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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跨越向智时代出发

新松概览 Overview



⚫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全的厂商之一，拥有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研发创新团队，创建了涵盖创新、产业、金融及教育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生态模

式，公司总市值位居国际同行业前三位，成长性机器人行业全球罕见，以超前的技术和独

特的软硬件综合实力，一直引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 2007始，新松研发出第一代服务机器人，2012年进行市场化尝试，2015年正式成立服务机

器人事业部，至今已生产出松果PRO机器人、家乐机器人、政务机器人、大白展示机器人、

松净机器人、送餐机器人、巡检机器人、智能移动平台机器人为代表的机器人产品。并广

泛的应用在公共服务、司法、税务、教育、医疗、新零售、物流、清洁、餐饮等行业。我

们始终坚持只引领不跟随的信念引领行业发展，以智能的创新技术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精

彩。

1.1新松简介



1.2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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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91家创新型企业 机器人“300024”

第一股

中国机器人产业的

领跑者

中国工业机器人诞生

的摇篮

中国机器人协会（筹）

会长单位

中国机器人标准化总

体组组长单位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创

新联盟主席单位

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创新联盟理

事长单位

05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理事长单位

10

国家863机器人产业

化基地



人工智能新模式精湛而专业

产品介绍 Product



2.1产品简介

新松盘点机器人通过搭载RFID射频识别技术覆盖，它可实时盘点

全品类产品库存，准确率高达99.2%，无需人工输入可直接上传更

新数据，并通过AI与系统对接，完成对库存的管理和对商业销售

引发的库存应对进行预测分析。机器人能解决盘点高人力成本、

人工准确率不高、数据无法直传、线上线下内外部库存无法统一

管理等问题，为实体零售行业带来创新型解决方案。



机器人性能指标

尺寸 1850mmx590mmx590mm（H×L×W）

重量 75Kg

最大运行速度 0.6m/s

驱动类型 双轮差动

最大爬坡角度 7°

最大越障能力 8mm

导航方式 激光+视觉导航，测量范围40m

导航精度 ±50mm

电池容量 30Ah

连续运行时间 6-8小时

充电时间 3-4小时

2.2 产品参数



2.2视觉盘点机器人产品简介

新松视觉盘点机器人通过CCD扫描器、激光扫描器、光笔扫描器

等识读设备扫描条形码、二维码的商品，实时监控商品库存情况

。机器人盘点的数据可作为商场进货的参考数据，解决盘点高人

力成本、人工准确率不高、数据无法直传、线上线下内外部库存

无法统一管理等问题，为实体零售行业带来创新型解决方案。



激光传感器

智能相机1

智能相机2

防碰撞传感器

智能相机3

深度摄像头

智能相机

2.2视觉盘点机器人产品外观



机器人性能指标

尺寸 1850mmx580mmx580mm（H×L×W）

重量 60Kg

最大运行速度 0.6m/s

驱动类型 双轮差动

最大爬坡角度 5°

最大越障能力 6mm

导航方式 激光+视觉导航，测量范围30m

导航精度 ±5cm

电池容量 30Ah，充电时间3.5h

连续运行时间 7-10小时

交互模块 12.1寸触摸显示器

2.2视觉盘点机器人产品参数



MCS(Machine Control System )系统

实现机器人任务调度、状态监控、报警日志查

询等功能

地图创建
利用激光传感器可实现10000㎡以上环境地图构建

地图局部更新
使用环境范围内小范围环境变化（<300㎡），无

需重建地图，可实现地图自动更新。

自主移动
采用激光SLAM结合视觉导航技术，可实现使用环

境范围内自主行走、自主避障、自主充电功能

云端监控平台
实现机器人远程监控、管理、数据分析等功能

视觉盘点功能
通过多组智能相机及云端视觉AI服务器，实现对商品

训练，利用云端服务器，统一部署到机器人终端，实

现商品的识别、盘点，完成补货。
安全保护

集成激光、防碰撞传感器、视觉导航传感器、急停

等多重传感器，有效的保证其安全稳定运行 积水异物检测
利用深度摄像头实现对地面积水、异物检测

2.2视觉盘点机器人功能介绍



MCS系统

INTERNET

商场库存管理系统

盘点机器人

云端视觉AI服务器云端监控平台

2.2视觉盘点机器人系统架构



基于云端视觉AI服务器对商品进

行训练，训练完成后，通过网络

部署到机器人智能相机终端进行

商品识别、盘点。

智能相机集成高性能边缘计算控制

处理器及高清摄像头模组，应用AI

深度视觉辨识视策略实现对货物类

别、数量等信息实时处理

机器人采用激光SLAM融合视觉导航

技术实现机器人高精度定位导航性

能，搭载多组智能相机，实现商超

内，移动盘点功能

2.2云端AI视觉智能服务系统



训练 盘点 报告

由云端视觉AI服务器对商品进行训

练、学习

搭载智能相机的盘点机器人按计划

执行盘点任务，通过智能相机进行

盘点识别。

机器人将盘点结果上传到商场库存管

理系统，通知补货。

部署

2.2云端AI视觉智能服务系统



应用机器人激光位置信息反馈结合云端视觉AI服务器实现对规定区域内每

排货架商品的识别，并与其商品组合列表进行比对，为商超提供补货信息

2.2云端AI视觉智能服务系统



2.3 RFID盘点机器人功能介绍

利用激光传感器可实现10000㎡以上环

境地图构建

01.地图创建

采用激光SLAM结合视觉导航技术，可

实现使用环境范围内自主行走、自主避

障、自主充电功能

03.自主移动

集成激光、防碰撞传感器、视觉传

感器、急停等多重传感器，有效的

保证其安全稳定运行

04.安全保护

实现机器人云端大数据监控与统计，具

备程序远程自动更新功能

06.云端大数据平台

使用环境范围内小范围环境变化

（<300㎡），无需重建地图，可实现

地图自动更新。

02.地图局部更新

具备机器人状态监控、机器人任务查询、

报警日志查询等功能，实现机器人远程

监控

05.MCS系统

通过搭载RFID读取设备在仓库、卖场

等环境中可实现商品盘点、商品定位等

功能。

07. RFID盘点系统



2.4云端大数据平台

云端大数据平台可实现机器人远程监控功能，便于客户实时管控机器人运行状态



2.5  MCS管理系统

01 系统权限管理

02 虚拟地图管理

03 调度任务管理

04 管理任务监控

05 系统日志管理



2.5MCS管理系统

地图下载

地图管理

在机器人建立好地图后，在这个页面能

对该机器人地图进行下载。同时也能看

到已下载 地图列表。

能对已下载的地图进行管理，包括

分发、删除、编辑、刷新（如果刷

新后地图不是最新地图， 请清除浏

览器缓存。



2.5MCS管理系统

任务编辑

任务执行

如果需要对之前任务进行编辑。点击

该任务的“复制”。再出现的编辑任

务界面可以对该任务再次编辑，注意

提交时名字不可以跟之前相同。

任务执行可以给机器人下发作业任务



只引领不跟随创领未来

行业方案 Industry



应用行业

• 货物的盘点
• 货物的查询

• 各类资产
• 重要或数量庞大

的物品管理

• 降低渠道成本
• 合理配置资源

• 销售数据统计
• 商品的盘点统计

3.1 应用行业



3.2 零售行业方案

盘点机器人在零售行业具备四项“中国第一”

1 中国首台零售业RFID (射频识别技术)盘点机器人，可准确盘点实体商场多品类库存；

2

中国首台无人无灯全自动化零售盘点机器人，夜间可自由行动精准工作，节能高效，绿色环保3

中国首次在零售业同时应用自主导航和地图扫描更新技术，可自动绘制三维立体地图并实时更新

，极大程度地推动商场新零售地图互动体验的发展；

4 中国首次在零售业采用融合深度视觉传感器与双激光360度激光导航避碍技术，多元化避障技术的

应用，更好地提供安全保障，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安心的购物环境。



3.3 零售行业方案

收
银
台

入口

货
架



3.4 零售行业方案

行业中的应用

• 通过机器人内置的RFID读取盘点库存，能实现高精度盘点作业，满足传

统零售行业的盘点需求.

• 多层激光导航与避障，在传统的零售商场中，环境地图发生改变时，可

正常进行盘点作业，高精度的激光导航可以检测到环境的改变，躲避障

碍物.

• 机器人可以与顾客聊天互动，人性化引导购物，支持自助收银等，不断

加码前端新零售体验功能的升级。盘点机器人作为新零售智慧解决方案

对零售业及消费者体验带来智能化革新，让零售从业者和消费者都能切

实体验到“更聪明”“更高效”的零售体验。

• 机器人可在商场晚上闭店后，进行作业盘点，并通过网络将数据上传至

云平台，通过大数据运算，实现商品错架、未在架、在架等数据报表。

• 运行稳定，安全可靠，是一款高性能的盘点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