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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在考虑从募集资金中扣除 4,000 万元财务性投资的因素后，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将减至不超过人民币 104,000 万元（含 10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多智慧场景机器人科技创新项目 84,418.51 65,503.48 

2 添可智能生活电器国际化运营项目 30,498.52 30,498.52 

3 科沃斯品牌服务机器人全球数字化平台项目 18,684.74 7,998.00 

合计 132,767.27 104,000.00 

 

如果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

自筹资金解决。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

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介绍 

（一）多智慧场景机器人科技创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开展面向多智慧场景机器人的科技创新研发，具体围绕四个方向进

行实验室平台建设和创新研发：1) 家用服务机器人迭代及新品类创新实验室；

2) 户外机器人移动、负载等多技术平台；3) 室内大场景机器人移动、负载等

多技术平台；4) 语音、视觉 AI 训练实验室。本项目所需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

于实验室和平台的基建与装修、实验室和平台的硬件设备、研发配套的科创项目

人员等。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筑高技术壁垒，拓宽下一代产品应用场景，提

升市场竞争力。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拟投入约 84,418.51 万元，其中基建与装修投入



 

 

52,129.00 万元、硬件设备投入 7,455.00 万元、科创项目人员投入 24,834.51 万

元。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持续研发筑高技术壁垒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保障 

服务机器人是高技术驱动型行业，技术革新不断推动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结

构持续优化，主流公司都在通过持续不断地升级通用技术迭代新产品，维持市场

领先地位。 

以智能扫地机器人为例，主流技术路线已经历两次主要升级：2002 年，iRobot

推出首款 Roomba 扫地机器人，引领随机式清扫成为行业技术主流；2015-2018

年，扫地机器人经历了从随机式清扫至全局规划式清扫的技术升级，iRobot 率先

推出 Roomba 980，通过搭载 VSLAM（Visual 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视觉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为扫地机器人实现规划清扫能力，2017

年科沃斯和石头科技在国内推出基于 LDS（Laser Direct Structuring，激光雷达）

技术和 VSLAM 技术的规划类扫地机器人，此后全局规划逐渐替代随机清扫成为

扫地机器人主流技术。根据中怡康数据，2020 年全局规划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的

线上零售额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85%，较去年提升 20 个百分点。 

目前扫地机器人行业正处于第三次关键的技术升级期，主流公司正在从避障

功能、拖地功能、基站功能等多维度进行研发升级。在移动导航方面，业内主要

公司不断优化自主避障功能，科沃斯等开始配备 AI 视觉技术实现自主避障，从

而大幅度提升扫地机器人在移动导航方面的使用体验；在清扫系统方面，各公司

在洗拖一体等功能上持续迭代，科沃斯推出 OZMO PRO 电动高频擦地系统，石

头科技升级电控水箱功能，云鲸智能推出自动换洗拖布功能等。 

科沃斯希望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充分把握本轮技术升级红利，通过通用技术研

发，避障功能、拖地功能、基站功能等多维度进行研发升级，增强服务机器人相

关的技术储备，保持公司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先地位，继续引领行业发展。 

（2）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延伸，迫切需要投入户内外多智慧场景服务机

器人技术平台研发 



 

 

GFK 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规模达 33 亿美元。根据 IF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国际机器人联盟）统计，2020 年全球服

务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204 亿美元，其中专业服务机器人预计达到 139

亿美元，家用服务机器人预计达到 65 亿美元。公司在全球服务机器人领域还

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延伸公司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将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增长

潜力。 

随着消费、医疗、教育需求的持续旺盛，以及劳动力成本攀升、人口老

龄化趋势加快，服务机器人将更加广泛地应用在各类家庭服务场景，不仅仅

局限于室内扫地清洁。新冠疫情使服务机器人在室外配送和无人作业场景的

需求进一步凸显。 

科沃斯品牌目前主要产品是地宝等系列机器人，主要面向室内清洁场景。

公司通过窗宝、沁宝系列机器人拓展了擦窗、空气净化等室内服务场景，但

公司现有技术应用局限于家庭室内场景，在室内大场景和户外场景需要进一

步提升通用技术的研发能力，推动新场景新品类的落地。 

公司希望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强化在室内大场景和户外场景的机器人通

用技术能力，研制整合中控平台、运动系统、避障系统、功能系统等多个模

块的服务机器人通用软硬件解决方案，赋能服务机器人服务领域朝向纵深化、

立体化方向跃进，探索除室内清洁以外更多的服务机器人应用场景，力争打

造扫地机器人以外的第二甚至第三规模品类增长点。 

（3）用户综合使用体验感和产品预期提升，要求公司加大现有产品系列

的升级迭代力度 

目前扫地机器人等家用服务机器人在使用体验上仍存在不足，在智能化

程度上有优化升级的空间。清洁技术和避障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导致现阶

段消费者的痛点普遍集中在：1）清扫方面，对于较大的纸片，可能会卡在机

器人收集垃圾的通道内，必须手工清除后机器人才能继续工作；2）避障方面，

对于较小的障碍物和污渍无法完全避障，需要人为干预。 

人工智能识别避障、高精度导航技术等出现后，扫地机器人的无人化作



 

 

业能力将实现跨越式提升。科沃斯 2020 年推出的地宝 T8 系列首次在扫地机

器人上应用搭载 dToF（Direct-Time of Flight，dToF 测距法是测量目标物距离

的一种方法）技术传感器的导航系统、性能卓越的 3D 结构光避障技术、高频

振动擦地系统、自动集尘座等，使得产品功能性、智能性均得到了极大提升，

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也因此获得了理想的市场反馈。 

科沃斯希望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使得研发能力再上台阶，围绕高精度导航、

3D 避障、清洁系统等核心技术对现有地宝、窗宝、沁宝系列产品进行全面的

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提高现有系列产品的自动化属性、智能属性、人机交

互性，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服务机器人市场蓬勃发展，本项目市场前景广阔 

国内外广阔的服务机器人市场空间为本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市场保障。根

据 IF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国际机器人联盟）统计，2020 年

全球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到 204 亿美元，其中专业服务机器人预计达

到 139 亿美元，家用服务机器人预计达到 65 亿美元。 

（2）公司多年来兼具深厚的研发积累和强大的产品商业化开发能力，为

持续引领技术创新和商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历史经验支持 

作为全球家用服务机器人行业的引领者，公司凭借卓越的市场洞察、前

沿的研发技术和出色的产品落地能力，多次率先推出新技术驱动的新品类机

器人产品，引领家用服务机器人行业的发展。 

2001 年，公司内部成立 HSR（Home Service Robot）研发项目组，布局自

有品牌扫地机器人业务，并于 2009 年推出“地宝”扫地机器人，率先进入国

内扫地机器人市场。2011 年公司推出“窗宝”系列擦窗机器人，成功地将清

洁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拓展到了擦窗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2016 年公司发

布了集家电管理、安全防护、温馨提醒、定点巡逻、智能清扫五大功能于一

体，并能够加载空气净化模块的管家机器人 Unibot，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服务

机器人产品线。2017 年，科沃斯推出基于 LDS 和 VSLAM 的规划类扫地机器



 

 

人，成为国内第一批引进规划类扫地机器人的企业。2020 年至今，科沃斯推

出的新产品通过升级 AI 视觉技术、推出电动高频擦地系统等，不断优化自主

避障功能并强化洗拖一体功能，用创新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其中，2020

年上半年发布的科沃斯地宝 T8，凭借应用 dToF 导航技术与 3D 结构光技术的

TrueMapping 全局规划系统与 TrueDetect 3D 避障系统，首次将扫地机器人的

避障识别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级。 

在过去近 20 年的发展过程中，科沃斯紧紧把握住每一轮技术革新浪潮，

在随机类清扫、全局规划类清扫、自主避障等关键技术升级时点率先落地新

产品，引领行业产品技术升级，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赛道选择和落地方

法论。本项目的实施，也将受益于历史积累的成熟研发能力和产品落地经验，

把握有市场前景的技术创新方向，并将新技术高效地落实在产品上。 

（3）公司有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团队，为本项目提供了扎实的人才技术

保障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人员储备涵盖工业设计、高端制造、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机器算法、APP 开发、硬件开发等领域，为公司研发能力提供人才技术

保障。 

科沃斯机器人研发中心研发团队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牵头开发人员多拥有

博士和硕士学位或多年研发经验。研发中心先后被评定为江苏省低能耗智能清洁

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苏州市智能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苏州市外资研发机构、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 

此外，公司积极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并储备技术人才，先

后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成都电子科技

大学、江南大学、福州大学等高校都建立了长期的校企合作关系。公司早在 2010

年便设立院士工作站，开展机器人的三维运动以及路径移动方式等技术研究，围

绕“机器人无线网络技术的智能系统”等技术课题进行技术攻坚，院士在站期间

产出多项科技成果。 

2018 年，公司成立科沃斯机器人（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在致力于打



 

 

造以“机器人+人工智能”为特色的科研基地，提升机器人感知智能、决策智能、

行为智能、人机协同智能水平，提升用户体验，达到机器人与人共存共生、相互

辅助的新高度，建设成为集聚国内外人工智能精尖人才的创新平台和有力支点。 

中国家电网发布的《2021 年扫地机器人市场发展白皮书》支出，以科沃斯

为首的国内头部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行业技术的引领者，将 AI 视觉识别、dToF 导

航、3D 结构光等技术成功应用于扫地机器人，将扫地机器人行业的技术整体向

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探索性的创新大幅度领先于国外品牌。科沃斯首创的 AIVI

人工智能与视觉识别技术，其相关技术论文被谷歌人工智能团队收录，更登上

TensorFlow 首页，收获了世界顶尖人工智能团队的认可，推动了 AI 技术应用的

纵深发展。 

（4）公司有深厚的品牌口碑沉淀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为本项目未来研发

产品的市场推广提供了保障 

作为全球家用服务机器人的引领者，公司有享誉海内外的市场口碑和品牌影

响力。根据中怡康数据，公司在国内扫地机器人市场连续多年占据第一品牌的位

置。此外，根据 2020 年 5 月发布的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科沃斯荣登机械设

备制造行业 2020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榜，品牌价值 34.70 亿元。在海外主流

市场，科沃斯品牌也被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认可和接纳，成为服务机器人的

代表品牌。2020 年公司再度蝉联“BrandZ™中国全球化品牌 50 强”，进一步凸

显了科沃斯品牌价值及消费者对科沃斯品牌的喜爱。2021 年 1 月，科沃斯被美

国商业杂志《Insights Success》评选为“2021 年全球十佳机器人公司”，美国消

费者监督机构商业促进局（Better Business Bureau）向科沃斯授予 A+等级认证，

这一权威认证，代表了美国消费者对科沃斯品牌的充分信任，以及对品牌售后

服务体系的充分肯定。 

公司同时抓住了天猫平台和海外渠道发展的红利。从 2013 年至今，科沃斯

始终保持“双十一”扫地机器人销量冠军的位置。在海外渠道，公司目前已建立

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核心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全球经营网络，海外营收规模持

续快速增长。 

公司深厚的品牌口碑积累和市场推广经验沉淀，为本项目实施提供了坚实的



 

 

市场保障。 

（5）公司具备多年的自主生产经验，为本项目技术成果转化提供有力的

智能制造基础保障 

公司具备多年的智能制造经验，对于成本、质量、产能都有着卓越的控制

能力，奠定了公司产品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基础，为本项目研发成果后续商业转

化提供了重要的智能制造基础保障。 

公司产品基本实现全部自产，凭借规模优势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供应链

整合能力。由于智能产品更新迭代迅速，且产品非标准化程度较高，同时针对

不同海外市场，投放的产品在设计、认证标准上也有所区别，拥有自主产能对

公司灵活调整多品类和多 SKU 的生产十分重要。同时，由于公司研产销一体，

有利于整个公司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实现战略性有机协同。

销售端的数据和口碑的及时反馈指导制造端的生产计划，使得公司最大程度、

最快响应地将市场端数据运用于生产指导和技术改良。同时，自主生产使得公

司在面对电商销售的季节性变化、海内外关税政策窗口变化等市场变动因素时，

有着较强的统筹能力和适应能力。 

4、项目投资规模 

本项目拟投入约 84,418.51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65,503.48万元。 

5、项目投资收益 

本项目为研发项目，不进行直接效益测算。随着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公

司将能即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同时提升公司在机器人市场的

占有率，增加未来相关营业收入及盈利能力。 

（二）添可智能生活电器国际化运营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是推进添可品牌国际化发展战略，继续提升海外市场影响力的具体

措施体现。本项目所需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海外仓储、海外市场推广及营销

资金、海外信息化系统建设、扩充海外团队、海外售后维修中心等。本项目的



 

 

实施有助于公司扩大添可品牌智能生活电器海外市场份额，提升在海外市场的

品牌认知度。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拟投入约 30,498.52 万元，其中海外仓储投入

7,363.44 万元、海外市场推广营销 7,070.00 万元、海外信息化系统投入

6,050.00 万元、扩充海外团队 4,506.00 万元、海外售后维修中心投入 4,344.32

万元、办公软硬件设施 892.90 万元、经营场所租金支出 271.86 万元。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强化本地化运营能力，扩大海外市场份

额 

添可前期已开展国际化业务，并初步建立了覆盖北美、欧洲、东亚等国家

和地区的线上及线下渠道体系，业务发展迅猛。随着公司海外业务规模的持续

增长，现有的海外营销服务和运营体系将难以满足公司深化国际化战略的需

要。 

本项目通过强化海外分公司团队建设、扩充海外销售和运营团队、建设海

外物流仓储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等方式，继续助推公司海外业务的扩展。本项

目计划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租赁办公场所和海外仓库，并在美国

和德国建立海外维修中心，完善重点市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服务链条。对

于添可的全球品牌建设、海外销售网络完善、扩大海外市场份额、为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2）提升添可智能生活电器的海外品牌影响力和品牌认知度 

添可品牌海外认知度和影响力的提高，离不开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的投入，

以及精细化营销能力的提升。公司计划通过市场调研了解海外用户需求和偏好，

使用社媒营销、网红营销、广告投放、媒体宣传等方式进行线上、线下全方位

覆盖海外消费者渠道的宣传推广，以扩大添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在海外的消费

者认知度。 

（3）丰富海外产品矩阵，打造双轮驱动下的科技消费品牌生态圈 



 

 

添可作为公司旗下的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与科沃斯品牌分别切中家居生活的

不同使用场景，在产品功能和应用场景上形成互补。添可海外业务的扩张，对科

沃斯家用服务机器人的家居使用场景进行了有效延伸，提升了海外消费者对科沃

斯和添可双轮驱动下科技消费领导者的品牌认知，从而扩大品牌注册用户群，帮

助品牌实现跨品类业务拓展，打造自己的品牌生态圈，提升国际综合竞争力。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全球生活电器市场蓬勃发展，本项目市场前景广阔 

添可的现有主要产品包含智能洗地机、智能吸尘器和智能吹风机等，多个

品类切入的细分市场在全球均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本项目提供了充足的市场

保障： 

①智能洗地机市场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洗地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40 亿-50 亿元。

根据 QYResearch 预测，2019 年全球洗地机市场规模达到了 15.77 亿美元，预计

2026 年将达到 17.63 亿美元。 

②吸尘器市场 

据博思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吸尘器市场规模约 180 亿美元，美国是第一

大吸尘器消费国，占全球吸尘器销量的 37%；西欧地区和亚太地区分别以 26%

和 17%紧随其后。 

③吹风机市场 

据 QYResearch 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吹风机市场规模达到 125 亿美元，预

计 2026 年达到 199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6.8%。 

（2）数字经济升级趋势下，中国智能家电品牌有望引领全球主流消费市

场 

①中国家电行业多年来积累了全球最强大和完善的产业链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消费市场，长期以来，中国家电制造业生产企业众多，



 

 

产业链完善，随着家电制造产业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紧密结合，结

合产业链资源的积累和技术革新，中国家电企业在智能应用和互联互通等方面持

续创新。同时，中国拥有全球家电市场覆盖面最广泛的先进生产线和高素质劳动

力。这些因素共同使中国家电企业在应用技术创新、智能产品升级换代、产品性

价比上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些条件促使中国家电企业在站稳国内市场之

后，具备了深度参与海外市场全面国际化竞争的能力。 

②中国生活电器品牌具有线上线下双渠道优势显著 

国内领先的家电品牌离不开品牌和渠道的双轮驱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示，线上渠道占我国整体

家电零售额的比例高达 51.84%。中国领先的生活电器品牌商普遍在网络销售渠

道有丰富扎实的运营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可以被复用到品牌的国际化进程中，通

过线上渠道快速抢占海外智能家电市场。2020 年初至今，全球各国受“新冠疫

情”影响巨大，电商渠道销售渗透率显著提升，居民线上消费习惯持续变革，为

中国生活电器品牌出海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③中国生活电器品牌具有人才储备优势 

中国家电行业早期以低成本的原材料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立足，随着中国产

业结构腾笼换鸟和高等教育、高素质职业教育的普及，并持续受益于全球最大的

家电消费市场拉动，中国的生活电器头部品牌积累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程师红

利和能够引领消费市场的技术研发实力。同时，中国家电行业多年以来激烈的市

场竞争环境、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推动头部生活电器品牌历练出身经

百战的品牌塑造和市场营销团队。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环节拥有的扎实的人才储

备，能够帮助中国品牌在国际化进程中快速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挑战。 

（3）添可在海内外市场投入取得初步成果，具备领先的海外市场竞争力 

近一年添可持续放量，在海内外的投入取得了初步成果，2019 年品牌实现

收入 2.73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 134.4%；2020 年品牌收入达 12.59 亿

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 361.64%。  

在海外市场，添可连续两年获得全球权威评估机构《消费者报告》年度最佳



 

 

吸尘器榜单 TOP1，2020 年“黑五”中，添可的洗地机和吸尘器系列产品包揽

了美国亚马逊、德国亚马逊、日本亚马逊、英国亚马逊和美国沃尔玛的电动地

面清洁品类最畅销单品。 

添可品牌从成立之初即面向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主要海外市场进行布局，

搭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层次销售网络，积累了丰富的全球化运营和品牌营

销的经验，为添可品牌迅速扩大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添可有引领消费需求的技术优势 

添可品牌秉持着“以智能科技创造梦想生活”的使命，深耕高端智能生活电

器领域，不断挖掘创新技术和用户现代生活的需求，构建添可智能品类体系。2020

年添可推出新品智能洗地机芙万 FLOOR ONE 和智能吹风机摩万 MODA ONE。

其中智能洗地机芙万打破地面清洁固有的模式，智能感应地面脏污程度，实时调

整吸入功率、滚刷转速和喷水量，完美平衡清洁程度和续航时间；在完成地面清

洁后，可实现一键式自清洁，免除拆洗滚刷的麻烦，带来革命性的用户体验。添

可全系产品一经推出即获得消费者广泛认可，特别是芙万系列洗地机产品，开创

了无线手持地面清洁扫拖一体的全新方式，推出不久即迅速占领市场，全渠道市

场占有率超过 70%，推动添可品牌业务的高速成长，同时也为无线手持地面清

洁市场创造了新的增长点。未来，添可将持续发力，将智能科技作为一种手段去

满足人们生活中每一个细小需求，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梦想家居生活。 

（5）添可有领先的自主生产优势 

公司具备多年的智能制造经验，对于成本、质量、产能都有着卓越的控制

能力。公司中高端产品基本实现自产，凭借规模优势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供

应链整合能力。由于智能产品更新迭代迅速，且产品非标准化程度较高，同时

针对不同海外市场，投放的产品在设计、认证标准上也有所区别，拥有自主产

能对公司灵活调整多品类和多 SKU 的生产十分重要。同时，由于公司研产销一

体，有利于整个公司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实现战略性有机

协同。销售端的数据和口碑的及时反馈指导制造端的生产计划，使得公司最大

程度、最快响应地将市场端数据运用于生产指导和技术改良。同时，自主生产

使得公司在面对电商销售的季节性变化、海内外关税政策窗口变化等市场变动



 

 

因素时，有着较强的统筹能力和适应能力。 

4、项目投资规模 

本项目拟投入约 30,498.52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30,498.52 万

元。 

5、项目投资收益 

本项目不进行直接效益测算。随着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通过

全球重点市场本地化运营、国际整合营销、国际官网商城及用户信息平台建设等

方式，进一步强化海外市场开拓能力，提升海外市场份额，以及增强海外市场运

营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添可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品牌知名度和认知度。 

（三）科沃斯品牌服务机器人全球数字化平台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拟搭建和完善科沃斯品牌服务机器人的全球数字化平台，具体包括全

球官网直营平台、数字化运营平台两大模块。 

一方面，通过为科沃斯品牌搭建高效运营的全球官网直营平台，公司计划打

造科沃斯品牌宣传与营销推广的国际化新阵地，并为客户提供体验周到、方便、

可靠的品牌直营服务。全球官网直营平台包括全球官网和官网连接的直营商城，

其中全球官网用于科沃斯品牌的宣传和推广，未来三年计划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线上商城负责承接用户订单，未来三年计划覆盖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另一方面，通过搭建数字化运营平台，公司计划提升科沃斯品牌的全球运营

管理效率。数字化运营平台，包括数字化的零售链路和数据中台，以及全球数字

化供应链平台。其中，数字化的零售链路和数据中台将协助科沃斯品牌优化海外

零售链路各环节服务，并通过数字化中台的数据分析辅助人群的精准定位和营销，

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和黏性，打造更强的品牌力；全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将协助

科沃斯品牌集成供应链条上公司内部和外部的数据信息，通过数据分析指导决策，

进而提升科沃斯品牌的供应链运营管理效率。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拟投入约 18,684.74 万元，其中平台建设投入



 

 

10,794.34 万元，占比 57.77%；市场运营费用 5,560.00 万元，占比 29.76%；人

员投入 2,330.41 万元，占比 12.47%。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全球官网直营平台的必要性 

①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提升国际竞争力 

完善国际化布局是公司的战略发展重点之一。国际智能机器人市场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家庭服务机器人行业，

尤其是扫地机器人领域，市场参与者包括扫地机器人公司以及传统家电公司等。

全球直营官网是公司打响国际品牌知名度的重要阵地，官网计划在未来三年直接

触达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终端消费者。高效运营的全球官网能够帮助公司

树立成熟全面的品牌形象，更加高效地教育消费者心智，提高科沃斯品牌在海外

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②提升触达用户能力，快速打造品牌护城河 

科沃斯品牌服务机器人全球数字化平台建设让品牌不止通过第三方平台和

渠道触达消费者，而是能在品牌自己的官网和商城上直接和消费者产生互动和购

买行为。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科沃斯在海外市场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并获取一

手的用户数据信息，指导未来业务运营发展，以沉淀的海外用户大数据，打造公

司在海外市场的品牌护城河。 

③支持公司自有营销渠道开拓，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迅速，规模持续扩大，公司对第三方渠道的依赖较强，

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在未来公司业务规划迅速扩张的情况下，现有直营渠道业务

架构将无法满足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因此，需要通过在更多国家和地区建设直营

官网，扩大科沃斯品牌的全球用户群辐射效能，提升海外业务中自有销售渠道的

收入比例，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2）数字化运营平台的必要性 

①提高全球零售链路的管理效率，实现国际业务可持续发展 



 

 

零售链路的运营管理效率影响终端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因此，要提升消费者

忠诚度和黏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运营、销售、服务、订单、物流全链

路的高效运行。 

 本项目将着重国际零售链路环节建设：引进数字化运营分析系统，开展全球

零售数据的回流与分析，指导站外广告投放，打通业务和数据闭环，并搭建海外

服务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稳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②增强海外供应链柔性，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 

科沃斯家庭服务机器人供应链运营初步覆盖全球多个国家主流的电商平台，

以及全球各区域不同的线下合作伙伴。数字化供应链建设更有效串联内部的市场

调研、研发、销售、中台、计划、采购、制造、运输环节，和外部客户、供应商、

分销商、零售商、服务商角色，并将内外交错的供应链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和线，

通过数字化技术，让企业内部及时获取更多供应数据，实现数据透明和互通。同

时，本项目还可以充分利用认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数据分析，为企业决策提

供支持，并可以模拟数据变化，更灵活和及时的应对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快速

决策。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模型，快速地参与到供应链的协同。 

③提高公司决策分析能力 

智能机器人市场方兴未艾，且外部竞争日趋激烈，公司管理层对提高战略分

析能力和决策质量的诉求愈加强烈。本项目通过建设公司统一的数据中台，对实

时更新的产品信息（包括产品类型、使用率、价格等）进行全面分析，为管理层

的决策和战略规划提供高质量、全面、精准的定量分析依据，帮助管理层及时了

解运营状况和市场营销情况，从而有效提高决策的质量，增强公司决策的针对性。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本项目包括科沃斯品牌的全球官网直营平台和数字化运营平台两部分建设，

其中： 

（1）全球官网直营平台的可行性 

①科沃斯海外业务快速扩张，市占率不断提高 



 

 

公司充分了解海外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始终把全球化发展作为公司经营的重

要战略。2020 年，科沃斯品牌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已达 30.44%。 

iRobot 公告显示，2019 年全球扫地机器人市场竞争格局中，科沃斯以 14%

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是除 iRobot 以外唯一全球市占率超过 10%的品牌。2019

年，科沃斯在北美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份额稳居市场前三。亚马逊会员日

期间，科沃斯再次创造了骄人业绩，海外销售额突破 7,660 万元，同比强劲增长 

45%。在欧洲市场，科沃斯机器人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占有率已稳居前三。 

公司持续提升的全球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将保障全球官网直营平台在建

成后能够实现有效的全球用户转化。 

②公司已经组建专门的海外业务团队，积累了一定海外直营运营经验 

近年来海外电商消费市场不断扩大，2020 年新冠疫情加速催化了扫地机器

人在线上海外销售的发展，对此公司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海外业务布局，专门筹划

成立了海外团队，负责海外直营官网的运营管理工作，目前已建立以美国、德国

和日本为核心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全球经营网络。 

现有海外团队规模接近 100 人，团队已覆盖 50 多个国家的品牌宣传和售后

产品支持业务，并开始运营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直营官网及商城，同时在海外供

应链、仓储、物流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数字化运营平台的可行性 

①公司现有数字化系统作为本次项目建设提供信息化框架基础 

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程，要建成符合公司业务需求且有利于

高效管理供应链的数字化系统，需要公司在该领域有一定的积累沉淀，形成一定

规范的供应链流程。因此，公司前期的数字化建设经验非常重要。 

公司已建立了涵盖产品销售、发货和库存、物流管理、用户管理和财务管理

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本次项目将在现有系统能力基础上，对所有用户数据进行采

集、分析及再次营销，并通过数据分析为公司客户提供便利的服务和对产品运营

提供一定的支持。 



 

 

本次项目建设的数据中台按职能可分为：客户数据平台、营销自动化平台和

智能广告平台，公司现有的信息化系统为本项目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化框架，后续

将通过采购数据中台系统提升用户和产品的数字化建设。 

②公司数字化人才储备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信息技术人才梯队建设和人才储备。

本次项目建设主要由公司下设 IT 信息技术中心负责，该部门负责制定公司信息

化战略规划，建立公司用户、运营、产品等数据的管理体系，建设与维护公司营

销、销售、运营平台，建立 IT 服务标准化和运维管理体系，协同体系部门，推

动公司运营、管理流程的持续优化等。 

IT信息技术中心的团队骨干在信息化、数字化开发领域有数十年从业经验，

部分成员在互联网大厂任职过 IT 高级经理及其它高级管理职位，或有知名管理

软件开发经历。团队成员通晓多种商业软件应用设计及流程开发，硬件及网络技

术经验丰富。 

4、项目投资规模 

本项目拟投入约 18,684.74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7,998.00万元。 

5、项目投资收益 

本项目不进行直接效益测算。随着本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

步完善直营官网和商城的全球覆盖范围，扩大品牌全球用户群，同时通过分析用

户行为数据帮助科沃斯品牌更好地在海外渠道实现人群的精准定位和营销，通过

数据分析指导决策，提高科沃斯品牌的国际化运营效率。 

三、本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并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

结构，是实施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

巩固公司在服务机器人和智能生活电器行业的领先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科技创新



 

 

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拓展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业务领域，符合公司的定位和发展

战略。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

所增长，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次可转债的

转股期开始后，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逐渐实现转股，公司的净资产将有所增加， 

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资本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及利润水平将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完成有所增加。由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周期较长，短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程度

可能较小，可能导致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被摊薄。但长期来看，

随着本项目的实施及公司资金实力的增强，未来公司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将会得

到较大提升。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可行，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良好。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

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是必要可行的。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