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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政府、企业、学者都在吆喝“智

能制造”，市场上充积着各类“智能”

产品，诸多企业也都在宣导跑步奔向“工

业 4.0”。在这种思潮下，不少企业踏

上工厂自动化改造的“不归路”。然而，

尽管政府大力推动“机器人换人”政策，

补贴力度前所未有，但是由于经验、眼

光和资金的差别，实际进行自动化改造

过程中，由于规划者的思维误区，往

往容易导致自动化改造项目推进困难

或者失败。

笔者根据自身若干年开展自动化规

划项目的经验，以钣金加工行业自动化

改造规划中的一些例子，对其过程中的

一些思维误区进行分析，希望对钣金企

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自动化规划过程中的一些误区
文｜黄汉钊·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设计思维里有“自上而下”与“自

下而上”的分别，而自动化改造规划也

需要考虑“基础建设”和“上层建筑”

的关系问题。

所谓“基础建设”，即：根据既定

程序完成一定工作内容的自动化单元，

误区一：先“基础建设”后“上层建筑”

如自动原材料仓库、机器人折弯单元、

机器人焊接系统等。即使再复杂的加工

系统，如果无法和管理系统互联互通，

都可以认为是个体自动化单元。

而“上层建筑”，即：负责管理各

单元状态的系统，如 ERP、MOM、

DNC 等。

这里说的误区并不指先“基础建

设”后“上层建筑”是错误的。所说的

误区是指考虑进行自动化规划时不要只

有“基础建设”的需求，而没有“上层

建筑”的目光。例如：一些企业考虑企



金属板材成形    2017.2

52 INTELLIGENT 智造

业现状、资金情况、项目风险等因素，

在自动化改造中先期着眼于个别工序的

改造。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思维，项目负

责人或者系统供应商没有在系统中增加

设备联网的要求。到后期有设备联网的

需求时才发现原投入的设备不可能改造

或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改造。这将给后期

自动化改造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另外，目前市场上很多标准设备都

宣称具备网络接口的。然而不同厂家的

信息开发度和数据交换方式存在较大的

差异。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有网

络接口就可以与设备连接，有时只是能

传输数控程序而已。

分析一个工序是否可以用自动化装

置来替代，需要从技术、经济角度进行

分析。

者还没有涉及到。例如，在柔性材料装

配领域上，自动化的应用案例就凤毛麟

角。因此，在技术调研过程中最好要求

系统供应商提供可行的技术方案，必须

时还需要提供案例以供参考。

从经济角度讲，采用自动化方式进

行生产的产品应有足够大的产量，而且

产品设计和工艺稳定、可靠，并在较长

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笔者认为在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机器完成代替人的可能

性还比较低，而人机协助将会是近年来

的发展重点。

误区二：任何工序都可用自动化设备替代

从技术角度讲，机器人及相关配套

技术发展至今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还

是很多生产领域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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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等资源数量的情况下，单工位

的生产效率在很多人的概念中，自动化

设备必须比人工操作要快，其实这是错

误的需求。

虽然机械臂或者机器人的运动速度

和负载都远远高于人类，但是机器人或

自动化系统的运动逻辑都是根据传感器

与控制系统的控制下，一步一步完成动

作的。它不像人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

拿钣金生产的一个常见例子——折

弯作为参考（忽略重量因素）。人工折

弯与机器人折弯在工艺上最大的不同

点，就是人工折弯的定位是依靠折弯设

备的后挡指，而机器人折弯则通过外部

的定位装置来完成定位。如果一个折弯

工件需要频繁变换定位基准的话，该产

品使用机器人折弯会慢于人工折弯。当

然，随着前道下料设备的加工精度越来

越高，机器人折弯已经具备一次定位完

成所有折弯步骤的可能。这种情况下，

当折弯工件足够复杂时，机器人折弯的

生产节拍存在快于人工折弯的可能。

企业对于系统快慢需求是基于成本

因素考虑的。笔者认为系统生产节拍高

低固然关键，但自动化系统的另一个优

势是稳定性与持续性。因此在基于效率

因素的分析中，通过稼动率的分析比单

纯考虑生产节拍根据科学和符合实际。

误区三：自动化设备的单工位生产节拍一定比人快

误区四：自动化设备既要效率高又要柔性好

大部分情况下，在自动化改造过程

中，效率和柔性这两个需求是矛盾的。

这里所指的柔性有两个方面：加工范围

广；加工种类多。对于同一系列产品，

只是在单一尺寸上进行规律变化，此类

自动化系统在同一状态下进行撤换对系

统效率的影响不大。然而当产品的生产

工序需要出现诸如装配件数量、种类和

相对位置的无序变化时，不但自动化系

统的复杂程度会大大提高，而且工序的

撤换往往需要人工干预或者进行工装更

换等操作。

以上情况将会使系统的效率造成负

面影响。另外，更高的柔性意味着更大

的资金投入，因此项目的经济性也会受

到影响。因此在进行自动化改造时需要

综合考虑效率与柔性的平衡，笔者建议

尽量选择同型号、工艺相同的产品进行

共线生产，降低系统的复杂度和减少生

产线状态撤换时带来的时间损失，使效

率与柔性得到有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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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钣金生产过程中不乏机器人辅助

冲压、折弯、焊接、装配或搬运等工作。

以上工作在没有工装的情况下，由于机

器人的重复定位精度很高，因此机器人

搭建的自动化系统动作精度稳定性高于

人工。

然而动作精准并不代表产品质量必

然好。因为产品生产过程中工装或设备

能够保证工艺工程师设定的基准的定位

精度，但是对于产品自身由于原材料带

机器人生产的工件精度比人工的要高

来的误差，设备或机器人是无法识别的，

也无法纠正。另外国内标准普遍较低，

企业的内部标准更是参差不齐，因此很

多情况下自动化设备都存在无法找到合

适的基准。

拿笔者几年前应用钣金柔性生产线

的经验作为例子。笔者所在的电梯行业

以加工大面积平板工件为主，主要生产

电梯的门板和壁板，其常用板材规格为

2500mm×1250mm×1.5mm。电梯

门板长度方向要求精度 0 ～ 1mm，宽

度方向要求 ±0.5mm。然而设备投入

初期外国工程师在工厂进行设备调试时

无法按照产品要求生产出合格产品。经

过原因分析，工程师发现问题出在原材

料身上。国内金属板材的尺寸精度等级

分 A/B 级（厚度公差还有 C 级），在

没有明确注明的情况下板材出厂按照较

低的 A 级供货。公司用于生产电梯门

板的材料采用的是全部 B 级材料。但

由于 B 级材料的精度变化范围较产品

质量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因此以上误差

将积累到产品中导致产品不及格。另外

国内材料的力学性能的范围太广，不同

批次的材料力学性能偏差较大。这一问

题会影响金属板材折弯过程中折弯力的

设定。在人工操作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

批次的材料进行设定，但在无人跟踪的

钣金柔性生产线生产过程中即很难发现

此类质量问题。

因此在自动化改造前还得检视一下

自身产品各零配件或原料的标准是否与

产品质量要求相一致，以免项目投入后

再进行检讨，造成项目拖延或项目失败

等风险。

以上的误区，旨在说明自动化规划

过程中我们不要盲目的为自动化而自动

化，还用综合考虑技术性、经济性、柔

性和产品质量等综合问题，为自动化改

造项目制定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这样才能确保你的投入能够实现长期稳

定的有效产出。希望通过上面的一些见

解能够为正在或已经踏上自动化改革之

路的您提供一定的帮助。

表 1  各厂家机器人精度参数表

品牌 型号 载重 /kg 重复定位精度 /
mm

重复路径
精度 /mm

ABB IRB6600 225 0.1 0.3

KAKU KR90R3100 90 ±0.05 ±0.2

FANUC M-20iA 20 ±0.08 —

新时达 SR165 165 ±0.25 —

广州数控 RB50 50 ±0.05 —

固顶机器人 QB07 7 ±0.05 —

表 2  2500mm×1250mm×1.5mm 金属板材尺寸精度

项目 厚度 /mm 宽度 /mm 长度 /mm 斜切 /mm 不平度 /mm

国标等级 PT.B PW.B PL.B PU.B PF.B

参数 ±0.06 +2 3.75 ≤ 3 4

国标等级 PT.A PW.A PL.A PU.A PF.A

参数 ±0.09 +5 7.5 ≤ 12.5 8

 
表 3 各类原材料力学性能对比

牌号

拉伸 硬度

屈服强度
N/mm2

抗拉强度
N/mm2 延伸率 % HRB HV

不小于 不大于

SUS304 205 520 52 89 190

SUS430 205 450 27 86 175

SPCC — 270 37 50 至 71 95 至 130

Q235A 235 375 2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