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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智能巡检机器人行业发展深度分析与未来前景研究报告（2022-20
29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08/60767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800元    纸介版：7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80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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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智能巡检机器人行业产业链上游
智能巡检机器人是特种机器人细分种类之一。智能巡检机器人上游为关键零部件，主要包括
伺服电机、减速机、工控机、红外热像仪、可见光相机、视频监控装置等。智能巡检机器人
产业链上游行业属于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供应较为充足,因此上游行业产能及需求变化对智能
巡检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影响较小。智能巡检机器成本主要集中在零部件端，其中核心零部件
的比例在70%左右，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占比分别为36%、24%、12%。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智能巡检机器人产业链上游包括基础层（硬件）及技术层。硬件及核心零部件厂商以提升技
术和降低成本为主要任务,AI技术公司则以算法和数据为核心竞争力。从具体领域竞争来看
，目前芯片的主要贡献者是Nvidia. Mobileye和英特尔在内的国际科技巨头；智能传感器领
域主要被博世、欧姆龙、ST.罗姆、NXP、ADI.英飞凌、楼氏电子、索尼、三星等巨头企业
垄断；控制器市场较为集中，ABB、库卡、发那科、安川占据绝大多数市场；在核心算法和
基础理论领域，美国是目前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算法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我国处在不断提
升状态。
智能巡检机器人产业链上游竞争情况
领域
竞争情况
芯片
主要贡献者是Nvidia. Mobileye和英特尔在内的国际科技巨头
智能传感器
主要被博世、欧姆龙、ST.罗姆、NXP、ADI.英飞凌、楼氏电子、索尼、三星等巨头企业垄
断
控制器
市场较为集中，ABB、库卡、发那科、安川占据绝大多数市场
核心算法和基础理论
美国是目前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算法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我国发展水平仍在不断提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二、智能巡检机器人行业产业链中游
智能巡检机器人中游是机器人本体厂商及系统集成商，一般这类厂商都属于综合解决方案服
务商。得益于技术类公司的基础和AI算法的开源，应用层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目前国内在电
力、石化、消防等领域已经开始出现成规模大，盈利水平较强且具备特有技术、渠道壁垒的
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业链中游国产企业正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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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领域智能巡检机器人代表企业
领域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业务
电力
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前身为山东鲁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家电
网旗下唯-的以电力机器人相关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研发、制造、应用和技术服务平台，是国
内最早从事电力机器人研发的企业，已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31项
，是国内电力巡检领域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申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目前公司研制的轮式、挂轨智能巡检机器人已
广泛应用于变电站室内、室外和配电站的巡检。公司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于2017年获得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颁发的“中国电力创新奖专项奖三等奖"，同时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
与了“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和“户外挂轨式巡检机”两项行业标准的制定，是电力巡检领域
的头部企业。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智能电网行业的企业，先
后自主建立室外机器人、室内机器人、无人机巡检服务等研发平台,形成了-系列专有技术及
提供专用智能化巡检和运维分析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公司室内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曾荣获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专业从事智能服务机器人、特种行业智
能巡检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在电力巡检领域已形成以自主核心技术、核心
零部件、领先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完整产品链，在国家电网室外机器人集中公
开招标中多次中标。
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自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专注于移动机器人领域，公司在电力巡
检领域深耕十载，先后推出GS200、TS200等轮式巡检机器人产品，业务范围已覆盖国内3
1个省份，-千余座变电站，应用等级实现35kV的基础变电站到1100kV的特高压变电站全覆
盖。
深圳优艾智合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优艾智合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优艾智合")成立于2018年，公司自成立以来就专注
于复合移动机器人的研发与落地应用，是国内综合实力较强的复合型移动机器人企业。公司
拥有大量业务场景无人化改造经验，基于移动机器人，提供智能制造，智能巡检及维保等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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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行业、全方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重庆七腾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七腾科技有限公司是集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行业领先的导航定位、图像识别、嗅觉识别以及声纹识别等算法技术，公司旗下智能巡
检机器人产品在电力行业应用广泛。
千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千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千巡科技")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研发移动机器人、AI检测
算法及物联网应用的科技公司。公司自主研发了3D-SLAM技术、ARM主控器，实现了机器
人产品及模块化机电系统的量产,公司旗下智能巡检机器人出货量达数十台，其中80%以上
应用于电力行业。
石化、煤矿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国内知名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公司拥有“
特种机器人、煤矿智能装备"两大产业130余款产品，产品应用覆盖应急救援、智能矿山、石
油化工、煤化工、冶炼、燃气、公共交通、城市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等众多领域，是国内
煤矿智能巡检领域的龙头企业。
山西戴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戴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国内"皮带机智能巡检"领域的技术引领者，公
司主要产品是防爆型皮带机智能多参数巡检机器人，可应用于矿山、石油化工、电力、冶金
等领域。
西安安森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安森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公司早期主要为油气田领域客户提供仪器
仪表产品，后续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智能仪器仪表+智慧油田+特种机器人三大业务。
在石化巡检机器人领域,公司已经成为中石油、中石化、壳牌、道达尔、延长油田等知名能
源企业合格供应商，并通过了德国TUV莱茵安全认证。
北京眸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眸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专业从事机器人自主定位和导航、机器视觉处理技
术研究、产品开发的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防爆巡检机器人产品已经在巴斯夫、扬子石化、
华润燃气、中国燃气等客户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南京天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天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专注于巡检机器人和光伏清扫机器人设计研发
、生产制造，公司拥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两大核心技术，公司在智能巡检机器人
制造关键零部件方面可实现自主可控。目前，公司产品已经陆续在电厂”、煤矿、冶金等领
域实现规模化落地。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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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智能巡检机器人厂商分布较为分散,东部沿海、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均
有智能巡检机器人厂商布局。但从企业数量来看，我国浙江、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智
能巡检机器人厂商数量较多，具备一定优势。
我国智能巡检机器人厂商区域分布情况
地区
省市
主要企业
东部沿海地区
浙江
申昊科技、国巡机器人、国自机器人、国辰机器人等
江苏
亿嘉和、天创电子、苏京智能等
广东
优艾智合、千巡科技、朗驰欣创等
山东、河北、北京
国网智能、唐山开诚智能、眸视科技等
中西部地区
重庆
七腾科技
陕西
安森智能
山西
戴德测控
安徽
发源地智能科技
东北地区
黑龙江
哈工大特种机器人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三、智能巡检机器人行业产业链下游
伴随传感器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学科知识和技术的积累
和应用，智能巡航机器人与各种新技术的结合愈加紧密，产生出多种新的功能与应用，加快
了产品的市场普及率。
石化领域智能巡检机器人经济效益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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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巡检成本
智能巡检机器人成本
人均支出:万元
15-20
15-20
人员数量
6-8
1
人工费用
90-160
15-20
机器人采购费用:万元
-
150
折旧年限
-
5
折旧费用
-
30
运维费用:万元
-
15
总成本
90-160
55-60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变电站领域智能巡检机器人经济效益
类别
人工巡检成本
智能巡检机器人成本
人均工资:万元
12
12
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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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机器人采购费用:万元
-
80
折旧年限
-
5
运维费用：万元
-
8
总成本
96
36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电网领域智能巡检机器人经济效益
类别
人工巡检成本
智能巡检机器人成本
人均工资:万元
12
12
人员数量
14
2
人工费用
168
24
机器人采购费用:万元
-
100
折旧年限
-
5
折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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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运维费用:万元
-
10
总成本
168
54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科技的进步促进智能巡检机器人应用深化，且智能巡检效率高且成本低，能够解决下游行业
痛点，未来智能巡检机器人渗透率将持续提升。
智能巡检机器人下游行业痛点及应用前景
行业
痛点
应用前景
石化
石化行业设备数量较多、种类复杂,同时各设备生产过程中处于连续工艺,因此任一设备的故
障都将导致产线停产,甚至对生产安全造成不可预知的损失，所以石化行业设备的稳定运行
至关重要。因此,保证各化工设备的稳定运行是化工生产的重要任务,而设备巡检是有效保证
设备运行安全和稳定的一项重要环节。目前石化设备巡检仍以人工巡检为主,人工巡检方式
能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判断出设备运行的状态，但人工巡检模式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巡
检人员根据自身经验和感官对设备绝缘体的良好程度、设备运行状态以及设备放电等情况进
行判断,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结果势必会与巡检人员的工作态度、专业程度挂钩，不同的记
录方式,也会对最终的判断结构造成干扰,若判断结果中涉及主观因素较多，那么就会导致判
断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其次，在对故障问题进行人工登记时，难免会导致漏登
、错登行为的发生,弱化变电设备的检测精度。此外,传统的巡检方式还存在检测质量不高、
劳动强度较大等诸多不足之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外市场正逐步融为一体,全球化工产业向新兴国家尤
其是中国的转移趋势渐趋明显。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清晰的环境下，我国完整的产业链布局
和配套设施以及相对较低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世界化
工产业进一步向中国转移与集中,为我国石化行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随着石化产业
发展，其对智能巡检机器人的需求将快速增长。
煤矿
随着煤矿井下原煤开采工作进程的不断深入，井下原煤运输皮带的数量将不断增加，皮带布
局逐渐呈现数量多、倾角大、距离长等特点，且由于复杂的井下环境，导致传统的人工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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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较大的安全事故隐患，并且在井下环境中巡检精度越发难以保障。在此背景下,市场
对煤矿智能巡检机器人的需求日趋强烈。
我国煤炭生产稳定，近年来近年来,我国矿山智能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和突破，目前，全国智
能化采掘工作面已达到813个，已有29种煤矿机器人在370余处矿井现场应用。在当前“智能
化"的时代下，机器人代替矿工井下作业是大势所趋。
电力
近年来，我国电力行业高速发展，电网规模已跃居世界首位,自动化水平逐步提升,电能质量
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提高,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需求。然而，我国电网运维的现状却
不容乐观,现有输电线路运检人员的年均增长率不足3%，巡检人员缺员高达34%,且传统人工
巡检模式下难以克服以下几个弊端:可靠性低。人工巡检对设备和环境进行大致的评估判断,
主要通过看、触、听、嗅等方法实现，此种方式主要依赖巡检人员的个人经验及判断,具备
较大的主观性,巡检结果可靠性较低。追溯性差。人工巡检方式获取的数据可追溯性差，无
法进行实时巡检并采集数据，不能保留同步巡检数据，无法为巡检工作的提升提供对比数据
分析，造成决策管理者不能及时掌握现场第一手资料,因此而延误了消除安全隐患的最佳时
机。安全风险大。电力行业的巡检条件较为复杂，人工巡检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恶劣天气下
的作业将加大这一风险。
近年来，随着智能电网的逐渐推进，我国电网工程投资规模高速增长，2021年，我国电网
工程投资规模达5530亿元，同比2020年增长5.45%。随着国家智能电网战略的推进，电力
行业智能巡检机器人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未来将机器人技术与电力技术融合,通过智能机器人
对输电线路、变电站/换流站、配电站(所)及电缆通道实现全面的无人化运维已经成为我国智
能电网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zl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智能巡检机器人行业发展深度分析与未来前景研究报告（2022-20
29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
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
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
布的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
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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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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