中国数字电视无线传输标准等项目的研发，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龚克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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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大会嘉宾

崔宝秋博士，小米集团副总裁，有二十多年的软件和互联网开发经验。
分别于 1991 年和 1994 年在武汉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0

年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计算机系博士学位。
2012 年加入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历任小米首席架构师、人工智能与云平

台副总裁、小米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崔宝秋
小米集团副总裁

福田敏男，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工程院院士，在微纳操作机器人和仿生
机器人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公认的国际机器人领域权威，生物医学微纳操作机
器人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Toshio Fukuda 教授先后担任过数十个国际重要学术
职位，如 IEEE 总主席（2020），第十领域主席（2017-2018）、IEEE 第十区（亚
太区）主席（2013-2014）、IEEE 纳米技术协会首任主席（2002-2005）等，获得
80 个重要国际学术奖励，包括由 2014 年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政府友谊奖”，
2015 年由日本天皇授予的“紫绶褒章”，IEEE 总部 2010 年颁发的机器人与自动
化领域最高奖“终身成就奖”、 2005 年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协会突出贡献奖、
2004 年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协会先驱奖等，出版 11 部专著，发表 SCI 论文 200
多篇，SCI 总他引 4000 多次，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Toshio Fukuda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20 年 IEEE 总主席

曲道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总裁。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
员会委员、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组长、中国机器人技术创新联盟主席。2019
年荣获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同
年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奖章。2020 年度荣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的“全
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中科院科技进
步特等奖 1 项，省部级成果奖 20 余项，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曲道奎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演讲嘉宾

侯文皓是麦肯锡资深专家、麦肯锡中国区智能制造业务负责人、清华麦肯锡
数字化能力发展中心负责人，常驻上海分公司。目前专注于企业智能制造业务的
战略规划、数字化导入、数字化新厂规划，以及物联网生态圈建设。

他协助世界经济论坛（WEF）走访在亚太区域的工业 4.0 灯塔企业。于 2011
年加入麦肯锡，之前有 17 年的企业运营管理经验。主要工作经验和服务过的客
户包括汽车、高科技、机械加工、基础材料等。在运营实战和管理咨询经历中，
他曾经工作、服务或合作各种规模、行业、和工艺流程的外企、国企和私企工厂
超过 200 家。

侯文皓
麦肯锡资深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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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

马清海，SMC 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MC 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中
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日本产业训练协会 MTP、 TWI 授证讲师，中国工业工程学
会理事 教育培训专家，浙江大学隐形冠军国际研究中心企业委员，二十年以上日
企制造生产运营管理经验；精通 5S/TPS- 精益生产推进；致力于制造业人力资源开
发、管理，以及制造现场管理、人才育成；负责 SMC 中国从采购、生产、品质保证、
到物流的供应链打造和运营；主导 SMC 在中国地区的营业和技术服务统合，实现
SMC 中国的百亿企业目标。

马清海
SMC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佳帆博士，2003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机械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并
于 2009 年在浙江大学获得机械电子工程博士学位。2008 年加入 ABB 中国机器
人研发中心，参与多款工业机器人产品开发。2013 年加入 ABB 中国研究院机器
人与自动化部门，担任资深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设计与应
用领域最新的前沿科学技术。现在为 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事业部中国研究中心
经理。

张佳帆
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事业部中国研究中心经理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 年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自然科
学名誉博士，获 2014 年度 CCF（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2019 年度吴文
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最高成就奖。

他从事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等理论研究，和模式识别、知识
工程和机器人等应用技术研究。在上述领域共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和 5 部（章）
专著。其科研成果获 ICL 欧洲人工智能奖等。此外，他是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创建者之一，并于 1990-1996 年担任该实验室主任。

张钹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孙富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Fellow, 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兼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学术委员会主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兼任担任国家重大研发计划机器人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基金委重大研
究计划“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指导专家组成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认知系
统与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动化学会认知计算与系统专业委员会主
任，国际刊物《Cognitive Computation and Systems》主编，国际刊物《IEEE 
Trans. on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 Systems》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 (IJCAS)》副主编或领域主编，国内刊物《中
国科学：F 辑》和《自动化学报》编委。

孙富春
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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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旻拥有超过 21 年的国际 4A 品牌管理经验，曾任前奥美时尚 CEO 及奥美
贺加斯中国区总裁，专注引领品牌传播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持续创新及变
革，是极具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的全方位营销专家。在 2019 年世界创新者年会
中获评为“2019 年中国年度创新 CMO”。2020 年中国品牌节年度人物评选中获
“2020 年中国十大首席品牌官”殊荣。连续两年成功带领优必选品牌进入“2019
和 2020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排行榜，以 9.1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成为该榜
单中唯一一家人工智能和服务机器人企业。

谭旻
优必选科技首席品牌官

陈方平，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正高级
工程师。研究生期间创立云圣智能公司，获得数亿元融资及订单，被聘为北京大学
特邀讲座专家。长期从事电子工程与计算机软硬件协同、计算机视觉与传感器智能
系统多元融合方面的研发，拥有百余项国家专利，在国际顶尖级机器人会刊发表论
文。获评中国科协“科技创业先锋”、天津市五四青年奖章，北京大学最高奖“五四
奖章”、北京市海淀区“海英人才”创业领军人才、天津市滨海新区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中关村“雏鹰人才”称号，2019-2020 年分别入选福布斯中国及亚洲 30 岁
以下精英榜，连续两次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和博士国家奖学金。

陈方平
北京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熊明磊，北京大学工学博士研究生，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先后入选了福布斯中国、福布斯亚洲、胡润亚洲 30U30。

熊明磊深耕于水下机器人技术多年，早在 2012 年，他所在实验室研发的“可
重构双尾鳍机器鱼”就在第 31 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过程中实现了平稳游动并实
时获取了水质数据，并先后接受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刘延东和科技部部
长万钢等各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获得高度赞誉。他所创立的公司被评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金种子企业，并获得多项国内外知名科研设计大
赛奖项。

熊明磊
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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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2014 年 )、中科院卓青项目 (2015)、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基金 (2015 年 )、杰出青年基金 (2019 年 ) 等人才计划支持；当选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副主席 (2018-2019)、资深顾问 (2020-2021)，担任国
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秘书长、“智能机器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总体组专家、
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共融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器人分会副总干事等。获 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青年科
学家奖 (IEEE RAS Early Career Award) ，中国自动化领域年度人物，首届熊有伦
智湖优秀青年学者奖，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
辽宁省青年五四奖章，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刘连庆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学研究室主任、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副主席

陈凯星同志现任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正局级）、党委书记，高级编辑。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记协第九届常
务理事。

陈凯星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常务副主任

主持嘉宾

未来峰会

主持嘉宾

王田苗，北航教授博导，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北航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特聘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北京大区主席等。
作为首席科学家，曾分别担任“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 863 计划
的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组长、先进制造技术专家组组长、服务机器人专项组长等，
还先后担任过北航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北航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院长。

作为创业导师、中关村创新合伙人，创立了中关村智友天使研究院，发起成
立了中关村智友科学家基金，先后参与孵化投资多家硬科技项目，包括上市公司
服务机器人九号、医疗机器人天智航、工业机器人埃夫特。

王田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

大会嘉宾

蒲慕明是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学术所长和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主任，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中国台湾“清华大学”，
1974 年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1976 － 2000 年先后在加州大
学尔湾分校、耶鲁大学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
2000 － 2012 年间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物学部主任和杰出生物学讲座
教授。1984-1986 年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首任系主任。1989-1991 年
任香港科技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1999-2019 年任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首
任所长。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获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里昂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美国 Ameritec 奖、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集体
奖、Gruber 神经科学奖。现任 Neuron 等期刊编委和国家科学评论执行主编。

蒲慕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演讲嘉宾（按照演讲顺序）

（按照主持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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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中教授现任哈姆林机器人手术中心主任兼联合创始人。杨教授同时还是
英国机器人技术和自主系统网络中心（UK-RAS Network）主席。杨教授的主要
研究领域是医学成像、传感和机器人技术。现任皇家工程院院士、国际电气与电
子工程学会（IEEE）会士、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会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
程研究院（AIMBE）院士、国际医学生物工程研究院（IAMBE）院士、医学图像
计算和计算机辅助干预国际会议（MICCAI）成员、国际图形学（CGI）会议成员
和并荣获皇家学会研究优秀奖，并被英国泰晤士报杂志《Eureka》评为“100 位
对英国具有重要建树的科学家”。杨教授是科学系列期刊《科学机器人》的创始
编辑，该期刊关注机器人技术的最新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如何启发或支持新的科学
发现。

杨广中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创始院长

大会嘉宾

未来峰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分别于 1985 年、1988 年和 2002 年在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12 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
IEEE 高级会员，IEEE CAS 西安分会主席，IET Fellow，中国电子学会会士，中国
电子学会智能人机交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体视学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专委会、混合智能专委会委员。陕西自动化学会 / 信号处理
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国家
主持国家自然重点问题项目，荣获国家级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石光明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智能人机交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人机交互专委会主任、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等国际期刊编委。主持国家十三五重点专项等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主导创建了智能交互方向，面向自然交互的原理和智能算法，取
得了基于信息熵的交互任务复杂度优化框架、人体运动控制参数的统计建模、自
然交互意图的贝叶斯推理等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史元春
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光电学院和计算机学院博导，北
京市混合现实与新型显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云
计算和大数据国家重点研发专项总体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副理事
长，北京图象图形学学会理事长，北京光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光学工程学会常
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监事，并先后被国际工程光学学会
(SPIE)、英国工程技术学会 (IET)、美国光学学会 (OSA) 和中国光学学会 (COS) 评
选为会士 (Fellow)。

王涌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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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嘉宾

未来峰会

演讲嘉宾 演讲嘉宾

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自动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智能机器
人，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视觉与图象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获发明专利 20 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军队高
层次人才计划学科拔尖人才，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近五年主要从事人机混合
智能与类脑计算、用于脑机接口的非接触脑磁检测技术研究，相关工作得到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课题以及军队相关研究计划课题
的支持。

周宗潭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胡成威，研究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中国人类工效学会复杂系统
人因与工效学分会成员。长期从事空间飞行器空间机器人系统技术、人机操作协
同技术、空间机电热一体化技术、机器人仿真技术、地面试验验证技术等方面研
究工作，参与完成数十项空间飞行器研制任务，主持过多项重大预研项目研发。

组织研发了我国空间站大型机械臂系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在我国首次
实现大型空间机械臂的工程研制，“空间站机械臂在轨智能捕获与操控”项目入
选国家 2017 年度“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国防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奖”等多项科技奖励。

胡成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主要从事智能交互、大数据分析、情感计算等方向，在国内外主要期刊
或会议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研究成果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获奖。先后负责
国家 863 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科
院先导项目、国家发改委项目等重点科研任务。目前担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士和
常务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象图形学会理事兼人机交互专委
主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兼语音信息专委副主任 .

陶建华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孙立宁，博士、教授、博导，何梁何利基金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专家、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机器人与微系
统研究中心主任、先进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副
主任、江苏省先进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国家科技部“十五”、“十一五”、
“十二五”863 计划先进制造领域机器人与微纳制造技术主题专家。主要从事工
业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装备、微纳米操作机器人与装备、医疗与特种机器人的等
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大专项等项目 20 多项，
获国家技术发明 \ 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黑龙江省技术发明 \ 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
发表论文 500 多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0 多项，多项成果实现了产业化。

孙立宁
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48 49

演讲嘉宾

大会嘉宾

未来峰会

演讲嘉宾

王洪波，男，1977 年 10 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全日
制博士毕业。现任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哈工大机器人（中山）
无人装备与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哈尔滨）协同创新研究院
董事长。参与多项国家 / 省科研项目，拥有超过 40 项国家发明专利，创立和参
与创立的公司及新型研发机构超 30 家。

王洪波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梅拉妮·米歇尔是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戴维斯荣誉教授，波特兰州立大学计
算机科学教授。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人工智能系统的概念抽象、类比推理和视觉
识别。 米歇尔在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复杂系统领域著有六本书并发表了大量学
术论文。她是畅销书《复杂》的作者，该书荣获 2010 年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
会科学图书奖。她的最新著作《AI 3.0》是米歇尔耗时 10 年思考，厘清人工智能
与人类智能的全新力作。

Melanie Mitchell
畅销书《复杂》作者、波特兰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复杂系统前沿科学家

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人因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
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宇航学会常务理事兼航天医学工程与空间生物学专委会主
任委员，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复杂系统人因与工效学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智能人机交互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航
天员》主编。国家 973 重大基础专项首席科学家。我国航天医学工程学科、人因
工程学科带头人。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主席，第 16 届、第 21 届 IAA‘’人在
太空‘’国际学术会议主席。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东南大学、武汉大学、北理
工等高校兼职教授、博导。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政协委员。

陈善广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王世海先生在国投招商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负责其管理的先进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投资业务，并担任华东区域的行政负责人。国投招商是
专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团队累计管理基金规模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长
期重点关注的智能制造、汽车、生命科学、信息及通信领域。王先生是创始团队
成员之一，在 2009 年加盟国投创新之前，在中信证券投资银行部门工作，具有
丰富的私募股权投资和资本证券市场工作经验。

王世海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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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威先生是真成投资的创始人 / 管理合伙人，在主管真成投资之前，李剑
威先生担任真格基金合伙人 /CIO，红杉资本副总裁，富达投资副总裁，波士顿咨
询公司咨询顾问。李剑威先生在 2020 年被评为福布斯中国杰出投资人 Top100。

李剑威先生在云计算，企业服务 /SaaS，人工智能，先进制造 / 机器人，
金融科技，网络安全和在线教育等领域有丰富经验。投资组合包括：九号智能
(Ninebot-Segway 689009)， 老 虎 证 券 (NASDAQ: TIGR)， 亿 航 智 能 (NASDAQ: 
EH)，华米科技 (NYSE: HMI) ，罗辑思维 / 得到 APP，小鱼易连，云洲智能，销售易，
长亭科技（被阿里云收购），基调网络（听云），云天励飞，小叶子智能音乐教育，
来画科技，贝丰科技，Tita 和象辑科技等细分行业的领导企业。

李剑威
真成投资管理合伙人

演讲嘉宾

大会嘉宾

未来峰会

中国人民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在北京市科委系统就职超
过 20 年，担任北京市科委系统多个单位和机构负责人，长期从事北京市科技计
划管理和科技金融促进等工作。先后负责孵化器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火炬
计划、国家技术创新基金、国家重点新产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项目管理以及
科技金融工作。2014 年创办金科君创资本以来，主导投资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企业。

管弦悦
金科君创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演讲嘉宾

张朋，男，出生于 1984 年 4 月。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集成
侠平台总经理。毕业于湖南湘潭大学机械工程学院，2008 年加入拓斯达至今，先
后任拓斯达销售工程师、销售科长、区域经理、华南大区总经理等职务。拥有丰
富的运营团队管理经验，以及严谨的运营体系建设及销售体系打造经验。

张朋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达博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机械电子专业，在德国洪堡
大学医疗机器人与计算机手术导航实验室完成博士后工作。目前任北京柏惠维康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3 年至 2005 年在德国洪堡大学医疗机器人与计算机手术导航实验室进行
博士后研究工作，同时在德国 RoboDent 公司从事医疗外科机器人产品开发，学
习了国际医疗外科机器人的先进技术，在管理和市场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05 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将脑外科机器人成
功应用于临床，已经实施 10000 多例手术。

刘达
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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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秀军，京东物流 X 研究部特种机器人部负责人，作为机器人技术与行业专
家，深耕于通信、物联网、大数据、AI、机器人等领域，具备深厚而全面的行业
经验和技术沉淀，在智能机器人科技创新能力打造、核心技术壁垒构建等领域，
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作为特种机器人部负责人，也不断挑战和突破，
围绕场景化方案应用、商业项目孵化、行业战略布局和生态体系构建等多方面，
奠定了京东物流 X 研究部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

姚秀军
京东物流 X 研究部特种机器人部负责人

李庆民，男，汉族，1976 年生，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人 , 北大 EMBA. 现任创
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先后荣获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颁发的
国际经理人认证、工信部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急需
紧缺人才、信息化影响中国 2018 年行业领军人物、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称号。

李庆民
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演讲嘉宾

大会嘉宾

未来峰会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上凯教授 1970 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82 年在该系获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她主
要的研究方向是神经工程学，特别是脑 - 机接口。因在脑 - 机接口中的贡献当
选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IEEE) 和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AIMBE) 的 Fellow。她现在担任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 杂志的 Deputy Editor，还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 等杂志的编委。BCI 脑
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主任。

高上凯
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 年获浙江大学学士学位。1989 年获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硕士。1992
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长聘教授。从事脑机接口研究 20 年，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2014 ～ 2020 连
续七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

高小榕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参会嘉宾

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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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电气仪器控制学部主任、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和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996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仪器科学
与工程系，1996 年至 1998 年在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 年
3 月至今在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作。长期从事人机交互机器人技术的研
究，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国家 973 项目、国家 863 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与面上项目、载人航天 921 项目、科技委创新特区项目、江苏
省科技项目 10 项等重要课题 50 余项。

宋爱国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德国“洪堡”学者。现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副主任、精
密超精密制造装备及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 ( 机械系 )- 西门子
先进工业机器人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是机构学与机器人、先进与智能
制造装备。发表论文 150 余篇，2014-2018 连续五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
学者榜单，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件。共融机器人挑战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刘辛军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会嘉宾

西安交通大学腾飞教授。军工 973 项目专家，国防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国
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委员，国家 863 主题项目首席专家，国家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集成项目负责人。历任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仪器科学与技术系
主任，智能检测与仪器研究所所长。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徐光华
西安交通大学腾飞教授

现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人工智能研究院机器人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
一直从事智能机器人，在动态行走机理、穿戴式机器人、人机耦合系统控制等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取得中国
发明专利授权 31 项、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2 项，部分成果已实现产业化。作为项
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融机器人”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项目、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重点项目等国
家和地方科研项目 20 余项。担任 IEEE RAM、IEEE/ASME TMECH、IEEE TMRB
等 5 个国际期刊编委，发起成立 IEEE-RAS Technical Committee on Wearable 
Robotics 并任 Advisor。共融机器人挑战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王启宁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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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脑机融合智能技术研究所技术总监。2015 年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2001 年和 2007 年在清华大学分别获得生物医学工程学士和博士学位。2008 年至
2015 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神经计算研究所先后任博士后研究员和助理项目科
学家。长期从事神经工程和计算神经科学的研究，研究兴趣包括脑－机接口、生物
医学信号处理和基于脑电信号的脑成像方法。已在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 70 多
篇学术论文，多篇论文发表在生物医学工程和神经工程的顶级期刊上。研究成果
获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论文在 GoogleScholar 中被引用近 2000 次，H-index: 
22。目前担任了 40 余种知名学术期刊的特邀审稿人。近年来参与并主持了多项重
大科研项目，首次提出并开发了高通讯速率脑－机接口、移动式脑－机接口、群体
脑－机接口等多项脑－机接口新技术。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王毅军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无人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从事地面无人作战系统的
总体设计与集成、智能仿生行走、车路系统地面力学、机构原理及其动力学等
技术研究，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科技部智能机器人
“十四五”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
术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秘书；承担科研项目 20 余项，其中与智能机器人
相关的重大国家级项目 8 项，发表论文 31 篇，国家发明专利 63 项。共融机器
人挑战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江磊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无人中心副主任

参会嘉宾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
浦江人才计划获得者，上海大学脑机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连续从事脑机接口技术
及其工程应用研究近 20 年，主要研究运动想象脑机接口解码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BCI 结合 VR 技术在医疗康复领域应用，包括脑卒中患者康复训练系统等。BCI 脑
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杨帮华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自动化系主任，上海市
“曙光学者 "，IEEE Senior Member，担任脑机接口顶级期刊 Journal of Neural 
Engineering 等 6 个 SCl 期刊的副主编或编委。主要研究领域：脑机接口技术，
外骨骼 / 智能可穿戴技术，智能康复 / 辅助 / 增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机器
学习 / 人机混合智能，相关研究成果已在脑机接口领域顶级期刊等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连续 6 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获 2018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第
一完成人），所领衔的项目组获“上海市工人先锋号”。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
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金晶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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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燕山大学康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智能康复及人机
交互”学组委员、河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河北省教学名师，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通讯评审。主要从事脑机接口及智能康复、经颅超声刺激神经调控、神经
肌肉功能耦合、脑卒中功能评价等研究。近年来，在 Neuroimage: Clinical,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Frontiers in neurology 及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编著
教材 2 部，获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省级以上科研项目10余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智能制造重大专项课题1项。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谢平
燕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机电系统与装备研究所
所长，IEEE 高级会员。研究方向为脑机接口、脑控机器人与车辆、智能人机交
互与控制。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17 篇 IEEE 汇刊论文等，主持 4 项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评为北京理工大学首届十佳导师。BCI 脑
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毕路拯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教授

参会嘉宾

华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导，西电 -Xilinx 嵌入式数字综合系统联合实验室负责
人。2004 年 7 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学士学位，2010 年
6 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电路与系统专业博士学位。2012 年 6 月晋升为副教授。
2018 年晋升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脑机混合智能、脑机接口与深度学习
（EEGNet）、深度学习与弱小目标检测（xNN）、3D 成像、嵌入式深度学习、
图像与视频压缩处理、VLSI 电路设计、目标跟踪以及智能信号处理算法的实现技
术 (DSP&FPGA) 等方面。在国内外会议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申请 / 授权专利
20 余项。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事专家委员会成员。

李甫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山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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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布局图

【论坛一】二层会议室 AB
  第一届机器人产业链峰会

WRC2021 机器人的新发展

第一届机器人产业链峰会

【论坛二】二层会议室 AB
  民爆企业与机器人企业对
   接会（闭门会议）

WRC2021 机器人的新应用

【论坛三】二层会议室 DE
   医疗机器人创新发展专题论坛

【论坛二】二层会议室 C
   智慧医疗与康养专题论坛

【论坛五】二层会议室 DE
   服务机器人热点与突破、
  应用和落地专题论坛

【论坛一】二层会议室 AB
   特种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专题论坛

【论坛四】二层会议室 DE
   智慧农业机器人专题论坛

【论坛一】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先进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交流专题论坛

WRC2021 机器人的新风向

【论坛三】二层会议室 C
   水下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专题论坛
【论坛四】二层会议室 C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专题论坛 

【论坛二】二层会议室 C
   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引领者青科论坛 

【论坛一】
   中国—东盟智慧产业论坛（闭门会议）

WRC2021 机器人的新机遇

【论坛三】
   中俄机器人产业合作论坛（闭门会议）
【论坛四】
   中日机器人与智慧健康论坛（闭门会议）

【论坛二】
   中以机器人学术交流及产业合作座谈会（闭门会议）

WRC2021 机器人的新发展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1:40-13:30 自助午餐及休息

09:00-09:05 领导致欢迎辞 赛迪研究院领导

09:05-09:10 领导致辞 工信部相关司局领导

10:00-10:10 产业链合作战略签约仪式 签约企业

10:25-10:40 许礼进，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0:40-10:55 王    群，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

10:55-11:10 顾京君，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11:10-11:25 庹   华，珞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11:25-11:40 韩    辉，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3:30-16:30 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闭门会议

10:10-10:25

主旨报告

曲道奎，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09:10-09:30 院士主旨演讲 谭建荣，中国工程院院士

09:30-09:45 行业专家演讲 王田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

09:45-10:00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应用
白皮书发布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
路促进中心）、国家机器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时        间： 2021 年 9 月 12 日  9:00-16:3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AB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

                      国家机器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论坛二】二层会议室 DE
“投创之星”机器投融资路演活动 
【论坛三】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AI3.0 ▪新商机▪新生态专题论坛

WRC2021 机器人的新融合

【论坛四】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交叉学科视角下智能社会的法律与生活专题论坛

【论坛一】二层会议室 DE
   智能服务机器人生态协同与产教融合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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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6:30-17:00 互动交流

14:00-14:30 致欢迎辞

14:30-14:50 《建筑机器人与智能建造技术》 李铁军，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14:50-15:10 《警用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与发展思考》 李    剑，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特种警用装备部副主任

15:10-15:30 《自主移动作业机器人关键技术及应用》 张伟民，北京理工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5:30-15:50 《巡检机器人的应用与发展》 张树生，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兼副总工程师

15:50-16:10 《三维全地形特种机器人研发与转化》 袁建军，上海机器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上海大学教授

16:10-16:30 《特种机器人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分析》 陈晓东，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
                  联合创始人

时        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14:00 - 17:0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AB

指导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承办单位：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

论坛主席：陈晓东，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联合创始人

论坛主持：刘    莹，中关村融智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特种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专题论坛 智慧医疗与康养专题论坛

14:00-14:15

14:35-14:55

14:15-14:35

14:55-15:15

15:35-15:55

15:55-16:15

16:15-16:35

15:15-15:35

16:35-17:15

致欢迎词

探索未知，塑造智慧机器人手术新时代

破解智能穿刺输液的世界难题

《2021 全球脑科学前沿应用白皮书》发布

智慧医疗天空专线

医疗机器人产业平台建设思考

智慧共享 - 医疗器械产业园的创新与变革

医疗健康机器人产业发展

圆桌讨论：智慧医疗与康养产业的变与思

刘    雨，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集团首席商务官

柳    絮，伏羲九针联合创始人

中国电子学会、众诚智库、伏羲九针联合发布

赵    亮，杭州迅蚁首席运营官

华熙凤，青岛高新区高级招商总监

张晓娜，众诚智库副总裁

李学威，沈阳新松医疗与服务机器人事业部总经
                  理、鞍山新松智慧医疗科技公司总经理

主持人：张晓娜
参与者：青岛高新区
         冯     娜，山东立菲生物 3C 平台总监
         李学威，沈阳新松医疗与服务机器人
                           事业部总经理

时        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14:00 - 17:15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C

承办单位：众诚智库咨询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伏羲九针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论坛主席：柳    絮，伏羲九针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论坛主持：张晓娜，众诚智库咨询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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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器人创新发展专题论坛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2:30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未来展望

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创新探索

骨科手术机器人在骨盆骨折中的应用

骨科手术机器人在颈椎手术中的应用

对话嘉宾
        侯增广，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石镇山，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常委副所长
        医院代表
        医疗装备生产企业代表

第三阶段 主旨发言

第四阶段 圆桌对话

田     伟，中国工程院院士

朱     悦，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

孙大辉，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教授

沈洪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教授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主持人：吴新宝，教授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主持人：段星光，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智能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09:30-09:35

10:00-10:30

09:40-09:45

09:50-09:55

09:35-09:40

09:45-09:50

09:55-10:10

致 辞

两部委“创建骨科手术机器人应用
示范中心”项目总结及仪式

致 辞

致 辞

致 辞

致 辞

致 辞

田    伟，院士  北京积水潭医院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领导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领导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领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

第一阶段 开幕式

第二阶段 两部委项目总结

主持人：蒋协远，教授  北京积水潭医院

时         间：  2021 年 09 月 11 日  09:30-12:3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DE

承办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北京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席：田    伟，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坛主持：吴新宝，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

                      蒋协远，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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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2021 机器人的新应用

智慧农业机器人专题论坛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4:00-14:05

14:05-14:20

14:20-14:35

14:35-14:50

特邀嘉宾致开幕辞

特邀报告：“一带一路”农业遥感智能监测

主题报告：
智慧农业绿色技术助力康养创新发展

自动行走、智能行走、无人行走：
地面农机装备发展的三个阶段

安道昌，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秘书长

艾克拜尔·伊拉洪，新疆农业大学教授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 院士

高万林，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
                  重点实验室 主任

庞春霖，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秘书长

14:50-15:05 智慧农业机器人产业现状及未来发展
趋势探讨 陶     伟，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时         间：2021 年 9 月 11 日  14:00 - 18:0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AB

指导单位：科技部火炬中心、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承办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智慧农业工作委员会、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全国孵化联盟、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北京虚实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邦（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

论坛主席：高万林，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重点实验室 主任

论坛主持：王晓利，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全国孵化联盟  秘书长

                      张金玉，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智慧农业工委 常务副秘书长

                      智慧神农，AI 数字员工（智慧农业代言人）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5:05-15:20 大疆精准农业的应用 马    祯，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

15:20-15:35 健康油莎豆产业项目专题报告 于丽敏，新疆天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博士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7:00-17:10

17:55-18:00

17:10-17:40

17:40-17:55

农业专用芯片研制与集成应用

AI 虚拟机器人应用助推农业智能

互联网 + 智慧农业健康农产品

2021-2022 智慧农业机器人大赛启动仪式

致闭幕辞

圆桌会议：
智能时代下的农业发展新机遇

创新成果展演

吴德华，北京智农核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游小游，北京虚实科技有限公司 AI 数字员工

李东军，亮剑铸犁绿谷健康俱乐部 项目经理

张玉祥，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部 部长

高万林，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智慧农业工委 理事长

安道昌，中国技术创业协会 秘书长
艾克拜尔 • 伊拉洪，新疆农业大学教授、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 院士

张金玉，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智慧农业工委 
                  常务副秘书长

15:35-15:50 基于云平台的农业机器人研制及农业
可持续产业发展 张秀霞，北方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6:35-16:50 科技志愿服务 -- 健康农产品
科普兴农项目

张晓丽，绿色硅谷（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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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2021 机器人的新应用

服务机器人热点与突破、应用和落地专题论坛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4:00-14:15

14:15-14:45

14:45-15:15

15:15-15:45

16:15-16:45

15:45-16:15

16:45-17:15

17:15-17:30 

柏乡县投资环境推介

智能养老护理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发展思考

服务机器人产业的质量评价与提升路径

教育先行，助力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落地

探索未知——塑造中国机器人智能
手术新时代

机器人服务矩阵在智慧场景中的深度应用

巨变之下机器人行业的投资机会

自由交流

徐艳刚，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殿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科技部“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总体
                  专家组副组长

黄慧洁，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上电科学科带头人

李晓明，优必选科技高职校教育解决方案部总经理、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    雨，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首席商务官、
                 易达医（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CEO

史文华，上海云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

石东华，上海索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时         间： 2021 年 9 月 12 日  14:00 - 17:3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DE

主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服务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产业联盟

论坛主席：周京明，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服务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产业

                                        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论坛主持：周京明，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服务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产业

                                        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WRC2021 机器人的新风向

先进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交流专题论坛

时  间 演讲主题

09:00-09:45 全体会议（A 会议室）

09:55-16:50 分组会议 1（A 会议室）

第一阶段：机器人系统与应用 

09:10-9:45 快速运用机器控制器、使用人工智能和计划技术制造 Weiwei Wan，日本大阪大学教授

09:55-10:10 对嫦娥四号月球车休眠与唤醒控制策略的研究

10:10-10:25 光电镊子对微型物体的非接触式大规模平行操作

10:25-10:40 对磁性纳米粒子形成的微型机器人集群的精确控制

10:40-10:55 基于电磁驱动的半柔性鳍游泳机器人

10:55-11:10 用于动物房舍防疫和消毒的喷雾机器人的开发和测试

11:10-11:25 基于蓝牙技术的室内定位系统的开发

09:00-9:10 开幕致辞：张    宏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时         间：2021 年 9 月 11 日

地         点：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IEEE 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  

大会联合主席：Kazuhiro Kosuge，香港大学讲席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变革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主任、 

                                                                         2020 年 IEEE 副主席

                                席    宁，香港大学讲席教授

程 序 委 员会主席：张    宏，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程序委员会联合主席：高上凯，清华大学 教授

                                             王志东，日本千叶工业大学教授 

论坛主持：张    宏，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王志东，日本千叶工业大学教授  



70 71

WRC2021 机器人的新风向

先进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交流专题论坛

时  间 演讲主题

第二阶段：学习

第三阶段 医疗机器人 

第四阶段 机器人设计与应用 

11:30-11:45

14:00-14:15

15:35-15:50

11:45-12:00

14:15-14:30

15:50-16:05

16:05-16:20

12:00-12:15

14:30-14:45

12:15-12:30

15:00-15:15

12:30-14:00 

14:45-15:00

15:15-15:30

用双子六自由度平行机器人进行机器人装配的示范方法的学习

对三维血管模型中铁流体液滴机器人的精确控制

微型柔性手术机器人的设计与分析

ATFVO：用于单眼视觉轨迹测量的具有光流特征的注意力张量压缩 LSTM 模型

利用可变阻抗控制对超声引导的机器人辅助手术进行视觉优化

用于船体清洁的 WL-I 车辆设计和建模

基于拓扑和参数化的三角形并行机器人臂的多目标优化

TSD: 用于透明物体的阴影检测的新数据集

基于 Wi-Fi 视频传输模块的五自由度胶囊内窥镜技术

用于刚性 / 柔性混合关节机器人操作手、基于自适应神经网络的虚拟分解控制

基于微振动、用于血管内介入应用导丝的减摩评估

午餐

使用深度神经网络在无线胶囊内窥镜（WCE）检查中开展实时息肉检测和分割

眼科手术机器人的改进设计和动态分析

时  间 演讲主题

第一阶段：生物医药领域中的机器人学和图片引导：技术进展与应用（OS）

第二阶段 新一代无人水下运载工具系统与人工智能技术（OS）

全体会议 
主旨报告

16:35-16:50

16:20-16:35

17:00-17:55

09:55-10:10

10:25-10:40

10:55-11:10

18:00-18:20

10:10-10:25

10:40-10:55

11:10-11:25

11:30-11:45

11:45-12:00

12:00-12:15

12:15-12:30

事件触发、用于多代理一致性的全局自适应动态编程

新型可重构闭链式机器人腿部的设计与分析

人机协作时代：深海探索 Oussama Khatib, 斯坦福大学

主动接触物理治疗系统

基于双平行四边形机制的立体定向生物打印原型的运动学分析

基于卡尔曼滤波运动状态估计的稳定双目视觉跟踪

颁奖仪式及闭幕式

膝关节置换导航的两阶段点云注册方法

用超级像素分割进行肛门中心检测

双目红外相机的三维空间定位

基于 STAR-CCM+* 的旋翼式无人机 / 水下航行器垂直出水的仿真研究

基于机器视觉系统的鱼苗自动计数算法

一种用于小型自主水面和水下航行器的水下综合导航方法

自主潜航器对接的无偏移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

09:55-11:25 分组会议 2（B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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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2021 机器人的新风向

先进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交流专题论坛

时  间 演讲主题

第三阶段 控制与计划 

第四阶段 系统设计与分析 

14:00-14:15

14:15-14:30

15:35-15:50

14:30-14:45

15:50-16:05

14:45-15:00

16:20-16:35

15:00-15:15

16:05-16:20

16:35-16:50

由两个内部集群的三相运动而驱动的振动驱动系统的平面运动分析和控制

利用操纵器对柔性悬臂梁进行振动抑制和柔性控制

用于自适应巡航系统批量生产的三种期望加速度计算方法的综合比较

基于逆动力学、用于柔性链路机器人尖端跟踪的参数适应性的控制

通过自适应事件触发进行随机系统的故障检测

基于模型预测的钢箱梁检测机器人抗滑移路径跟踪算法

网络环境中线性随机系统的故障检测

基于改进的蚁群优化算法的磁力吸附机器人检测钢塔 TSP 问题求解方法

基于混合预测模型的镁合金间隙控制器的仿真与应用

基于 Q-Learning 的服务质量公平保证调度算法

15:15-15:30 自主潜航器的实验动力学识别及用修正模型作参考的自适应控制器设计

机器人技术创新与引领者青科论坛 

14:00-14:30 生命启发机器人导航定位与协同控制 刘连庆，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究员、机器人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5:00-15:30 机器人操作技能学习初探

14:30-15:00 手康复机器人设计、感知与控制 程    龙，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15:30-16:00 智能化骨折复位机器人研发 王    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罗森伯特机器人创始人

16:00-16:20 商业场景下通用服务机器人底盘的应用 黄珏珅，思岚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16:20-16:50

16:50-17:10

17:10-17:30

基于变胞思想的机器人构型创新设计

人机协作的智能化探索与应用

与人共融智能机器人将如何增强人类生活

李端玲，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郑建峰，天津牛耳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

霍智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智能制造技术 
                  研究所市场营销中心总监

时         间：2021 年 9 月 11 日 14:00—17:3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C

承办单位：《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杂志社

联合主席：宋    锐，山东大学控制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      

                      王    伟，《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杂志副主编

论坛主持：王    伟，《机器人技术与应用》杂志副主编

宋    锐，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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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专题论坛

时         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08:30 – 12:0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C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荣誉主席：封锡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联合主席：李智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冀大雄，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副教授

论坛主持：李智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

                      冀大雄，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副教授

08:30-09:00

09:00-09:30

11:30-12:0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秦洪德，哈尔滨工程大学

宋士吉，清华大学

张奇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葛    彤，上海交通大学

谢广明，北京大学

张    鑫，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李铁风，浙江大学 

水下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及技术挑战

深海机器人及其智能技术

深海机械手技术与应用

海龙精工—深海水下无人潜水器及
水下无人作业技术

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机器鱼姿态保
持控制研究

基于 ROV 机器人的深海探测技术体
系构建与科学应用

Self powered soft robot in the Mariana 
Trench：Mechanics and system design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WRC2021 机器人的新风向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专题论坛

13:30-14:10 curriculum learning 在阿里文娱大脑
北斗星的实践  蔡龙军，阿里大文娱技术总监

15:00-15:10 互动讨论

14:20-15:00 对话机器人用户体验提升上的深度思考 韩     伟， 58 同城 TEG AI Lab 智能问答部负责人、
                  58 同城算法高级架构师

15:10-15:50 人工智能在工业的应用分析 卢亿雷，白海科技创始人兼 CEO

15:50-16:00

16:00-16:40

16:40-16:50

16:50-16:55

14:10-14:20

互动讨论

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交易所的建设思考

互动讨论

总结

互动交流

张涵诚，百度数据交易专家

唐    川，ITPUB China unix 总经理

时         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13:30 -16:55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C

承办单位：北京盛拓灵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论坛主席：唐    川，ITPUB China unix 总经理

论坛主持：卢    敏，ITPUB 副总编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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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2021 机器人的新融合

智能服务机器人生态协同与产教融合专题论坛

时         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13:30 – 17:0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DE

承办单位：特斯联科技集团

联合主席：孙富春，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Fellow

                       孙    贇，特斯联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

论坛主持：陈观养，特斯联科技集团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

13:30-13:40

13:40-13:55

13:55-14:10

14:10-14:40

孙富春，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IEEE Fellow

欧勇盛，科技部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总体组
                  专家、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中科院博导

嘉宾致辞

疫情服务机器人的研究与进展

低成本的室内外导航技术研究与应用

圆桌论坛 : 智能服务机器人，未来城
市超级入口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主持人：孙    贇，特斯联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 
      张志斌，英特尔中国战略合作与创新业务总监
      赵    宇，恒基中国技术总监，
                        恒基星皓科技联合创始人
      彭    征，广州共生形态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
                        总设计师 
      班金玉，保利物业北京公司副总经理

14:40-14:55

15:50-16:05

14:55-15:10

刘    明，香港科技大学智能驾驶中心主任，
                  机器人与多感知实验室主任

吴成东，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院长

安向京，前国防科技大学无人系统研究所副所长，
                  博士生导师

低速无人驾驶的技术与应用

智能机器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智慧物流与无人驾驶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5:10-15:20

16:35-16:50

16:50-17:00

泰坦星球计划发布

战略合作签约

论坛总结

15:20-15:50

16:05-16:35

圆桌论坛 : 泰坦星球，机器人“超脑”
生态平台 

圆桌论坛 : 新格局下，产教融合的战
略布局与思考 

主持人：陈观养，特斯联科技集团机器人事业部 
                                   总经理
      刘    明，香港科技大学智能驾驶中心主任，
                        机器人与多感知实验室主任
      安向京，前国防科技大学无人系统研究所
                        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李    凯，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王    军，腾讯云通信副总经理

主持人：陈观养，特斯联科技集团机器人事业部 
                                   总经理
      吴成东，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院长
      欧勇盛，科技部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总体组
                        专家、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中科院博导
      聂    强，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校长
      唐以志，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  社长 /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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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9 月 12 日上午 09:00-12:50

地         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C 馆二层会议室 DE

主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电子学会嵌入式系统与机器人分会、中关村智友天使研究院、投资家网

协办单位：北京微金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达晨财智、毅达资本、君联资本、创东方投资、

                       同创伟业、赛富投资基金、朗玛峰创投、东方富海、启赋资本、松禾资本、IDG 资本、

                       雅瑞资本、鼎晖投资、启明创投、德同资本、启明创投、北极光创投

“投创之星”机器投融资路演活动

时  间 内容

12:40-12:50

09:00-09:10

09:10-09:20

09:20-12:40

总结交流

主持人开场
安     冉，中关村智友天使研究院创业导师中国电子学会嵌入式系统与机器人分会秘书长

嘉宾开场致词
王田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天使研究院院长

企业依次路演、每家企业 20 分钟，其中路演 10 分钟 + 互动点评 10 分钟，
中场休息十分钟（专家点评 + 互动问答）
工业协作机器人控制器项目
移动机器人高维度复杂环境运动规划项目
服务机器人机器学习项目
医疗机器人技术中台项目
AGV 小车及 AMR 机器人项目
工业 EFALS 全自动上线系统项目
高端芯片封装设备项目
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及二次开发平台项目
量子精密传感及医疗应用项目
未来社区智能服务机器人

WRC2021 机器人的新融合

AI3.0 ▪新商机▪新生态AI3.0 ▪新商机▪新生态专题论坛

时         间：2021 年 9 月 12 日  14:30-16:20

地         点：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承办单位：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论坛主席：韩    焱，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论坛主持：韩    焱，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时  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单位

14:30-14:35

14:35-14:45

14:45-15:00

15:00-16:15

开场致辞

AI3.0 时代会给中国带来的新机遇

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未来

圆桌讨论
主题一：自动驾驶发展与
                 人工智能的变革
主题二：人工智能的现状与未来
                  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实践
主题三：面向智能未来的人才与科研 
                  生态自由问答

韩   焱，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飞跃，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知远 ，智源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

主持人：韩    焱，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晓晖，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总裁
        吴甘沙，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 CEO
          梅拉妮 • 米歇尔，圣塔菲研究所戴维斯荣誉教授，
                                            波特兰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王飞跃，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知远，智源研究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副教授

16:15-16:20 论坛总结 韩     焱，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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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C2021 机器人的新融合WRC2021 机器人的新融合 WRC2021 机器人的新机遇

国际合作论坛交叉学科视角下智能社会的法律与生活专题论坛

* 注：专题论坛具体日程以现场为准

时         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地         点：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官方网站（线上直播）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委会

协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学部科技与法治研究支撑中心

论坛主席：张    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委会主任

论坛秘书长：刘    朝，中国科学院大学公管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副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论坛主持：李    晟，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人工智能法专委会委员

议题一：人机共存的法律与社会问题

议题二：智能社会治理与安全

议题三：智能社会的科技伦理

议题四：人机共存的生活品质与秩序

议题五：智能社会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

论坛议题

9 月 11 日 09:00-11:30 闭门会议

闭门会议

闭门会议

闭门会议

14:00-16:00

09:00-11:30 

14:00-16:30 

9 月 11 日

9 月 12 日

9 月 12 日

中国—东盟智慧产业论坛

中俄机器人产业合作论坛

中日机器人与智慧健康论坛

中以机器人学术交流及产业合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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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概览

共 享 新 成 果
Inject Momentum and Share Results

to Build a Win-win Collaborative Society
共 注 新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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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布局图 博览会展区介绍

A 馆：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物流机器人展区

展示机器人本体（多关节机器人、协作机器人、DETAL 机器人、SCARA 机器人等）、

核心零部件（控制器、减速机、伺服电机、传感器等），行业应用的集成解决方案，

物流机器人、AGV、无人仓储等。

B 馆：服务机器人展区

展示商用机器人、家用机器人、医用机器人、消杀机器人、配送机器人、养老助

残机器人等，展现服务机器人在更多场景下的应用，如导引、迎宾、配送、政务服务、

健康护理、情感陪护、家庭清洁、娱乐等。

D 馆：特种机器人展区

展示巡检机器人、爆破机器人、矿山机器人、水下机器人、消防机器人，四足机

器人等，重点展示特种机器人在军用、安防、排爆、消防、水下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1层

2层

3层1层    ■ 序厅 : 一流展品

           ■  A 馆：工业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

                               物流机器人展区

           ■ B 馆：服务机器人展区

           ■ D 馆：特种机器人展区

           ■ E 区：自动驾驶汽车接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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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平面图

AB 馆展位平面图

展位平面图

D 馆展位平面图

2021 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AB 馆平面图 2021 世界机器人博览会 -D 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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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序厅）

脑控 序厅展位号

展品简介

脑机接口“神聊”系统是一款多人群体脑 - 机接口对话系统。该系统能够支持最多 20 名使用者通过脑电
信号同屏对话，是目前世界上同时支持使用人数最多的单一脑 - 机接口交流系统。神聊系统依托于北京邮电大学 -
清华大学联合研发。

国产无线脑机接口系统采用自主研发的高精度脑电采集芯片，首次实现了脑电采集芯片的国产化替代，性
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系统具备 8 通道脑电采集、无线 WIFI 数据传输、外部事件同步等功能，可拓展性强、
应用领域广。

团队介绍
脑控团队由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江苏集萃脑机融合智能技术研究所组成。
清华大学神经工程实验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脑机接口研究，是国内最早探索脑机接口领域的团队。成

员包括高上凯教授，高小榕教授，王毅军教授，杨晨等。发明了世界三大主流脑机接口范式之一的 SSVEP（稳
态视觉诱发电位），该范式创造了脑机接口最高速率。杨晨毕业后加入北京邮电大学智能信息网络与电磁兼容
实验室，与清华联合研发出“神聊”系统。

江苏集萃脑机融合智能技术研究所是一家专注于为教育娱乐、医疗健康、安防等行业 , 提供技术领先的脑
机融合智能技术关键模块和解决方案的研发型企业。我们的产品有半导体忆阻器类脑芯片、神经电极传感器、
微弱电信号传感集成电路、脑电大数据等等。

外骨骼 序厅展位号

展品简介

CEXO-T1    负重外骨骼
CEXO-T1 可将外骨骼自身及背部压力传导至地面，背起一台冰箱如同背一台笔记本电脑，对于没有电梯的

老旧小区，可大大减轻大宗货物送货上门的负担。提高人类体能极限，可在消防，军工等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公司介绍
北京铁甲钢拳科技公司是一家以科技研发为驱动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耕外骨骼领域。外骨骼系统是

一种穿戴型机器，通过增加人体力量来提高生产效率。
基于实际使用场景，外骨骼装备可以为身体提供额外助力及防护。主要应用场景有：物流搬运分拣，军工，

工业生产，以及所有重体力劳动场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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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序厅）

四足机器人 序厅展位号

展品简介
绝影 X20 是中国首款基于行业应用真实反馈完成产品革新的智能机器狗，它具备全天候作业、强劲负载与

扩展空间、自主充电、全场景覆盖、强劲算力与精准感知等特点；面向行业应用中的多变环境和高层级需求，
绝影 X20 将提供更高效、智能的解决方案。

公司介绍
杭州云深处科技（DeepRobotics）掌握四足机器人运动控制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自

主研发的“绝影”系列机器人在国际同类产品中已经达到先进水平。
云深处科技已同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为、中电海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广联达等企业开展长期深度

合作，在电力巡检和建筑工地等场景沉淀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此前已成功实现一条机器狗覆盖 2 万 5 千平米变
电站巡检。

公司介绍
大连新次元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仿生人形机器人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尖端

科技企业，也是智能仿生人形机器人技术从实验室研发走入人类社会应用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公司产品主要涉
及人形机器人研发、智能表情控制、人机情感交互等。公司致力于将仿生人形机器人 360 度融入社会、生活、
行业的方方面面，同时赋能产业智能升级。为人类打造趋于克隆的新世界。

类人型机器人 序厅展位号

展品简介
仿生人形机器人是模仿人的外观形态和行为而设计制造的智能化服务机器人，结合仿真人外观工艺、机械

工艺、人工智能技术等的独创技术，精准还原影视明星、历史名人的外观形象和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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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A 馆）

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聚区（以下简称“三龙湾））是近年来佛山市委市政府极力打造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是佛山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广佛极点建设的重要抓手。2021 年 2 月，《佛山三龙湾高端创新集
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20—2035 年）正式由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三龙湾成为佛山参
与大湾区建设的省级重要平台。

三龙湾核心区面积 130 平方公里，横跨佛山禅城、南海、顺德三区五镇最具发展潜力片区，毗邻广州，与
广州南站一桥互联，位于广佛同城发展核心区域。范围覆盖中德工业服务区和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打
造国际化营商环境，重点推动与港澳和欧洲的合作。

北京铁甲钢拳科技公司是一家以科技研发为驱动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耕外骨骼领域。外骨骼系统是
一种穿戴型机器，通过增加人体力量来提高生产效率。

基于实际使用场景，外骨骼装备可以为身体提供额外助力及防护。主要应用场景有：物流搬运分拣，军工，
工业生产，以及所有重体力劳动场景等。

中德机器人创新区

北京铁甲钢拳科技有限公司

A101展位号

A103展位号

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SRT）是以软体机器人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型科技公司，研发人员来自美国
哈佛大学、美国东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高校。公司致力于软体机器人技术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推
广和应用，为客户提供简易、可靠的复杂产品柔性抓取解决方案，持续为用户创造可观价值。SRT 基于软体机
器人技术推出了柔性夹爪系列产品，柔性夹爪可解决不同尺寸、形状以及易损工件的抓取问题，尤其适用于食
品分选、3C、工装治具以及多品类物品综合包装分拣环节。

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由上市公司一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名称：大族激光，
股票代码：002008) 投资组建，是在大族电机机器人研究院 100 多人的团队基础上孵化而成的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致力于智能机器人在工业、医疗、物流、服务等领域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成为智能机器人时代的
全球领导者。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大族激光全球智能制造中心，在德国和中国天津拥有子
公司。团队成员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顶尖机器人行业专家，助力公司成为世界领先的机器人行业标杆。

公司秉承“领先、快速、服务、分享、激情、积极、好奇”的企业价值观，以“用机器人技术为人民服务 "
为使命，基于十多年的电机、伺服驱动和运动控制经验，掌握了智能机器人的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开发的六自
由应和七自由度协作机器人，技术全球领先，具有世界核心竞争力。公司紧密把握市场需求，积极研讨新技术，
开展机器人在各种细分市场的应用开发，深入推进协作机器人事业。

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

A104展位号

A105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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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

2016 年 9 月，由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智能制造核心团队与南京市江北新区共同发起成立了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工商注册名称“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研究所（公司）

主攻虚拟工厂的设计、高端装备的研制与可制造执行系统开发等三大方向。面向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领域，通过

制造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探索产学研合作机制，致力于突破智能制造相关领域关键与共性技术，培养高层次

人才，开发高新技术，孵化高技术企业。

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A106展位号

工业互联网创新展区

卡奥斯 COSMOPlat 是海尔集团基于“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和“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致力于为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提供全场景的数字化、智能化、定制化解决方案，构建“大企业共建、小企业

共享”的产业新生态。“卡奥斯”的名字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元始之神”，寓意在混沌中创造新生。成立

以来，卡奥斯 COSMOPlat 持续投入科技创新与平台能力建设，赋能范围已覆盖 15 个行业大类、全国 12 大区

域，并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推广复制。

   作为工业互联网领域首个独角兽，卡奥斯 COSMOPlat 连续两年入选国家工信部“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

联网平台”，先后揽获中国管理科学奖、德国工业 4.0 奖、中国工业大奖，为世界贡献两座灯塔工厂，牵头或

参与制定 40 余项国际、国家标准，并受邀参与欧盟 GAIA-X 计划，用工业互联网推动全球产业变革。

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四维实景地图、工业无人机、全自动机场、物联

网云平台为载体，融合多元传感器，为行业级用户提供“机、网、云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为智慧电网、油

气管网、应急管理、智慧城市等领域提供天地联动四维全息管控平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工业互联网创新展区 A107展位号

海尔卡奥斯物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为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18 年 11 月 1 日，经中央编办批准，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简称工联

院）正式成立。主要职责是承担工业互联网相关的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和标准研究，标识解析体系和网络、

平台、安全体系建设，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2019 年 12 月 23 日，中央编办批复我院加挂工业和信息化部密

码应用研究中心牌子，相应增加工业和信息化行业密码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研究、标准制定、安全性评估及相

关的检测认证、人才培养和宣传培训等职能。

A107展位号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北京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6 97

工业互联网创新展区 A107展位号

展商信息

华龙讯达向业界展示工业互联网 + 数字孪生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华龙讯达是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落地的创新
先锋，木星数字孪生平台综合运用 5G、数据采集、边缘计算、工业物联网、数据中台、智能控制等技术，呈
现在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石化、医药、烟草等行业成功落地的方案应用案例，
携手合作伙伴共创生态，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化、工具化、生态化数字孪生技术体系，
助力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实践及发展，助力新基建，助力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共建万物互联新生态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是我国工业企业研发信息化领域的领先者、新型工业品研制者、
企业仿真体系和精益研发体系创立者，在国内 PLM、虚拟仿真及先进设计领域处于龙头地位。2015 年开启了
公司新的发展战略 : 从“工业软件及服务提供者”走向“新型工业品研制者”，致力于工业软件开发、先进设
计与制造体系研究和智慧工业体系研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一研究所始建于 1963 年，所本部现有员工 600 余人，其中科技人员 300 余
人，获政府津贴专家 20 余人。2008 年，经国家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黄浦所区和青浦所区正在有序发
展中，逐步形成集科研、生产、科创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型公司。

按照集团公司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于 2019 年 5 月成立了中电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新兴
产业的发展，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结合国有资本金项目建设，持续加大智能装备产业技术、资金
投入，先后在机器人电动关节、轻量型多关节机器人、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核心部件及
工业机器人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其研发成果在高端数控机床、3C 行业自动化生产线、行军负重，助
残助老、航空航天设备、运输等项目中得到成功应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A109展位号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三研究院 A108展位号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三研究院成立于 1961 年，是目前我国集预研、研制、生产、保障于一体，
配套完备，门类齐全的飞航技术研究院。三院共有直属单位 34 家，包括 6 个总体单位和 10 个研究所， 15 个
全资及控股公司，以及 2 个综合保障单位。

三院承担了国家 16 个重大专项工程 7 个重大专项的研究任务。其中，作为总体单位，承担了某科技工程
的技术抓总和研究工作，技术水平跨入国际先进行列。参与载人天、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专项任务。三院先后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励近 1400 项，其中国家科学进步特等奖 8 项，一等奖 14 项，国防科技进步特等
奖 10 项。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多型产品参加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和建军 90 周年沙场阅兵。

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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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

京东集团 2007 年开始自建物流，2017 年 4 月正式成立京东物流集团，2021 年 5 月，京东物流于香港联
交所主板上市。京东物流是中国领先的技术驱动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及物流服务商，以“技术驱动，引领全球高
效流通和可持续发展”为使命，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供应链基础设施服务商。

京东物流建立了覆盖全国、触达全球的六大物流网络，通过坚持不懈的物流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推出
211 限时达、千县万镇 24 小时达等服务，重新定义物流服务标准。2017 年全面对外开放，到 2020 年服务企
业客户数超过 19 万，针对快消、服装、家电、家具、3C、汽车和生鲜等多个行业，推出了一体化供应链解决
方案。京东物流始终重视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利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底层技术，
实现了服务自动化、运营数字化及决策智能化。

SMC 是世界知名的气动元件制造商，公司成立于 1959 年，总部位于日本东京。
起初，SMC 是一家以粉末冶金法制造“烧结金属工业过滤器”滤芯为主的公司，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

与创新，SMC 的产品种类逐渐丰富，并依靠优秀的品质得到了无数用户的信赖。如今 SMC 已发展成一家全球
规模的气动行业领军企业，公司早期设立的名称“SMC”(Sintered Metal Company，意为“烧结金属公司”)
由于已在世界享有多年盛誉而被沿用至今，成为了全球统一的公司名称。

京东物流

SMC 自动化有限公司 

A202展位号

A203展位号

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化是机器人技术、机械自动化和数字化服务的开拓者，致力于为汽车、电子、物流
等各行各业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作为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及机械自动化技术提供商，ABB 已经交付了超过 50
万套机器人解决方案。我们致力于帮助不同规模的客户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柔性，简化生产流程，改善产
品质量，助其走向互联、协作的未来工厂。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化拥有超过 1.1 万名员工，遍布于全球 53
个国家、100 多个地区。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A206展位号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A207展位号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简称：YSR)，前身为首钢莫托曼机器人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工业机器人的销售、
系统设计制造及售后服务，经营的 MOTOMAN 机器人年产量居世界前列，广泛应用于弧焊、点焊、涂胶、切割、
搬运、码垛、喷漆、科研及教学等领域。公司以北京总部为中心，先后成立上海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并在武
汉、重庆、长春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服务机构，可根据用户需要设计制造完整的机器人应用系统，承接交钥匙工
程，为用户提供完备的备品备件、系统的技术培训以及全面的技术支持。客户遍布汽车、摩托车、家电、烟草、
陶瓷、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冶金、物流、机车等行业。近年来，公司产品在食品、IT、医疗、节能环保以及
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应用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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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松”）成立于 2000 年，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器
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作为国家机器人产业化基地，新松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品线及工业 4.0 整体
解决方案。现拥有 4000 余人的研发创新团队，形成以自主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
方案为一体的全产业价值链。  新松成功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移动机器人、
特种机器人、医疗服务机器人五大系列百余种产品，面向智能工厂、智能装备、智能物流、半导体装备、智能
交通，形成十大产业方向，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物联新模式。产品累计出口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 3000
余家国际企业提供产业升级服务。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HRG）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 以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方式，推进机器人及相关智能装
备领域的技术研发服务，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了面向机器人及相关智能装备领域
的研发机构集群。

HRG 秉承“聚天下力，争世界先”的发展理念，依托研发机构集群的建设，通过联合研发、委托研发、
自主研发，构建面向产业的创新研发服务体系。目前，HRG 已拥有一支由院士、长江学者等专家领衔、规模
逾 1200 人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成了涵盖全链条、全要素的技术创新体系；已申报专利 2200 余项，其中
授权专利 1300 余项，每年新增专利 300 余项；已研发和推出 30 余类、200 余种产品；在智慧工厂、工业机
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文旅机器人、医养康助机器人以及产教融合等方面形成了产业集聚和协同共
生的发展态势。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

A301展位号

A302展位号

北京亦庄智能城市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院集团”）是亦庄控股设立的专业从事智慧城市
建设和运营的全资子公司。作为智慧亦庄建设主平台，智能院以服务“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先行区”建设为
己任，秉承“一基（数字生态）、两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多场景（数字城市）”的工作思路，构
建“数字政府、智慧城市、自动驾驶、数字基础设施”四大板块，着力打造智慧城市的“亦庄模式”。以“智
能城市产业创新联合会”为纽带，与头部企业广泛开展技术合作，规划并发布“十大联合创新场景实验室”，
研究 5G 时代新型基础建设，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共同探索“实验室—试验区—示范区”的发展思路，为亦
庄新城高质量发展赋智赋能。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亦庄智能城市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A303展位号

A305展位号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1968 年成立，是中国空间事业最具实力的骨
干力量，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院主要从事空间技术开发、航天器研制、空间领域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航天技术应用等业务。自
1970 年 4 月 24 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研究院抓总研制和发射了数百颗航天器，已经形成
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地观测、通信广播、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六大系列航天
器，实现了大、中、小、微型航天器的系列化、平台化发展。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 " 四个全
面 " 战略布局，坚决贯彻落实 "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 的发展理念，以 "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
强国 " 为己任，大力弘扬航天精神，发扬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不断开拓中国空间事业新局面，为把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建成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现代宇航企业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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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信息

北京潞德通达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倡导企业生产过程中物料搬运方式的轻型化、人性化、
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公司把技术创新和生产过程装备的高度整合能力作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世界先
进的工业工程理念和物料搬运装备与国内企业实际情况相结合，秉承“解决方案整体、融合，搬运装备安全、
高效”的核心理念，形成了集产品研发、整体解决方案规划设计、项目承包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队伍。
为客户提供了大量规划设计方案、集成装备和服务，有效提升企业现代化工业工程水平。

唐山新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是经河北省科技厅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科普示
范基地。同年，在唐山高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承建了唐山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并荣获市级平台认定。

公司主要从事机器人科普产品研发、教育培训、中小学创客实验室建设。通过独创的 DSCAD 教学理念与
国际主流的 STEAM 教学理念相结合，所研发的学具，已获得多项专利。科普教材也被授予优秀出版物称号，
同时也被唐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为全区区本特色教材。

公司将秉承“因为专业，所以领先”的经营理念，发挥唐山市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立足唐山，辐
射整个京津冀，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机器人科普教育，加速我国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事业进程。

北京潞德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新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307展位号

A308展位号

唐山晟群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机器人全药品智能发药机、机器人全药品智能补药系统、智慧药房
药库等系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全药品智能发药机、无人值守智能发药机、中药饮片自动调配系
统、药库智慧仓储系统。智能化温湿度控制系统完全满足 GSP 药品存储的温湿度要求；模块化柔性设计，适
用于各级医院、药房、药店的差异性需求。目前，公司产品已覆盖北京、上海、山东、河北、青海等多个省市
自治区。

产品简介：全药品智能发药机主要应用于医院药房，用于药品的存储、调配以及管理工作，主要由补药系
统、出药系统、调配系统、仓储系统、温湿度控制系统以及相应的运动控制系统和软件管理系统组成。该产品
能够实现全品类药品存储、零路程整处方调配及发放；无需专职补药药师，批量补药速度远大于发药速度；智
能化温湿度控制系统，完全满足 GSP 药品存储的温湿度要求；模块化柔性设计，适用于各级医院、药房、药
店的差异性需求。

河北主导光电技术（LeaderVision）有限公司

唐山晟群科技有限公司

A308展位号

A308展位号

河北主导光电技术（LeaderVision）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位于京津冀核心工业基地中心城市唐
山国家高新区唐山科技中心，专注于机器视觉系统集成，视觉核心传感器、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等整套
解决方案及服务；

主导光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45 余项，研发出符合智能制造行业需求的八款标准化机器视觉产品：机器人
视觉定位引导系统、高精度 3D 激光测量系统、复合式内窥视觉系统、AGV 三维定位系统、平整度测量系统、
视觉条码识别系统、智能水下采集系统、热成像双光定位系统，并已应用于哈工大特种机器人、山东黄金、包
钢股份、燕山大学、中国中车、上汽通用、梦牌陶瓷等中国行业龙头型企业，涵盖轨道交通、汽车、航空、机
器人、医药、冶金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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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英莱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公司主要业务以激光视觉系统研发、
生产、销售为核心，同时提供配套工业机器人或自动化专机在焊接切割、搬运装配、打磨喷涂领域的智能化解
决方案的设计开发、工艺试验、系统集成、技术咨询等综合服务。公司目前已经取得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登记证等 50 余项，并取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英莱科技将始终以“自强 厚德 笃实 日新”为理念；提供自主研发、高效可靠产品为核心；为用户创造价
值为目标——致力于为中国智能装备业发展创造核心价值！

唐山英莱科技有限公司 A308展位号

睿尔曼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睿尔曼），成立于 2018 年，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石景山
园首特产业园。睿尔曼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全球领先的智能通用模块化机器人，提供极致轻小、超高性价比的机
器人本体及智能控制系统。在控制器、驱动器、电机和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方面均为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公司产品主要面向新零售新餐饮、医疗健康、检验检疫和教育教学等领域，打造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机
器人平台。 睿尔曼拥有一支精英研发团队，拥有多年的机器人相关产品开发经验，主导并完成了多项机器人
研发项目，拥有强大的后备团队支持，具备机器人的核心研发能力。同时，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多方位、专业互补的创新研发平台。睿尔曼智能以智能
通用模块化机器人作为切入点，融合先进的软硬件与人机交互技术，通过自主研发和持续创新为客户提供高性
价比、高可靠性、易操作的机器人及解决方案。用科技为用户创造价值，助力“中国智造”。

睿尔曼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A402展位号

北京和利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316展位号

北京和利康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和利时集团旗下专业从事医疗大健康业务的公司。依
托和利时集团强大的研发实力和产品化能力，和利康源公司逐渐建立了中药配方颗粒调剂自动化、包装自动化、
中药饮片调剂自动化、基因仪器四大业务线和中药自动化、医疗物联网等创新业务，并陆续推出了颗粒调剂设
备、包装自动化设备、饮片调剂设备、智能煎煮设备、核酸提取工作站等一系列医疗自动化产品。

FAULHABER 是一家微型高精度驱动系统的领先供应商 . 作为驱动专家 , 我们提供高性能直流电机 , 无刷直
流电机 , 直线电机和步进电机 . 我们力求每台电机以最小的尺寸和重量来达到最佳的性能表现 . 我们也提供与
之匹配的精密减速机 , 编码器 , 直线组件和驱动电子器件 , 以构成系统 . 这些系统主要应用于自动化 , 航空航天 ,
光学系统和医学领域。

FAULHABER 在太仓设有中国总部 , 并在北京、广州、西安和香港设有分公司。

福尔哈贝传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A405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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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机器人成立于 2015 年 5 月是一家专业面向制造业智能物流关键核心技术，从事“人工智能 + 机器人
技术”产业化，服务于国家向高端制造业转型战略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核心技术人员具有多年自主机器人研发
经验及工程经验，参与过国家 863 重点课题以及天津重大科技支撑项目等课题的研发。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实
行双循环策略，即兼具新产品研发与工程实施。公司致力于移动机器人感知、决策与控制算法的突破，研发更
具环境适应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的产品，以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带动工程实施。以客户实际需求出发，切实解决
厂区物流核心瓶颈问题。务实安全高效高性价比作为山石团队准则。

山石机器人 A410展位号

生宇科技自有专利技术产品开发，所有产品均为独家生产。创立于 2011 年 8 月，注册资金 150 万元人民币。
生产高精度工业机械臂，替代产业工人，接受特殊定制。主要产品自主研发低成本减速机用于机械臂。通过降
低机器人成本，让工业机器人售价低于 3 万元。使机器人普及到每家一台，从投入机器人成本入手实现机器换人。

公司运用自有专利电动肌肉，首推仿真机器人产品，可用于展览会、蜡像馆、旅游景点、商场酒店等各种
场所，迎宾、卡通机器人可以做出人的所有动作同时接收语言和手机控制。

乌鲁木齐生宇科技有限公司 A407展位号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传动装置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包括谐波减速器、机电一体化执行器及精密零部件。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
数控机床、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半导体生产设备、新能源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

公司多年以来深耕精密传动领域，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 持续的研发投入、高精密制造的能力、严格的
质量管控 以及完善的产品体系，在行业内已建立较强的品牌知名 度，成长为国内领军企业。

深圳市大族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A412展位号

A413展位号

深圳市大族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族精密传动）为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司，专注于精密减速器及装置、机器人系统、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以产品研发和市场服
务为核心，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通信设备、机器人、半导加工设备、医疗设备、检测分析设备等领域。 

大族精密传动本着“精进 匠心”的企业精神，持续不断地提升产品价值和服务，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
赖的精密谐波减速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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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maxon 集团是精密驱动系统的顶级供应商，所提供产品包括有刷和无刷 DC 电机、齿轮箱、编码器、
控制器和完整的传动系统。经过对标准目录产品的深度开发和定制，maxon 为 NASA 火星探测车、无人机、
外科手持设备、机器人等各类仪器提供高精度的驱动系统，广泛应用于医疗、机器人、工业自动化、交通工具
和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maxon 在全球共 9 个生产研发基地，约有 2600 名员工，并在 30 多个国家都设有销
售公司。

其中，苏州钧和伺服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maxon 在中国境内设置的子公司，于 1995 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
历史，在国内先后设立了 15 个办事处及独立研发中心，为国内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本地化的技术解决方案。

集和诚科技 2002 年成立于深圳。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智能物联系统供应商，自
创立以来，依托深耕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强大的科研背景，践行“物联机，联万物”的战略方针，持续专注于 AI
边缘计算及系统应用平台的研发与生产。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包括工业平板电脑、工业触摸显示器、嵌入式
箱体电脑、单板电脑等以及专注行业应用的客制化解决方案和 AI 赋能增值服务。我们致力于 AI 边缘计算产品
创新，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工业物联网（IIoT）的多个应用领域，如智能交通（ITS），
智能安防，智慧工厂，能源和环境保护，数字医疗等。

苏州钧和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A414展位号

A417展位号

深圳市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总部位于创新之都深圳，我们是一家具备从端到
云自主创新及服务能力的人工智能高科技公司。企业运用国际顶尖的 AI 和机器人技术，推动以服务机器人为
载体的产业融合创新，创立“艾娃”品牌，专注“AI 云脑 + 机器人 + 解决方案”，为行业赋能。公司已经在医疗、
彩票、金融、政务、清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扎，行业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深圳市神州云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100展位号

B101展位号

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支持下，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不仅联合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清华大学机
械工程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等校内机器人研究的优势单位，同时也与德国汉堡大学开展国际合作。智能机器
人研究中心将秉承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宗旨，开拓创新，把中心办成有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智能机器人研究机构。
智能机器人研究中心近年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 视听触主动感知与跨模态学习 ，2. 多目标检测、跟踪与识
别 ，3. 跨域感知与认知学习，4. 自主发育与性能增强 ，5. 灵巧操作的技能迁移与学习 ，6. 机器人多模态传感器，
7. 智能假肢与神经康复 ，8. 骨关节机器人 ，9. 水下机器人感知与操作，10. 穿戴式柔性外骨骼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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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鲸科技 Marsmarch，专注于酒店服务的机器人。作为无人化预存配送机器人的首创者，公司致力于打
造更实用、更省心、更优性价比的酒店服务机器人产品和服务。

公司创始团队来自各大智能硬件、互联网、酒店行业头部企业，拥有敏锐的用户及市场洞察力，强大的产
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运营能力，在机器人自主移动算法、多任务并发调度、云端数智化管理等技
术上有着深厚积累，能将先进技术打造成创新、实用、稳定的智慧化解决方案。

团队怀揣着“科技普惠”的创业初心，从酒店场景需求痛点出发，构建酒店机器人生态体系，打造极具产
品力、竞争力的酒店服务机器人产品和平台化服务体系，包括配送机器人、外卖空间站、自助入住机器人等。
主力产品为九舱机器人和双舱机器人——鲸小远酒店服务机器人 H9 和 H2，为酒店配送效率和服务体验带来
了质的飞跃，让真正的无人化配送服务成为可能。

远鲸科技，将秉承着“机器人，帮助人们生活更便捷”的使命，不断深耕场景、打造创新产品、完善服务
生态，让更多渴望智能化的企业享有科技普惠带来的价值红利，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普惠带来的智慧生活。

远鲸科技 B103展位号

广州映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以机器人独有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服务型智能机器人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映博智能专注于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经过 8 年多的发展，现已成为国内知名
的服务机器人制造商之一。

派宝机器人是映博智能推出的服务机器人品牌。派宝机器人系列产品的销售渠道遍布欧、美、亚洲等国歌
国家和地区，已成功出口到全球五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众多国际知名经销商的重点采购目标。

映博智能拥有逾百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和国内外商标，并且在 2016 年获得了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称号、多个高新技术产品认证等。映博智能始终肩负着“让机器人走进每个人的生活”的使命，让
更多人能够享受机器人带来的智慧生活。

广州映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102展位号

作为国内领先的专注商用机器人产品应用与技术研发的科技型公司，云迹科技凭借在室内定位导航、机器
人移动、大数据等方面的多年积累，主攻智能机器人产品化、商业化运营。自 2014 年成立至今，累计知识产
权申请量超过 1000 项，第三方企查查创新指数达到 446.6T，相继获得“北京科技创新 100 强”、 “吴文俊
人工智能技术发明奖”等奖项，创新能力和专利数量居行业领先水平。战略合作伙伴涵盖全球知名硬件企业、
互联网巨头，华为、INTEL 等世界百强企业。目前已有超 10000 家国内酒店选择云迹服务机器人，国际客户
遍布欧洲、美洲、韩国、日本、泰国等二十余个国家。

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北京云迹科技有限公司

B104展位号

B105展位号

坎德拉（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是一家以自动驾驶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于 2017 年正式进入自动驾驶领域，开展导航、算法、云端、软 / 硬件、驱动、控制方面的研究，积累
了整车动力总成系统技术，实现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的设计和制造，算法调度到软件平台的自主研发。截至
2020 年 12 月，公司已深挖专利 600 余项，申报专利 300 余项。

坎德拉科技首创分体式机器人，一机多用，自主切换功能模块，灵活实现垃圾清运、外卖快递配送、空气
消毒、地面清洁、接待引导、新零售、安全巡检等多种功能。针对多个应用场景打造系统化解决方案，已进驻
大小医院、市政广场、CBD、科技园区、企业总部大楼、高校园区、大型社区等，是全球首家室内外一体化智
能服务机器人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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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艾机器人是高端医疗机器人创新企业，是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北京市科委重点支持的高
科技发展平台。产品外骨骼机器人处于国内医疗康复机器人领域领先地位，是实施《北京市医疗器快速审评审
批办法》后批准的首个北京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获得中国首个外骨骼机器人 CFDA 注册证。

所自主研发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以提升康复行业智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先进性，推动智慧康复为愿景，
以医疗产业的高度智能化发展为使命，鼓励创新，激励创造，矢志不渝的致力于高端机器人在康复领域的应用，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平台，努力成为世界领先的康复机器人产业平台，真正实现中国制造的高端智能医
疗设备服务于全球。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医疗康复机器人研发团队，由众多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等知名院校的计算机、自动化、机电专业的高新技术人才组成，向上有活力、有朝气，是一支蓬勃向上、努
力奋进的队伍。公司与国内知名的医疗机构合作，开展研发及相关临床应用实验等，包括 301 医院、北京积水
潭医院、北京宣武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武汉同济医院等。

大艾机器人 B107展位号

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KEENON) 是全球领先的智能服务机器人企业及室内无人驾驶专家，在全球餐
饮配送机器人市场占有率高达 80%，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全国设立
55 个营销运营中心，致力于应用先进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高效、稳定、可靠、实用的解
决方案，帮助全球各行业的企业提升服务效率，实现智能化升级。目前，公司已服务客户 15000+ 家，覆盖餐
饮、医疗、酒店、场馆、商务办公、社区养老、机场等场景。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丰富的全球项目经验、加
上高效优质的售后服务，擎朗智能已成为海底捞、巴奴毛肚火锅、外婆家、新白鹿、四川香天下、广州酒家、
Spacelab 失重餐厅等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合作伙伴。此外，擎朗机器人产品已经也遍布美国、德国、加拿大、
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比利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

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106展位号

天智航 15 年来专注于骨科领域，始终以持之以恒的原研精神，将创新意识融入设计、研发到制造的每一
环节，致力于为精准智能骨科医学的发展提 供更多可能。

天智航作为中国医疗机器人开拓者，获得 100 余项专利、20 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重点项目、是医疗
机器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依托单位，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属于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成员单位、
同时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北京智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以及中
关村医疗器械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苏州康多机器人有限公司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108展位号

B109展位号

苏州康多机器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的科技创
新型公司。苏州康多现有员工 160 余人，博士学历人员 10 余名。研发队伍中有多人为 JWG9 联合工作组专家
和医用机器人标准分技术委员会专家，正在与国内外同仁共同推动全球医疗机器人标准化工作。苏州康多研发
的腹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突破传统手术理念，具备三 / 四机械臂模式及单机械臂全自由度，实现了高灵巧度、
高精密度和微小创口的前沿外科理念。能够有效改善医生的工作模式，有效延伸医生手、眼的操作能力，滤除
人类手部的固有颤抖，延长外科医生的职业生命，快速按医生需求摆出各种手术姿态，能够完成胸腹腔微创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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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建设高端医疗器械 CDMO 平台，致力于为以医疗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医
疗器械初创企业、经营企业、科研院所、医生 / 医院机构等提供初创期首次注册、成长期小批量产、成熟期规
模量产等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降低创业门槛，加速高精尖创新产品从概念、样机到产品上市的低成
本、高效转化，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

北京市医疗创新中心 B201a展位号

2017 年 5 月，直观医疗和复星医药在上海成立合资公司直观复星。通过与复星医药与直观复星的合作，
直观医疗一直努力扩大机器人辅助疗法在中国的可及性，希望可以造福更多患者；直观复星一直致力于打造适
应中国医疗卫生环境需求的生态体系，成立贴近市场的专业服务团队来响应客户需求，用本地数据来展现机器
人疗法的价值，生产更贴近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在此方向上，未来将持续有力地助力内窥镜机器人的本土化
发展。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也是直观复星安家浦东新区的第三个年头。经过几年的发展，直观复星已
经从初创走向规模，从新兴领域走向主力战线。作为智能医疗科技领域的代表，直观复星公司在上海建设集研
发、生产、服务为一体的区域创新基地，该基地将成为直观医疗在美国以外全球第二中心。作为直观医疗在华
的合资公司，直观复星将本着“中国制造、共同研发、全球销售”的宗旨，为中国和全世界的外科诊疗开发更
便捷、高效、舒适安全的工具。助力上海加快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添砖加瓦，
为中国智能制造和智能高端医疗产业创新贡献力量。 

直观复星 B110展位号

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全球最早从事机器人自主定位导航技术探索和研发的公司之一，
其自主研发的机器人自主定位导航方案是目前服务机器人领域具备高性能更稳定可靠的落地应用方案。

截至目前，思岚科技的业务辐射亚欧美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超过 2000 家企业和 10 万个人用户，
其产品成熟的应用于微软、壳牌、优必选、科大讯飞、软银等企业的服务机器人项目。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完成了三轮融资，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海优秀创新创业公司、英特尔机器人
创新生态合作伙伴等荣誉，通过技术沉淀和产品完善，思岚科技已成为移动机器人行业落地应用的领先企业。

北京术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

B201b展位号

B202展位号

术锐是一家新锐高科技手术机器人公司，汇集海内外科技英才，致力于新一代微创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的
研发 ，掌握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并已构筑全方位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以一套系统实现单孔、多孔腔镜两种术
式在多个科室的应用，为医院提供“术前规划 - 术中操作 - 术后管理”一体化全智能手术的完整解决方案。

术锐腔镜手术机器人 , 依托新一代可形变连续体手术工具核心原创关鍵技术。术者操控主操作器 , 对手术
台车上装载的手术工具和 3D 高清电子内窥镜进行遥操作。手术工具负载良好、可靠性高、运动精准灵活。3D
高清电子内窥镜视野调整范围大、成像清晰细腻、色彩还原性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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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光大控股在新经济领域发展的核心战略平台，2020 年成为迪拜世博会官方首
席合作伙伴，以人工智能 + 物联网技术打造 AI CITY，为政府、企业提供城市管理、建筑能源管理、环境与基
础设施运营管理等一站式解决方案。特斯联科技利用 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赋能传统行业，助力产业智能
化升级，已发展成为科技赛道的独角兽企业。

特斯联专注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目前专利 1030 项，其中发明专利 603 项，并且六次入选权威 IT 研究
与顾问咨询公司 Gartner 报告，受到行业一致认可。

特斯联科技集团 B204展位号

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手术机器人研发、生产、运营的高科技公司，
旗下拥有睿米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和瑞医博口腔手术机器人两大品牌产品。团队曾先后承担国家 863 计划、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等课题研究任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手术机器人领域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纪录：第
一次成功应用于临床、第一个获得国内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注册证、第一次实现 5G 远程机器人辅助 DBS 手术、
第一个获得国内口腔种植手术机器人注册证，目前在相关领域拥有知识产权 70 余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25 项。
“无微不治，医见倾心”，柏惠维康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打造出医生和患者一见倾心的医疗机器人，让微创手
术能够适用于更多领域，治疗更多疾病，帮助更多患者。

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司 B203展位号

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CANBOT）是由红星美凯龙、紫光股份和康力电梯、神思电子四家上
市公司、银丰集团、方德信、盛世景、中海投等多个基金公司共同投资的高科技智能服务机器人企业，是全球
领先的服务型机器人研发制造及机器人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心团队 2008 年进
入智能机器人研发领域，机器人产品线完整覆盖至类人型服务机器人、教育娱乐型机器人、智能家居型机器人、
商用类人型机器人等全线智能服务型机器人产品。

康力优蓝是工信部评选的中国机器人 TOP10 企业，是国家服务机器人标准总体组成员单位，中国机器人
检测认证联盟成员单位，国内首家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服务机器人企业。领先的商业模式、完
美的产品创意，顶尖的研发团队和经验丰富的营销实战网络，共同将康力优蓝打造成智能服务机器人产业巨擎。

深圳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有限公司

B205展位号

B206展位号

优必选科技成立于 2012 年 3 月，是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
创新企业。秉承着“让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让人类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便捷化、智能化、人性化”的使命，
优必选科技自研人工智能算法成为机器人的“大脑”，同时实现了机器人伺服驱动器的大规模量产，赋予机器
人灵活运动的“关节与躯干”。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核心技术的应用型研发、前瞻性研发与商业化落
地，研发了高性能伺服驱动器及控制算法、运动控制算法、面向服务机器人的计算机视觉算法、智能机器人自
主导航定位算法、ROSA 机器人操作系统应用框架、语音等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商用服务机器人和个
人 / 家用服务机器人等一系列产品，同时提供人工智能教育、商业服务、安防巡检、公共卫生防疫、智慧物流、
智慧康养等多行业解决方案。优必选科技以智能机器人为载体，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为各行各业的客户提供
一站式服务，致力于打造“硬件 + 软件 + 服务 + 内容”的智能服务生态圈，与腾讯、苹果等知名企业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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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洛必德）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创新公
司。公司以国家特聘教授带队，依托国内外知名高校强大的博士硕士研发团队，旨在以服务机器人为载体，落
地人工智能进入千家万户。公司研发的智能服务机器人，配合高效便捷一站式多功能服务及公司首创机器人机
群群体智能协作技术，在实现用户体验最优化的同时，实现效益最大化。目前公司研发产品涉及商业配送、医
疗配送、工业配送、消杀、送餐、家庭健康管理、辅行等，服务场景涵盖了酒店、餐厅、公寓、医院、机场、
商超、工厂、家庭等商业场景、工业场景及家庭场景，是国内智能机器人大规模市场化的引领者，开创服务机
器人服务新时代。

北京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 B208展位号

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于人工智能及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研发，拥有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300 余项。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已构建完
成涵盖商用、家庭、特种等多用途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体系，是全球性智能商用服务机器人产品专业运营商。

近几年公司引入世界顶尖人才解决关键技术，不断研发推出新产品，深度拓展智能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
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十余省市设有子分公司，在美国硅谷和英国剑桥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创泽将不断贯
彻落实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战略产业政策，以自主创新为根本，以智能强国为己任，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

创泽智能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207展位号 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210展位号

高仙机器人是全球最早从事自主移动技术研发和应用的高科技公司之一。高仙深耕商用清洁机器人赛道，
推出 6 大产品线，覆盖 7 大清洁功能。作为无人驾驶市场落地能力最卓越的企业之一，高仙机器人的产品遍布
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运行里程超过 1.5 亿公里。高仙以改变传统服务业，缔造智慧服务新时代为使命，
致力于让服务机器人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

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B301展位号

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是在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建立的一个国际化、专业化的新型科研机构。主要研
究方向包括：先进智能传感技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特种机器人、微纳米机器人以及智能信息
系统等。研究院以推进机器人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工作，搭建机器人产业公共技术平台，构建机器人技术创
新体系为己任，旨在为机器人产业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多方位的技术
服务。

研究院将努力建成国际领先、并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中国机器人研发基地”。通过研究院机器人产业发
展推广平台，集聚国内外高技术装备及机器人领域著名专家，实现全球资源集聚与服务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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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奇智能，是聚焦“AI+ 人居”领域，提供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创新企业。我们结合自身
技术创新和产研优势，为国内企业客户量身打造定制化解决方案，持续推动家庭、社区、酒店、办公、商业、
学校、医疗等空间的智慧化升级，从“整体智慧”向“全域智慧”不断迈进，提供舒适、安全、便捷的人居智
能化体验。

北京小狗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哈奇智能） B306展位号

陕西伟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ViHero”）专注于人形智能机器人和立体智能视觉系统研发和应用，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公司在人形智能机器人和立体智能视觉领域坚持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已申请各类知识产权 50 多项。公司现有人形智能机器人、智能人形手、植株表型平台三大类产品，
产品应用涉及智能服务、智慧生活、智慧农业、智慧工厂等领域。

“为梦想、为世界打造一款真正的智能机器人”是伟景机器人持之以恒的目标，伟景机器人期待公司各类
智能化产品和应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陕西伟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B308展位号

麦岩智能 B311展位号

麦岩智能机器人，是一家专注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领域的企业，由中国顶级地产集团、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领域顶级专家、及上市公司高管共同创立于 2021 年 6 月 1 日。麦岩智能，致力于提供极致的智能机器人产品
和服务，秉承“未来美学”理念，在社区、商业、文旅、会展、康养等多场景实现服务的全面智能化以及服务
效率大幅提升，和我们的客户共同打造极具未来感的数字化美好生活。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Unitree Robotics）是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世界机器人圈内知名初创公司，曾受邀参加 2021 牛年央视春晚，并受到过央视新闻联播、英国 BBC 等
采访报道，是全球最早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司，并且全球销量领先。宇树科技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
运动控制、机器人感知等综合领域具有卓越的领先性。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B305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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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优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致力于将先进技术与普遍需求快速结合，为全球客户提供可
靠稳定的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

优地科技也是业内最早实现无人驾驶设备量产商用的企业之一，基于 Nvidia 嵌入式硬件和 CUDA 高性能
运算平台运行系列机器人产品，覆盖文娱休闲、酒店、商圈、社区等室内外场景。其自有品牌机器人已经遍布
全国 300 多个城市，为数千家商业场所，提供平均每天超 60000+ 人次的引领、配送等服务，累计服务数亿人次。

优地科技凭借其自研技术，可实现从设计到量产的快速落地，先后获得了饿了么、如家、格林豪泰、华住
等多个战略方投资，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末端无人配送网络运营商。

深圳优地科技有限公司 B316a展位号

深圳市金大智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大智能，是一家具有软件开发、硬件设计、平台搭建能力的创新
型一站式 AI 智能产品落地专家。是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人工智能委员会会长单位、中国工业
设计协会副会长单位、融智库人工智能分库、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荣获联合国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科技奖、
广东服务机器人突出贡献奖等奖项。另外，我司拥有智能产品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及发明专利。服务于平安科
技、商汤科技、猎户星空、贝尔、Temi、物灵、穿山甲等 AI 行业客户。

深圳欧博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314展位号

全球顶尖的商用服务机器人公司普渡科技，是 2016 年成立于深圳的一家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商用服
务机器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深圳和成都设有研发中心，全球拥有数百个服务网点。普渡机器人的核
心技术包括定位导航、运动控制、多机调度、感知避障等，已累计申请 600 余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
60%，主要产品为送餐机器人、配送机器人、消毒机器人、配送迎宾机器人等，产品畅销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广受国内外用户的喜爱。 

深圳普渡科技有限公司 B315展位号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B316b展位号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2 月，以强大的自主研发实力成为全球领先的激光雷达及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以高端、稳定、可靠的激光雷达环境感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服务覆盖自动驾驶、
智慧交通、轨道交通、机器人、物流、测绘、高端安防、水运和工业自动化等九大产业生态圈。秉持着“让驾
驶更安全，让机器更智能，让生活更美好”的使命，镭神智能始终坚守“专业 • 创新 • 品质”，以卓而不同的
感知精品为客户创造价值，立足全球构建智能感知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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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是由武汉大学、两院院士李德仁、东风汽车集团、国内知名科技投资公司等共
同组建的高科技企业，注册资金 1.2 亿元，现有员工 500 余人，在北京、深圳、芜湖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立得空间是中国移动测量系统的发明人及世界领先企业，我们致力于运用“天 - 空 - 地”移动测量技术推
动相关产业变革，促进时空大数据的快速获取与利用。主营业务由移动测量、智慧城市大数据及行业应用、智
能机器（机器人 & 自动驾驶）三大板块鼎足而成。

20 年来，我们已成功服务全国 600 多个城市的、数以千计的客户，在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救援、青藏铁路、
嫦娥号飞船探月、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阅兵、2020 年抗疫救灾等国家重大活动或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立得空间 B317b展位号 江苏中科重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321展位号

重德智能是源自中科院软件所的机器人创新创业公司，专注于服务机器人产品研发。公司注册地为南京人
工智能产业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均设有研发机构，并与中科院软件所共同成立「智能机器人联合研究
中心」。

重德智能以机器人运动平台为核心，致力于优化机器人定位与导航性能，向公共服务行业提供智能机器人
产品及多场景应用解决方案。在商用化方向，重德智能机器人赋能医院、楼宇、酒店、商场等多个领域及场景，
对接各类公共服务场景的实际需求；在专业技术方向，重德智能发力高校机器人教育，提供机器人开源平台、
专业课程、实验室建设等一体化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解决方案，让教师教之有方、学生学之有道，为高校培养信
息时代应用型技术人才。

松灵机器人成立于 2016 年 , 是全球领先的移动机器人底盘制造商和移动机器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服务商。
公司创始团队和研发团队来自大疆和 Mathworks 等领军企业和知名科研学府，由李泽湘教授孵化，获得红杉、
五源、祥峰亿级投资。

以市场为导向，松灵机器人自主开发的多模态轮式和履带式底盘已实现行业全矩阵覆盖，多款产品获得了
CE 认证。同时，松灵机器人提供了自动驾驶和平行驾驶解决方案，机器人科研教育套件等配套方案，帮助客
户在自动驾驶、机械控制等领域完成实验验证。

凭借领先的研发技术，松灵机器人的产品已覆盖阿里巴巴、华为、本田、中建三局在内的 1000+ 企业级客户 ,
并和中科院、卡耐基梅隆大学、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全球 50 多所顶级学府达成深度合作。

松灵机器人（东菀）有限公司 B317a展位号

肯綮科技一直致力于各类工业级、消费级运动增强外骨骼产品的研制与销售，深度掌握了包括：人体运动
学、人体工学与仿生机械、运动意图识别、伺服系统驱动控制、传感器融合及自适应算法等多领域的外骨骼产
品核心技术，申请专利 40 余项，截至 2021 年 5 月，国内已获发明授权 11 项。

目前，肯綮科技已推出了全自主研发的国际领先的 Ant-CH 系列超轻便外骨骼产品，可有效降低使用者
在运动过程中下肢肌肉负荷、节省体能，经权威机构检测，在负重状态下，该产品可节省人体耗氧量最高达
29.5%。Ant-CH 已通过 CE 认证，可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辅助、登山旅游、救援救灾、物资搬运等场景，为创
建绿色品质生活及现代化救援救灾提供强力支持。

深圳肯綮科技有限公司 B320展位号



126 127

展商信息

 迈宝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8 月成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迈宝智能致力于外骨骼机器人技术、智能人机交互协作机器人技术、移动式机器人技术与智能视觉系统的开发。
公司以外骨骼机器人技术为核心，已申请自主知识产权 50 余项，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机器人技
术公司。

迈宝智能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与人机交互技术，配合大数据分析及云计算等方式为工业物流、装配制造、
建筑搬运等行业的体力劳动者和骨骼肌肉疾病人群提供运动助力辅助的可穿戴式外骨骼产品和智能化的解决方
案，促进工业物流和物联网产业发展。同时也涉及娱乐、家用、适老等领域服务机器人相关产品开发。

迈宝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B322展位号

湖南北云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高精度卫星导航核心部件，形成以芯片与算法为核心的高精度板卡、高
精度接收机和组合导航系统等产品，为自动驾驶、驾考驾培、无人机、精准农业、测量测绘、地灾监测、机器
人、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领域提供高精度定位核心部件和解决方案。

北云科技的研发团队源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主力，以 6 名博士为核心，曾获得 4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团队在高精度卫星导航、多源融合定位等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卓越的创新能力，已获得三十多项国家发
明专利。公司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与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联合成立了研究生培养基地和实习教学基地。

湖南北云科技有限公司 B323展位号

北京盈迪曼德科技有限公司（INDEMIND）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领先的机器人 AI 技术供应商，立足于
机器人产业链最上游，为整个机器人行业提供通用的、可靠的、低成本的机器人 AI 技术。

INDEMIND 从创立之初就建立了一支从算法到硬件的优秀研发团队， 开始大力投入立体视觉技术的研发，
目前掌握了全球领先的机器人立体视觉及融合导航技术，并基于智能视觉开发了一系列认知智能及决策智能技
术，提高机器人产品的智能水平。深入行业应用场景，推出了通用机器人底层 AI 操作系统 INDEMIND OS、
RBN10 家用机器人平台及 RBN100 商用机器人平台，提供包含从底层的建图定位、到智能避障等安全决策以
及智能决策交互的完整机器人 AI 解决方案。

北京盈迪曼德科技有限公司 B328展位号

金华市蓝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B329展位号

金华市蓝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位于金华市开发区积道街 358 号，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测距仪、激光雷达、
激光测速仪、激光测距传感器等激光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占地
面积 666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3000 余平方米。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战略聚焦在激光测距这个焦点，通过持续
投入，在激光测距仪方面已经位列行业前列，激光雷达也进入发展快车道。公司将继续走专业化道路，成为该
领域的标杆性企业。



128 129

展商信息

深圳玑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338展位号

玑之智能科技是国内创新型机器人核心模组制造商，和移动底盘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玑之自主研发一体
化动力轮组、面阵视觉雷达模组、全向型移动机器人平台、SLAM 自然导航系统，服务于厂内物流、商贸物流、
安防巡检、园区配送、远程勘探、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深耕 3D 深度视觉传感多年，立志成为机器人视觉系统方案解决商，主
营“识别 & 定位”两大类深度视觉产品，涵盖 AR/VR、无人机、智能家居、移动支付、扫地机等市场，与多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紧密合作，并与各主流平台厂商、图像芯片等核心器件厂商、算法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B331展位号

赛诺威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威盛”）位于中国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秉承“中
国质造，CT 专 +”的产品理念，不断围绕 CT 影像做加法，致力于以 CT 影像技术为核心，扩展多元化学科融
合发展，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高质量影像设备，云服务平台，智能影像解决系统，远程协助诊断，医学机器人
等优质、高效、精准的解决方案。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赛诺威盛由多名海内外资深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众多国内医疗设备行业精英组成，倾心筑建了高端 X 射
线医疗影像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的完整体系。

以医疗科技创新效力于人类健康，赛诺威盛在服务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 700 多家用户。

赛诺威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B332展位号

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是依托“国家级技术中心”成立的科技型技术公司，是东风汽车
公司技术中心孵化的面相未来的移动服务探索者，公司以研发 L4 级自动驾驶技术为主，提供多交通模式整车
级产品、自控与云控系统、Sharing-City 悦享之城生态圈、数字化工具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智慧交通和智
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品牌。

我们聚焦 To B/G 端高级别自动驾驶无缝化移动服务解决方案及车规级无人驾驶车辆生产、销售、示范应
用及推广。我们重视自主技术研发、产品迭代闭环及用户体验，具备传统汽车行业产业链协同、质量管理及成
本控制能力。公司愿景：打造以高品质生活为主轴的无缝化移动服务生态新模式。

东风悦享推出的 Sharing-Bus，搭载 L4 级自动驾驶和 5G 平行驾驶两套行驶方案，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无人驾驶，融合了无缝化和共享化的智慧交通创新理念。更具未来感的智能技术与人机交互，让它集商务洽
谈与休闲娱乐功能于一身，给予乘客全新的无缝化移动体验。

东风悦享科技有限公司 B330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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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玩智商科技有限公司（EAI） B342展位号

EAI 成立于 2015 年，是国内领先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及解决方案提供商，构成背景有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等著名机构，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制造能力以及信誉良好的全球客户基础，已成为国内外多家著
名品牌的重要合作伙伴，产品远销 40 多个国家及地区 ，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评为深圳市龙岗区中小创新
企业 50 强，深圳机器人协会评为“机器人技术创新企业奖”、“深圳市十大关键零部件企业”。 

EAI 是一家研发和制造智能传感器的高新技术企业，创立的 YDLIDAR 品牌涵盖三角、TOF、固态等全品类
的激光雷达，均已实现量产且大规模应用在扫地机器人、教育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数字多媒体
互动，工业自动化，安防及智能交通等领域。

全爱科技是由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多领域的技术专家、多名硕士博士组成的团队。全爱科技是一
家科技创新型企业，致力于推进半导体、人工智能、教育产业的发展；推动教育平台建设和科研成果产业化。
全爱科技是华为合作伙伴，联合华为提供智能计算全栈、全场景 AI 解决方案；为华为昇腾计算生态建设和人
才培养提供专业教育平台、开发平台。智能机器人视觉平台提供基于 Atlas 200 AI 加速模块的工业级边缘计算
主板、开发板、教育和开发平台。 全爱科技提供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智能车的本科专业课程，开发平台
及算法验证平台。

合作伙伴：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知名高
校和科研机构。

全爱科技有限公司 B339b展位号

广州柔机人养老设备有限公司隶属于广州巿博视医疗保健研究所 (2000 年成立），新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专注智能护理机器人及智能康复设备研究、生产及推广应用。巳完成针对失能老人等的场景助力护理机器人系
统设计或样机制作。功能的多样性及实用性已达到囯内外领先水平。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完善、智能或智慧化升
级、量产前的准备，以及机器人养老设备自动生产线及应用示范基地的创健。争取 3 ～ 5 年内成为养老产业第
一批科创版融资上市公司。

广州柔机人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B346展位号

星秒科技成立于 2016 年，专注于激光雷达和高精度时间测量设备的研发生产。目前已拥有单线雷达、多
线雷达、单光子激光雷达系统及时间测量仪等多款产品，并服务于超 300 家企业客户，产品覆盖军工、科研、
人工智能等众多领域。自成立以来，星秒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业新锐企业、毕马威中国领先汽
车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协会“明珠奖”、高工移动机器人供应链优质企业等多个奖项，也是中国移动机器人（AGV）
产业联盟会员单位、中国服务机器人理事单位、上海市人工智能技术协会会员单位等多家联盟单位。

上海星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B339a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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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D101展位号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始于 1991 年，是国内知名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智能
装备制造企业。公司拥有特种机器人、煤矿智能装备两大产业 130 余种产品，其中 20 余款产品为国内首创，
拥有危险环境特种智能机器人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国内大型高压 4MW 传动产
品实验室，拥有近 260 项授权专利、50 余项软件著作权。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是国内较早进入特种机器人研制领域的企业之一，历近 30 年自主研发和持续创新，目
前已形成“应急救援、特种作业”两大系列 50 余款特种机器人产品及多种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参与编写两
项特种机器人国家标准，承担国家科技部智能机器人重点研发专项。

北京凌天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用创新的装备让世界更安全，立志成为全球高端安全装备的
持续领跑者。总部位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金桥产业基地，注册资金 4651.43 万元。

我司具备独立的研发与技术推广能力，以北京为研发中心，分设天津、山东、徐州、淮北、西安等多个生
产基地。我们创新的技术、服务和系统致力于为消防、应急、公安、防务、矿山、石化、电力多个领域服务。
涉及无人机、机器人、无人船、特种装备、应急救援装备、执法装备、煤矿装备等高端装备的研发。

北京凌天科技有限公司 D102展位号

山东国兴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专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履带式、轮式机器人底盘及
特种机器人研发，致力于为政府、企业提供更适合在高危复杂环境中使用的产品。

现拥有科研生产用房 20000 余平方米，测试实验基地 1800 平方米；公司研发实力雄厚，拥有完整的组织
管理体系。公司目前共有 4 大类 40 余种产品，从调研、设计、生产到推广，每一步都经过严谨论证，产品稳
定性和安全性均通过国家质量安全认证，产品性能通过市场的检验。

山东国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103展位号

山东曼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山东省济南市，是一家专业从事特种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凭借着雄厚的产品技术研发实力和年轻的专业团队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寻求技术突破。

公司产品目前与部队、消防、石油化工、智慧园区等多行业领军企业进行合作，并与各大科技院校保持良
好合作关系。公司以“质量求生存服务求发展”的宗旨，用不断的创新、技术性的服务、实干的作风、勇于挑
战的精神来发展企业，给客户提供“专注、超值、实效”的服务。山东曼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愿与广大用户携
手共进，努力将“曼大智能”打造成机器人行业领先品牌。

山东曼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105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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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华实验室 D106展位号

季华实验室 ( 广东省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 是广东省委、省政府于 2017 年底正式启动建设的首批
四个省级实验室之一，是省政府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致力于成为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新型研发机构和
国家实验室“预备队”。

季华实验室针对我国机器人“缺芯少魂”、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问题，以群智智能科学为基础，围绕
智能机器人基础理论、控制芯片、操作系统、智能装备以及智能机器人生态系统等方面，开展全息群智智能机
器人基础理论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构建自主进化、协同智联、全息群智的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理论技术体系，
引领中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北京力升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为国家重要行业领域提供特种机器人综合技术解决方案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科技导向和安全政策，以颠覆性机器人产品为核心，以泛在网技术为枢纽，为
国家应急安全领域提供先进的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撑。公司已在特种机器人领域积累了多项核心技术，并在相关
行业完成技术布局。公司立足于产品创新和技术突破，专业范围涵盖了智能机器人相关的机械、电子、热能、
通讯、人工智能等领域，主导和参与了多个综合性项目的落地实施，积累了成熟的项目经验。公司以“让生命
不再冒险”为企业愿景，希望可以通过智能消防机器人做到真正替代消防战士冲锋陷阵，大限度的保障 “逆行者” 
的生命安全。

北京力升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D107展位号

中能智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原清投智能机器人事业部】隶属于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300472），主营：电力巡检机器人，机房巡检机器人，轨道巡检机器人。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智能装备公司。经过多年对 AGV 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探索，形成对各行各业的综合性巡视
巡检类解决方案。

中能智旷与清华大学机械系、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合作，致力于将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研究中心成熟的
863 重点研发课题陆续的产品化产业化，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智能装备推向社会。

公司未来将继续加大在智能机器人方向投入，引进高端人才，逐步拥有了一支相关专业高科技人才队伍，
坚持以“创新”为指导，努力朝国内一线智能装备制造品牌方向迈进。

中能智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D108展位号

北京眸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眸视科技”），2017 年 4 月成立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 成员主要来自清华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专业从事移动机器人视觉处理、环境感知、定位和导
航技术、全路径覆盖算法技术 研发和市场推广，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公司，已经申请相关方面的
发明专利 19 项。公司 2017 年底获得清华同方旗下基金的投资，2019 年 8 月获得扬州瑞堃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Pre-A 投资。 2018 年 4 月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19 年 10 月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称号。对外提供移动机器人定位导航、 机器视觉解决方案，并同时提供巡检机器人软硬件整体解决方案，
所提供的产品包含工业巡检机器人、商用洗地拖地机器人、喷洒消毒机器人等，已在 燃气、石油、石化、电力、
运营商等行业进行商业部署。公司为清华大学产学研合作单位。

北京眸视科技有限公司 D109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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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111展位号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6 年，总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业务分支覆盖中国 31 个省市区及
港澳台地区，是业内新兴的“智能世界建设与运营商（Intelligent World Builder & Operator）”。随锐形成
了通信云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主营板块业务，在政府 / 企业的自有客户总数已超过 70 万家，平台服务客户数
超过 1000 万家，平台服务的最终用户数累计覆盖超过 1 亿人，为广大政企客户群提供有关智能世界领域的解
决方案与配套服务。目前集团产品覆盖云计算（含通信云）、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
边缘计算、信息安全等科技创新领域。

中电富贝斯（上海京佳实业有限公司），1997 年成立于上海，隶属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自成立以来专注管道智能检测，中电富贝斯旗下爬行机器人系列和工业内窥镜系列等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市政管
道检测、石化、排水、供水、燃气、电力、锅检、大型机械制造，非开挖修复等多个行业，客户遍布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海京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201展位号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股票代码：300853），是一家致力于设备检测及故障诊断的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充分利用传感器、机器人、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技术，服务于工业大健康，为工业设备
安全运行及智能化运维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公司一直紧随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公司深耕监测技术与人工智能技
术，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在电力、轨道交通、石油化工等工业领域的智能巡检安全保障方面
实现了“数字”与“制造”的双引擎，改变了传统的运维模式。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202展位号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总部坐落于中国（南京）软件谷，是机器人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践行“应用智能
科技 改善人类生活”的企业使念，聚合全球创新，以特种机器人研发为切入点，致力于电力、消防、市政、
石油石化等行业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

“诚信、创新、专注、极致”的企业发展观是我们对人类未来思考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国内特种机器人
领域的 A 股主板上市企业（股票简称：亿嘉和，股票代码：603666），公司依托南京、香港、新加坡、深圳、
广东松山湖、美国等地的全球化研发布局，逐步构建全球布局的系统化研发中心体系，持续为各行业用户提供
多样化的智能机器人产品及服务，重新定义人们的生产作业方式，与客户共奏人工智能时代交响曲。

南京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203展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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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Unitree Robotics）是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研发、生产及销
售的世界机器人圈内知名初创公司，曾受邀参加 2021 牛年央视春晚，并受到过央视新闻联播、英国 BBC 等
采访报道，是全球最早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公司，并且全球销量领先。

宇树科技在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运动控制、机器人感知等综合领域具有卓越的领先性。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D205展位号

深圳煜禾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模块化移动机器人 & 自动驾驶技术为核心新兴高科技企业。模块化移动
机器人依托自主研发自动驾驶 SLAM 技术与协同规划软件技术。使 YUHESEN 一跃成为国内唯一具有全品类模
块化移动机器人的新兴企业。YUHESEN 大力投资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研发，依托博士研发团队与产品转
化研发团队和高等院校行业应用单位共同建立研发基地。高效的将科技技术转化为企业硬核实力，为新兴科技
技术企业高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煜禾森 D206展位号

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工道）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集水下装备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和水下作业整体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以水下机器人、水下无人艇、海
洋装备、水中个人运动装备为代表的二十多项产品，主要应用于水下能源、消防救援、海洋测绘、教育科研、
消费娱乐等场景，同时可为环境保护、海洋工程、能源勘探、水域运输等方向提供行业解决方案。博雅工道将
坚持“技术硬、质量强、响应快、经验足、服务好”这一发展特色，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求生存、以
信誉求发展”的准绳，持续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D208展位号

泰安极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D209展位号

极创科技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项目。项目致力于高精度轻量
化减震底盘，属于机器人关键部件领域，主要服务于机器人产业、工业自动化领域、军工以及其他需要移动解
决方案的行业应用，解决机器人行业对于移动作业和运动场景应用的要求。基于在机器人底盘领域的长期深耕，
目前极创科技团队已成功参与京东配送机器人项目，极创团队所研发技术及产品在京东智慧交通、智能物流、
智能服务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目前公司产品拥有三大系列 Komodo（工业级履带式）、Gecko（爬壁系列）、
Warthog（轮式系列）共三十余种成熟底盘。同时提供消防、巡检、军事、能源等多行业机器人整套底盘解决
方案产品。目前已发展为国内知名的移动机器人底盘方案提供商，是国内较早进入底盘行业的团队，几乎拥有
从零件加工到批量产线的独立加工能力，是国内产线最丰富、项目经历最多、专注于底盘业务从业人员最多的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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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安吉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注在能源行业以高效检测与清洗作业为核心目标的
智能机器人系统的公司，经过 5 年多的发展，在机、电、控、软等四方面积累了大量核心技术及产品模块。

公司在北京设有研发中心，在山东设有生产基地，拥有数十款特种机器人产品及智能化软件的知识产权，
是国网、南网、中核、中广核、国电投、国能投、华能、华电、大唐、长江三峡等集团的合格供应商，曾为国
华定州电厂、苏州热工院、红沿河核电站、昌平供电局、孝感供电局等大型能源企业提供锅炉水冷壁检测机器
人、大型容器表面清洁机器人、电缆沟巡检机器人、带电设备清洗机器人等智能机器人产品及配套软件操作平
台，受到业主一致好评。

北京中安吉泰科技有限公司 D210展位号

浙江凯富博科科技有限公司是国际领先的高端特种作业机器人系统制造商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以“让
机器人完成急难险重的工作”为使命，致力于通过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为特种作业提供一份安全保障，让我们
服务的群体生活得更好。

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提供作业级特种机器人产品、核心部件、整体解决方案，为在急难险重环境作业中解放
人力、保障人身安全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凯富博科以至诚守信、创新进取、协作共赢为立足之本，坚持先进
技术与自主研发相结合，锐意进取，致力成为世界顶级特种作业机器人研发与服务的国际化企业。

浙江凯富博科科技有限公司 D212展位号

深圳市七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研发智能、高可靠、特种电机及驱动器，以电机驱动为起点，拓展核
心部件的研发，打造出完整的电机伺服控制系统，产品从军工领域到智能制造等领域全覆盖 。产品主要应用
在军事、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协作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机械及自动化控制系
统、电动车等领域。产品：特种机器人用高速伺服电机，航空航天用电机及驱动器，高爆发高转矩密度无框电
机，太阳能长航时无人机推进用高效高功率密度电机，临近空间飞艇推进及气囊控制电驱动系统，飞行器油泵
电驱动系统，高海拔无人机驱动及控制电机，飞机瞄准系统控制电机。机器人：足式仿生机器人机械腿及关节
模组，工业焊接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等。

深圳市七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313展位号

珞石机器人（ROKAE）是一家全球领先的轻型机器人公司，专注于轻型工业机器人、柔性协作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赋能汽车零部件、3C 电子、精密加工、医疗、商业等行业客户实现智能化转型
升级，在多个垂直领域应用中国内第一，业务遍布德、法、俄、日、韩等全球十多个国家。 公司总部及研发
中心位于北京，在国内拥有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域公司，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控制系统，全球技术
前沿的核心性能参数，完整且一流的产品矩阵，领跑业界的商业落地规模，珞石机器人已成长为国产机器人行
业中的领军企业。

珞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42 143

展商信息

博睿康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

博睿康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注册于常州科教城，是一家集自主生产、
研发、销售、技术服务、售后支持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依托于清华大学自主创新、国际领先的脑 - 机接
口技术，专注于神经科学领域前沿技术的开发，致力于为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专业、完整的解决方案。公
司拥有一支年轻化、知识化的队伍，团队核心成员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等国内知名院校，全员本科以上学历人数约为 75%，其中硕士学历比例约为 22%。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中国神
经科技领域的领军企业。

公司相继承担或参与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脑 - 机接口中的微弱信息采集技术及产品开发”课题以
及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 “阿尔兹海默病神经调控及智能康复关键技术和临床应用研究”课题 , 形成了产
学研用一体的完整规划，研制的产品应用范围涵盖神经科学、心理学、生理学、人因工程、运动学、管理学、
临床神经疾病诊断以及治疗与康复工程等领域。

湖南瑞森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瑞森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机器人及相关智能设备研发、生产
与销售，并提供智能装备系统集成应用服务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核心产品技术源自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CSAIL），以 Rethink Robotics 先进智能机器人行为感知理论为基础，致力
于不断超越机器人智能极限，提升机器人应用类人化水平，摆脱传统机器人技术的机械局限性和应用复杂性，
让机器人成为人类最亲密的合作伙伴。

公司智能机器人产品已经服务于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高校和企业客户，重要客户包括 GE、
DHL、联合利华、丰田等众多跨国企业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等全球顶级学府。

公司 Baxter、Sawyer 等高校明星产品先后获评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佳发明奖、美国《机器人商业评论》
最佳教育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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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概览

共 享 新 成 果
Inject Momentum and Share Results

to Build a Win-win Collaborative Society
共 注 新 动 能



146 147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介绍

世界机器人大赛自 2015 年起已成功举办了 6 届，共吸引了全球 20 余个国家 15

万余名选手参赛，被各大主流媒体广泛赞誉为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是目前国内外

影响广泛的机器人领域官方专业赛事。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由选拔赛（WRCT）、锦标赛（WRCC）、总决赛（WRCF）

组成，围绕科研类、技能类、科普类三大竞赛方向，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控机

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共四大赛事。其中，科研类“共融

机器人挑战赛”和“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通过竞赛活动集中展示机器人在智能制造、

助残康复、特种救援等领域的顶尖创新成果，并围绕年度热点技术增加专项竞赛任务，

旨在推动全球机器人技术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技能类“机器人应用大赛”将聚焦产业发

展与人才培养，比拼选手的机器人操作技能和机器人工业设计能力，旨在推动机器人领

域技能技术型人才的培养；科普类“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将通过竞赛激发青少年选

手的研究创新精神，培养选手的团队协作、策略分工、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旨为广大

参赛青少年提供一个国际化创新展示平台。同时，大赛还将协调对接产业、金融、技术

等资源，贯穿全年的举办多项系列特色活动。

世界机器人大赛将不断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为参与者提供一个汇聚创新资源、产

业资源、市场资源、资本资源、人才资源的全球化开放合作平台，激发机器人行业的科

技研发潜力，成为推动全球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鲁  昕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教育部原副部长

顾问委员会主任

委员：  陈善广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丁    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琼海     中国工程院院士

             顾晓松     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上凯     清华大学教授

             毛    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俞建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广中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顾问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148 149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大赛布局图

委员： 毕路拯、陈卫东、樊瑜波、高小榕、高    峰、胡德文、黄肖山

            胡    勇、侯增广、胡卫建、金    晶、江    磊、吕宝粮、刘辛军

            李贻斌、李远清、刘铁军、明    东、石光明、苏    波、宋    苏

            陶    波、王毅军、王怡雯、王启宁、徐光华、徐圣普、熊    蓉

            谢    平、许敏鹏、谢    叻、姚    力、尧德中、杨帮华、印二威

            张利剑、张    通、张洪欣、周宗潭、赵    杰、赵    京、朱向阳

专家委员会委员

丁  汉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专家委员会主任

（按姓氏拼音排序）

3层    ■ B 馆 : 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1层    ■  序厅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

           ■ D 馆 : 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机器人应用大赛

1层

2层

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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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赛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事  项 说  明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共融机器人挑战赛”赛程

共融机器人挑战赛表演赛内容：
1. 协作机器人组
（1）协作双臂赛项
（2）协作双机赛项
2. 康复机器人组
（1）动力上肢
（2）动力下肢
（3）动力外骨骼
3. 创新成果展示
清华大学：磁吸附式加工机器人
北京大学：智能动力小腿、大腿假肢
东南大学：基于混合驱动器的柔性手套
兵器地面无人平台研发中心：摇臂式警
用地面无人平台、微小型手抛式侦察机
器人
珞石：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远程超声
诊疗机器人
瑞森可：双臂机器人 Baxter、七关节
单臂机器人 Sawyer、复合机器人

任务赛

任务赛

任务赛

挑战赛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

09:00-12:00

09:00-12:00

09:00-12:00

09:00-12:00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

14:00-17: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比赛时间：9 月 10 日 -13 日          比赛地点：D 馆第三跨西侧

本项赛事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指导，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委信息科学部、中国电子学会
共同主办，珞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瑞森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协办。本次大赛按照“聚
合、创新、创造”三步走理念，以“人 - 机 - 环境共融”为主题，重点考察和集中展示共融机器人技
术在智能制造、助残康复、特种救援等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旨在为该领域的科研技术人员打造一
个同场竞技、共同交流及展示的全新平台，激发机器人行业的科技研发潜力，推动相关领域“卡脖子”
关键技术的攻关。 

本次大赛设协作机器人组、医疗康复机器人组、创新成果展示共 6 个赛项，将吸引十余所顶尖科
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参赛。在锦标赛现场将设置比赛项目调试及讲解环节，并有 4 支优秀的共融机
器人科研团队进行创新成果展示。

赛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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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

比赛时间：9 月 10 日 -13 日          比赛地点：A 馆序厅东侧

本项赛事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指导，委信息科学部、中国电子学会、清华大学医学院共同主办，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山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江苏集萃脑机融合智能技
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联合主办，博睿康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共同支持，蓝色传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博智慧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支持。本次大赛将通过竞赛考察脑机接口技术在助残康复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旨在推动
脑机接口技术与各领域技术的跨越融合发展，提升我国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地位。 

本次大赛设置技能赛、技术赛、优秀论文答辩、创新成果展示环节，共下设 14 个赛项，将吸引近
100 所顶尖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参赛，全年参赛人数近 1000 人。在锦标赛现场还将设置 2021 世界机
器人大会脑控打字挑战项目。

赛事介绍

D馆第三跨西侧

赛场布局图

共融机器人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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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日  期 时  间 事  项 说  明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程

技术赛决赛

技术赛决赛

创新成果展示

颁奖仪式

创新成果展示

技术赛决赛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打字记录挑战

《国产脑机接口采集芯片及系统》发布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

09:00-13:00

13:00-14:00

14:00-14:30

颞叶脑机赛（运动想象无训练）

颞叶脑机赛（运动想象有训练）

北京理工大学：脑控车辆与脑机智能辅助驾驶、
脑控机器人编队
燕山大学：基于混合脑机接口的虚拟康复系统、
脑 - 手协同作业系统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脑控上肢外骨骼、脑控轮椅
西安交通大学：体感遥操作足球机器人、
彩色视频体感运动捕捉系统、视觉脑检测技术
华东理工大学：镜像手康复系统、
脑卒中运动康复系统
上海大学：脑控机械臂抓取系统

情感脑机接口

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脑控群聊系统

颁发各赛项奖项

13:00-17:00

14:00-17:00

09:00-13:00

10:30-11:00

13:30-15:00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赛程安排

日  期

任务展示赛项目：脑 - 机接口打字系统、脑控轮椅系统、脑控义肢手系统、脑控机器人系统、脑控机械臂系统、
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脑控机器人集群、脑控电刺激系统等

时  间 事  项 说  明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赛程

技术赛决赛

技术赛决赛

脑机接口产品发布

技术赛决赛

技术赛决赛

创新成果展示

青年优秀论文答辩

创新成果展示

9 月 10 日

9 月 11 日

09:00-13:00

09:00-13:00

15:00-15:30

枕叶脑机赛（SSVEP 无训练）

顶叶脑机赛（ERP 无训练）

《多人多参闭环脑机接口系统》发布

枕叶脑机赛（SSVEP 有训练）

顶叶脑机赛（ERP 有训练）

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脑控群聊系统

江苏集萃脑机融合智能技术研究所：
脑电传感器、多通道采集模块 
博睿康：脑控情绪灯、脑控小车、脑控接电话
蓝色传感：脑控游戏
金博智慧：脑控注意力训练体系

13:00-17:00

13:00-17:00

10:30-11:00

13:00-15:00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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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大赛

比赛时间：9 月 10 日 -12 日          比赛地点：D 馆第三跨

本项赛事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并得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支持。本次大赛将围绕工业、农业、
能源、医疗健康、交通运输、教育培训、商贸物流等行业的实际应用需求，集中比拼参赛选手机器人的操
作技能能力和机器人的工业设计能力，旨在充分发挥竞赛自身的成果转化优势，激发中低端岗位向高端管
理、技术、研发等领域转型，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
推动我国机器人领域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

本次大赛设置技能组和工业设计组，共下设 9 个赛项、27 个竞赛组别，锦标赛现场将吸引 200 余名
职业院校学生参赛，预计全年参赛人数将超过 2000 余人次。

赛事介绍赛场布局图

A 馆序厅东侧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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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大赛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机器人应用大赛”赛程安排

赛项组别 赛项名称

技能组

工业设计组

9 月 12 日 9 月 13 日

工业机器人工程应用与
创新赛项

ENJOY AI 智能
挑战赛项

国际尖兵挑战赛项

AI 探索赛项 科技挑战赛

智慧农场

封狼居胥

智慧仓库设计对抗赛项

BOXBOT 机器人格斗赛项

中职组
决赛 / 颁奖

资格赛

A 组决赛 / 颁奖
B 组选手报到

决赛 / 颁奖

决赛 / 颁奖

资格赛

高职组
选手报到

高职组
比赛

B 组
资格赛

资格赛

资格赛

资格赛

高职组
测试赛

高职组
决赛 / 颁奖

B 组
决赛 / 颁奖

决赛 / 颁奖

决赛 / 颁奖

决赛 / 颁奖

B 组资格赛

挑战赛 挑战赛

挑战赛

挑战赛

挑战赛

资格赛

9 月 11 日

08:30-12:00 08:30-12:0013:00-17:00 13:00-17:0013:00-17: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挑战赛 挑战赛

赛程安排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机器人应用大赛”赛程安排

赛项组别 赛项名称

技能组

工业设计组

9 月 10 日

工业机器人工程应用与
创新赛项

ENJOY AI 智能
挑战赛项

国际尖兵挑战赛项

AI 探索赛项 科技挑战赛

智慧农场

封狼居胥

智慧仓库设计对抗赛项

BOXBOT 机器人格斗赛项

中级组
选手报到

中职组
比赛

选手报到 资格赛

A 组选手
报到

A 组
资格赛

选手报到 半决赛

选手报到 资格赛

选手报到 资格赛

中职组测试赛

A 组资格赛

测试赛

测试赛

选手报到 资格赛

9 月 9 日 9 月 11 日

08:30-12:00 13:00-17:0008:00-18:00 08:30-12: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测试赛

测试赛

测试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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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比赛时间：9 月 10 日 -12 日          比赛地点：B 馆三层

本项赛事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并得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的支持。本次大赛将紧贴全球机器人技
术和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加关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需求，不断深入到教育科普、技术创新、
全球合作、成果落地等方面，通过竞赛激发青少年选手的研究创新精神，培养选手的团队协作、策略分工、
动手实践等综合能力，旨为广大参赛青少年提供一个国际化创新展示平台。历届大赛选拔出的优胜队伍将
在锦标赛现场展开终极对决。

本次大赛设置 12 个赛项，分设 22 个子赛项，共 51 个竞赛组别，锦标赛现场将吸引近 2000 名中小
学年龄段选手参赛，预计全年参赛人数将超过 40000 余人次。

赛事介绍赛场布局图

D馆第三跨

机器人应用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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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赛程安排

赛项名称
9 月 12 日9 月 11 日

工程挑战赛

未来之家
(MakeX Spark)

智造大师
(MakeX Challenge)

IQ- 百发百中
（Rise Above）

智慧交通
(MakeX Starter)

智慧冬奥

超变战场
(Almighty Warriors)

雷霆营救
(MakeX Premier)

VRC- 一触即发
（Tipping Point）

挑战赛 /初中组
资格赛 决赛与颁奖

决赛 颁奖资格赛

资格赛

资格赛

挑战赛

大学组
资格赛

挑战赛

联队选择

联队选择

联队选择

/

大学组
决赛与颁奖

/

挑战赛

挑战赛

决赛

高中组
资格赛

资格赛

挑战赛

挑战赛

颁奖

高中组
决赛与颁奖

决赛与颁奖

08:30-12:0008:30-12:00 13:00-17:0013:00-17: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决赛 颁奖

挑战赛 /

决赛

挑战赛

颁奖

/

AI 探索
赛项

DOBOT 智造
大挑战赛项

Robo Genius
系列赛项

VEX 赛项

MakeX
机器人挑战

赛项

赛程安排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赛程安排

赛项名称
9 月 10 日

工程挑战赛

未来之家
(MakeX Spark)

智造大师
(MakeX Challenge)

IQ- 百发百中
（Rise Above）

智慧交通
(MakeX Starter)

智慧冬奥

超变战场
(Almighty Warriors)

雷霆营救
(MakeX Premier)

VRC- 一触即发
（Tipping Point）

选手报到 初中组
资格赛

初中组
资格赛

选手报到 资格赛 资格赛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

/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挑战赛

初中组
资格赛

资格赛

挑战赛

初中组
决赛与颁奖

资格赛

9 月 9 日

08:30-12:00 13:00-17:0008:00-18: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资格赛 资格赛

挑战赛 挑战赛

资格赛

资格赛

资格赛

资格赛

AI 探索
赛项

DOBOT 智造
大挑战赛项

Robo Genius
系列赛项

VEX 赛项

MakeX
机器人挑战

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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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赛程安排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赛程安排

9 月 12 日9 月 11 日

挑战赛 // /

/资格赛

高中组
资格赛

资格赛

挑战赛

决赛与颁奖

决赛与颁奖

决赛与颁奖

决赛与颁奖

高中组
决赛与颁奖

/资格赛

/

决赛与颁奖

资格赛

/

/

资格赛

08:30-12:0008:30-12:00 13:00-17:0013:00-17: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

挑战赛 /

挑战赛

挑战赛

挑战赛

挑战赛

/

/

/

赛项名称

水上运动会

非攻

冬季运动会

超级轨迹赛

物流搬运赛

极速穿越赛

医疗先锋

ENJOY AI
赛项

FTF 青少年
无人机赛项

Super-track 
超级轨迹赛项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赛程安排

赛项名称
9 月 10 日

水上运动会

非攻

冬季运动会

超级轨迹赛

物流搬运赛

极速穿越赛

医疗先锋

选手报到 资格赛 决赛与颁奖

/ /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

/

初中组
选手报到

/

选手报到

/

/

/ 选手报到

9 月 9 日

08:30-12:00 13:00-17:0008:00-18: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

初中组
资格赛

初中组
决赛与颁奖

/

资格赛

高中组
选手报到

资格赛

ENJOY AI
赛项

FTF 青少年
无人机赛项

Super-track 
超级轨迹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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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赛程安排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赛程安排

9 月 12 日9 月 11 日

九宫联运

极限冰壶
(Robo Alliance Curling 

Challenge)

九宫普及赛

棒球闪击

TAI 智能车
挑战赛项

九宫对抗赛

挑战赛 // /

/资格赛

/

资格赛

挑战赛

决赛与颁奖

决赛与颁奖

决赛与颁奖

/

/资格赛

挑战赛

初中 B 组
资格赛

/

挑战赛

初中 B 组
决赛与颁奖

高中组
选手报到

08:30-12:0008:30-12:00 13:00-17:0013:00-17: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

挑战赛 /

/

高中组
资格赛

/

挑战赛

挑战赛

/

/

高中组
决赛与颁奖

九宫（IER）智能
挑战赛项

TAI 智能车
挑战赛项

RA- 极限冰壶
赛项

CREATE JR
棒球闪击赛项 

赛项名称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赛程安排

赛项名称
9 月 10 日

九宫联运

极限冰壶
(Robo Alliance Curling 

Challenge)

九宫普及赛

棒球闪击

TAI 智能车
挑战赛项

九宫对抗赛

选手报到 资格赛 决赛

/ /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资格赛

/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

初中 A 组
选手报到

/

/

资格赛

9 月 9 日

08:30-12:00 13:00-17:0008:00-18:00

* 最终日程以大会现场比赛为准。

/

资格赛 决赛与颁奖

初中 A 组
资格赛

/

/

初中 A 组
决赛与颁奖

初中 B 组
选手报到

/

九宫（IER）智能
挑战赛项

TAI 智能车
挑战赛项

RA- 极限冰壶
赛项

CREATE JR
棒球闪击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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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赛场布局图

B馆三层西侧 B馆三层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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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议程

共 享 新 成 果
Inject Momentum and Share Results

to Build a Win-win Collaborative Society
共 注 新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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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接联系人：任浩达 13810129845  /  刘向雨浪 13521906107

闭幕式议程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媒体服务

2021 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博览会序厅一层西侧设立媒体工作区。

工作区可以满足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及休息需求，展示区将安排部分媒体集中进行形象展示。

媒体工作区及展示区

媒体区效果示意

（蓝色区域为媒体区）

时  间
15:00-15:30

会议内容
闭幕式

15:03-15:05

15:05-15:10

15:10-15:20

15:25-15:30

15:00-15:03

15:20-15:25

时间：9 月 13 日  星期一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致辞

成果发布

宣布大会闭幕

嘉宾介绍

地点：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总结大会成果

大会回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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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支持媒体

合作媒体

媒体直播平台

战略合作媒体

独家短视频合作平台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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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共 享 新 成 果
Inject Momentum and Share Results

to Build a Win-win Collaborative Society
共 注 新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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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学会（Chines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成立于 1962 年，现拥有个人会员 10 万余人，

团体会员 600 多个，专业分会 47 个，专家委员会 16 个，工作委员会 9 个，编委会 1 个。中国电子学

会总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近 200 人。中国电子学会（含分支机构）是中国科协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人员近 5000 人。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地方学会组织。中国电子学会是

5A 级全国学术类社会团体。

中国电子学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国内外学术、技术交流；开展继续教育和技术培训；普及电子信息

科学技术知识，推广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编辑出版电子信息科技书刊；开展决策、技术咨询，举办科技

展览；组织研究制定和应用推广电子信息技术标准；接受委托评审电子信息专业人才技术人员技术资格，

鉴定和评估电子信息科技成果；发现、培养和举荐人才；奖励优秀电子信息科技工作者。

 中国电子学会的 47 个专业分会覆盖了半导体、计算机、通信、雷达、导航、微波、广播电视、电子测量、

信号处理、电磁兼容、电子元件、电子材料等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的所有领域。中国电子学会编辑出版学

术类、技术类、科普类和产品信息类等各种类型的期刊 10 余种。

中国电子学会是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URSI）、国际污染控制学会

联盟（ICCCS）的成员单位；发起成立了亚洲智能机器人联盟、中德智能制造联盟；世界工程组织联合

会（WFEO）创新专委会秘书处、联合国咨商工作信息通讯技术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世界机器人大会秘

书处设在中国电子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

日本应用物理学会（JSAP）等建立了会籍关系。

官方微信

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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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北京经开区”）1992 年开工建设，是北京市唯一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三城一区”中的“一区”，是
目前全国唯一一个集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
合试验区、自贸试验区以及综保区 (“六区合一”) 政策优势于一体的经济功能区。始终坚持以
首都发展为统领，着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技术创新示范区、深化改
革先行区、高精尖产业主阵地和宜业宜居绿色城区的“四区一阵地”。

北京经开区不断提高优势产业聚集度，现已汇聚了来自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 万
家企业，其中，94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经开区投资建设各类项目 138 个，成为国内集成电路
产业研发和产业能力最强的区域。“两区”启动建设以来、北京经开区积极构建“4+2+1”产
业体系，“4”，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机器
人和智能制造；“2”，指科技服务业、科文融合产业；“1”：指数字经济。到 2025 年，北
京经开区 GDP 将突破 3800 亿元，打造 6 个千亿级创新产业集群。

北京经开区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始终围绕首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大力发
展高端产业，已成为全市高精尖产业发展的主阵地，努力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构筑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芯”“网联车”“创新药”“智能造”。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45.4 亿元，同比增长 6.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4371.8 亿元，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为北京市政府组成部门，加挂市无线电管理局、市大数据管理局、
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牌子。主要职责包括：起草工业、软件信息服务业领域发展规划、
产业政策和法规规章，监测分析经济运行态势，核准备案相关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推动工
业节能综合利用，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统筹推进大数据工作，统筹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负责无线电管理，推进国防科工和军民融合发展，加强相关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对外合作
交流等。重点工作领域包括：发展高精尖产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创新，支撑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产业升级，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推进智慧北京和信用北京建设，
支撑超大城市治理。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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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