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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现状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in sanitary ceramic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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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4.0”的到来和“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我国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实现快速增长，尤其在陶瓷喷釉、
打磨和搬运等集成应用系统方面有很大进展。本文阐述了我国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概括了当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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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Industry 4.0” and “Made in China 2025”, the industrial robots of sanitary ceramic in China
have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especially in integrated application systems of ceramic glazing, grinding and handling.
In this re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s ceramic industry are
illuminated, the main problem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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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业机器人是国家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从 1959 年
美国Unimation公司的第一台机器人至今，工业机器人已发
展成为柔性制造系统(FMS)、自动化工厂(FA)、计算机集成
制造系统(CIMs)最重要的自动化工具 [1]。
我国工业机器人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起步晚、
技术薄弱等原因，我国工业机器人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
存在很大差距。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供给
的下降以及产业升级的需要，并伴随“工业 4.0”的到来和
“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近年来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实现
快速增长(如图 1)。IFR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
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已连续5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2]。

图1

2008-2018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情况

陶瓷产业作为传统制造行业，目前在国内自动化程度
均比较低，只能算是半自动化，主要依赖人工作业，存在安
全风险高、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等问题。随着加工成本
的增加、解决劳工不足的呼声愈来愈高及工业机器人服务
的安全性、效率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机器人代替人工劳
动力成为了陶瓷行业快速发展的催化剂。本文主要针对我
国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
对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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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发展现状

1.1 发展现状
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面向行业主要是汽车、电子工业
等行业，且这些行业由于自动化程度高，对机器人有旺盛
的需求 [3]。由于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短缺，陶瓷行业逐渐对
机器人产生了新的需求，卫生陶瓷行业作为传统制造行业，
其产品生产要经历毛坯成型、修坯、喷釉、再烧结成型等工
艺流程，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质量难于保证及用工荒
等问题日益严重，采用机器人技术，建立自动化生产线成
为卫生陶瓷行业技术发展必由之路。
目前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在喷釉、抛光打磨
及搬运包装等自动生产线，市场容量相当可观。国外卫生
陶瓷行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已相当成熟。美国匹兹堡大
学的Bopaya Bidanda等 [4] 于 1993 年在综合考虑釉料的粘度、
干湿比、密度及流速等物理性质及喷枪的形状、喷射距离、
喷涂时间等参数和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利
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离线编程技术，设计出施釉机器人离
线编程系统，从而奠定了施釉机器人离线编程系统的设计
基础。希腊德谟克利特大学的Georgilas I.P.等 [5] 针对手工结
合机器人在卫生陶瓷施釉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复
杂形状的制品存在的施釉死角和制品表面釉面厚度不均，
根据施釉喷枪工作轨迹，提出了制作基于表面CAD 模型的
3-D模拟器来辅助控制施釉生产过程的新型解决方案，使
施釉质量得到提升。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Veiga Germano
等 [6] 设计了一种交互式编程系统，开发出了一种简单而灵
活的编程系统，利用先进的 3D图形系统优化陶瓷坯体自动
抛光机器人工作轨迹，使其灵活度达到一个新的需求。
国内陶瓷工业机器人的起步较晚，核心技术落后于发
达国家，国内较为成熟的机器人生产厂家有安徽埃夫特、广
州数控、广东巨轮模具、南京埃斯顿等，佛山新鹏机器人公
司、佛山利迅达公司、科信达科技公司、福建长江公司、珠
海固得、华恒公司、苏州博实机器人公司等利用国产或者
国外机器人为核心，已成功开发出喷釉、喷漆、抛光打磨等
集成应用系统。国内的第一台喷釉机器人是由佛山新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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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与乐华卫浴公司合作共同研制。据悉马
可波罗、东鹏、新明珠等不少知名陶企都已开始使用机器
人生产制造，效果十分可观。尤其在喷釉方面，传统人工
喷釉易导致不均匀的现象，而喷釉机器人，能够通过程序
很好地控制喷涂的时间和量，相对于传统的大多数废品率
在 3%-6%的卫生陶瓷企业，几乎可以做到零废品率，节省
釉量 10%左右，且每条喷釉生产线可节约 2/3 的人力；其次，
在搬运码垛方面，工业机器人可安装不同的末端执行器，
通过编程完成不同形状和状态的工件搬运，无论是抓放物
品还是搬运距离，都能精确操作，且动作响应速度快，负重
能力强，工作时长不受限，大大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此外，
在注浆、翻坯、立坯、烧成等方面，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
（陕西）有限公司成功研发了相关智能化生产设备及自动化
生产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例如，自动翻坯出坯机能够
实现石膏模具和青坯的脱离及湿坯的准确旋转对接，翻坯
出坯节拍时间 1.5 分钟/件，而传统工艺需两人配合完成，且
容易造成坯体损坏；烧成工段进行装卸窑时，利用自动识
别式白坯装窑机械手完成白坯装窑工艺，烧成完成后再通
过卸窑机械手将产品卸至检验工装板上，经自动输送线送
至成品检验工位，完全满足一般隧道窑的吞吐需求。
据初步统计，目前佛山陶瓷全行业应用的各种型号工
业机器人已超 1000 台。但由于传统的陶瓷行业需要在机
器人应用方面根据厂家的实际生产工艺进行专业性的机器
人设计，而这些市场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解决方案，导致
陶瓷工业机器人产业化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面
临小批量、多品种的陶瓷生产模式，一直难以推广。从制
造业发展阶段来看，工业 1.0 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制造
时代，工业 2.0 是以规模化流水线为代表的电气化与自动化
时代，工业 3.0 是以数控机床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化时代，工
业 4.0 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如果将陶瓷行业的现状对照
上述的发展阶段，整个行业充其量是介于工业2.0与工业3.0
之间，离工业 4.0 还有漫漫长路。
1.2 存在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不断加速，陶瓷产品生产方
式也必将向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但是，迄今
为止，我国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尚处于产业化初级阶段，
仍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核心部件生产技术落后
我国工业机器人的起步较晚，核心技术落后于发达国
家，特别是在高性能交流伺服电机和精密减速机方面的差
距尤其明显，目前，全球机器人核心部件几乎被国外供应商
垄断，如减速器基本由纳博、哈默纳科等几家日本公司控
制，外资厂商即有瑞典的ABB，日本的FANUC、Yaskawa，
德国的KUKA等四家厂商成为全球主要的工业机器人供货
商，合计销售占据全球约 50%的市场份额。而专门针对卫
浴行业的专业机器人更是落后于国外陶瓷巨头，同时，针对
国内产品换产频繁，专业人才及标准缺乏等问题，更是给
行业带来更大难题，导致形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因此，
拥有自主研发的性能可靠的关键零部件是国内陶瓷工业机
器人长足发展和扩大规模的重要途径 [7]。
2）陶瓷机器人行业整体合力不足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各自的机器人产业
化模式，中国的机器人技术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
起步较晚、基础较弱，卫生陶瓷行业机器人整体合力不足，
还未达到规模化的生产应用。首先，我国陶瓷机器人产业
尚未形成统一的产业标准和相关的技术应用平台，企业之
间尚未形成密切的产业关联态势，行业整体发展缺乏合力，
因而质量难以控制，也难以实现批量生产；其次，机器人企
业全国分布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机器人行业实
力良莠不齐，各家研究机构过于独立封闭，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行业的发展壮大，诸如沃迪等上海一线城市企业的零
部件采购均分散在全国，而上海本地的配套企业并不多 [7]。
3）以工业机器人为核心的陶瓷生产系统无法迅速推广
以工业机器人为核心的生产设备无法迅速推广是传统
陶瓷行业升级改造的核心问题。近年来业内偏向于重视工
业机器人的系统研发，忽视关键技术突破，关键零部件主要
依赖进口，造成国产机器人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大多数陶企
的承受能力，严重制约了机器人产业化进程和推广应用 [8]；
工业机器人集成应用系统往往需要操作人员对复杂的操作
控制系统、示教方式和生产工艺等相当熟悉，而目前陶企
内部大量需要机器代替人工的工种，操作人员和维修维护
人员大部分是学历较低的普通工人，很难一下子接受和熟
练使用高端装备，造成使用矛盾，例如，喷涂机器人由于被
喷工件的复杂曲面特性，导致人工示教和离线编程示教难
度非常大，进而限制了设备的推广；需要抛光打磨的五金
件，由于曲线复杂，手动编程有的高达 1 个月，造成难以推
广，这也是国外的成熟生产系统直接引进到国内不能发挥
效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业机器人诸多技术方面仍然停留
在仿制层面，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陶瓷机器人市场的拓
展。为此，国家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机器人专业的人才需求，
中国电子学会受国标委委托于 2015 年推出了“全国青少年
机器人技术等级考试标准”，对未来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
发展和应用推广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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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

随着陶瓷行业的快速发展，陶瓷生产越来越趋向于高
效、稳定的生产方式，未来整个陶瓷行业工业机器人的应
用缺口非常大，虽然国内已经完成了卫生陶瓷工业机器人
从无到有的突破，但是随着“机器换人”的完成，实现生产
过程的模块化、柔性化、产业化成为未来卫生陶瓷行业智
能制造发展的重要趋势。
2.1 模块化
所谓模块化就是为实现产品(系统)的总功能，在功能
分析的基础上，将整个产品分解为若干特定模块，然后通
过模块的不同组合得到不同品种、不同功能的产品，以满
足市场的各种需求 [9]。由于卫生陶瓷产品设计千变万化，
导致其生产工艺多种多样，模块化设计可以满足其不同的
需求；能够使机器人零部件便于拆卸，便于组件的运送、替
换和维修；通过组件的不同搭配，既可满足不同用户群体
的诸多个性化需求，又可以降低制造成本 [8]。
2.2 柔性化
柔性化生产是由统一的信息控制系统、物料储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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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组数字控制加工设备组成，能适应加工对象变换的自
动化机械制造系统，并具有一定管理功能。柔性生产是全
面的，可实现设备、管理、人员和软件的综合柔性 [10]。例如，
卫生陶瓷机器人在施釉和翻模、坯胎出模的工序中适应了
不同的工件和模具。不仅可以取代粉尘大、作业复杂、劳动
强度大及精度要求高等工作，还可以大大提高产品质量和
劳动生产率。其次，信息控制系统可“存入”许多工件的最
佳施釉工作“曲线”，且操作简单，即便工件发生变化，机器
人也能以最快的速度适应工件，喷涂出高质量的陶瓷釉面，
使生产过程具有更完善的判断和适应力 [11]。经调查两种做
产品喷涂程序的使用情况显示，相同产品条件下，模拟人
工操作的方式，做一款程序大约需要 10-30 分钟，而人工手
动示教操作，做一款程序的时间为 5-7 天，相差十分明显。
2.3 产业化
陶瓷制造强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在机器人应用
方面已经基本实现普及，尤其在喷釉工艺方面，其效率远
远高于手工施釉的喷釉设备。而我国在该产业的工业机器
人应用比例过低，当前主要依靠人力 [12]。随着我国劳动力
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以及产业升级的需要,采用
机器人技术，实现陶瓷产品从毛坯成形、修坯、喷釉、再烧
结成型等全过程的自动化生产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固
定作业机器人中，为了提高动作灵活度，多关节、多自由度
的机械臂等机构开始出现。其次，机器人修坯打磨系统相
对于人工打磨效率提高 25%。喷釉机器人的使用可使每条
喷釉线节省 2/3 的人员，生产效率提高 80%，大大节省人工
成本。更重要的是机器人上岗后，可让生产工人远离粉尘、
噪音等的伤害，基本杜绝职业病的 产生，从而大大降低了
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实现陶瓷工业机器人产业化是陶
瓷行业迫切需要完成的发展目标。

3

结语

陶瓷企业目前面临着产能过剩、绿色制造和互联网冲
击等多重压力，一方面就是进行信息化改造和智能制造，以
便于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其次，生产管理水平的高
低也决定着整个制造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尤其是类似陶瓷
行业面临的管理复杂性和人才缺失等因素，生产管理是实
施自动化制造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此外，相关措施的制

定可进一步推进陶瓷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进程。例如：加大
政府投资力度，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加大工业机器人教
育方面的支持，保证高端专业研发人才的持续供应等；促
进创新成果及产学研实际转化率，加强高校与企业，企业
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相信陶瓷行业迈向工业 4.0 的智
能时代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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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数据，总结学生在线学习的表现，掌握学生的参与度
和学习效果。还能利用调查工具了解学生对这种教学方法
的适应性和反馈，为今后改进教学方法提供客观依据。学
生可以进行小组内部自评、组间互评等方式进行，这个评
价也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借鉴活动理论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解析了网
络信息技术支撑下翻转课堂的本质和特征，分析了《基础
工程施工》课程的特点，讨论了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下《基础
工程施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习活动系列设计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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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应用实践。这仅仅是施工课程教
学活动形式之一。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翻转课堂应用活
动形式是非常丰富的，过程也比较复杂，在学生知识内化
和技能提升方面，还有很多研究需要继续努力探索。
参考文献
[1] 李凑,刘赣洪.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的SWOT分
析[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3(03):88-89.
[2] 杨露. 翻转课堂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践研究[D]. 金
华:浙江师范大学,2014.
[3] 张琳琳. 互动媒体支撑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D]. 大庆:东北石油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