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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機器人的持續成功經驗
全球工業機器人銷售額在 2012 年進一步成長 9%
【2012 年 8 月 30 日台北訊】
日台北訊】– 本週四在台北的《2012 世界機器人：工業機器人》研究報告
發表會中，國際機器人聯盟 (IFR) 主席 Shinsuke Sakakibara 博士表示：「工業機器人的成功
經驗，2012 年正持續上演。儘管全球經濟情勢疲軟，2012 年的機器人銷售量可能增加約
9%，達到約 18.1 萬部。從 2013 到 2015 年，全球機器人的銷售額每年將平均增加約 5%。
2015 年，工業機器人每年的供應量將超過 20 萬部。」
2012 年在許多國家的銷量持續增加
2012 年，增加的銷售主要仍是來自汽車業、電子業，以及其他產業不斷增加的少量訂單客戶
數目。主要的動能來自北美、中國、巴西、中歐與東歐國家，以及日本（復原損壞的生產設
備）。自動化生產的迫切需求，是加快美國與加拿大工業機器人安裝的主要推手。在過去幾年
挹注龐大投資後，韓國的機器人供應量將只會小幅成長。由於電子業的巨額投資，2012 年及
接下來的幾年，台灣的機器人銷售量將會增加。德國的機器人銷售幾乎將到達 2011 年的高峰
水準；而由於經濟情勢可能越來越糟，義大利和西班牙的銷售量減少。
蓬勃發展的中國機器人市場
在每年的供應量方面，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中國如果要達到和德國或日本相同
的機器人密度，接下來幾年將必須安裝約一百萬部新的機器人。全球的機器人供應商皆認知到
這項潛在商機，正在增加其產能。此外，中國的機器人供應商也正試著或已經進入市場。在中
國已經存在一些直角座標／線性機器人的製造商。但是，在過去幾年的急劇增加後，2012 年
的機器人安裝成長率將失去動能，原因也許是目前艱鉅的全球經濟情勢，以及汽車業可能結束
的投資週期。

許多國家存在高度的機器人安裝潛在機會
在 2011 年年底，全球製造業每 1 萬名員工只安裝了約 55 部機器人。韓國、日本和德國是全
球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機器人密度介於 347 到 261 部之間。在大多數的新興市場中，機
器人的密度或自動化的比率仍遠低於平均。
相較於其他所有產業，汽車業的自動化程度相當高。到目前為止，日本汽車業擁有最高的機器
人密度，每 1 萬名員工約安裝了 1,600 部工業機器人，緊追在後的是義大利、德國和美國，這
些國家的機器人密度介於 1,100 到 1,200 部之間。韓國和日本的機器人密度分別為 261 和
221 部，這兩個國家在非汽車產業擁有最高的機器人數量，主要是由於電子產業所安裝的機器
人。在德國，機器人密度為相當高的 137 部，因為工業機器人分佈於更多不同產業，特別是金
屬業、化學業、食品業和電氣／電子產業。
整體結論顯示，研究調查的國家，不只幾乎全都擁有龐大的非汽車業機器人安裝潛力，新興市
場和一些傳統市場中的汽車產業，也同樣具有高度的潛在機會。
風險與機會
如果打開金磚四國、東南亞、土耳其和中歐國家龐大的消費性市場，可確保消費性需求的增
加，這也是促成這些國家更多自動化投資的要素。節能與輕量構材是製造業的主要挑戰。汽車
業將繼續成為新技術的創新者。不過，在 2013 和 2014 年，汽車業的投資可能會出現週期性
的減少。為了提高生產力和員工的工作品質，電氣／電子產業將持續進行自動化，特別是亞
洲。更容易使用的機器人，以及與工人協同合作的機器人，將提高中小型公司的機器人銷售
量。經過改良、更容易整合的工業機器人，將創造更多的應用。
這項樂觀的預測，將牽涉到某些風險：主要市場的財務問題，可能會拖累世界經濟成長或甚至
造成衰退，進而減少投資與機器人的採購。在這種情況下，原本計畫好的投資也可能會擱置一
段時間。之後，邁向自動化的趨勢將持續發酵，以提高生產力、獲利能力，並確保工業生產的
永續發展性。但機器人銷售量繼續增加的原因不只這些，全球各地都必須為工人消除危險、繁
瑣和骯髒的工作環境，而機器人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2011 年：工業機器人自 1961 年以來最成功的一年
在 2011 年，機器人供應量增加 38%，達到 166,028 部，這是有記錄以來單一年度的最高
量。銷售額劇增 46%，達到 85 億美金，創下新記錄。應該注意的是，這項金額不包含軟體、
週邊裝置與系統工程設計的成本，如果納入前述項目的成本，實際機器人系統的市場價值應為
三倍高。因此，2011 年全球機器人系統的市場價值估計應為 255 億美金。
2011 年，日本再次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市場。供應至日本的機器人數量持續回復，增加
27% 而達到 28,000 部。汽車業與其他大部分產業，提高了超出平均的機器人投資金額。在韓
國，機器人銷售量增加 9%，達到 25,500 部。經過 2010 年電氣／電子產業的大量投資後（當
時韓國的投資金額名列前茅），2011 年的投資僅小幅增加。在美國，相較於 2010 年，2011
年的機器人出貨量增加 43%，到達 20,555 部的新高峰。美國生產設備必須進行的現代化，正
在蓄勢待發。在 2011 年，有 22,600 部的工業機器人銷售到中國，比 2010 年多出 51%。
2006 到 2011 年間，年度供應量增加了四倍。在工業機器人 50 年的歷史中，沒有其他任何國
家在如此短時間內，機器人安裝數量以如此劇烈的速度增加。有 19,500 部工業機器人供應至
歐洲最大的機器人市場 － 德國，比 2010 年多出 39%。在 2010 年的經濟大幅恢復後，這是
有記錄以來單一年度最高的數量，約等於歐洲總供應量的 45%。義大利工業機器人的總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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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 13%，達到 5,100 部。汽車業、飲料與食品業，以及金屬與機械產業，也增加了高於
平均的機器人訂單。

IFR 統計處的《
統計處的《世界機器人：
世界機器人：工業機器人》
工業機器人》研究報告，採用了由全球所有機器人供應商提供的
研究報告
原始資料，以及國家機器人協會的統計資料。在出版前，結果先經過了 IFR 工業機器人供應商
團體的討論與確認。這份包含高品質資料的獨家刊物，以統一化的表格，呈現了最完整的全球
工業機器人相關統計資料，提供一致的各國比較。這份報告包含約 40 個國家的詳細統計資
料，依應用領域、工業部門、機器人類型和其他技術與經濟變數細分。其中也針對選定的國
家，呈現關於生產、出口與進口的資料。報告中也提出了機器人密度（相關產業中每 1 萬名員
工所安裝的機器人數目）的趨勢。

您是否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IFR 統計處的 Gudrun Litzenberger，
請電 +49 69 66 03-1502 或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gl@worldrobotics.org，我們隨時準備好回答您
的問題或疑慮。

Shinsuke Sakakibara 博士在 2011 年 3 月份獲選擔任 2 年的 IFR 主席。他從 1972 年開始
在 FANUC 任職。1985 到 1998 年，他負責開發智慧型機器人系統，特別是配備視覺感測器
的抓物取放系統。1999 年起，他擔任 FANUC 機器人實驗室的榮譽總經理。2007 年以來，他
加入 FANUC 的管理成員。
Sakakibara 自 2010 年起成為 IFR 執行董事會成員。
從 2009 到 2010 年，擔任日本機器人協會的主席。
Sakakibara 擁有東京大學控制工程博士學位。

國際機器人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在 1987 年第 17 屆國際機器人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botics) 舉辦時一同成立，這是一個由超過 15 個國家的機器人組織所創立的專業非營利組織。自
1970 年以來，國際機器人研討會每年都在不同的洲、不同的國家和城市舉行。此研討會以系統化的方式，和國際
機器人展覽會 (International Robot Exhibition) 一同舉辦。
國際機器人聯盟的宗旨，在於推動整個機器人領域的研究、發展、使用與國際合作，並在與機器人相關的活動中，
擔任組織與政府代表的聯絡窗口。
國際機器人聯盟 (IFR) 由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機器人與自動化分會 (VDMA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主
持。
由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機器人與自動化分會 (VDMA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主持的國際機器人聯盟
主持的國際機器人聯盟統計
國際機器人聯盟統計
處 (IFR Statistical Department)，每年發表兩份關於全球機器人的研究報告。2012 年：
1. 《2012 世界機器人：
世界機器人：工業機器人》：
工業機器人》：
這份獨家刊物以統一化的表格，呈現了最完整的全球工業機器人相關統計資料，提供一致的各國比較。這份報告包
含約 40 個國家的詳細統計資料，依應用領域、工業部門、機器人類型和其他技術與經濟變數細分。其中也針對選
定的國家，呈現關於生產、出口與進口的資料。報告中也提出了機器人密度（相關產業中每 1 萬名員工所安裝的機
器人數目）的趨勢。
2.

《2012 世界機器人：
世界機器人：服務型機器人》：
服務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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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獨家刊物呈現了完整的全球服務型機器人相關統計資料、市場分析、案例研究，以及服務型機器人的國際研究
策略。這份研究是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德國弗勞恩霍夫製造技術與自動化研究所（Fraunhofer IPA，位於德國斯圖加
特）共同進行評估。

《2012 世界機器人：工業機器人》與《2012 世界機器人：服務型機器人》報告可到
www.worldrobotics.org 訂購
連結：
連結：
www.worldrobotics.org
www.if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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