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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企业造数字化工厂

“

访中山市鑫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裁付明涛

在位于坦洲的中山市鑫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一条总长超过 85 米、价值 1600 万元的自动化家居
生产线即将交付使用，几天后，它将出现在欧派的生产车间。
紧跟其后开工的，是索菲亚的板式家具自动化生产线，也将在
这里打造完成。而在同一个车间正在进行调试的，则是忠旺铝
材的多机械手集成生产线。
而事实上，鑫光智能成立才三年多，但像上述的龙头企业，
它已经服务了 16 家。总裁付明涛今年对鑫光智能的业务规划
是开拓金属材料行业和继续在控制器系统上发力。
文/记者 李红 图/记者 徐璇

看准自动化和信息化大势——

放弃高薪，
从零开始
到达鑫光智能的停车场后，一 件 事 做 成 后 ，领 导 狠 狠 夸 奖 了 一
眼可以看到所有车辆全部保持车头 番。”
向外，付明涛说这样是为了“随时准
而付明涛很快又帮公司解决了
备出发”。作为一名从一线员工一 一个难题，
“ 我们的车辆都是大货
步步做到管理者，直到自己创业的 车，按照珠海市的规定，很多市区路
老板，付明涛每天都保持了十足的 段都是不能进的，但我们却一样要
干劲和昂扬的斗志，这一点让鑫光 交市内的路桥费，我觉得这个是不
的许多员工都“倍感压力”，同时也 合理的。”经过付明涛多次在相关会
获得许多动力。
议上提出意见，最终帮公司省下不
虽然如今已是一名出色的销售 小一笔费用，
“ 也因为管理车队，我
专家，但其实付明涛是学汽车动力 还向珠海的交管部门提了很多交通
专业出身。2002 年，他去珠海一间 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参加了多
颇具规模的上市公司威铖国际应 次意见征询会，也算是代表公司积
聘，公司分给他的职位就是司机和 极参与了社会事务。”
车辆维护，
“所以，其实，我是做过了
因为有和政府管理部门打交道
一个星期司机的。”很快，上司发现 的经验，管理车队几年后，付明涛被
了付明涛的机灵，让他管理车队。
公司调去专门处理对外关系。
接手车队后，付明涛发现管理
如此在威铖国际工作了 5 年
起来并不轻松，
“首先司机的单怎么 后，隔壁的一间日资企业向付明涛
派才公平，就很考验人。”他发现，司 抛来了橄榄枝，请他去做总经理。
机们嘴上不说，但对跑什么线收入 “那间企业是生产和销售工业特殊
才高其实心里门儿清。他摸清规律 气体的，服务的都是世界五百强企
后，很快就根据路线特点和司机的 业，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职业发
具体情况计算出一套调度办法，既 展平台。”2007 年，付明涛跳槽到珠
提高了效率又让大家心服口服，
“这 海日资企业岩谷科茂任总经理，一

干又是五年多，直到他敏锐地捕捉
到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浪潮袭
来，下定决心出来创业。
而在一间大型企业的高管职位
上出来创业，意味着付明涛放弃的
不止有高位，还有高薪，
“ 那时一年
几百万元的薪酬还是有的，而其实，
团队里面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情
况，后面加入的另外两位也是。”

首创家居板材智能分拣和检测系统——

一组机器人，
抵50名熟练工
2015年，
付明涛代理了美国一个
知名自动化设备品牌，
开始了自己的
创业。而当时中山正在大力推进
“机器换人”，于是便把他的公司引
入进来。
“我公司的第一个大客户是
美的，采购了我们很多设备。因为
他们需要大量的后期服务和维护，
开始推动我们从代理国外品牌，转
型到自主研发自动化生产线。
”
而美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充
任了推动者的角色，还为付明涛带
来了一位工作伙伴。
“我上面说到的
团队成员中，有一位就是美的的副
总，公司转型自主研发后，我就把他
拉了进来。”而付明涛拉来的另外一
位 初 创 团 队 成 员 ，则 是 来 自 日 本
STAR 的技术骨干。
“ 不谦虚地说，

我们三个在各自的领域都小有成
绩，现在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创业梦
想，从零开始。”
团队即成，2015 年 8 月，在中山
政府支持下，鑫光智能占地 100 亩
的坦洲工厂正式投产，锁定的第一
批客户就是家电企业。
“ 我们为美
的、格力、格兰仕、万和等大型家电
企业打造了多条自动化生产线，产
品方向有空调外机、微波炉、电磁炉
等，帮他们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因为提供给家电行业的自动
化成绩亮眼，
2017 年，
鑫光智能又得
到多个家居龙头企业的“垂青”，
“我
们先后为欧派、
索菲亚、
顶固、
皮阿诺
等大型家居企业量身打造多条自动
化生产线，仅板材定制智能生产领
域，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80%。
”
以为顶
固打造的智能板材分拣系统为例，
整
个生产的产品周期是无人的，
全部由
系统来进行控制，
“一组 12 台六轴分
拣机器人，一天可以处理 1800 个订
单，一个订单平均包含 20 余块常规
板，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如果全部由
人工来完成，
需要 50 至 60 名熟练工
配合才能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
”
成绩背后是反复的试验和试
即将在欧派投入使用的智能家居生产线。 错，付明涛就曾亲眼见到项目组的

一位工程师，连续十多天早出晚归
蹲点同一个位置，攻克同一个技术
难点，最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这
个项目仅一个多月便通过了客户初
验，达到出货标准。”
去年，鑫光智能又将目光锁定
到了家居行业的板材检测领域。
“面
对激增的板材数量，检测工位只能
通过增加人员和抽检的方式来应
对，对应的结果就是成本上升和居
高不下的不良率。”鑫光智能的工程
师们研发出的智能板材分拣系统运
用 6 套高速 CCD 智能检测设备，同
时采集板材 6 个面的尺寸、孔位、孔
径数据与标准对比，采用边缘检测
算法来进行检测，
“检测准确率达到
99.99%。”付明涛还亲自作为主讲
人，带着这个项目参加了中山市创
新创业大赛，荣获二等奖。
借助在家电、家居行业的优势，
2018 年鑫光智能的客户行业又扩大
到了金属材料行业，
“忠旺铝业本来
只试用了我们一条价值 550 万元的
生产线，后来发现好用，就一口气购
入了 54 条，
算是我们的年度大客户，
也意味着我们在金属材料行业将大有
可为。
”
2018年全年，
鑫光智能的产值已
经突破2亿元，
付明涛乐观估计，
“2019
年，
突破3个亿恐怕没有悬念。”

志在建造无人工厂——

将所有设备打通，
让数据
“跑起来”
很多人理解的智能制造就是自动化改造，
付明涛表示，
“自动化改造只是智能制造的第一
步，用机器代人之后，还得让机器‘活起来’，要
让机器联网，要掌握大数据，来进行生产流程管
理。”鑫光智能在 2017 年底已经进入广东省工
业互联网资源池企业，这意味着它在软件方面
没有落下
“软肋”
。
前两个月，鑫光智能推出了展示自己核心
竞争力的多功能控制器，用付明涛的话来说，
“可以拉开鑫光智能与其他自动化公司在市场
竞争上的层次。”付明涛解释，随着自动化进程
的推进，制造企业大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这些
零星采购不同供应商的不同设备，普遍存在数
百种工控通讯方式和协议，协议之间不能相互
兼容、相互通讯，甚至有些工艺环节因为数据和
控制参数不同步，导致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针对这些“卡脖子”难题，付明涛和技术团
队利用物联网、通信技术编译、通讯协议解码以
及大数据处理技术，开发出基于智能解析系统
的工业现场数据采集设备，也就是鑫光智能自
己的多功能控制器。
“有了多功能控制器，鑫光智能打造家居类
4.0 工厂的愿望就可以顺利实现了，而这种无人
工厂不止在家居行业，在很多流程化生产行业
都可以实现，比如建材和家电等。”付明涛解释，
如何处理海量生产数据来服务管理，一直困扰
着流程制造企业，而鑫光智能想要打造的就是
基于传感器、实时数据采集通讯、云平台与工业
应用的四层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的数字化工
厂，实现工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真
正意义上做到用数据驱动业务，数据驱动管理，
数据闭环决策，推动制造工厂的不断持续改进
和优化，
“让企业一切决策来自于数据驱动、智
能分析、智能网络和智慧决策。”
当然，付明涛也清楚，鑫光智能的多功能控
制器也并不是
“万能”
的，
“我们也需要服务更多数
量的企业，
而不仅是龙头企业，
来帮我们查找控制
器的漏洞，
以提高鑫光未来的信息化服务质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