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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举办第二季度消防安全及
应急逃生知识培训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ｅ ２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Ｆｉ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ｓｃａｐ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山龙精彩亮相2016广州广告展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Ｓｐａｒｋ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１６

2016年7月22-24日，广州国际广告（秋季）展览会

人解决方案。山龙数控系统经过十五年的技术累积，从最

在广州琶州展馆盛大举行，本届展会是集标识、喷印、雕

初的木雕行业，延伸至石雕，玉雕等行业，也从广告切割

刻一展三会的专业性展会，会展以把脉全球行业秋季订单

扩展至金属雕铣。整体上来讲，山龙数控系统从中低端走

为目标，高效整合国内外资源，为标识、喷印、雕刻全产

向了中高端，产品系列更全面，既有专有行业系统，也有

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

通用行业系统。而山龙机器人则从2013年研发至今，已经

为增强员工的消防安全责任意识，提高消防技能，做

得在消防通道及消防器材附近放置杂物、货物、工具等一

拥有了独立知识产权的SL-R机器人控制系统和SDG伺服

好公司安全工作，山龙于2016年6月3日下午，由行政人

切违反消防准则的物品，要求员工做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系统，成功应用于服装喷涂、纽扣分拣、机床上下料、PCB

事部对生产中心全体员工就生产中心就地进行了2016年第

全体监督。

秀的团队向大家展示了山龙的实力，现场为大家呈现了山

上下料、动态抓取等行业领域。山龙凭借优质的产品和先

2季度第2期消防安全及应急逃生知识培训。

龙最新研发的新一代L1000、L3000、S100等雕刻机数

进的技术，赢得业内用户的青睐，持续为用户提供品质卓

控系统、雕刻机系统解决方案等产品，惊艳全场，吸引了

越的数控产品和完善的自动化生产及机器换人的行业应用

大量专业观众前来参观。

解决方案。

在本次展会上，山龙以靓丽的展台、丰富的展品和优

22日下午，山龙销售部总监梅睿应邀参加展会同期举

近年来，山龙一直致力于雕刻机数控系统及机器人领

最后，工作人员给员工演示公司现有灭火器（手提式
基于山龙目前的生产状况，本期消防安全培训主要向

灭火器和推车式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各位生产中人员讲解了灭火的基本方法，如隔离法、冷却
法、窒息法、化学抑制法等；如果遇到火势太大，即先救

通过此次培训，增强了员工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了良

人，后救物，以人为本，公司人员生命安全重于一切；在

好的消防安全氛围，也为山龙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更

办的“企业专题技术分享交流会”，他为大家分享了山龙

域不断深耕与挖掘，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未来，

火场疏散逃生时，从公司的安全通道以及安全出口逃生，

加和谐稳定的环境。 生产第一线的员工们均表示将把此次

雕铣设备数控系统及山龙机器人，重点讲解了山龙明星产

山龙将持续在品质及研发上突破创新，与用户一起推动工

强调火灾时不得乘坐电梯以及一些基本的逃生技巧；要求

培训中学到的消防安全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品——L1000、L3000的产品优势及行业应用和山龙机器

业智能制造！

员工在工作时要时刻注意身边的消防通道及消防器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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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SL-R系列机器人控制系统、SDG驱动系列以及雕刻

极高：其分拣速度可达每秒一次。

机系统解决方案等产品重磅亮相。其最新研发的服装喷涂
解决方案及纽扣分拣解决方案亮相，完美诠释其方案高精
度、高效率、高性价比的特点。

高效率：服装喷涂解决方案

这是山龙最新推出的机器人解决方案之一，采用了对
服装上料固定、将服装搬运至密闭的喷涂区域、机器人进
行喷涂、搬运服装至下料点、服装下料等工序，完美地解
决了目前服装喷涂环节中，喷涂废气处理、喷涂原料对人
工的伤害、喷涂原料浪费、工序间衔接问题。在保护员工、
大大节省原材料浪费的同时极大提高了喷涂环节生产效率
问题。

通过机器视觉的运用，其分拣精准度大大提高，在软
件控制和机械系统下，重复定位精准度大大提升，可24小
时不间断工作，完美替代人工分拣，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服装生产企业的竞争力。

除了服装喷涂解决方案和纽扣分拣解决方案之外，山
龙展台上还展示了雕铣设备数控系统系列新品。山龙众多

让工业智能化 让制造智慧化
—— 山龙机器人重磅亮相深圳电子装备展

具有代表性的展品、现场机器人演示方案及展会小活动吸

Ｔｏ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ｚ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ｔ ＥＥＩＥ ２０１６

展会是目前国内唯一以智能及电子装备产业为主题的专业

引了超高的人气。

7月30日，“中国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暨“中国 电
子装备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完美落下帷幕。本次

为服装生产厂家提供更好的选择，该方案配置了山龙

展会，更是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山龙机器人

机器人P10-6、机器人控制器R8000、伺服驱动器SLSDG、

此次在展会上向广大用户展示了山龙产品的卓越品质和机

服装上下料辅助装置、强大的硬件也为客户解决了后期试

器人解决方案在服装喷涂、纽扣分拣领域中的高效应用，

用中的后顾之忧。

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在下一届
电子装备展上，期待山龙机器人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惊喜！

高精度：纽扣分拣解决方案
2016年7月28日， 2016年“中国智能装备产业博览
会”暨“中国电子装备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

国家和地区的机器人本体及核心零部件和系统集成商等核
心产业的优质企业。

机器人控制器R4000、伺服驱动器SLSDG、视觉系统。

开幕。作为“中国制造2025”深圳行动计划重点项目之
一，电子智能制造产业链完备的专业性展览会，本届智能
装备展吸引了国内外业界人士积极响应，汇集了来自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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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扣分拣解决方案中，搭配了山龙机器人B06-04、

本次展会上，山龙以“让工业智能化 让制造智慧化”
为主题，携机器人服装喷涂解决方案、机器人纽扣分拣方

在纽扣流水线运输中，其视觉系统对纽扣进行定位，机器
人抓取纽扣，最后把纽扣分拣至放置区，整个过程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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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机器人喜获“第三届工业设计红帆奖
--技术创新奖”

行业政策及新闻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Ｗｉ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Ｈｏｎｇｆａｎ Ａｗａｒ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
业内重大新闻

敏捷制造、柔性制造、精益制造成为了3C产业的发展
方向，而这一制造趋势也正好契合了工业机器人高效率、

2016上半年缝制机械行业景气指数发布

高柔性、高精度的特点。因而众多国产机器人企业对于机
器人在3C行业的应用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

近日，深圳市电子装备产业协会和深圳市智能装备产
业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工业设计“红帆奖”评选活动经过初

2016上半年，我国缝制机械行业面临的整体经济形势

审、公众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后，山龙公司凭借其高效

仍然复杂严峻，上游纺织服装业投资增速下滑明显，行业

可靠的产品、不断革新的技术获得“技术创新奖”殊荣。

内外市场增长动力偏弱，总体需求疲软，发展面临下行压

机器人产业强势驱动 伺服市场涌现千亿商机

力。 从行业综合景气指数来看，据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数

伺服系统成本在工业机器人占比高达24%，仅次于减

据悉，第三届工业设计“红帆奖”评价活动自今年4月

据显示，2016上半年我国缝制机械行业综合景气指数呈现

速机。近年来，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机器人技术的

启动以来，得到了智能装备、机器人、无人系统、智能硬

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一季度，指数较上年明显提升，达

普及，伺服系统将随着机器人销量的持续提升得到放量。

件等行业领域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经国内相关行业协会

到稳定区间，2月达上半年最高点95.45。然而好景不长，

相关数据显示，2012-2015年亚洲机器人销量年均增长

和专业媒体广泛征集和推荐，共收到166家企业申报的216

3月指数降到90.92，至二季度指数再次下滑至渐冷区间，

15%，远高于美洲和非洲6%的增长速度。2015年，亚太

个项目。经过初审和公众投票环节后，入围企业为71家，

4月降至上半年最低点84.53，随后5、6月依然于渐冷区间

地区工业机器人销售超过14万台。2014年中国、日本、韩

最终由评委会专家共同讨论，公开投票表决，共评选出获

徘徊，行业发展依然面临下行压力。

国和泰国的工业机器人新装机量占亚洲地区总量的75%。
分别在全球排名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八位。

奖企业34家。
山龙公司此次参与评选的产品为SL-R系列机器人控
山龙能从众多参选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此殊荣，这
要归功于企业的不断创新精神。山龙非常重视技术创新，
重视研发投入。山龙研发团队占公司人数的40%以上，每
年投入500万元以上作为研发费用；同时引入首席专家的
概念，强化与行业专家顾问的联系与合作，助力新品研发。
用户的需求有时是复杂而多变的，因此从用户提出产品需
求开始，山龙与用户共同参与，从研发、调试到维护，随

制系统，经过几年时间的打磨，山龙机器人系统已成功应
用于喷涂、分拣、搬运、上下料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中。
SL-R系列机器人控制系统采用嵌入式工控机平台，搭配
先进的运动控制算法和模块化的软件设计，可以实现对极

械与控制的完美结合。目前，山龙已拥有多项专利，随着
研发的进一步深入，山龙今后还将申请更多的产品专利，
见证山龙研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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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仍处于蓝色渐冷区间，低于中轻景气指数0.39。其

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发布及“十三五”的开

中，主营业务收入景气指数为89.73，仍保持在渐冷区间；

端，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相关的规划细则，例如制造业大省

出口景气指数为99.03，资产景气指数为94.60，双双维持

广东，预计到2020年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智能专用设

稳定区间；利润景气指数为78.12，依然居于过冷区间。

备等高端装备产业的产值将达到4000亿元以上。

坐标机器人、SCARA机器人、关节机器人等多类机器人
的控制；标准的计算机总线可扩展现场总线、机器视觉系

3C产品上市周期缩短

统等。

时跟进用户的需求变动，及时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全程
提供优质的技术保障，互为支撑、取长补短，真正实现机

6月份，行业综合景气指数为87.75，较5月份回升0.12

凭借着强大的研发团队以及完整的配套体系，山龙在
机器人领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今后，山龙将不懈努力，
持续创新，力求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完善的解决方
案以及更优质的服务。

未来几年，从产品上看，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以及编码
器等高精尖类，预计将保持20%以上的市场增速;工业机器

相关数据显示，未来两年全球3C市场将保持15%左右

人的快速增长将程度上刺激伺服电机市场的发展，预计，

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3C市场机器人将达到上万亿级别的

未来五年，我国伺服系统行业受益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将

市场规模。尽管3C产品生命周期短，产品型号繁琐等都对

保持较快增长，国产替代空间还很大。

机器人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上万亿产值规模的市
场蛋糕足以诱人。

“十三五”轻工业发展规划：重推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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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NEWS EXPRESS

新闻速递 NEWS EXPRESS

8月5日，工信部发布《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脂自动化生产线，其已经在北京玻璃钢研究院投入使用。

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导我国由“轻工大国”向“
2、到2025年无人驾驶市场规模将达420亿美元，到

轻工强国”转变。《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和支撑，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2035年，全球每卖出10辆车就有1辆是无人驾驶汽车。

6、近日，从工信部获悉，长虹成西部唯一入选2016

9、宁夏今年选出七个项目申报国家2016年智能制造

年首批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项目，同时也是彩电业

试点示范项目，其中三个项目获国家1.35亿元专项资金。

唯一入选。今年1至4月，浙江平湖市共有80多个“机器换
人”项目备案，完成投资22.15亿元。

10、山东鼓励高危关键岗位“机器换人”，重点推广
应用安防、排爆、巡检、救援等特种机器人，单个企业最

等领域创新活跃， 带来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
3、广东力争明年全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超1.8万亿元，

创新为我国轻工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建成4个超百亿智能制造业基地。

7、福田汽车绿色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张家口基地项目

高奖励500万元。

投产，项目一期总投资5亿元项目一期总投资5亿元。
11、东莞市政府拟在一年内推广建设100条具有“三

工信部预计，轻工业在“十三五”期间生产保持平稳
4、重庆组建全市首个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技术研

较快增长，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7%。

究院，用以打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国”(国产智能数控装备、智能数控系统和国产机器人)特
政策关注

征的经济实用型、普及型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

具体来说，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轻工
5、中关村智造大街开街。这条大街以“创意转化和

业综合集成应用，在食品、家用电器、皮革和家具等基础
条件好的行业，推进智能制造，加快智能制造软硬件产品
应用与产业化，研发智能制造成套装备，推进数字化车间/

1、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我国将新部署航空发动

12、佛山提出到2017年底前，在佛山完成百条生产

硬件实现”为目标，将成为一条打造智能制造“生态圈”

机和燃气轮机，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三个科技

示范线建设，实现2000台工业机器人在佛山推广应用，

的特色街道。

创新2030-重大项目。

推动佛山华数机器人公司完成10000台工业机器人的生产。

智能工厂的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加快典型经验交流和推
广。

轻工“十三五”规划出台 明确缝制机械工业智能制造
发展方向

《规划》中分别从开发的关键技术、重点发展的产品和
改造升级的内容等方面，明确提出了包括缝制机械工业在
内的31个轻工行业的行业发展方向。其中缝制机械工业发
展方向为：推动缝制机械向多功能、智能化方向发展。加

据《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2020、2025和2030

13、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装备与系统

年工业机器人销量的目标分别为15万台、26万台和40万

企业1291家，完成投资329.0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2%、

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没有强大的自主品牌装备和系统

台，预计未来10年我国机器人市场将达6000亿元人民币。

37.9%和39.5%。

的支撑，实施智能制造就是空中楼阁。

今年全球工业机器人订单量258900台，存货1779000
台，中国以8.5万台位居世界之首。

3、惠南产业园主攻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发展机器

海外看点

人、高端电子装备等，有13个智能制造项目。
1、苹果有望在2018年实现虹膜识别技术，有可能取

1、川崎机器人昆山技术中心正式落户周市镇，其除

4、以城市为载体的“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工作

有销售、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外，还设有机器人展示机

将在下半年正式启动，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多个城

等。

市将进行首批试点，宁波等已启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快三维（3D）立体缝纫、独立驱动、智能控制与传感、物

代Home键。

2、谷歌推出通用的7轴机器人，其使用相机对物体进
行定位和识别。

联网和大数据管理等技术研发，重点突破旋梭、机针、球
连杆等一批关键零部件。重点开发六自由度工业缝制机械

2、今年上半年嘉兴机器换人完成1358项，累计实施

2、上海海安开发区设立5000万元发展基金，扶持机
器人产业发展。

5、厦门重金布局智能制造，单个项目贴息额度或补
助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手、独立驱动系统的花样机、基于独立电机送料的智能缝

3、美国生物识别专家使用3D打印技术解锁死者手机，
协助警方破案。

纫机，以及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缝制单元。研发智能

3、首届工业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设

缝制装备和智能化缝制解决方案，全面推广智能机器人制

机器人搬运码垛、机器人焊接和机器人应用表演赛三个单

造与装配技术，建立智能化示范生产线。

元。

6、东莞鼓励中小微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实现“
机器换人”，计划在三年内该比例实现六成。

4、近期哈佛大学开发出一种以碳纳米管为基础的人
造肌肉，这种材料有望将“柔性”机器人实用化。

7、工信部部长苗圩透露，中央财政加码智能制造，

业内简讯

4、KUKA机器人助力汽车行业，其在宝马、戴姆勒、
奔驰、等汽车公司机器人的占有率达到了98%以上。

将安排立项25个省的133个重点项目，预计国家拨款52亿
元。

5、阿迪达斯CEO透露：机器人制造和3D打印制造将
成为阿迪达球鞋的主要生产方式。

业内要闻
5、未来5年，我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将爆增3倍，挤
1、中国航天七院工艺设计院研发出国内首条酚醛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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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全球前10名。

8、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表示：今年第二轮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将达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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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扩展、辅助功能的添加、分拣的稳定上都有极强的可控
性。山龙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从源头上提高了效率；采用
视觉定位系统，确保了分拣的准确率；一天24小时的工作
时长，不受天气、体力的制约，完美地替代人工分拣，真
正意义上做到了无人化，进入“机器换人”新时代。

数控系统进入细分市场
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家具行业、
玉石行业、装饰行业的自动化水平也越来越高。山龙数控
系统通过近十年的行业摸索，针对雕刻行业研发出一系列
控制产品，结合16年的技术累积，满足家具、装饰品、玉
石消费品的工艺需求，在国内的玉雕行业、石雕行业处于

山龙机器人带您走入“机器换人”新时代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Ｔａｋｅｓ Ｙｏｕ ｉｎｔｏ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绝对领先地位。

山龙合理地利用平台优势，迅速抢占了国内的红木雕
刻市场，在出口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以红木家具
加工为主的越南市场，近八成产品都是山龙制造。随着市
场拓展，火爆的木工加工中心也开始出现山龙的身影，开
放的IO端口、自定义的编程、优秀的人机界面等功能，真

TEXT: 转自《宝安日报》 记者 张剑峰 通讯员 管文芳

正意义上做到了为客户量身定制。为了将数控产品渗透到
更多的细分行业，山龙不断创新，完成技术难点突破，通
用属性使得山龙产品出现在更多的数控领域，例如螺丝机
控制、点胶机控制、弹簧机控制等。

山龙董事长李耀斌表示，面对容量巨大的国内市场，
一般制造业的机器换人费用有限，但实际上技术要求不高，
国外品牌机器人价格高企，令国内企业却步，机器替代工

作为近两年频繁进入业界视野的山龙机器人，其母公

必行。山龙利用自身拥有机器人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等核

山龙SLSDG系列伺服驱动器，利用数控系统在雕刻

人的需求滞后；而像山龙机器人这样的国产机器人品牌，

司深圳市山龙科技有限公司，有着16年工业控制系统产品

心零部件的技术优势，推出了一整套的服装喷涂解决方案，

市场的影响力，成功进入该细分市场。为了满足客户一站

拥有性价比优势及本土化服务优势，将在此轮竞争中获得

的技术积累与市场积累。工业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包括机器

在喷涂效率、喷涂效果以及辅助配置的结合上都具有明显

式产品体验，山龙推出了驱控一体机CD300，通过握手协

制胜点。目前国内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更注重机器人

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系统四大部分，而山龙

优势。由于机器人的介入，工人不再需要暴露在高污染环

议，实现控制技术和伺服技术的交互，解决了客户接线麻

企业在技术方案上的实现。而山龙机器人利用其得天独厚

机器人拥有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控制系统与伺服驱动系统，

境下工作，工人工作环境得到改善，减少了职业病危害。

烦、加工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的技术优势与原有的行业市场积累，得以在机器人应用领

并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目前开始大力拓展市场，进军国

同时，使用机器人喷涂，废气收集系统不用考虑工人的安

内工业机器人领域。近日，山龙携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

全，密封性更好，排气能力更强，可以有效减少废水废气

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三大产品体系高调亮相2016智博

的排放。

会，带您一起走入“机器换人”新时代。

山龙机器人“解放”工人
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服装喷涂行业走向自动化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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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快速找到可实现产业应用的市场，并占据市场高地。

机器人需求或大幅增加
随着工业机器人成本降低，原来大企业才能承担的成
在市场需求迅猛增加、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攀

套自动化设备，中小企业的需求也将呈井喷式增长。山龙

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发展，生产设备越来越机械化。国

升、制造业升级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机器人市场前景受到

机器人紧抓市场机遇，恰当其时。目前，山龙机器人已经

内外企业不断将自动分拣应用到生产线上。山龙将机器人

前所未有的关注。那么，山龙机器人的价值在哪里？山龙

在纺织机械行业、服装行业、雕刻机行业、3C电子行业取

本体搭配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控制器、伺服驱动器，成功推

机器人的突破口在哪里？如何升级成工业机器人领域霸屏

得突破性进展。

出了服装辅料配件分拣方案，正因为自主研发，在外围的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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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智控：四六轴机器人开始“闯”江湖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４／６－ａｘｉｓ Ｒｏｂｏｔ Ｓｔａｒｔ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TEXT: 转自《高工机器人》

深圳市山龙智控有限公司(下称“山龙智控”)正奋起
直追机器人行业巨头们的步伐。

“目前我们已经自主研发出控制器、伺服驱动器，并

你想使用山龙数控快速上手吗？看这里

成功运用于我们的SCARA和六轴机器人产品中。”在2016
深圳国际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现场，山龙智控副总经理曾
雨权向高工机器人网表示。

Ｗａｎｔ ａ Ｑｕｉｃｋ－ｓｔａｒｔ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ｕｎ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ｏｋ Ｈｅｒｅ！

对于扎根机器人行业已久的各大巨头而言，2013年才
开始涉足机器人业务的可谓是后起之秀。但仅凭两年时间
便成功突破核心零部件瓶颈，足以窥见其实力。

事实上，山龙智控此前深耕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十六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产品都加入了EtherCAT的总线，

载。相对于其他行业，机床行业进军机器人有着无可比拟

这对于今后的自动化远端的数据采集以及远程维护很重要，

的优势。机器人关键应用在于运动控制，而运动控制则是

有了便捷的信息接口，未来实现设备互联就会相对容易些。”

保证机床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床制

曾雨权说道。

我们所需的输出电平，则需要更改相应端口极性。

1、开机

②设置方法

在开机之前，首先确定机床与控制系统的所有连接正
常，然后打开电源待系统完全启动后进入山龙数控应用程

造与机器人制造技术关联度非常大。
另外在设计上，山龙智控还做成了驱控一体化产品。
由此，山龙智控才能够迅速切入工业机器人领域。

一、首次装机调试

不过，针对驱控一体化普遍存在的性能不稳定的问题，曾

注：首次安装开机禁止直接回机械原点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山龙智控的SCARA及六轴产品已

一种BASIC语言的机器人语言编程体系，使之更易于操作

经开始在和客户进行洽谈，相信未来的应用领域会进一步

人员快速掌握其编程。此外，产品除了支持传统的直线插

拓宽。

补、圆弧插补外，还支持NURBS曲线直接插补，在精度
控制上具有较高优势。其六关节机器人多用于搬运、码垛、
焊接、喷涂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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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在IO极性参数中修改，操作路径：参数管理→
设置参数→厂商参数（不需要密码，直接回车或点确定）

2、设置端口IO极性

6+2轴”控制，即可6轴联动，配置两个辅助轴；并开发了

行更改极性（密码为：slcnc）

序界面。

雨权表示未来会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据了解，山龙科技的六关节机器人控制系统实现了“

方法一:在I/O状态窗口中，直接双击要修改的端口进

→IO极性参数→双击要修改的端口

①IO极性状态
在【IO状态】界面中可观察所有输入/输出端口的极
性，绿灯表示正常状态，红灯表示输入端口正处在报警状
态或输出端口正在输出信号。

3、设置脉冲当量
①设置方法：参数管理→设置参数→厂商参数→进给
轴参数→脉冲当量

首次调试时若出现异常报警或输出，如机器未碰到限
位开关时系统限位报警，又如输出端口状态显红灯而不是

②计算方法：脉冲当量p=

电机转一圈轴移动的距离
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SHANLONG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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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于丝杆传动，电机转一圈轴移动的距离为丝杆的
导程（单线螺纹：导程=螺距；多线螺纹：导程=螺距×线

还可以改变步进电机接线或改变伺服器参数来达到反方向
的效果。

2、考虑断电时Z轴可能往下掉及急停时刹车过急可能

录坐标再根据第一次对刀确定的高度差计算工件表面。

导致过冲，建议每次上电和急停后执行回机械原点操作。
4、设置公共偏置（可选）

数）；
5、设置原点参数
对于齿轮齿条传动，电机转一圈轴移动的距离为和电
机直连的齿轮分度圆周长（或和齿条啮合的齿轮分度圆周

三、装载加工文件

置公共偏置来实现。光标移到状态栏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设

设置好手动方向后，则需要设置原点参数，主要设置
回零方向（粗定位阶段方向）和原点限位时允许运动方向。

1、U盘载入文件
将U盘插入系统，选择【U盘文件】窗口，读取U盘后

长除以减速比）。
粗定位阶段方向以手动方向为基准，看各轴要向正方
b)步进驱动器中，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细分数；
编码器分辨率
伺服驱动器中，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

向（还是负方向）移动能接触到原点开关，正方向为1，负

360°

载操作。

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值抬高）或点右侧相应抬高和加深图标。

五、路径仿真

方向为-1。原点限位时允许运动方向与粗定位阶段方向相
反（远离原点开关）。

2、装载系统内部文件

设置方法：参数管理→设置参数→厂商参数→原点参
数→粗定位阶段方向和原点限位时允许运动方向。

文件，选中要装载的文件，点击“装载”图标装载选中文

装载加工文件后按F8或点击工具栏中仿真图标进行路
径仿真，还可以点菜单栏中“自动”菜单选择“仿真”，
仿真完成后请注意再次操作释放仿真。

件，也可以双击文件进行装载。

减速比

c)旋转轴脉冲当量p=

置偏置窗口。在公共偏置中Z轴输入数值（负值加深，正

显示所有加工文件，选中文件后可以导入文件、导入并加

在【程序管理】窗口中可以看到系统内部所有的加工
（有些伺服器可以直接设定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

设置好工件原点后若需要把刀具抬高或加深，可以设

备注：①仿真后的图形上可以看到一条竖直方向的红
6、设置速度参数

四、设定工件原点

线条表示工件原点位置

根据需要设置速度参数，如各轴最大速度、手动高/低
4、验证并设置手动方向

速、空行速度、默认进给速度、Z轴下刀速度、Z轴抬刀速

①确定机床坐标系

度；又如单轴加速度、转弯加速度、加加速度。

手动移动机床各轴，让刀具慢慢接近到达编制加工文

②仿真后可以在“自动”菜单中点击“加工程序信息”
查看文件的加工范围

件时设定的工件原点。左键点击状态栏中各轴工件坐标值

ISO标准规定：X、Y、Z坐标轴的相互关系用右手定
则决定（采用右手定则的笛卡尔坐标系），如右图所示，

1、手动设置

※注：速度参数默认值是总结经验给出的，可直接使

图中大姆指的指向为X轴的正方向，食指指向为Y轴的正方

用。非专业人士修改上述参数需谨慎，设置不当容易引起

向，中指指向为Z轴的正方向。

机床异常。

进行工件坐标清零，即把刀具当前位置设为工件原点。

2、浮动对刀（Z轴）（可选）
选择【对刀】窗口，执行“测量工件表面”操作，在

二、机械复位

六、执行自动加工
常见自动功能有开始、暂停、停止、断点继续、高级
开始、回工件零等，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表所示：

工件表面放置已知厚度的对刀块，让刀具在对刀块正上方
慢慢接近对刀块，刀具碰到对刀块时系统记录坐标值并根

机械复位即回机械原点。点选手动菜单中的回机械原
※注：一般情况下（面对机床），向上为Z轴正方向；

点弹出窗口，在机械原点窗口中，可用鼠标点击相应选项

向右为X轴正方向；横梁向后为Y轴正方向（横梁运动的机

实现单轴回、全部轴回、关闭（不回）及直接设定等功能，

床）或工作台向前为Y轴正方向（工作台运动的机床）。

也可键盘输入括号中字母。

据对刀块厚度计算工件表面坐标，从而确定工件坐标Z轴
原点。

※注意：执行浮动对刀时必须保证对刀块连接正常并
放置在刀具正下方

回机械原点之前可以先手动感应原点开关或手动移动
②验证手动方向是否正确
根据上述方法确定机床坐标轴的方向，手动移动各轴

各轴慢慢接近原点开关，看系统是否有原点限位报警来验
证原点开关是否有效或连接是否正常。

3、固定对刀（Z轴）（可选）
通过上述方法设定工件原点后，选择【对刀】窗口，
执行“固定对刀”选择“第一次对刀”，刀具会自动找到

验证是否正确，如果方向相反，可以调换信号线D+、D-

自动加工功能

操作方法
菜单操作

快捷键

仿真

F8

开始

F9

暂停

F10

停止

F11

断点继续

自动菜单

Shift+F9

高级开始

Ctrl+F9

回工件零

F7

或设置“手动方向”参数来改变其方向，设置参数方法：

※注： 1、回机械原点过程中出现方向不对、开关失

装在机床上的固定对刀仪，然后接近对刀仪并记录坐标，

执行加工指令

Ctrl+Shift+F9

参数管理→设置参数→厂商参数→操作参数→手动方向（

效等故障时，请及时点击“关闭”取消回机械原点操作或

从而确定工件表面和对刀仪间的高度差；当换刀后，执行

旋转镜像加工

—

需要改变方向的轴设为-1，如果初始为-1则改为1）当然，

按急停；

“固定对刀”的“换刀后对刀”，刀具和对刀仪接触并记

手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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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菜单

工具栏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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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医疗、养老、康复、家用，包括现在的可穿

动力成本十几年上升了几倍而机器人使用成本在下降，从

戴设备都属于这个范围。现在的机器人是一个家族的概念，

投资角度，后者也具有了广泛应用的条件。

而不是单一的机器人的某个设备。
大家可能会担心，机器人与就业是不是有矛盾? 答案
第二个是功能的变化。过去只是体现在高端装备，今
天的重点则是“人”。“人”怎么来体现?这需要探索。

是没有矛盾。因为现在我国很多行业还是空缺。还有一些
行业，人是做不了的。当然，从长远来讲，机器人替代一
定技能的劳动者，必然是一种趋势。

第三个是支撑技术的变化。过去主要是机械、电子、
控制，今天则加入了网络、大数据、智能传感。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可行性来讲，机器人技术
不断提升、价格大幅下降，使机器人大批量应用成为可能。

企业转型、升级、变革将成为永恒主题，不会因为模式变了就进入了稳定期。
现在最热的几个概念，如机器人、3D打印、工业4.0，都是制造模式的变革。我们要把握方向，
无论智能制造还是数字工厂都是大的趋势。

第四个是应用领域的变化。过去是简单的工业应用，
现在进入了航空航天、医疗康复、社会服务各方面。因此，
我国搞机器人，应该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或者分解。

机器人加速驱动模式变化

谁才是工业4.0革命的原始动力？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０？

同时，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又加速了这个进程。

黄金窗口期到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全球目前面临一个大的制造模式变化，原因是劳动力

第一，工业4.0是一种趋势和规则，而不是简单技术上

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化。这些

的进步。它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它是

内部、外部因素的变化，导致制造模式必须变革，所以工

一种规则。在大的规则下，网络技术提供了基本的平台支

业4.0提出了一种新的制造体系。在这里边，技术提供了支

撑，机器人和智能设备提供了设备支撑。

撑力量。
TEXT: 转自网络

第二，从创新角度讲，我国进入了新的创新常态。未
不管国际怎么发展，我国现在的制造模式是难以持续

来的发展，因为产能过剩、信息化和数字化，以及全球的

的，劳动力密集、低成本、低附加值，以及对环境的严重

透明化，竞争会越来越加剧。竞争加剧的最终结果是，创

依赖的模式必须改变。我国的制造业必须转型升级。怎么

新成为我们的一种常态。

转?从哪转?这些都是要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工业4.0与第二次机器革命

向，无论智能制造还是数字工厂都是大的趋势。

那么，机器人对新的模式能否形成支撑? 我们做了一
些分析。

我们现在正进入工业4.0革命，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
社会发展到现在的必然。从内部因素看是技术的支撑，网

第三，企业转型、升级、变革将成为永恒主题，不会

3D打印、工业4.0，都是制造模式的变革。我们要把握方

在升级的过程。为什么?因为现在相关支撑技术、环境的
变化都成为变化的常态。

工业4.0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CPS，就是信息、物理、

络化技术、智能传感、大数据、机器人等等技术具备了这

系统结合到一起。工业4.0是一套模式和体系，而不单单是

首先从技术上分析。提升效率和质量方面，机器人具

个条件。第二个原因是外部市场的变化。定制化、个性化

4.0的概念。为什么有这个体系?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已

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另外一点，从质量、效率、管理等一

以及产能过剩，传统的制造模式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

经进入到这个转折点了。

系列附加值提升方面看，机器人也有很多优点。

最后一点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的模式变革都迎来
一个黄金窗口期。抓住了这个机遇，就能实现对工业发达
国家的追赶。

这是内外交替的过程。第三，劳动力短缺。劳动成本上升
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直接因素，而是加速了它的来临。

因为模式变了就进入了稳定期。这将是一直在转型、一直

新背景下，对机器人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因素是成本。现在的劳动力成本是不是便宜?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成

企业转型、升级、变革将成为永恒主题，不会因为模
式变了就进入了稳定期。现在最热的几个概念，如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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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范畴的变化。过去的机器人就是特种机器人、
机械手，现在我们再谈机器人，就是新一代工业机器人、

本也在不断上升，这是我国的一个进步。但是，我国机器
人的价格经过十几年发展，下降了50%多。两者相比，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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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就已经产生了。此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湘绣逐渐将国

丝为主要原料，针法多达100多种，充分发挥了手绣的特

画传统特点引入其中，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至清

长，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蜀绣题材大多为花鸟、走兽、

末民初（20世纪初期），湘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甚至

虫鱼和人物等，品种除了绣屏之外，还有被面、枕套、靠

超越了苏绣，在中国刺绣业中独占鳌头。新中国成立后，

垫、桌布、头巾等等。早在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

湘绣工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致力创新，使湘绣工艺提

年），蜀绣之名就已誉满天下，汉朝政府还在成都专门设

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置了“锦官”进行管理。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
年），蜀绣之名就已誉满天下，汉朝政府还在成都专门设

湘绣主要以纯丝、硬缎、软缎、透明纱、尼纶等为原

置了“锦官”进行管理。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

料，配以各色的丝线、绒线绣制而成。它以中国画为神，

～960年），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

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达到构图严谨，形象逼真，色彩

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

鲜明，质感强烈，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绣品中既有名贵

展。到了宋代（公元960～1279年），蜀绣的发展达到鼎

的欣赏艺术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

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

中国四大名绣 - 蜀绣

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新中国
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品种日益增多。

中国四大名绣

蜀绣起源于川西民间，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
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Ｇｒｅａｔ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ｉｅｓ

了严谨细腻、光亮平整、构图疏朗、浑厚圆润、色彩明快
的独特风格。蜀绣作品的选材丰富，有花草树木、飞禽走
兽、山水鱼虫、人物肖像等。针法包括12大类共122种，
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
针等，讲究“针脚整齐，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

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中国中部湖

绣品的种类繁多，包括被面、枕套、衣、鞋和画屏等，既

南省的“湘绣”，中国西部四川省的“蜀绣”，产于中国

有巨幅条屏，又有袖珍小件，是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精

南部广东省的“粤绣”和产于中国东部江苏省的“苏绣”

美艺术品。

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

中国四大名绣 - 粤绣

已达到较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
之一。中国最为突出的刺绣是江苏的苏绣、湖南的湘绣、

粤绣包括“潮绣”和“广绣”两大分支。它是出产于

广东的粤绣及四川的蜀绣。中国四大名绣历史悠久，形成

广东省广州、潮州、汕头、普宁、中山、番禺、顺德一带

了各自的特色及辉煌的历史。

刺绣品的总称。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广东南海县一位名叫卢媚娘的少女曾在一块一尺左

中国四大名绣 - 湘绣

右的绢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粤绣从此名扬天下。宋
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广州港的繁荣促进了粤绣工

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向来以历史悠久、工
艺精湛、风格独特、品类繁多而闻名海内外。迄今为止发

年～公元220年）墓葬出土的一件丝织品，它所使用的针法

蜀绣也称“川绣”，它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

艺的飞速发展，粤绣品开始输出国外。明代（公元1368～

现的最早的湘绣制品，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代（公元前206

与现代湘绣所差无几，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湘绣

品的总称。蜀绣的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蜀绣以软缎和彩

1644年），广州的刺绣艺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各色丝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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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视点 VIEW

RECOMMENDATION

线刺绣，并创造性地使用动物的尾羽缠绒作线，使绣品更

称。清代中后期，苏绣在绣制技术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新

加自然生动。到清代的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6年），

出现了精美的“双面绣”，仅苏州一地专门经营刺绣的商

第一个粤绣行业组织“粤绣行”在广州成立，当时从事刺

家就有65家之多。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由

绣的艺人众多，粤绣在工艺和针法上都得以不断发展完善。

于常年战乱，苏绣业曾一度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苏绣得

1915年后，粤绣作品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等国际赛会上

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后，国家专门设立了苏绣

多次获得大奖。

研究所，并开办刺绣训练班。苏绣的针法由原来的18种发

山龙数控系统：L3000三轴一体机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ＣＮ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Ｌ３０００ ３－ａｘｉｓ Ａｌｌ－ｉｎ－ｏｎ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展到今天的40余种。 苏绣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
粤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影

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地方特色浓郁。

响，在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

绣技具有“平、齐、细、密、和、光、顺、匀”的特点。

特的艺术风格。绣品主要取材于龙凤、花鸟等，图案构图

“平”指绣面平展；“齐”指图案边缘齐整；"细"指用针

饱满、均齐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在针法上具

细巧，绣线精细；“密”指线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

有“针步均匀、纹理分明、处处见针、针针整齐”的特点。

和”指设色适宜；“光”指光彩夺目，色泽鲜明；“顺”

在种类上粤绣可分为绒绣、线绣、金银线绣三类，品种包

指丝理圆转自如；“匀”指线条精细均匀，疏密一致。在

括戏服、厅堂装饰、联帐、采眉、挂屏和各种日用绣品等。

种类上，苏绣作品主要可分为零剪、戏衣、挂屏三大类，
装饰性与实用性兼备。其中以“双面绣”作品最为精美。

中国四大名绣 - 苏绣

系统按键合理
苏绣的历史长达2000多年，自古便以精细素雅着称于

优化的按键设计，大部分操作只需要一键式就可以完成，无需进入二级菜单，操作方便，容易上手。

世，其构图简练，主题突出，技巧精湛。仅以苏绣所用最
细的线以为一般人的肉眼所能看清楚为例，足见其精细之
极。湘绣是在吸收苏绣和其它刺绣的优长处发展而来的。
湘绣使用不同颜色的线相互掺和，逐渐变化，色彩丰富饱

图形轨迹跟踪
对文件进行模拟加工，可进行文件语法检测、加工范围检测及加工时间计算；加工时，实时轨迹跟踪，支持
多视角切换观察图形及尺寸。

苏绣是以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苏州刺

满，色调和谐。湘绣的图案借鉴了中国画的长处，所绣内

绣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公元220～

容多为山水、人物、走兽等，尤其是湘绣的狮、虎题材，

280年）就有了关于苏绣制作的记载。此后经过历代的不断

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粤绣构图饱满，繁而不乱，装饰性

丰富的IO端口

发展完善，到明代（1368～1644年）时，苏绣已成为苏

强，色彩浓郁鲜艳，绣制平整光滑。粤绣的题材广泛，多

标配IO端口板有16路输入、10路输出，可通过CAN总线扩展IO。

州地区一项普遍的群众性副业产品，形成了“家家养蚕，

为百鸟朝阳、龙凤等图案。

户户刺绣”的局面。清代（公元1644～1911年）的苏绣
以“精细雅洁”而闻名，当时的苏州更有了“绣市”的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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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辅助功能
满足木工加工中心的自动上下料、多工序等辅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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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刀库
支持圆盘换刀、直排换刀，具有特定参数配置刀具参数。

支持网络传输
具有独立的网口并有Wi- Fi功能，结合山龙管理软件便于客户量化管理，支持系统监控、文件传输等功能。

山龙S100带您领略惟妙惟肖玉雕，
让人美不胜收
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Ｊａｄ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

玉雕是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玉石历来被人们

雕制品的加工与前述琢型有所不同，相对也复杂得多，通

当作珍宝，在中国古代，玉被当作美好品物的标志和君子

常需要专门的设备来完成。玉雕制品的加工工艺，通常分

风范的象征。 玉雕的品种很多，主要有人物、器具、鸟兽、

为选材、设计、琢磨、抛光和过蜡这五道工序，以设计和

花卉等大件作品，也有别针、戒指、印章、饰物等小件作

雕磨工序最为复杂。

品。中国的玉雕作品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玉不琢不
成器，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简单的琢玉工具，直

山龙S100手柄型三轴控制器为这些美丽的玉雕应运

到今天玉雕师也一直使用这些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

而生。S100是由山龙科技自主研发的一款基于嵌入式平

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木制的车床来制作

台，搭配工业级3.5寸真彩屏，可完全脱机运行的控制器，

玉器。现在工业发达，人们发明了很多先进的玉雕制作机

采用USB2.0高速通讯口，传输文件速度更快，大量用于

器，省去了大量人力。以下为大家展现现代化设备的结晶

广告切割行业中，在玉石雕刻、翡翠雕刻等高精度行业处

——各种惟妙惟肖玉雕，让人美不胜收……

于绝对领先地位。

如此惟妙惟肖的玉雕，它们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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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本体选型

产品特点
针对性的控制算法

进给倍率调节功能

针对玉石、翡翠等高精度行业对切割高效率的特殊

客户可设定加工文件是否需要进行保护，受保护文

要求，系统设定了特定的插补算法及参数，更具针

件在其他任何系统都不能正常使用，方便客户实现

对性。

对重要加工文件的管理。

IO扩展功能

补偿功能

具有丰富的IO端口，提升了系统的适用性，为客户

机床都有反向间隙的存在，轴运动时会产生回滞现

提供可自定义的端口。

象，影响加工质量，而进行反向间隙补偿可解决类

Ｒｏｂｏ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SL-T03-6

SL-P10-6

似问题。
支持多工序功能
扩展IO可用于多工序IO端口，系统可配置完整的多

高级开始功能

工序参数，支持3气缸切换。

支持选择文件内任意行号开始加工，也可实现区域
行号内加工。

就近点加工功能
无需输入特定行号，无需繁琐操作，只要移动至需

3kg

10kg

要开始加工点附近后，执行就近点加工，系统会自

± 0.0 2 mm

±0.06mm

750mm

0~40℃

行查找到最近的点开始继续加工。

221kg

产品规格

65kg

3kw

65kg
2022m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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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sec

±167°

170°/sec

± 1 80°

230°/sec

+90°/ -130°

165°/sec

+65°/ -145°

2 5 0°/sec

+105°/ -75°

170°/sec

+170°/ -73°

320°/sec

±180°

3 6 0°/sec

±180°

320°/sec

± 1 1 0°

3 6 0°/sec

±135°

420°/sec

6

±360°

6

600°/sec

6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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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热切割解决方案

SL-T20-6

SL-P16-6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在传统电脑刺绣机上加装热切割装置，即可实现切割、

切割精度高

雕孔功能，雕刻工艺与刺绣工艺完美结合，实现丰富的刺

系统可以设置10档切割速度，可以根据不同的布料设

绣效果。山龙电控系统在国内首创实现了与热切割装置系

置不同的速度；还可以以0.1秒为单位调节打孔时间，

统连接，在传统刺绣的基础上，用热切割装置实现切边、

切割出不同大小的雕孔；另外还可以调节热切割装置

雕孔、镂花等工艺，大大丰富了刺绣绣品种类，尤其在窗

高度，来改变热切割强度，切割厚料、薄料游刃有余。

帘、墙布刺绣市场，由于热切割功能的加入，简化了工艺
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丰富了绣品效果，是代替激光切

小装置，大功效

割的完美选择。

在窗帘、墙布市场，打孔和切边应用较多，以前需要
人手工剪或者后续再加工方式，而加装了该装置后，

山龙的566、568E、816、A19、A88等电控系统支

所有的打孔和切边操作都可以在刺绣机上自动完成，

16kg

20kg

±0.15mm

±0.06mm

0~40℃

0~40℃

操作便捷、技能要求低

600kg

22 0 kg

热切割实现对打版师傅没有特殊要求，只需按照平针

8kw

3kw

持热切割功能。

节省了工艺流程，提高了加工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的打版方式打版即可。挡车工只需把相应的色序设置
为热切割，这样简单的操作就实现了复杂的切割工艺。

改机价值高，小投入，大产出
3240mm

1722mm

山龙上述电控系统机器只需升级软件即可实现，其他
品牌系统的机器通过简单替换也可以方便实现热切割，

6

140°/sec

± 1 80°

170°/sec

± 1 80°

140°/sec

+70°/ -135°

165°/sec

+65°/ -145°

1 1 0°/sec

+175°/ -80°

170°/sec

+170°/ -73°

500°/sec

±360°

3 6 0°/sec

±180°

3 5 0°/sec

± 1 20°

3 6 0°/sec

±135°

550°/sec

6

±360°

6

600°/sec

6

±360°

小小投入，就可大大提高刺绣机的附加值。

产品特点
用山龙配套的热切割可以用简单方式实现复杂功能；
加装方便
热切割装置小巧、灵便，安装就像加装金片装置一样

用小的投入，获得大的回报，相信山龙热切割解决方案是
您刺绣打孔、切边的完美选择。

方便，对于机头间距要求较小，不论新装机还是改装
机，都可以快速、方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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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机器人服装喷涂解决方案

山龙纽扣分拣方案 完美替代人工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Ｂｕｔｔｏｎ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Ｏ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ｂｏｒ

节约
通过示教功能规划喷涂轨迹，大大减少了喷涂原料

分拣特点

的使用；
效率高
服装上下料装置与机器人控制通讯，完美的协同性

分拣效率高，重复定位准确；

提高了喷涂效率。

分拣误差率极低；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的使用。

解决方案配置

解决方案配置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生产设备越来越机械化、

山龙自主研发R6000控制器、伺服器、机器人本体实

自动化，国内外企业不断将自动分拣应用到产线上。山龙

现了对服装的喷涂工作，该类型机器人适用于大型喷涂工

也将机器人本体搭配上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控制器、伺服驱

作。

动器，成功推出了纽扣分拣方案。正因为主要技术是由山
龙自主研发，在外围的IO扩展、辅助功能的添加、分拣的

服装喷涂方案工艺

稳定上都有极强的可控性。

服装上料固定
机器人进行喷涂

搬运服装至密闭的喷涂区域
搬运服装至下料点

山龙分拣工艺--人性化的设计

服装下料
完成出料后通过流水线运输 → 到达指定区域，视觉系

方案优点

统自动识别纽扣的实际位置 → 机器人通过视觉系统传回
的数据后进行无偏差分拣 → 完成分拣动作后复位等待下
一批纽扣

环保
密闭的喷涂空间，有利于喷涂废气的收集及处理；

整个方案中，从源头上提高了效率；采用视觉定位系

健康

统，确保了分拣的准确率；一天24小时工作时长，不受天

避免了喷涂原料对员工的伤害，把员工从恶劣的工

气、体力的制约，完美地替代人工分拣，真正意义上做到

作环境中解放出来；

无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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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刺绣机控制系统 SLECS-D33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ＬＥＣＳ－Ｄ３３

TFT7''
6 4

1000

1000

SLECS- D33
6.4

1000

PC104

800*480分辨率真彩屏，界面具有绣框标尺功能；
6.4亿针存储容量，利于十字绣、乱针绣等大幅花样存储;
支持不规则变机头，具有整幅绣刺绣功能;
PC104总线平台技术，系统稳定、性能高;
绣框伺服参数实时修正、绣框运动更平稳、绣品针迹更精确 ;
0.01mm/P移框指令精度和绣框运动曲线实时自适应技术，绣框控制精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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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刺绣机控制系统 SLECS- 816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ＬＥＣＳ－ ８１６

主要应用于准高速平绣机，超多头平绣机等机型。

SLECS- 816电脑刺绣机控制系统是山龙最新推出的一款大众化高效平绣刺绣机控制系统。该系统继承了568E的所有
功能，除此之外，机头板采用CAN总线通讯，通讯速度和稳定性更高，线缆的故障率更低；显示屏由5.7寸升级为分辨率为
800*600的8寸真彩屏，人机交互界面色彩更丰富，长时间操作不会视觉疲劳。

8寸TFT真彩屏，800*600分辨率，显示色彩更逼真、生动;
机头板采用CAN通讯，通讯速度和通讯稳定性更高;
系统外围部件市场兼容性强，安装、维护更方便;
先进运动柔化技术处理，超多头刺绣动框柔和，断线率低;
系统数据处理和驱动能力强，适应超多头准高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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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模板机系统SC100正式量产与应用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Ｓｅｗ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１００ ｉ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支持条形码扫描器和非接触式传感器两种自动模板识

系统支持自动开模槽、自动识别起缝点、上下点号

别方式；

笔画位、断线检测、自动剪线等功能，提高机器自
动化程度，节省人力；

主轴马达采用先进的伺服控制技术，机器响应更快，
大大提高缝纫效率；

可扩展性、灵活性强，输入输出口总共达64个，用
户可自定义扩展口功能，设计实现自己机器独特功

针对不同幅面的机型，系统支持步进电机、步进闭环

能；

电机、伺服电机三种驱动方式；
控制箱电路高度集成，箱体轻巧，对外接口采用航
空插头，系统安装方便、可靠性高。

系统配置表

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山龙——作为缝织行业历经
16个年头的老兵，深感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大力响应工缝
机市场改革的需求，结合自身在电脑绣花、绗缝绗绣、电
脑编织、电脑制版等缝制领域的系统研发中积累的经验，

配合，将最高加工速度提升至2800转，并实现了激光切割、

大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上，让加工变得更加简洁、更加轻
智能运动控制算法，高质量实现曲线缝制、加密缝

松。

积极投入资金开展以“SC100全自动模板缝纫机控制系统”

制、转角缝制、重叠缝制等特殊缝制工艺；

为代表的新一代工缝机系统的研发生产和功能提升，致力
于打造全功能和高性能的特种缝纫系统。

产品应用

智能识图、智能检测和智能转角等多项实用性功能，在大

山龙SC100全自动模板缝纫机控制系统成功应用于
激光模板机、特种花样机等设备。

产品特点

目前，山龙SC100全自动模板缝纫机控制系统已正式
量产，其优质的性能和良好的稳定性得到了珠三角和长三

采用7英寸全触摸屏操作面板，操作按钮图标形象化，

角地区客户的不断肯定。山龙SC100系统在行业得到大量

方便用户操作;

应用，标志着山龙正式进入工业缝纫机系统的研发队伍，
和行业同仁共同为电脑工缝机的产业提升添砖加瓦。

具有在线打版功能，用户通过简单操作就可实现缝纫
图案的制版;

山龙SC100系统是一款以上下位机模式基于WinCE
开发平台的综合系统，具备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可定制性。

花版编辑功能，对编制好的花版，可进行起缝点偏移、

该系统与“多工能制版软件”和“高性能伺服控制器”相

旋转、镜像、缩放等工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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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龙刺绣解决方案 锁式毛巾绣
ＳＨＡＮＬＯＮＧ ＬＯＣＫ ＣＨＥＮＩＬＬＥ 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我要去山龙
Ｎｅｖｅｒ Ｓｔｏｐ Ｍｅ
TEXT: 胡 锐 (山龙智控/研发中心)

锁式毛巾绣是在普通平绣的基础上，通过锁式毛巾装置和花版特殊针法形成与链式毛巾绣绣作效果媲美的毛巾绣绣品。
绣品牢固可靠、细腻美观、不会脱线，具有超强的立体感。

我要去山龙，

那年夏季经过的小深巷，

不管路途多么漫长，

微风吹拂你温柔的脸庞。

心底的热血不断流淌。

我拼命追寻你曾经的过往，

我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足迹遍布天南地北冬雪秋霜，

夜空中的星星伴我前行。

遥远的你耐心等我回乡。

群英带着各自崇高的梦想，
热情的山龙向我敞开怀抱。

时光是良药还是谎言，

汗牛充栋师友融融，

忧郁的歌者满怀悲怆，

友谊在山龙智控日久天长，

唱着古老韵味的乐章。

我是一只倔强但坚定的战狼。

欢快童真的孩子在一旁，
嬉闹在没有烦恼的空旷。

结构简单、稳定性高
绣品精美
绣品基于锁式针法，牢固不脱线、毛面整齐、绣品立体感强，与链式毛巾媲美。
性价比高
锁式毛巾绣无须像链式毛巾绣投入昂贵的成本购置专门的机器，只需要在平绣机基础上通过配锁式毛巾装置和采用相应
制版软件生成的花样即可实现毛巾绣的效果，投资小，回报大。

我要去山龙，

我不愿让风雨带走我的悲伤，

仰望时代的光芒，

我只愿用我手心的沧桑，

追赶时光的脚步。

携你跨过没有到过的长廊。

我奔跑在孤独荆棘的路上，
遥远的她是我心中的灯塔。

我要去山龙，

阳光温暖无边的苍凉，

当我老了、累了还能拥抱你的肩膀。

心底的呼唤带我流浪。

我是一只永不放弃的战狼，

生活就像一场修行，

不管远方属不属于我们的天堂，

心中有你我就能战斗到天亮，

我只愿意陪伴你一人幸福安详。

我是一只勇往直前的战狼

打版软件支持锁式毛巾打版
使用山龙的绣花打版软件，可以在输入法“复合填充”中方便实现锁式毛巾绣的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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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净土

成龙的喜剧功夫电影新尝试
——浅议影片《绝地逃亡》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ｕｒｅ Ｌａｎｄ
TEXT: 兰 若 (山龙科技/品牌部)

Ｊａｃｋｉｅ Ｃｈａｎ’ｓ Ｎｅｗ Ｔｒｙ ｏｎ Ｃｏｍｉｃ
Ｋｏｎｇ－Ｆｕ Ｍｏｖｉｅ—Ｓｋｉｐｔｒａｃｅ
TEXT: 颜子俊 (山龙科技/综合部)

街头的人行道上，绿意盎然的两排大树矗立在街道两

“看来，这最后的净土也要失去了！”在飞船的指挥

旁，斑驳的树影笼罩在地砖上，树叶被风吹着，打着旋飘

中心，基地头领叹息了一声。“不过不到最后一刻，谁也

落在地上。有大人带着孩童在这里玩耍，孩子们追逐着玩

不好说。”他的眼神忽然一凛。

闹着，一片嬉戏声不断。有些人，跪在修剪过的、低矮的
网络上这部电影的评价有褒有贬，但是我觉得这本来

灌木丛里，喃喃低语，似在膜拜，似在虔诚地祈祷。还有

是呀，这是地球上最后一片充满了绿意盎然的净土，

电影开播前几个月就拉开宣传的序幕，据说上映的第一个

就是部功夫喜剧电影，电影本身就是要把动作和笑料带给

些人，拿着各式各样的工具，在寻找，或是在收集着什么

是那样的真实，这绝对是千年前才有的感觉与享受。不是

周就拿下3亿的票房，作为成龙的忠实影迷，一定要去影院

观众，这就够了。这部电影的笑点非常充足，尤其是“rolling

东西。

说这样的风景没有，只是现在人类占据的城市里，那街道

欣赏这部电影。

in the deep”还有“no zuo no die”还有那个俄罗斯小

今年，成龙的新电影《绝地逃亡》我已是期待了许久，

baby出生的情节，那几个代表性片段，都响起长达数分钟
观影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成龙已经老了。这部电影宣
传虽说是动作片，但是武打剧情已经特别少，也就短短几

走在这样的街头，我默默地享受着这美好的休闲时光，

新月异，将5D场景充斥于整个城市。而实际上，整个城市

的笑声。在观影效果上，绝对是一部值得票价的爆米花电

很祥和，很安宁，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好像心灵得到

的街道上找不到一点植物，只有实验室里才有，人类现在

影。

了净化，得到了救赎。美好的时光，就在这一刻静止吧，

的食物大部分都是高科技的合成品。

个镜头，当作剧情片看，剧情也是直来直去，剧情没有任
何悬念和波澜。也许是近些年各种大片让我们习惯电影应

上充斥的绿树却是一片虚影，这不得不夸赞现代技术的日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散场时候我留到最后走，就为了看花絮。那些动作基

“先生，请您站过来再检查一次。”工作人员冲着我

该是这样的，近年来的各种剧情片、悬疑片加上各种特效、

本上都是成龙亲自去完成了，有几个镜头受伤了小腿打着

不过很快这样和平安宁的气氛瞬间被打破，一声尖锐

微笑地说道。她的笑容很好看，很干净，笑起来还有两个

大制作的电影，让我们看电影变成一种享受，享受那些视

石膏。其实这就是老年成龙想拍年轻时候的电影，还是值

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四周响起了冰冷的机器的声音，“

小酒窝。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人类了。如果所有的人类都

觉冲击带来的精彩，体验剧情跌宕起伏带来的刺激。成龙

得看的，缺点很多，但是看完还是觉得蛮值得。他的电影

有外敌入侵，请大家尽快赶到飞船登机口，乘坐UEI00258

像她这样多好，贪婪、自私、奸诈、狡猾、内斗不断一直

今年62岁，身手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我也是看成龙的《警

感觉也是看一部少一部了，这种类型的可能再也不会拍了。

号飞船离开！”霎时，整条街道一片鸡飞狗跳。

是我们人类的代名词。以至于，千年以来，人类的生存环

察故事》《A计划》等电影长大的，这部《绝地逃亡》能
找到很多以前成龙电影相似的影子。

近年来电影拍摄以及后期处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境不断恶化，城外大片大片的沙漠是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存
近些年来，成龙的电影主旋律都是动作片，但是每一

“妈妈，我的鞋！”

在。不过，幸好人类还算是聪明的，开发出了智能生物，

部电影的风格却大有不同，成龙在《非常静距离》这个访

“哎呀，我的牙套！”

这也是我们人类进化中最重要的一步。但由于长期得到不

谈节目里曾说过，他要拍和别人不一样的电影，要带给观

“老公，等等我呀！”“别拽着我，要死你自己死！”

公正的待遇，智能生物与人类早翻脸，还占据着曾经人类

现在的3D电影已经成为主流，后期制作以及合成让电影可

众最真实的电影，这在绿布合成的电影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以在摄影棚里完成，这让之前的香港动作电影很难比得过，

我觉得这个道理在我们身上也是非常受用的，我们在工作

之前的香港动作电影，爆炸打斗等效果都是现场拍摄，不

上要勇于创新，要做出不一样的成果，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仅拍摄价格昂贵，而且效果也比不上合成的场景宏大，随

收获也是最大的。

……

不少的城市。

“安静！”这时，基地的负责登机的小队长大声呵斥

而这里，则是在中亚平原的一处山谷里，得以保存的

道，“按照顺序登机，一个一个来，排成两行！”随着头

最后的植物可以生存的地方。大将军一发现这里，就将这

着好莱坞等国外电影的入侵，要满足大部分人的口味，这

领的声音响起，人群中的声音渐渐小下去，并立刻分成了

里布置成为了千年前的城市一角，美丽而又神秘。想想刚

种动作片也会越来越难拍摄。

两排，挨个登机。

来到这里时，很多人眼中都是一片热泪，终于可以放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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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到这些珍贵的植物了。当然，这里的门票也是昂贵得让
人咋舌，这一张门票够一个小型家族生活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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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确定。我通过M光线向他植入了纳米病毒，
读取了他的主板内容，与G20是一致的。”回答他的赫然

“好，这次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你们尽快回到总部基地，
届时论功行赏！”“是！”基地头领激动地应了一声。

是那名美女工作人员。
“滴！”随着一道柔和的M射线扫过，美女工作人员
冲着我笑了笑，示意我可以登机了。

放下电话，大将军看着眼前的屏幕，正是最后的自然
“好，把他给我关押到第2号机盒里，带回总部基地！”

我对她回以绅士的一笑，便走进机舱内，找个靠窗位

“身为一个智能生物机器人，虽然有与人类近乎一样

置坐下。看着玻璃罩外的风景，心里想着，这么美丽的风

的外壳，却也如此大胆地闯到这里，幸好我们有了最新的

景，这么真实地触感，真的是千年前的风景吗？我们人类

技术，才能让我们逮住这漏网之鱼，哼哼！”

还有过这样美好的曾经，地球真的能够恢复成这样么？

基地中被烧成的一片火海。

“你确定G20此次一定会来这个基地吗？”

“根据对G20十几年来的行动分析，他此次会来的机
率是90%。”大将军旁边的一名年轻的大校说道。

没等他们得意多久，突然，“轰、轰、轰”的声音从
“先生，您的晚餐。”美女工作人员将餐盘里的食物
递给我，微笑道。我伸手接过包装精美的食物，说了声谢

整个基地传来，飞船机舱受到冲击，猛地一阵波动，基地
头领冲着外面大吼，“快，快撤离，立刻，马上！”

“好，就这样吧。”大将军定定地看着桌子上的一个
遥控器，忽然迅速地按了下去，然后起身，走出了房间。

谢，继续我之前的思路。这么美丽的风景就应该归我们人
类所有，千年前能有，我们现在以及未来也将可以拥有。
既然现在地球各项指标都不达标，那不如我们全部推倒重

2分钟后，部分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跃上机舱口，整个飞
船迅速启动，猛地冲向天空，逃离这一片火海。

来，控制好亚、美、欧、非等几块大陆，找到最佳的时机，

“轰！”正在高速行驶的飞船在空中突然发生爆炸，
飞船里的人发出了绝望的叫喊，船体迅速被炸成四分五裂，
并迅速燃烧，蓝色的火焰包裹着分裂的船体，在空中烧成

重新合成最佳地球环境，到时这样美丽的景色，何愁时时

透过玻璃窗，只见底下的树木在火海里都付之一炬，

看不到呢？到时候聪明的人类在整个地球上生活，在林荫

大树被炸得歪歪斜斜，旁边的楼房倾塌一片，树叶一沾到

小道中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在河边静静地垂钓，在大海里

红色的火苗，立刻蔫萎，发出一阵黑色的烟，转而化成了

畅快地游泳，想想都觉得很兴奋！为了将来能够享受到这

一片焦灰。

灰烬，瞬间化作了虚无。

公元3036年8月21日早报， 昨日UEI00258号飞船在
中亚平原塞纳沙漠上空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

样的生活，我必须要尽快完成这个“重生计划”，并将自
己封存好，等到新的光明的世界的到来！

忽然，眼前一丝眩晕，糟糕，中计了！ “1号，5号，

“该死的！头号目标G20已经被逮捕，为何还会出现

一个月后，组织搜救的飞船及潜沙艇在该区域附近并

这种情况！”基地头领一拳砸在桌子上，顿时桌子凹陷下

未找到任何关于UEI00258号飞船的残片及气息，确定为

去一道深深的印迹。难道还有他的帮手没抓住？为了抓住

失踪。

听到请回答！”我焦急地呼唤着体内隐藏的迷你机器人，

这个敌军重要人物，他们付出了一个原始纯天然的绿色基

为什么他们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什么时候中的招，怎

地，如果这样还没完成任务的话，整个行动小组都将被问

么没有发现？希望主脑尽快发现我这边的异常，快点离开！

责，国会也将受到来自舆论的压力。

本就没存在过，这种消息发出来就是娱乐大家的嘛，也不
知道是谁曝出这样的消息，真是垃圾！

沙漠里，风吹过后，沙子也会随着风刮向一旁，可总
半年月后，UEI00258号飞船依旧未找到丝毫的残片
及气息。

有那么一颗稍大一点的沙子一动不动，慢慢吸收着太阳的
光能……

意识越来越不清晰，终于眼前一黑，大脑控制权被剥夺，
身体瘫软在座椅里。

基地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了，飞船机舱里，一个穿

1年后，搜寻未果

着粉色裙子小女孩转过头来，眼底闪过一丝冷漠，“只是
“先生，请醒醒！”美女工作人员推了推我，见我没
反应，转身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这位先生恐怕是生

想来亲身体验一下这最后的净土，真是可惜了，又浪费了

2年后，搜寻未果

一个复制品。”

病了，我们把他送到医务室吧。”

……
同时，飞船指挥中心里，基地头领正在连线汇报工作，

飞船指挥中心，看着躺在一旁的中年男子，基地头领
问道：“确定他就是G20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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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敌方重要人物，代号G20，现在已确认抓捕关
押，请上级指示！”线的另一头传来一阵浑厚的男中音，

后来，有些人猜测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穿越事件，
也有人猜测飞船被外星人绑架了，还有人猜测这个飞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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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社区
火龙果社区 DRAGON FRUIT COMMUNITY

三只老鼠偷油

DRAGON FRUIT COMMUNITY

引发的绩效管理思考

Ｍｉｃｅ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Ｏｉｌ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了一下，是因为最底下的老鼠也抖了一下。第三只老鼠说，

钱投在研发部了。

没错，我好像听到有猫的声音，我才发抖的。
采购部门经理D说：我们的采购成本是上升了10%，
于是三只老鼠哈哈一笑，那看来都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俄罗斯的一个生产铬的矿山爆炸
了，导致不锈钢的价格上升。

故事2:都怪俄罗斯
这时，ABC三位经理一起说：哦，原来如此，这样说
在某企业的一次绩效考核会议上，营销部门经理A说：

来，我们大家都没有多少责任了，哈哈哈哈。

最近的销售做得不太好，我们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的
责任不在我们，竞争对手纷纷推出新产品，比我们的产品

总经理说：这样看来，我只能去考核俄罗斯的矿山了。

好。所以我们也很不好做，研发部门要认真总结。
战略绩效管理专家在绩效管理咨询、培训和辅导的过
研发部门经理B说：我们最近推出的新产品是少，但

程中，无数次的遇到类似情景，该怎么破呢?

是我们也有困难呀。我们的预算太少了，就是这少得可怜
的预算，也被财务部门再次削减了。没钱怎么开发新产品

**咨询专家认为，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
确保组织目标实现;二是提高员工能力，不断提升绩效。不

呢?

是抓坏人，更不是找到罪魁祸首。

当绩效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如何
改善绩效。遇到问题先界定责任后讨论改善策略是人们的
惯性思维，当我们把精力放在如何有效划清责任上而不是
如何改善上，那么，最后的结果都是归错于外，作为企业
员工谁都没有责任，最后客户被晾在了一边，当责任划分
清楚了，客户的耐心也已经丧失殆尽了。于是，客户满意
和客户忠诚也随之消失了，最后企业的财务目标的实现没
有了来源，股东价值无从说起。

**咨询专家认为，应该做到客户第一，我们内部先把
谁的问题，谁的责任放到一边，团结起来尽最大努力解决
问题，满足客户的关切。当问题解决后在来反思和总结经
验教训，确保下一次做得更好。

如果像开头的两个故事的结果是，三只老鼠和三个经

故事1:三只老鼠

肩膀上时，不知什么原因，油瓶倒了，惊动了人，三只老

理最终无论是谁他们的绩效都不能好，因为他们的目标都

鼠逃跑了。回到老鼠窝，他们开会讨论为什么失败。

没有实现。而且可以想象他们的以后的绩效也不可能好，
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这次的问题得到学习和成长，他们得到

三只老鼠一同去偷油喝。他们找到了一个油瓶，但是
瓶口很高，够不着。三只老鼠商量一只踩着一只的肩膀，

第一只老鼠说，我没有喝到油，而且推倒了油瓶，是

财务部门经理C说：我是削减了你们的预算，但是你

叠罗汉轮流上去喝。当喝油老鼠刚刚爬上另外两只老鼠的

因为我觉得第二只老鼠抖了一下。第二只老鼠说，我是抖

要知道，公司的采购成本一直在上升，我们当然没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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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一瞬间的自欺欺人的心理满足而已。绩效考核看的
是目标达成，绝不能看理由和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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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话山龙
图话山龙 PHOTO SHOW

PHOTO SHOW

2016广州国际广告（秋季）展览会
２０１６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ＡＵＴＵ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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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话山龙
图话山龙 PHOTO SHOW

PHOTO SHOW

2016年﹃中国智能装备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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