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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考核选手
操控两台机器人

4日上午，山东省“技能兴
鲁”职业技能大赛———“栋梁杯”
山东省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
能大赛决赛暨全国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
赛开幕式在山东技师学院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省级
一类大赛，也是我省举办的级
别最高的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赛事。据悉，本次比赛分选拔赛
和决赛两个阶段，设职工组、学
生高级组、学生中级组和学生
初级组4个组别。从5月底至今，
经过各地选拔赛，86名选手进
入决赛，最终将有6名优秀选手
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决赛，预
计9日比赛结果出炉。

“四、六轴机器人实现同一
块七巧板的搬运，将其放到指定
位置，根据题目上的指令，操纵
机器人将动作依次进行循环。在
此之前，操控者需要完成机器
固定、装配、接线、故障排除、编
程等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
考场工作人员介绍。

孙志浩是山东技师学院电气

自动化高职16班的学生，这名1997
年出生的小伙儿是此次比赛中级
组选手之一，“电气自动化是工业
机器人最基础的内容，我对这方
面比较感兴趣，所以来参赛。”

本次大赛将结合企业生产
实际和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发
展状况，重点考查选手安装、调
试和操作工业机器人的技能。大
赛首次增加了六轴工业机器人
比赛项目，首次考核选手操控两
台工业机器人协同工作的能力。

采用数字化平台评判，
提前与就业接轨

对于比赛新颖之处，考场负
责人谈道，不仅是在“考学生”方
面，在“评学生”方面也首次采用
数字化平台评判，使用国赛评分
系统，裁判按照评分规定进行打
分，然后输入到电子评分系统内。

11点30分，上午场比赛结
束，裁判员对考生的具体操作
进行点评，“考生要操控两台机
器人，在比赛时间上需把握得
当。”除此之外，裁判员也会对
接线工艺、机器运行的能效等
方面进行评价。

“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提升
学生在编程等方面的专业技
能，正常教学做不到这么复杂，
比赛有任务书，上面考查的会

更综合、更细节。”山东技师学
院电气工程系主任姚建岭表
示，大赛更是在训练学生的职
业素养。“首先锻炼了学生的心
理抗压能力；其次，学生以后走
上工作岗位，企业会在环保、质
量和安全方面都有要求，本次
评分项目也融合了这些元素，
能够让学生提前与就业接轨。”

本次大赛设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获奖选手可按照有
关规定，申报“山东省技术能
手”“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
章”和“山东省青年岗位能手”
称号，并根据有关规定获得相
应级别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学生没毕业，
就有企业用股份“拉人”

“考场内正在进行比赛的学生
是李岳，与我同校，是2014级电气自

动化专业的学生，自学机器人大约
半年，然后来参加比赛。”比赛过程
中，山东技师学院工业机器人应用
与维护专业的赵普说。透过玻璃，
考场内的李岳正在对机器人进行
反复调试，格外认真。

在与赵普交谈中，记者了解
到，这位19岁的少年已经在2016年
全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技能
大赛中获得第二名。对于学生最
为关心的就业问题，赵普完全没
焦虑，已经有企业提出用4%-6%
的股份“拉人”，但赵普说，“还没
有毕业，个人想要练就更扎实的
技术，继续学习。”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换人”
的大背景下，操控机器的人才
千金难求。据了解，预计到2020
年，我国高级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领域的人才需求将达到750
万，人才缺口则有300万。

据山东技师学院电气工程
系副主任程厚强介绍，从山东
来看，企业对“懂机器人”员工
的需求已经成为压力。学生可
以进入机器人生产制造和汽车
制造等行业，企业使用的设备
越多，那么对管理和使用设备
的人才的需求也越大。

据了解，山东技师学院工
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从
2015年开始招生，明年7月份第
一批学生毕业，可有些企业现
在就“等不及”，要求学院输送5
名学生进行上岗培养。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见
习记者 冯沛然) 8月5日-
7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主办，山东建筑大学
首次承办的“工业设计创新
与品牌建设”高级研修班在
烟台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及师生近100人参
加了学习培训。

省人社厅专技处许芳副
处长表示，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是提升专业技术人员
能力素养的重要途径。继续
教育中的高级研修项目，以
创新创业、产学研用结合为
导向，具有时间短、成本低、
效率高、见效快等优势，是加
快培育重点行业、重要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的重要
载体。

据山东建筑大学副校长

范存礼介绍，该校是省内唯
一建筑类高校，现已发展成
为一所以工为主，以土木建
筑为特色，工理管文法农艺
多学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
的大学。艺术学院工业设计
专业作为省级特色专业，逐
步走出了一条适应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适应产学研用广
泛结合的层次分明、优势突
出的差异化人才培养之路。

针对此次研修活动，山
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薛
娟对学习制度和目标提出了
要求。研修班的举办对于推
进工业设计专业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加快工业创新产
业发展，促进高校大学与企
业的产学研合作，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全省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决赛启动

考考评评结结合合，，提提前前与与就就业业接接轨轨

当当个个““小小兵兵””，，向向威威海海前前进进
穿越“红色海岸”第三期营员出发了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记者
尹明亮) 做一个“小兵”，勇

往直前，在海边与浪花搏击，与
烈日抗争，在一片带着历史痕
迹的海岸上树立保家卫国的信
念。8月7日起，齐鲁晚报穿越

“红色海岸”夏令营第三期就要
启程了。在夏令营中，孩子们将
接受多方面的培训，用七天的
时间，塑造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在威海海边，孩子们将重
走长征路，体验烈日下跋涉的
艰苦，感受坚持不懈的长征精
神；来一场真人CS大战，学习
集体协作。在此次夏令营中，孩
子们将充分感受军人生活的严
明纪律，在一场场军事训练中
锻炼钢铁般的意志。

在威海海边的黄金海岸
上，孩子们将与海风、海浪和金
色的沙滩亲密接触；在大风车
影视基地，畅快地做一个小明
星；在太公缘农耕部落，自己推
动石磨，磨豆浆、点豆腐，下水

摸鱼，自己动手做一餐篝火盛
宴。在穿越“红色海岸”夏令营
中，孩子们将充分感受海边人
们的生活和风情。此外，老师还
将教孩子们做一个超级演说
家，让每一个害羞、内向的小孩
都有发表演讲的勇气。

从8月7日开始，第三期夏
令营的孩子们将踏上赶赴威海
的旅途。在这个暑假，这已经是
第三批参加穿越“红色海岸”夏
令营的孩子。“短短几天的时
间，没想到孩子会有这么大的
变化。”当在直播中看到孩子鼓
足勇气对爸爸妈妈说出的话，
看着孩子们在奔跑一天后，开
心地自己动手清洗着自己衣服
时，不少家长都颇有感慨。

第三期夏令营结束后，在
这个暑假，穿越“红色海岸”夏
令营还有最后一期可以报名。
第四期夏令营将从8月14日起，
到8月20日结束。

了解夏令营营员的风采和

夏令营详细行程安排可用微信
扫描二维码。

报名价格：2680元/人，团
报优惠价格2480元/人(以上价
格均不含税)

交费方式：1、提前预约，到
大众传媒大厦齐鲁晚报编辑部
现场交费签订入营协议；2、通
过微信转账后，预约时间到齐
鲁晚报编辑部另行签订协议；
3、到济南高新区报名点交费，
地点为：高新区汇展国际花园
东北塔一号楼846。

招生对象：7—16岁青少
年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18668976917，15562592448，
15969678226。

山山东东建建筑筑大大学学举举办办

““工工业业设设计计创创新新与与品品牌牌建建设设””研研修修班班

本报济南8月6日讯 (见
习记者 冯沛然) 记者6日
获悉，山东省教育厅主办了
第三届山东省“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四强争夺
赛、冠军争夺赛。

据悉，经过海选赛、复活
赛、金银奖决赛等阶段的激烈

角逐，山东商职院在大赛中获
得四项金奖、一项银奖，并再
次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本次大赛旨在搏击“互
联网+”新时代，壮大创新创
业生力军，山东省共有10429
个项目团队、148个本专科院
校、30000余名师生参加。

““互互联联网网++””大大学学生生创创新新创创业业大大赛赛

山山东东商商职职院院获获四四项项金金奖奖

你听说过六轴机器人和四轴机器人联动吗？机器人启动后，六
轴机器人开始画图，四轴机器人将七巧板搬到转盘，之后六轴机器
人从转盘上取料，将七巧板放到图画的指定位置。4日，“栋梁杯”全
省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在山东技师学院开幕，对考生首
次进行两台机器人操控考核。

葛资讯

选手们在调试机器。

金沙碧海蓝天，这犹如一个童话世界。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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