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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寄语

把脉趋势 论道共赢

从行业来看，中国的伺服驱动器受日本产品影响较深。基

于市场环境，国内厂商也很自然去模仿日系产品，通过低

价竞争，主打低端市场。但不可避免的是，低端产品必然有着

可替换性高的弊端，极易形成价格战，当市场萎缩，低端产品

便会失去竞争优势。

工业机器人产业作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可谓占

尽天时地利人和，正迎来其发展的井喷阶段。但纵观国内机器

人市场，外资品牌占据着绝对优势，市场占有率 90% 以上。国

产品牌发展之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精密减速器、控

制器及高精度伺服驱动系统等核心零部件技术的不足。关键技

术受制于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

随着机器人概念的持续升温，国家及各地政府开始积极实

施一系列政策扶持国内机器人产业。继 2013 年出台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

工信部今年再度酝酿相关政策，尤其支持重点行业的机器人研发和产业化。据业内人士介绍，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将开发满足用户需求的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技术、主机设计技术及关

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提升量大面广主流产品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指标。随着国内各地扶持政策的全方位、立体化推进，国内厂商已成功取得一些关键技

术的突破。

作为国内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清能德创一直着眼于国际尖端技术，大胆地将产品定位

于高端市场，并持续专注于伺服驱动产品的研发生产，以技术带动客户，为客户创造更高价

值，打造良性经营生产循环。

媒体垂询：
Marketing@tsino-dynatron.com

市场部经理李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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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能德创即将参展 2014 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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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1 月 4-8 日

地  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号：N1 馆 D007

诚邀您莅临参观！

2014工博会启幕在即，届时，清能德创将携新品震撼来袭！另有“精彩由你 工博狂欢”微博、

微信抽奖活动，具体活动详情，将在清能德创官方平台进行公布，敬请关注：

官方微博：新浪微博搜索“清能德创”

官方微信：一、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清能德创”或

             “qingnengdechuang”

          二、直接扫描下图二维码即可添加

精彩一触即发，惊喜大礼等你来哦 ~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工信部：加快发展智能产品和
智能制造装备

工信部 8 月 22 日发布《2014 年中国工业

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报告显示，上

半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

整稳步推进，信息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

作用进一步凸显，二季度以来经济运行中的

积极变化不断增加，但稳中向好的基础仍不

稳固，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报告称，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

速增长的“新常态”，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但经济发展正处于阶段性调整并将

持续一段时间，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忧，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领域存在的潜在风险

不容忽视。

为此，报告认为，要积极探索支持工业

发展的新方式，充分激发内在动力和活力。

例如，加大对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清洁生

产、食品医药、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重点行

业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提升、重点装备自主化

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快落实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政策举措，尽快出台优惠政策

实施细则。

加大技术改造投资支持力度，带动社会

投资发挥关键作用。

完善化解产能过剩配套政策，逐步建立

市场化长效机制。

进一步推进两化融合，引导中国制造向

“中国智造”转型。加快发展智能产品和智

能制造装备。推动数控技术和智能技术在重

点产品的渗透融合，推动产品数字化、智能

化、网络化，提高产品信息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推动工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跨越。开发

和应用一批标志性的重大智能成套装备，突

破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设备等关键装置和

部件。大力发展关键设计工具软件、数字化

设计与仿真分析软件以及工业控制系统等核

心工业软件。加快推广智能制造生产模式。

行业聚焦

广泛应用数字化设计及仿真优化，建立持续

改进、及时响应、全流程创新的产品研发体

系。加强生产过程中数字化控制、制造执行

系统、自动化物流、状态实时检测与自适应

控制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加快建

立以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为代表的现代

生产体系，推行小批量定制生产模式，实现

远程定制、异地设计、多地生产的协同生产

新模式。加快推行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制定完善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推动建立全国性第三方认定服务

体系，选择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开展

试点，推动企业建立、实施和改进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提升信息化环境下的竞争力。加

快推进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支持企业利

用工业云服务平台，推进制造资源开放共享，

实现制造需求和社会化制造资源的对接。鼓

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按需制造、众包设计等

新型制造模式。推动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

的研发、制造和产业组织方式变革，形成个

性化定制生产新模式。鼓励企业利用移动互

联网，创新电子商务与制造业的集成应用模

式。促进工业大数据集成应用，提升工业全

产业链智能决策水平和效率。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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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包装机械行业纳入国家数控装
备创新工程

低能耗和伺服系统引领未来食
品包装机械发展

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高度重视

发展高端食品和包装技术装备，并强调用数

控技术改造提升传统食品包装装备制造业。

我国食品和包装装备制造业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高端数控装备在国内市场的比重不断提

高，已形成较强的创新能力，为进一步推进

装备数控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和我国人

力资源成本上升等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对

装备的高效、低耗、清洁和功能性能等方面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装备的升级换代

迫在眉睫。

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都充当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计划期为

2011 年——2020 年的国家数控装备创新工程

也将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列入其中。

数控技术是用数字信息技术对工作过程

和机械运动进行控制的技术，数控装备是信

息技术与机械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体现。当

前，数控技术正在使机械工业由电气化时代

跃升为数控化时代 ; 在可预见的未来，食品

和包装机械行业将由数控化时代进入智能化

时代。装备的数控化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世界包装机械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

食品和饮料行业在包装机械购买中占

60%，成最大买家。新兴国家市场的发展，特

别是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发展，成

为包装设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从时间上来看，2008 年全球包装机械市

场已达 146 亿欧元。2009 年由于经济衰退抑

制了需求和出口下降。但从 2010 年全球市场

开始出现了好转。全球工业分析家 GIA 报告

显示 2010 的全球包装机械市场达到 325 亿美

元，在新兴市场的需求带动下，预计 2015 年

销售额超过 400 亿美元。虽然世界各地的制

造工厂继续下调产能，但也有近一半企业计

划增加生产设备方面的支出。

包装机械行业将会不断发展，全球机械

买家也将继续寻找功能更多的操作系统，更

高的操作效率，在按下一个按钮切换时，便

可降低能源消耗和节约劳动力。这也预示着，

降低能源消耗的分布式伺服技术系统将是包

装机械的一个趋势，将有更多的伺服系统使

用在包装机械上，以及更多的自动化系统。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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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聚焦

东北计划造就机器人巨大市场

世界工厂珠三角的车间，正在掀起一场机

器人替代工人的工业革命。今年以来，

广州、佛山、中山等地相继出台政策，推进“机

器人换工人”。珠三角不仅广泛地使用机器

人，还要打造机器人或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已列入珠三角多地未来发展议程。越来越多

的企业已开始将机器人应用于产品生产的各

个环节。深圳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表示，

珠三角工业机器人年增速已达 30%，有些行

业达 60%。让“世界工厂”摆脱依赖廉价劳

动力的发展模式，是这场工业革命的意义所

在。

珠三角的机器人革命是全国工业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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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缩影。在近日举行的“2014 长江东北

高峰论坛”上，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

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张国宝曾

表示，由发改委主导的东北振兴方案起草完

毕，已上报国务院，等待审议。该方案重点

在于向东北地区放权，深化国企改革，完善

区域创新和加强培育新兴产业。其中，加强

培育新兴产业中就包括了推进工业化与信息

化的融合发展这一要点。作为全国工业的领

头羊与核心地带，东北地区的工业化转型拥

有巨大的潜力空间。伴随着政策的扶持，东

北地区有望延续珠三角的成功模式，通过机

器人的替代革命逐步完成工业化转型。

（来源：互联网）



深度访谈

国内伺服技术领先者—

《工业机器人时代》访汤小平副总经理

记者：机器人作为现代电子与软件技术

的尖端合体，对促进伺服系统市场的作用非

常明显。您认为机器人对伺服系统的主要要

求和相关指标主要是什么呢？

汤总：机器人用伺服系统首先要满足通

用伺服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精度、响应速

度、过载能力、调速范围等。除此之外，还

要求有力矩前馈，加速度前馈等功能，另外

还要有简单的运动控制功能，比如插值算法，

点到点控制等，以及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

比如 STO 等。目前，清能德创产品是少数能

够在工业机器人行业应用的国产伺服，且在

性能上和国际先进的伺服产品相当。

记者：在工业自动化领域里，高端伺服

系统市场一直都被国外品牌所占据。您觉得

本土企业和国外企业的真正差距主要在哪里

呢？ 

汤总：目前，这种差距是一种系统的差

距、全面的差距，而不是某一个技术或者某

一个零部件的差距。要说最大的差距，我认

为是对品牌的认可度。同样的产品，国际品

牌比国内品牌的价格要高不少，但为什么很

多企业仍要选择国外产品呢？这背后隐含着

对产品的可靠性、性能的认可。但同时我们

也要看到，这种差距是动态的，是在不断缩

小的。譬如清能德创，自创立伊始我们就将

产品定位于国产高端伺服，着眼于国际尖端

技术，目标是要能够取代国外同类产品。目

前，国外先进伺服系统在产品性能、能源效

率、安全性、易用性、兼容性等方面已经达

到很高的标准，处于精雕细刻的阶段。所以

国内产品和他们竞争，除了价格，还要在这

几个方面和他们竞争，不能说全面赶超，至

少要与其相当或差距不大，否则，仅仅便宜

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现在国产机器人来说，

未来中国将会是一个庞大的发展市场，随着

人口红利结束，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工

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来替代人，这就是机

会。而且对于客户来说，国内的伺服产品无

论是在价格、客户定制化还是售后等方面毋

容置疑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

记者：清能德创在行业内率先取得了突

破，产品性能也达到甚至是超越了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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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内领先科技创新企业，清能德创一直专注于高端伺服驱动领域的研究与开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真

正可靠的性价比产品。在 CiROS2014 展会现场，清能德创汤小平副总经理接受媒体采访，系统阐述了公司的产

品理念及发展愿景。



深度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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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清能德创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呢？

汤总：首先肯定是技术领先，清能德创

一直保持对行业的深入了解，紧跟国际技术

发展趋势，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因此从技

术角度而言，我们的产品完全不逊色于国外

同类产品；另外就是价格优势，相对于国外

产品，清能德创没有那么高昂的价格，真正

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再者就是我们

的产品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可以灵活地与不

同的控制器、电机相匹配；最后就是客户定

制化，由于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端伺服驱动技术，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制最合

适的解决方案。

记者：这次上海展会，清能德创带来了

什么样的产品呢？和国内国外同类产品相比

较，清能德创的产品具有哪些特点呢？

汤总：在本次展会上，清能德创带来的

是 CoolDrive A8 伺服驱动产品。CoolDrive 

A8 是清能德创推出的新一代高性能伺服系

统，融合了 EtherCAT 通讯、共直流母线、能

效管理、功能安全等多项创新技术，使产品

在多轴同步控制、动态响应、能源效率等方

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 CoolDrive 

A8 伺服驱动器在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已取得

了重大突破，用户对我们的产品给予了高度

肯定。

本次展会我们就展示了两款机器人解

决方案，其中这款六关节工业机器人展示项

目中，客户需要实现较高的关节速度和重复

定位精度，同时要求在带载运行时保持机器

人的稳定性。国外的伺服驱动器通过一些控

制策略和算法补偿能很好地抑制振动从而保

持机器人运行的稳定性，反观国内的伺服驱

动器，则绝大多数无法达到这一水平，这也

是很多国内伺服产品无法应用到工业机器人

上的一个原因。针对机器人的振动问题，

CoolDrive A8 加入了速度、加速度前馈补

偿、力矩补偿等补偿算法，并开发了定位抖

动消除、惯量前馈等功能，可以达到国外同

类产品的指标，较好地解决了机器人本体在

高速运行、快速定位时产生的振动。此外， 

CoolDrive A8 还增加了电机弱磁控制技术以

实现机器人的轻载高速运行，增加编码器信

号修正技术以提高机器人的稳定性和降低运

行中的噪音等。客户还可通过控制器对伺服

驱动器的内部功能参数进行实时在线设定，

以便实现精确控制。

此外，我们还带来了并联机器人展示

项目。CoolDrive A8 伺服驱动器设计采用

了 EtherCAT 工业以太网，其电流环、速度

环和位置环的控制周期分别可达到 62.5us、

125us 和 250us，频率响应更是高达 3KHz，

因此可充分满足高速并联机器人高速响应、

高同步性的性能要求。此外，CoolDrive A8

的各种前馈补偿功能、控制参数在线调整功

能和定位振动抑制功能，进一步提高了本系

统的响应性能、控制精度和系统稳定性。

记者：近几年，工业机器人爆发式增长，

但是其核心部件主要依靠进口。实现机器人

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是行业发展的主要目

标之一，清能德创是如何看待行业高速发展

而带来的契机的？

汤总：首先，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的潜

力是巨大的，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厂商来说，

他们习惯于先试用不同的伺服产品，然后再



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款，大部分厂商在确定某

一个产品之后，一般不会轻易更改使用其它

伺服产品，所以，打造一个可以让大多数厂

商认可接受的伺服产品是首要目标。再者，

部分企业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来购买，

对于用户来说，引进机器人具有全人工操作

无法比拟的效率与优势，但是其巨大的投资

成本导致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在购买前犹豫不

决。对于这些中小型企业，我们应该在保证

质量的基础上，把价格降低到客户可以接受

的范围，降低客户的购买成本。我认为行业

发展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我很乐观，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提高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不是一蹴而

就的，这需要整个行业付出艰苦的努力。

记者：作为伺服机研究者，清能德创

是如何做好开发新产品？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呢？

汤总：我们在开发新产品前，要进行详

尽的市场调研，确保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是

客户真正需要的产品；同时我们和一些名校

及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都

有合作，建立了分布式的研

发网络，保证我们产品在技

术上的领先。清能德创推出

的 CoolDrive A8 伺服驱伺

服驱动器是国内首款网络化

模块化伺服产品，而且率先通过了 ETG 一致

性产品测试，并且在工业机器人等国外厂商

垄断的领域获得了用户的认可。

记者：请您谈一下清能德创未来的发展

规划吧！

汤总：目前，国内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几

乎被国外品牌所垄断，面对这些国际品牌的

挑战，国内厂商必须奋起直追。未来几年，

我希望我们的伺服产品能够进入机器人应用

的各个领域，真正满足各行各业用户的需求。

同时，我们会努力保持技术领先，为实现机

器人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降低国内机器人

整机厂商的总体成本，提高国产机器人的竞

争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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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

注：本文刊登在《工业机器人时代》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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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写

欢乐相聚，浓情中秋！

9 月 5 日，一行特别的烧烤车队浩浩荡

荡地出发了，清能德创团圆中秋烧烤行活动

正式启动。

抛开生活与工作的束缚，置身于秋高气

爽的大自然之中，那种怡然自得、轻松享受

自然是不必说的。在顺利抵达蓝天碧水、绿

树环绕的目的地永定河畔后，大家马上开始

了“乱中有序”的分工合作。

生火篇

生火必是烧烤的头等大事，也是生火大

军各显神通的机会。纸片、木柴引燃，人力

扇风，调整炉灶方向以借力自然风。。。较

之传说中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也是有过之而

无不及。历经了短暂的“十面霾伏”片头后，

炭火终于成功点燃。

备菜篇

蔬菜，烧烤美食的一种传统搭配。茄子

洗净切段，尖椒去籽，用备好的竹签串制。

平凡的食材造就非凡的味道，这是对辛勤劳

作的备菜军团，最好的馈赠。

烧烤篇

一切准备妥当，烧烤重头戏终于隆重上

演。虽其间不乏“外焦里嫩”的夹生作品，

但随着技艺的不断精进，也渐渐进入“不见

炊烟起，只闻烤肉香”的境界，如愿以偿品

尝到色泽金黄的烤翅，香味浓郁的烤蔬菜。

We Are Family!
团圆中秋烧烤行！



新闻特写

烧烤结束，员工生日会如期举行，精美的生日蛋糕，热闹的抽

奖活动，为此次的欢乐之旅——中秋烧烤行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行程虽短暂，但真切感受到的，是清能德创浓浓的人文关怀与

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We Are Family! 清能德创全体员工一起携手

前行！

清能德创官方微信全新改版

清能德创官方微信新版已正式上线！全新的菜单栏目，优化的体验流程，为您带来更贴

心、更完善、更专业的服务！

如何关注我们：

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清能德创“or“qingnengdechuang”；

二、直接扫描下图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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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清能德创电气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86）010 83682922

传真：（86）010 83682952-832

邮箱：Marketing@tsino-dynatron.com

网址：www.tsino-dynatron.com 

欢迎关注清能德创官方平台，了解更多即时资讯：

官方微博：新浪微博 @清能德创

官方微信：直接扫描下图二维码或搜索公众号“清能德创”即可添加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