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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增加透明度，根据

城乡规划管理的有关规定，现对有关规划审批

事项进行批前公示，征询公众意见。具体事项

如下：

申请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金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乐从镇横三路以北、纵五路以

西地块B区一期

项目位置：乐从镇横三路以北、纵五路以

西地块

申报类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建

筑类审批制）新建、改扩建、临时建（构）筑物

项目基本情况：该项目于2022年1月29

日 办 理 建 设 规 划 许 可 证（建 字 第 ：

440606202200860号），现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1、1#首层部分商铺和架空层结合调整为

社区用房，取消通讯设施和西北角进风井，首

层商业、架空面积减少，楼梯间墙体、门窗调

整，基底调整。二层轮廓随一层基底轮廓调

整；根据首层调整的社区用房调整部分墙体、

多处出入口，立面、剖面对应调整。

2、3#西北处架空层调整为消防控制中心

和通讯设施，6#的社区用房调整至3#首层，核

心筒位置调整部分墙体，社区用房新增门窗，

南侧新增开关房，西南处出入口造型调整，3#

首层基底面积、建筑面积、计容面积增加。二

层根据一层相应调整社区用房轮廓，架空层上

空调整为消防控制室、通讯设施上空，核心筒

部分墙体调整，西南处出入口造型调整。三层

根据一层相应调整裙楼屋面轮廓、设备夹层轮

廓，西南处出入口造型调整。立面、剖面根据

一、二、三层相应调整。

3、4#首层西南处出入口造型调整，基底

及建筑面积减少；二层对应取消出入口造型；

立面、剖面根据首层退缩相应调整。

4、总平面中分期建设示意图调整，1栋首

层通讯设备间调整至3栋首层；7栋首层消防

控制室调整至3栋首层；6栋首层社区用房调

整至1栋及3栋；6、7栋首层增加商业；5栋首

层、二层取消住户；8栋首层取消开关房；调整

后B区总建筑面积减少155.27平方米，计容

面积增加1.32平方米，基底面积增加185.53

平方米，绿地面积增加3.39平方米。

因为分期建设调整，本证由总建筑面积

103090.77平方米调整为88752.19平方米，计

容面积由68903.68平方米调整为55591.04平

方米，基底面积由 5146.85 平方米调整为

4329.96平方米，绿地面积由7919.87平方米

调整为 5902.94 平方米，首层架空面积由

1971.69 平方米调整为1324.52平方米。

对应的建筑轮廓、数据指标表调整。

5、地下室6栋和8栋新增配电房。

调整后地块各指标符合规划设计条件的

要求（具体情况可到现场或登录公示网址进行

查询）。

公示时间：2023年3月11日至2023年3

月20日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所有反馈

意见必须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如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无法及时进一

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视为无效意见。涉及的利

害关系人，依法享有听证权利。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如申请举行听证会，应在公示期间内向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提出申请。

意见收集电话：22831558

业务咨询电话：22836157

公示网址 ：http://www.shunde.gov.

cn/zrzy/

公示地点：建设项目现场位置、市自然资

源局顺德分局镇街管理所

媒体公示：征询公众意见牌文字内容在

《珠江商报》（2023年3月16日、3月17日、3

月20日）进行公示。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3月10日

关于乐从镇横三路以北、纵五路以西地块
B区一期的批前公示

顺规公〔2023〕2515号

建筑机器人
不仅会“搬砖”

全省42个智能建造试点项目8个应用了
博智林建筑机器人

珠江商报讯 记者黄澄献报道：昨日，记者从广东博
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获悉，广东省第一批42个智能建造
试点项目中，有8个项目应用了多款博智林建筑机器人。

在广州白云站施工现场，中铁建工打造出全国首个
大规模运用智能化机器人的项目，来自博智林的智能随
动布料机、地面整平机器人、抹平机器人、抹光机器人
在主体施工阶段大显身手；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涂装机
器人、墙纸铺贴机器人有序协作。

在另一个智能建造试点项目，测量机器人、混凝土
天花打磨机器人、混凝土内墙面打磨机器人、建筑清扫
机器人、地面整平机器人和地下车库喷涂机器人陆续进
入了佛山诚通纸厂东侧地块住宅项目施工，为项目建设
提速。以测量机器人为例，传统人工测量一个房间需要
20分钟，而测量机器人仅需1.5分钟。

博智林作为行业领先的智能建造解决方案提供商，
聚焦建筑机器人、BIM 数字化、新型建筑工业化等业
务，所应用的多个项目入选住建部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拥有走在行业前沿的项目应用经验与技术，可为建筑企
业提供智能建造整体解决方案。

早在2021年，由碧桂园科技建筑集团智能建造的试点
项目，位于广东顺德碧桂园总部的“新翼花园”——“84亩
试验田”，便被认定为住建部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科技建筑集团联手博智林打造包含建筑机器人、
BIM、智能施工设备、新型装配式在内的智慧建造体
系。在建筑机器人及智能施工设备方面，规划全面试点
外墙喷涂、整平抹平、墙砖铺贴、室内喷涂、混凝土天
花打磨等机器人以及智能施工升降机等智能化施工设
备；在数字化方面，应用BIM正向集成设计、计划排程
及自动算量、智慧工地和数字化交付等技术；在装配式
方面，计划采用碧桂园集团研发的“4+X”装配式构
件，如预制楼梯、预制凸窗、预制阳台、预制隔墙及异
型构件等产品。

在碧桂园“84亩试验田”项目建造中，应用包含建
筑机器人、BIM、智能施工设备、新型装配式在内的智
慧建造体系，并使用到了混凝十产品线机器人、装修线
建筑机器人、物流运输类机器人等超20多款建筑机器人。

去年下半年，“84亩试验田”混凝土施工线的智能随
动布料机、整平机器人、抹平机器人完成了12次高精度
地面的联合施工，不仅实现了5mm平整度100%合格，
施工人数从20人降至9人的成绩，还为CFRP刚性复合
模板免调模及后续的地砖机器人薄贴创造了条件。

如今，像这样智能建造的画面已成为全国多地多个
施工现场的真实写照。截至目前，博智林已有33款建筑
机器人投入商业化应用，服务国内31个省区市的600多
个项目，累计交付超过1700台。

2023年开局以来，国内机
器人行业动作频频——上市、出
海、拼价。机器人企业都渴望在
细分市场占上一席之地。

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顺德在机器人产业勇立潮
头，吸引了世界机器人行业巨头
抢滩入驻，也孕育了一大批聚焦
细分领域的行业新秀。

十年磨一剑，锋芒初露时。
瞄准机器人核心运动单元领域，
广东天太机器人有限公司创造
了一系列模块化产品，让机器人
开发简单化，让机器人生产标准
化，激活顺德机器人产业“一池
春水”。

用长达七年搭建起
基础技术平台

走进天太器人创新谷，映入
眼帘的是企业的大字标语——
让机器人随处可见。

长期以来，机器人制造大部分
依赖人工操作，如何让机器人开发
变得更简单？这是天太2014年创
办伊始思考的第一道命题，决定着
天太未来发展的方向。

众所周知，机器人的操作主
要靠伺服电机、减速器和控制器
三个部件进行控制。而这些核
心零部件深度依赖进口。

“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
广东天太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执行总裁郑滨表示，当
时他们整个技术团队就萌生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开发设计到
生产制造，要让机器人开发工业
化、生态化，让更多机器人服务
社会。

简单来说，就是要颠覆了机
器人生产的模式，让机器人不局
限于原有的模样，有更多的“新
花样”。

实际上，未来机器人都是模
拟仿生的，由决策单元、传感单
元、动力单元和运动单元组成。
而智能关节是机器人手、脚等运
动部位必不可少的硬件。

从机器人核心运动单元切
入，天太的技术团队在长达七年
的时间里，一步步搭建基础技术
体系，形成自有的精密传动、电
机、驱动、运控、材料等技术，自
主研发高精密度的谐波减速器，
创造出一系列一体化、高性能、
低能耗的模块化产品，建立独有
的技术壁垒。

记者在天太生产车间看到，
不同规格的机器人关节体积小
巧，内置电机、编码器等，能快速

组建成不同种类的机器人。
“有了模块化的关节，就能

组合成很多产品形态，应用于不
同的场景。”郑滨说，如同乐高搭
积木，可以搭建成房子、汽车。
如此一来，可以省掉上百种机械
电子器件选型、设计、采购、组装
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研发机器
人的门槛自然低了，生产效率提
高了，成本降下来了。

目前，天太生产的机器人都
是基于先进的关节开发而成，具
备灵活的运动能力，相关产品应
用覆盖到智能制造、物流仓储、医
疗、安防、商业服务等多个场景。

拓宽应用场景，力争
营收突破2亿

突破核心技术，强化自主创
新，方能厚积薄发。2020年，可
以称为天太的商业化元年。依托
核心运动单元这个切入口，企业
实现了从单个产品、单个客户到
一系列产品、一片客户的爆发。

实际上，从天太完成的多轮
融资也能窥见其巨大的发展潜
力。两年前，天太完成了1.8亿
元B轮融资交易，由华登国际领
投，泓生资本、龙光集团跟投。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IDG等过往
股东亦在这轮继续加持。

得益于此，天太吸纳了不少
高端人才，研发人员占整个公司

员工的40%。 锚定场景端和市
场端，天太着力下好先手棋，扩
充产品矩阵与场景，开拓国内外
市场，对机器人领域前沿技术继
续深入探究，致力实现机器人零
部件全面国产化。

乘制造业转型升级东风，中
国机器人内需市场日趋庞大，促
使很多机器人企业在应用领域
做创新。海外对机器人的需求
不再局限在B端场景，C端场景
的需求同样在爆发，这带动了机
器人企业布局出海。天太生产
的机器人零部件也随之销往海
外市场。

天太整个研发团队都深谙一
个道理，市场需求是产品开发的
驱动力。于是，天太在研发管
理上全面实行集成产品开发
（IPD）体系，基于客户的需求
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发，发展成
为市场、研发双轮驱动的创新
型高新技术企业。

今年 2 月底，天太“智
巧”系列关节面世，该系列为
中空、双编码、一体化的智能
柔性关节，体积小、扭矩大、
精度高、通用性强，可以广泛
用于工业自动化、机器人、高
精度设备等场景。此外，该
系列突破了关键的成本关，
打破了原来行业内“高端产
品模组用不起”的尴尬局面。

郑滨透露，今年天太将全

力找准有需求的场景并大规模落
地，力争营收突破2亿元。

俗话说，水好鱼欢跃。顺德
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精密加
工制造、热处理等机器人产业上
游的配套供应链成熟，机器人产
业应用场景丰富，为机器人企业
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根基。

背靠顺德制造业这份厚实
的家当，天太在充满挑战与机会
的2023年，将持续通过产学研
合作，深入攻关核心零部件，带
动产业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整体
跃升，赋能“顺德制造”高质
量发展。

文/珠江商报记者卢洁敏
图/珠江商报记者何冠洪

珠江商报讯 记者赵鹏报
道：为进一步推动科技赋能产
业发展，搭建企业和科技创新
平台的合作桥梁，3月15日，
顺德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组织
区内近40家重点产业链企业
代表，走进佛山市内院校及重
点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平台仪
器设备开放共享、助力科技成
果转化。

广东省食品智能制造重
点实验室和粤港澳联合实验
室，均位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内。企业代表们仔细了解实
验室先进仪器的性能及实验
室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情况、实
验室运营管理的规则等。据
了解，广东省食品智能制造重
点实验室是依托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共
同建设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平
台。值得一提的是，美的集团
在该实验室建立了美的中央
智慧厨房，双方联合研发前沿
产品。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则
是广东省积极落实《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加快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采取
的重要举措，重点研发智能微

纳光电技术。“我们利用先进
的技术提高出品的质量，让薯
条、炸鸡的油盐更少、口感更
好，更加符合健康潮流。”广东
省食品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
研究人员李坚表示，实验室要
与产业界紧密结合，双方优势
互补共同打造创新型的产
品。美的生活电器工程师任
祥喜表示通过参观开阔了眼
界，开拓了研究思路：“接下来
我们将保持沟通，希望在研发
上能够互相有所启发。”

季华实验室（先进制造科
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是广
东省委、省政府启动的首批4
家广东省实验室之一。季华
实验室测试中心主任谭军向
顺德企业代表详细介绍了先
进仪器的功能及应用情况。
他介绍，季华实验室建设了测
试中心、总装中心、超滑中心、
半导体技术与装备研究平台
等公共平台，并对外提供仪器
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希望更
多的顺德企业、商协会组织来
沟通交流，寻找合作的机会。”

在交流环节，顺德企业代
表就关心的研发对接、仪器设

备开放共享等问题与季华实
验室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胜业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惠东表
示，企业和研发平台合作的空
间非常大，公司正在研发的新
型高分子材料需要先进检测
仪器的支撑，接下来双方要对
合作的形式做进一步的沟
通。新宝电器研发高端项目
主管周梅认为，无论是硬件建
设还是管理，季华实验室都有
很多企业研发机构值得学习
的地方。“不虚此行，看到了标
杆和榜样。”

“参观交流只是一个开
始，协会搭建桥梁，下一步企
业和实验室平台需求的对接
更加重要。”顺德高新技术企
业协会秘书长陈扬表示，在调
研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研发
过程中存在很多共性的问题，
迫切希望找到合适的智力资
源和先进的研发设备。作为
服务机构，协会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助力顺德企业转型升
级。下一步，协会将组织更多
的企业走入全国各地高校和
研发机构，赋能顺德创新。

广东天太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执行总裁郑滨向记者分享产品研发的初衷。

让机器人开发如同拼乐高
顺德这家“潜力股”企业玩出了新花样

顺德高企协会组织企业走进院校及重点科技创新平台

协会搭建桥梁
助力企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