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5G与无人电机车圆满融合
给矿山插上智能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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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常锋机器人创新工作室

攻克一大批机器人技术难题
让企业不再被“卡脖子”

“我爱机器人， 也深深热爱着机
器人保全的工作， 这份执着会激励我
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说这话的
人叫常锋， 他是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
司设备工程师， 北京现代常锋机器人
创新工作室带头人， 北汽集团专业技
术带头人。

2017年，人社部联合中央电视台主
办《中国大能手》机器人竞赛节目，通过
电视直播的方式对来自全国选拔出来
的选手进行竞赛直播，常锋是决赛中唯
一一名来自车企的员工。 总决赛过程
中，面对多位全国机器人大赛高手以及
国内顶尖机器人设计者， 他沉着应战。
仅仅用了4天时间就对比赛用的设备了
如指掌，不仅学会了比赛设备的系统编
程，还自己研究了比赛机器人的维修方
法和动作原理。 经过层层淘汰赛，常锋
脱颖而出，克服了各个难关，最终获得
了比赛的冠军。 同年，常锋机器人创新
工作室正式成立，这也是北京现代的第
一家机器人创新工作室。

为了加强现场保全人员解决问题
的能力， 常锋将自己负责的业务进行
了标准化管理， 制作了一系列故障标
准处理流程， 并把1000多个报警信息
进行整理， 编制了 《机器人故障快速
处理手册》。 在流程和手册的指导下，
现场保全人员可以快速对一般故障进

行判断和处理， 原本需要2个小时解决
的故障问题， 现在往往20分钟就能够
得到解决。

作为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当设备故
障多发的时候， 常锋经常在晚上12点
多才能上床休息。 有时他刚睡着， 就
在朦胧中听到手机铃声， 单位紧急召
他回去加班———机器人出现了故障 ，
需要紧急维修。 常锋不得不爬起来赶
赴工厂参与维修。 在还没有私家车的
时期， 如果深夜接到单位报修的电话，
常锋就要蹬着自行车赶赴工厂。 在寒
冷漆黑的冬夜， 常锋戴着雷锋帽， 蹬
着自行车艰难前行， 到工厂后扔下自
行车就开始维修， 常常工作完带着一
身汗回家。有时，他刚到家躺下休息，单
位又来了电话， 另一台设备出现了故
障，常锋只好再次起身往单位赶……因
为生产线的维修工有一些特殊维修问
题解决不了， 很多时候就得常锋亲自

出马才能解决。 大家往往只看到流水
线上那一辆接一辆炫目的新车，却少有
人看到这高速运转机器的背后，有常锋
这样的工程师为之付出的汗水。

2020年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破了全部的预定计划。 复工复产、
双线战役成为每位企业员工的首要任
务。 在封闭的一个月假期内， 常锋将
十几年的工作历程和经验总结进行了
汇总， 编制了一本 《工业机器人应用
和维修技术》 教材。 疫情期间， 他开
通了网络授课课程， 特殊时期用特别
方法对各个车企的设备管理者进行了
创新成果的分享。

2020年，常锋创新工作室还面临着
更为严峻的技术挑战。为了全面降低新
车投入设备的改造成本，公司重点推进
了自动化生产线自主改造调试项目。自
主设备调试需要掌握全面的设备技术，
包括机器人的示教和编程、自动化生产

线PLC技术、 设备拆除及安装改造技
术、流水线节拍检测及调整技术等多方
面的新技术。而这些很多内容对常锋来
说都是第一次遇到，需要现学现用。“不
敢面对挑战，如何让自己成长呢？”虽然
他压力很大，但还是为自己鼓气加油。

几年来， 常锋创新工作室硕果累
累 ， 打破了机器人厂家的技术垄断 ，
建立了整套的机器人维修体系及人才
培养体系， 实现了机器人自主的管理、
维修、 保养， 为企业降低了大量的生
产成本， 培养了一批机器人专业技能
人才。 常锋本人在机器人方面有6项发
明获得国家专利， 7项改善案例在北京
市创新大赛获奖， 十余项创新成果在
中国节能协会 、 中国设备工程协会 、
中国质量协会组织竞赛中获奖， 常锋
还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都劳动
奖章、 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 中国最
美汽车人等诸多荣誉称号。

从电工到工控软件开发员，从自控
设备到软件编程，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开
发，马著用31年时间钻研，一步步让井
下摸爬滚打的工人走上地面，实现电脑
操控设备，为矿山建设打上“智能”的标
签。 马著扎根他的创新工作室，在智能
矿山建设方面取得累累硕果。 今年，他
更是带领团队在金川集团龙首矿实现
了“5G+电机车无人驾驶”新模式，加快
了5G技术在冶金矿山行业的落地，为
国内智能矿山建设按下“快进键”。

1988年， 马著成为了首钢矿山的
一名电工。 从技校到工作岗位， 马著
对计算机的痴迷就没变过。 “我当时
非常好奇， 为什么敲打几下键盘， 计
算机显示器上就可以出现汉字 ， 我
决定在下班以后花时间来研究一下计
算机， 看能不能与我的工作产生什么
‘化学反应’。” 工资悉数用来买教材，
整日沉在电脑海。 马著从一名工人锻
造成了技术骨干。 他研发的井下电机
车自动驾驶系统 ， 开创了无人驾驶
先河， 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使电机
车操作工人成功离开井下， 可以在办
公室内通过电脑远程控制电机车。 更
重要的是， 他在地下采矿自动化领域
的创新创造， 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 取得了国家发
明专利。 马著也成为了行业内知名的

智能矿山专家。
2020年年初， 马著创新工作室并

没有因为疫情耽误项目进度。 在紫金
矿业有轨电机车无人驾驶改造项目中，
有16台电机车， 8个溜井， 2个卸矿站，
生产需要统计卸矿站卸了多少矿， 溜
井装了多少车， 矿车拉了多少节， 需
要统计班产、 日产、 月产， 这就要求
系统具有非常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 ，
但自动化 PLC在现场控制方面非常
精准， 做数据统计、 分析、 处理则不
占优势， 尤其是对大量数据的处理非
常吃力 。 马著决定带领徒弟们进一
步完善电机车报表功能。 经过反复试
验后， 他提出尝试一下自动化与信息
化结合的方式， 充分利用信息化分析
判断、 数据库查询、 报表生成等优势。
为了避免人员接触， 他们利用线上会
议系统， 进行技术研讨， 并加强与业
主单位的线上联系 ， 开展远程调试 。
最终攻克了自动化和信息化的 “特殊
接口”， 满足了数据的正常读取。

2020年春天， 电机车报表系统正
式上线， 实现了实时报表、 班组报表、
日报表、 月报表等统计， 得到了业主
单位的高度认可， 为后期项目再次升
级提供了技术条件。

今年5月， 马著带领徒弟们与中国
电信5G技术团队通力合作，集体攻关，

充分利用5G通信“大数据量、低延时”
等特点，经过深度开展“5G+工业互联
网”的探索与试验，最终打破了原有机
车的2.4G WiFi通信模式， 成功将通信
系统升级为5G， 实现了5列、14台电机
车在5G通信模式下的无人驾驶和智能
调度，全面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可靠
性， 首次实现了电机车无人驾驶与5G
通讯技术的完美融合，为用户提高生产
效率，改善岗位环境，降低人工成本创
造了条件，为推动国内智能矿山建设迈
上新台阶贡献了力量。

多年来， 马著创新工作室始终站
在地采自动化技术前沿， 跟踪国内外
矿业工程领域专业技术发展最新动态，
保持地采自动化技术的实用性、 先进
性、 前瞻性和示范性， 积极为职工技

术提速搭建平台。 马著在注重课题研
究攻关的同时， 也十分看重精神和技
术的传承， 他带出来的徒弟个个脚踏
实地、 乐于钻研。 首钢劳动模范潘海
涛就是马著的得意门生。 “最开始的
时候 ， 我对地采通风系统不太了解 ，
我师傅就从工艺、 设备等方面系统地
为我讲解， 让我明白了如何实现最优
化 、 最理想的通风系统 。 在我眼中 ，
师傅搞了这么长时间计算机， 大脑就
像是CPU一样强大 。 ” 潘海涛回忆 ，
马著师傅不仅有着丰富的技术、 项目
经验， 而且在专业领域的眼光非常长
远， 对年轻工人的帮助非常大。

如今， 马著创新工作室还在持续
创新， 不断为国内智能矿山建设开辟
新路。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首钢矿业公司
马著创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