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ground

论坛信息

前 言

机器人既是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支撑装备，也是改善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其研发
及产业化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高端制造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机
器人产业，对于打造我国制造新优势，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改善人民
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引导机器人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与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并于 4 月 26 日正式发布。
“十三五”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科学制定发
展规划，实施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及时抢抓重大发展机遇、保持产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
展。机器人作为国家要大力推动其突破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肩负了强壮中国制
造业根基的艰巨任务，我国机器人产业急需实现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高端产品的重大
突破，
实现机器人质量可靠性、市场占有率和龙头企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在机器人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机器人检测和认证，加强标准化和安全等问题正越来越
迫切地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本次论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届时将集聚政府产业主
管领导、业内专家、国内外领先企业高管共同把脉机器人发展现状与未来，共襄机器人
美好明天。
Robotics are not only the key suppor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improving the human way of life. Robotics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are a measure of a country'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s development. Developing robotics industry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build a new manufacturing advantag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to speed up the manufacture of power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Made in China 2025" , to lead the robot industry develop
healthily and steadily, on March 21, 2016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three ministries jointly
issued a "robot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 (2016- 2020)",which released on April 26 officially.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obotics industry
faced wi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maintain robotics industry develop healthily and
steadily, we should mak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lan, implement targeted policy measures,
seize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s promptly. As one of the ten key areas which China has promoted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robot shoulders the arduous task of
strengthening Chinese manufacturing base. China's robotics industry urgently needs to achieve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robotics key parts and high-end products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robots, to enhance the market share,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eading enterprises.
Whi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obot, speeding up the robot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strengthe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security, these issues become more and more urgent. This
summit is going to be held in precisely this context. Government industry leaders, industry experts, domestic and foreign leading enterprise executives will be get together to talk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embrace robots' bette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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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信息

论坛主题

Theme

安全 、
协作、
创新、
未来

Safety,Collaboration,Innovation,Future

主办单位

Organizer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组委会

Organizing Committee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承办单位

Summit Management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Group) Co.,Ltd.

协办单位

Co-organizer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Shanghai Robot Industry Association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Shanghai Industrial Park of Robotics

时间

Date

2016 年 11 月 2 日 13:30-17:30

2th November 2016

地址

Venue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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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East Best and Lansheng

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Shanghai)
Intercontinental Hotel

论坛信息

论坛议程 / Program
时间 / Date

13：30-13：40

演讲嘉宾/Speaker

演讲主题/Topic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Introduction of speakes Emcee
主持人：中国工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论坛部副部长、上海东浩兰生集团副总裁 上海博览会有限
责任公司 总裁 唐贵发
Mr. Tang Guifa, Vice-Director of Forum Department, CIIF Organizing Committee Office,
Vice-president of Shanghai East Best&lansheng(Group) Co.,Ltd, CEO of NECC (Shanghai)

13:40-13:45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组委会 常务副秘书长 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李东
Mr. Li Dong，Executive Vice Secretary of Orga致欢迎辞 Welcome Address
nizing Committee CIIF, Secretary Equipment Industr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13:45-1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李东
加强规划引领,促进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Mr. Li Dong，Secretary Equipment Industry，Min-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and Leading, to pro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obotic Industry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14:00-14:15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国防科技
工业办公室主任 吴磊
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助力产业升级
Mr. Wu lei,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Technolopal Commission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gy Innovation Center, Boost industrial upgrading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Office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14:15-14:35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员、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
主任、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 戴柳
发挥行业优势，打造上海机器人生态圈和产业升级
Mr. Dai Liu,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高地
tee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
Make full use of Shanghai's advantage, to build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Shanghai robot ecosystem and industrial upCongres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mmittee，
grading Heights.
Chairman of Shanghai Robot Industry Association

10:50-11:05

茶歇/Tea Break

圆桌峰会 Roundtable
主持人: 钱晋武教授 上海市机器人学会理事长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院长
Prof. Qian Jinwu , Chairman of SHANGHAI ROBOTICS SOCIETY President of Sino-European School of Technolog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议题一 Topic One：
机器人安全与人机协作
Enhance the robot safety,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ng robots

14:45-15:45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曲道奎
Mr. Qu Daokui, CEO of SIASUN Robot & Automation CO., Ltd.
ABB 集团高级副总裁
安全与协作：
中国制造 2025 的关键推动力
ABB 机器人业务全球总裁 倪思德
Safety and Collaboration: key enablers for Made
Mr. Per Vegard Nerseth , Senior Vice President,
in China 2025
ABB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ABB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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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信息

时间 / Date

14:45-15:45

15:45-16:45

16:45-17:45

演讲嘉宾/Speaker
演讲主题/Topic
FANUC 株式会社董事 专务执行役员 兼机器人事
业本部本部长 稻叶清典
发那科和中国制造 2025
Dr.Kiyonori Inaba，Member of the Board, ExecuFANUC and Made in China 2025
tive Managing Officer，General Manager of ROBOT Business Division
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 高级副总裁，全球行业总经
理 Mathias Wiklund
KUKA@中国_联接未来
Mr. Mathias Wiklu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KUKA@China_connect to the future
Global Head of Divisions , KUKA Roboter GmbH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总经理 蔡亮
Mr. Cai Liang,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STEP Robot Co.,Ltd
议题二 Topic Two：
机器人系统集成广泛应用 The wild application of robot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总裁 孔兵
致力打造智能化工厂
Mr. Kong Bing, CEO of Shanghai DEMC autoVirtual commissioning for intelligent factory
motive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 Ltd.
月饼外包装自动线中的安全与人机协作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石金博
COLLABO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Mrs. Bonnie Shi , CEO of QKM Technology
ROBOTS AND HUMAN-BEINGS IN MOON(Dongguan) Co.,LTD
CAKE PACKAGING SYSTEM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兼机器人
以技术创新与应用驱动助力中国制造 2025
事业部总经理 曾辉
EFORT helps to promote Made-in-China
Mr. Zeng Hui,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EFORT,
2025 with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Applicaand General Manager of Robot Division of
tion-driven
EFORT. Hui Zeng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杨进
Mr. Yang Jin,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SuZhou
Secote Precision Electronic Co.,LTD
埃斯顿 吴蔚 副总经理
议题三 Topic Three：
机器人创新与未来 Innovation and Future of Robotics
Rethink Robotics Inc, 总 裁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Mr.
Scott Eckert
智能协作机器人助力中国制造 2025
Mr. Scott Eckert PRESIDENT AND CEO of Rethink Robotics Inc.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行业应用总监，
慧飞无人机培训总经理 徐华滨
行业应用中的无人机黑科技
Mr. Paul.Xu ,Director of DJI Enterprise Solutions, The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Behind UAV InGeneral manager of Unmanned Aerial System dustrial Applications
Training Center
上海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 院长 张铭杰
机器人的创新与未来
Mr. Zhang Mingjie, kenny Chang
Director
Innovation and Future of Robotics
Shanghai Electric Central Technology
株式会社安川電機 技术开发本部 开发研究所筑波
研究所 所长 横山 和彦
Mr. YOKOYAMA/KAZUHIKO, General Manager, 机器人易用性的先进技术研究 Easy to Use for
Tsukuba Research Laboratory, Corporate R&D Robots
Cent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v. 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机器人要从娃娃抓起
豆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裁 魏宗凯
Robot Intelligenc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r. Wei Zongkai, CEO of DOME INC
human beings and robots?
点亮资本创始人、蚁群科技联合创始人 张亮
Mr. Zhang Liang , DL capital Founding Partner,
MAYI Robotics Co-Founder

最终议程以现场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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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主持人嘉宾：
唐贵发 Tang Guifa
■ 中国工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 论坛部副部长
■ 东浩兰生集团 副总裁
■ 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Vice-Director of Forum Department, CIIF Organizing Committee Office,

Vice-president of

Shanghai East Best&lansheng(Group) Co.,Ltd.
V

硕士研究生，高级国际商务师。现任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曾历任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总裁；上海
世博（集团）有限公司总监、副总裁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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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

演讲嘉宾

李

东

Li Dong

■ 中国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司 司长
Secretary Equipment Industry，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a
V

讲主题：
加强规划引领，促进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and Lead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obot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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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高峰论坛
暨第二届 CEO 圆桌峰会
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方，向莅临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你们为机器人产业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数据统计，2000 年到 2015 年这十五年间，每年工业机器人的供应量增速大概是 12%左右，全
球正在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到 2015 年底比上年增加了 11%，总共达到了 160 万台。全球市场总额
约为 110 亿美元，2015 年机器人系统的市场规模大概是 350 亿美元。预计，到 2019 年全球正在使用的
工业机器人也将从 2015 年的 160 万台增长到大约 260 万台，年均增速约 12%，也就是每年能够增加几
十万台。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 2015 年全年销量累计 6.67 万台，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超过 1/4，中国自
2013 年起连续三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今年 5 月，由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
合发布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更是为整个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吹来了东风，给出了
未来五年中国机器人发展的明确目标。
“十三五”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需要科学制
定发展规划，实施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及时抓住重大发展机遇、保持产业可持续发展。机器人作为国家
要大力推动其突破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之一，肩负了强壮中国制造业根基的艰巨任务，我国机器人产
业急需实现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高端产品的重大突破，实现机器人质量可靠性、市场占有率和龙头企
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上海，作为机器人生产、市场、研发重地，聚集了一批著名企业和优秀人才。所以今年这个论坛在
上海召开也是得天时地利人和。我也代表工信部向在座各位志士同仁，为上海机器人事业蓬勃发展做
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在机器人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强标准化、协同安全、加快技术创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正
越来越迫切。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安全、协作、创新、未来”，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今天现场汇
聚了全球和国内顶尖的机器人企业代表，还有许多机器人集成商和终端用户，以及机器人产业园区、高
校研发机构、还有不少新兴发展的年轻的创业企业，通过圆桌对话方式，来探讨机器人和系统集成技
术，
机器人安全协作，机器人创新和未来，共谋美好的明天。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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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吴

磊

Wu Lei

■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委员 副主任
■ 上海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 主任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Office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V

同济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曾
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
(挂职)。

演讲主题：
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助力产业升级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Boost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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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戴

柳

Dai Liu

■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会长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
■ 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
Chairman of Shanghai Robot Industry Association.
V

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机床厂厂长、美国 Ecotech Machinery 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1998 年 2
月，戴柳先生出任全国首家大型综合性国际服务贸易企业—上海东浩国际
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2004 年 2 月世博集团注册成立后，任上海
世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2003 年 10 月至 2005 年 8 月
期间还曾兼任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博览会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演讲主题：
发挥行业优势，
打造上海机器人生态圈和产业升级高地
Make full use of Shanghai's advantage, to build Shanghai
robot ecosystem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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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峰会
Roundtalbe

演讲嘉宾
主持人 HOST：
钱晋武 Qian Jinwu

■ 上海市机器人学会 理事长
■ 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 院长
Chairman of SHANGHAI ROBOTICS SOCIETY
President of Sino-European School of Technology of Shanghai University
V

1982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精密机械及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1988 中
科院长春光机所机械学专业硕士毕业，1993 年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
研究所博士学位。曾在长光所、上海科技大学工作。1999－2000 在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任访问研究员。历任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
（主持工作，2000－2007）、中欧工程技术学院院长（2005－今）。先后承担
国家 863 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 10 项和多个上海科委项目，
研究方向为机器人技术与精密工程、数学医疗与康复装备等。1999 年入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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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

Topic One
机器人安全与人机协作

Enhance the robot safety,
promoting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ng robots

演讲嘉宾
曲道奎

Qu Daokui

■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CEO of SIASUN Robot & Automation CO., Ltd.
V

中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创始人、总
裁，机器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组长、
中国机器人创新联盟主席、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机
器人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基金评审委员、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委员。获中国
青年科技奖、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GM 中国科技成就奖,2014 年度中国十
大科技创新人物,2015 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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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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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倪思德

Per Vegard Nerseth

■ ABB 集团高级 副总裁
■ ABB 机器人业务 全球总裁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ABB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of ABB Robotics
V

挪威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与经济学学士，
英国斯特林大学 MBA。
2003 年加入 ABB，在挪威担任 ABB 管理顾问负责人，随后担任其他多
个管理职位，包括 ABB 机器人业务中国区负责人、ABB 机器人业务挪威区
负责人。现担任 ABB 集团高级副总裁、ABB 离散自动化与运动控制业务部
机器人业务单元全球总裁。

Per Vegard Nerseth is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Managing Director Business
Unit Robotics,Discrete Automation and Motion division. Prior to this role, Per
Vegard served as Head of Business Unit Robot Automation Robotics division in
Switzerland.
He first joined ABB in 2003 as Head of ABB Management Consultants in Norway. Since then hehas held numerous management positions including Head of
Robotics in China and Norway.PerVegard hold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nited Kingdom.He also holds a bachelor degree in Marketing and Economics for the Norwegian School of Management in
Norway.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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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稻叶清典

Dr.Kiyonori Inaba

■ FANUC 董事专务执行役员
■ 机器人事业本部 本部长
Member of the Board, Executive Managing Officer
General Manager of ROBOT Business Division
V

2009 年 1 月进入 FANUC 株式会社，在机器人研究所从事机器人控制
软件和学习机器人的开发工作。
2013 年 5 月被任命为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同年 6 月担任董事（日语为取
缔役）。2013 年 10 月（至今）担任专务董事并被任命为机器人事业本部本
部长，统管 FANUC 集团的机器人开发和营销。2016 年 6 月（至今）担任董
事专务执行役员。

Kiyonori Inaba joined Fanuc Corporation in January 2009 and engaged the development of robot control softwareand learning robots at robot laboratory. After that he was appointed to robot laboratory head in May 2013 and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June 2013.
Kiyonori Inaba was proposed as a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in October 2013,
and since then has been overseeing the company's robot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as general manager of robot business operation.

演讲主题：
发那科和中国制造 2025
FANUC and Made in China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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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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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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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Mathias Wiklund

■ KUKA 高级副总裁
■ 全球行业 总经理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KUKA
Global Head of Divisions
V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
2016-至今 全球行业总经理，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
2012-2016 柯马机器人首席运营官，意大利和中国柯马执行委员会成
员
2011-2012 柯马德国常务董事和总经理 全球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宝
马和戴姆勒

Executive MBA,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in cooperation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2016 - date Global Head of Divisions, KUKA Roboter GmbH
2012 - 2016 COO Comau Robotics, Italy & China
Member of the Comau Executive Committee
2011 - 2012 Managing Director & Country Manager for Comau Germany
Global Account Executive for BMW & Daimler

演讲主题：
KUKA@中国_联接未来
KUKA@China_connect to the future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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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蔡

亮

Cai Liang

■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STEP Robot Co.,Ltd
V

蔡亮于 1998 年加入新时达，重点研究自动控制技术，有着深厚的专业
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开发经验。
（1）
“Smartcom 电梯控制系统”和“可实现死
区补偿的矢量型电梯专用变频器”2 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的主要参与人；
（2）
“串行控制系统 SMARTCOM”和“矢量型电梯专用变频调速器”2 项上
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主要参与人；两个转化项目均获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2009 年，两个项目分别实现销售收入 22953 万元和 10933 万元；
（3）2
项上海市自主创新产品的主要负责人；
（4）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 1 项“起重机械安全监控与信息化管理系统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5）参与
制 定 国 家 标 准 3 项（GB/T 5031-2008、GB/T 24807-2009、GB/T
24808-2009）；
（6）申请专利共 17 项，其中 13项为发明专利，
4项为实用新型
专利；
已获授权专利共7项，
其中4项发明，
3项实用新型；
发表论文4篇。
科技成果
可实现死区补偿的矢量型电梯专用变频器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20

建筑起重机作业安全监控管理信息系统

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建筑起重机作业安全监控管理信息系统

廊坊市科技进步奖

SmartCom.net 电梯群控系统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一种电梯群控系统

上海市发明专利奖

CH3VF 全电脑电梯控制柜

嘉定区科学技术进步奖

议题二

Topic Two
机器人系统集成广泛应用

The wild application of robot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演讲嘉宾
孔

兵

Kong Bing

■ 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总裁
President of Shanghai DEMC automotive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 Ltd.
V

2016 年加入上海德梅柯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任总裁，
负责在汽车白

车身产线制造的方案、销售、设计、制造、研发和售后服务等所有业务。德梅
柯属于上市公司华昌达。
2013 加入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任首席执行官，负责 KUKA 机器
人制造、销售、研发、售后服务等在华的所有业务，并且为库卡机器人全球
领导团队一员。
1998 年，作为南汽的电气工程师，并在此期间积极学习机器人相关技
术，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后以机器人服务工程师的身份加入 ABB，曾
历任资深项目经理，机器人服务部经理，并曾赴海外开拓业务两年，担任越
南离散自动化和运动控制及低压电气两个事业部总经理，同时兼任胡志明
分公司总经理。任现职前担任 ABB 励磁系统部总经理，及机器人业务单元
机器人系统部总经理等管理职位。
二十年以上机器人从业经验。拥有机电一体化专业背景，曾在中欧工
商学院和瑞士 IMD 商学院学习，
在企业管理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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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Kong Bing joined Shanghai DEMC automotive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 Ltd
as president in June 2016, taking the leadership for proposal, sales, designing,
R&D, manufacturing and after sales service, targeting to auto body-in-white
line systems. DEMC belongs to the listed company HCD.
He worked in KUKA Robotics as CEO of KUKA Robotics China Co., Ltd. from
2013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KUKA Robotics Manufacturing, Sales, R&D
and Service in China. He was the member of KUKA robotics executive leadership team.
He started his career as an electric engineer in Nanjing automobile manufactory
and learned robotics from 1998. He joined ABB as a robot service engineer afterwards, and has served successively as the senior project manager and service manager of robot. He once went to overseas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Vietnam for 2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working as local division manager for Discrete Automation and Motion as well as for Low Voltage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Branch Company in Ho Chi Minh City as
general manager. Before that he was working as general manager of Excitation
system business and Robot System at Shanghai ABB Engineering Co., Ltd.
Kong Bing has more than 20 years’work experience in robotics industry with a
mechatronics specialized background and holds a management diploma of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as well as Swiss IMD Institute.

演讲主题：
致力打造智能化工厂
Virtual commissioning for intelligent factory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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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石金博

Bonnie Shi

■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CEO of QKM Technology (Dongguan) Co., Ltd
V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EO。黑龙江哈尔
滨人，2005 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士学位，同年被免试保送哈工大深
圳 研 究 生 院 攻 读 控 制 科 学 与 工 程 专 业 硕 士 学 位 ；2012 年 在 香 港 科 技
大 学 获 得 电 子 工 程 博 士 学 位 ，并 师 从 世 界 顶 尖 机 器 人 专 家 李 泽 湘 教
授。攻读博士期间，先后赴日本、欧洲国家进行机器人产业考察，对世
界机器人先进技术和产业发展模式有深刻理解与认识。
2011 年，石博士与团队成员在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松山湖成立东
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于中国自主高端工业机器人的
研发，2013 年研发出全球首台高性能驱控一体并联机器人；并领导团
队 成 功 突 破 高 性 能 工 业 机 器 人 、高 速 实 时 视 觉 检 测 、开 放 可 拓 展 软 件
系统等技术瓶颈，开发出具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 Apollo 系列并联机
器 人 、Artemis 系 列 SCARA 机 器 人 及 相 关 配 套 产 品 ；形 成 自 主 知 识 产
权成果 20 余项。
石 博 士 以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产 业 发 展 为 创 业 宗 旨 ，专 注 于 行 业 应 用 ，
为企业提供自动化智能解决方案，自 2011 年以来，已为多家企业开发
出具有示范效果的解决方案，服务领域覆盖 3C 电子、食品、塑胶日化、
精密制造等众多行业。例如在食品行业，为知名食品生产企业广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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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家 量 身 定 做 全 国 第 一 条 全 机 器 人 自 动 化 月 饼 包 装 生 产 线 。 配 合 3C
电 子 领 域 知 名 制 造 供 应 商 长 盈 精 密 、劲 胜 精 密 共 同 打 造 无 人 工 厂 和
智 能 车 间 ，帮 助 企 业 提 升 先 进 生 产 力 ，服 务 经 济 发 展 和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获得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东莞赛区第一名、东莞市优
秀创业女性等荣誉。

演讲主题：
月饼外包装自动线中的安全与人机协作
COLLABO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ROBOTS AND HUMAN-BEINGS IN MOONCAKE PACKAGING
SYSTEM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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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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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曾

辉

Zeng Hui

■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兼任机器人事业部 总经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EFORT, and General
Manager of Robot Division of EFORT.
V

负责埃夫特机器人的研发和制造，
以及分管埃夫特公司采购部。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D and manufacturing of EFORT robot, and in charge
of Purchasing Department of EFORT.

演讲主题：
埃夫特以技术创新与应用驱动助力中国制造 2025
EFORT helps to promote Made-in-China 2025 with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driven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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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杨

进

James Young

■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商务开发
Vice Presiden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Suzhou Secote Precision Electronic Co., Ltd
V

30 多年的多元化专业经验于区域商业运营，商务开发，产品营销，销售
和工程等领域。现在苏州赛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目工作，为商务发展副总
裁。以前服务过的公司：Manz 中国，韩国周星，泛林半导体设备，应用材料，
TEC 美国电子公司等。 教育：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材料工程系硕士；
中国天津大学机械系学士。
More than 30 years diversifie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regional business operation, business development, product marketing, sales and engineering
fields. Currently work in Suzhou Secote Precision Electronic Co., Ltd as a Business Development vice president. Previous serviced companies: Manz China,
Jusung, Lam Research Corp, Applied Materials Inc, TEC America Electronics,
etc. Educations: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CA, USA, MS Material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China, B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演讲主题：
机器人在系统集成应用上一些问题探讨
Topic：Discussion of Some Problems in Robot Application
in System Integration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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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吴

蔚

Waltwu

■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Nanjing Estun Automation Company
V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埃斯顿（湖北）机器人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南京大学 EMBA 毕业，1998 年入职于埃斯顿自动化，长期从
事智能装备核心控制功能部件、智能制造及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研究、开发
与产业化，先后担任埃斯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事业部总经理、销售总监等
要职。埃斯顿机器人公司作为国际 IFR 成员，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
长单位和江苏省机器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凭借公司 20 多年来在金属
成形机床数控系统、交流伺服系统、电液伺服系统产品和技术优势，2010 年
挺进工业机器人领域，目前已拥有通用六关节机器人、四轴搬运码垛机器
人、SCARA 机器人、Delta 机器人等四个系列 16 个品种，产品规格从 3KG，
最大到 500KG。 应用于焊割、搬运码垛、打磨喷涂、锻压锻造、冲压折弯，
涉及汽车制造、3C 电子、五金家电、食品、化工、饲料、军工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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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

Topic Three
机器人创新与未来
Innovation and Future of Robotics

演讲嘉宾
史葛 埃克特

Scott Eckert

■ Rethink Robotic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resident and CEO of Rethink Robotics Inc.
V

Scott Eckert 经验丰富，擅长拓展高增长型业务。他曾担任美国领先平板
电脑供应商 Motion Computing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带领其从一家新公司壮
大到业界第一。
此前，Scott Eckert 在戴尔担任要职，创立了戴尔全球互联网业务部门，并
出任该部门的总经理。在他的率领下，Dell.com 从零开始发展至数十亿美元的
业务部门，并且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Scott Eckert 还曾担任戴
尔英国及爱尔兰家庭及小型业务部门的董事总经理，该部门是戴尔最大的国际
业务部门之一。
在进入技术行业之前，Scott Eckert 在策略咨询领域有数年工作经验，并且
在消费品行业担任重组咨询团队的成员。
Scott Eckert 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数量经济学学士学位及哈佛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现任美国机器人工业协会(RIA)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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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A seasoned manager with experience in building high-growth businesses, Scott
was President and CEO of Motion Computing, the leading provider of tablet PCs for
vertical markets, taking the company from a startup to #1 in the world in its category. Prior to Motion Computing, Scott was an executive at Dell, Inc. and widely
known as the founder and general manager of Dell’s worldwide Internet business
unit. Under his leadership, Dell.com grew from zero to a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unit and the world’s largest e-commerce site at the time. Scott was also Managing
Director for Dell’s Home and Small Business Division in the UK and Ireland, one of
the company’
s large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nits.
Prior to entering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Scott spent a number of years in strategy
consulting and as part of a turnaround team in the consumer product industry. Scott
holds a BA i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n MBA fro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e is currently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Robot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RIA).

演讲主题：
智能协作机器人助力中国制造 2025
Smart，
collaborative robot fuels China Made 2025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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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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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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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徐华滨

Paul Xu

■ 大疆创新行业 应用总监
■ 慧飞无人机培训 总经理
Director of DJI Enterprise Solutions, General
manager of Unmanned Aerial System Training
Center
V

负责大疆企业级无人机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业务拓展。在加入大疆创新
之前，徐先生曾分别任法国美尔森电气集团亚太区战略与市场副总裁、正泰
集团市场部副总经理等。大疆行业应用团队成立于 2015 年，以大疆的飞行
平台技术为支撑，目前业务已涉及能源、安防、农业、基础设施、测绘等多个
领域。

Prior to joining DJI, Paul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of strategy and marketing for
Asia-Pacific Area in Merson Electrical Power,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marketing department in Chint Group. Enterprise Solutions team is built up on 2015.
Based on technology of DJI platform, the current business has involved in energy，security，precision agriculture，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mapping and so
on.

演讲主题：
行业应用中的无人机黑科技
The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Behind UAV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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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张铭杰

Zhang Mingjie

■ 上海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 院长
Kenny Chang Director Shanghai Electric Central Technology
V

张铭杰硕士，教授级高工，2007 年任上海输配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输配电技术中心主任，2008 年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风电
部部长、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曾荣获“上海市经济
委员会新产品开发三等奖”、上海电气十佳青年称号、
“ 上海市质量金奖个
人”。近几年主持、参与了国内各部委多个重大专项，如兆瓦级风电机组系
统仿真及相关技术研究，特高压交流变压器、超高压继电保护研制，兆瓦级
中压 APF 与 SVC 联合运行系统及关键技术攻关，分布式能源集成技术应用
示范以及 1MW 微网系统关键技术与设备研发等。具有长期的科研技术和
管理工作经历，对各类变压器、高压开关、电气自动化的系统、网络、工业现
场总线技术及分布式能源的集成应用技术有深入的研究。

演讲主题：
机器人的创新与未来
Innovation and Future of Robotics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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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横山 和彦

YOKOYAMA/KAZUHIKO

■ 株式会社 安川电机 技术开发本部
■ 开发研究所 筑波研究所 所长
General Manager Tsukuba Research Laboratory
Corporate R&D Cent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Div.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V

横山和彦 ，日本九州大学信息工学出身。1982 年加入原株式会社安
川电机制作所（现为株式会社 安川电机），从事工业机器人系统软件的研
发。
1989 年至 2008 年，横山从事面向非制造领域的机器人的研发。在此
期间，负责配电线路维修作业机器人、医院内搬运用机器人 HelpMate、双足
步行机器人 HRP 的双腕协同控制与人机界面等的开发研究。
2008 年起至今，任该公司技术开发本部开发研究所筑波研究所的所
长。
横山和彦同时担任，IEEE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Society 会员以及
日本机器人协会的专业研究员。

演讲主题：
机器人易用性的先进技术研究
Easy to Use for Robots

2016 第五届中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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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魏宗凯

Wei Zong Kai

■ 豆姆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CEO of DOME INC
V

原新华社记者，资深媒体人，指导和拍摄过 2014 北京 APEC 专题纪录
片《大国之礼》，2015 年上海自闭症儿童爱心大使，2008 年北京奥运会火炬
手，复旦大学新闻硕士，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士，对 TMT（Telecommunication，Media，Technology）行业及宏观经济长期跟踪研究，多篇深度调研
内参获得中央领导批示。2015 年对人工智能产生兴趣，投身机器人科技教
育事业，提出“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机器人陪伴成长”的理念。为学校、社
区提供机器人课程、器材、师资、赛事服务。

演讲主题：
机器人要从娃娃抓起
Robot Intelligenc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rob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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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张

亮

Zhang Liang

■ 点亮资本 创始合伙人
■ 蚁群科技联合 创始
DL capital Founding Partner
MAYI Robotics Co-Founder
V

天使投资人丶连续创业者，专注于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
投资项目包括：速感科技、可以科技、Photorythm（机器视觉）丶 Syntouch（机器触觉）等。
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曾任 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全球服
务事业部战略外包中国区总经理丶 WIS 盘点中国公司总经理。联合投资
全球最大宠物主题社区——波奇网、国内最大联合创业空间运营商--联合
创业办公社等二十多家创业企业。

Angel Investor, Serial Entrepreneur, focus on 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ctor.Company invested: Qfeel Robotics, kEYI Robotics, Photorythm, Syntouch Robotics.
Education and Working Experience:
Computer Science at Fudan University,China Operation Manager at IBM Global
Service Strategic Outsourcing Division.General Manager of WIS Inventory
Counting Servi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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