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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深 圳 带 领
科技团队回江门
创业，由开始 5 个
人的研发团队发
展到 40 多人，经
过 4 年多的努力，
周志强带领公司
发展到拥有注册
资本 1000 万元人
民币，集工业机器
人研发、锂电池生
产设备、非标自动
化设计生产、机器
人教育装备、工业
自动化软件开发
应用及产品销售
为一体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而
从决定开始创业
到正式成立公司，
周志强仅仅花了
两个月的时间。

防疫保卫战贡献

湾区优秀科技工作者 系列报道

在疫情期间，周志强亲自走上一
线，凭借敏锐的工业自动化行业的触
觉，带领着广东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
这家校企深度合作的设备制造企业
冲上了江门市防疫阻击战的最前方。

由于紧急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的需要，位于江门的周边的口罩生
产企业，从外地新购一套十几年前
的半自动化口罩生产线。由于无
图纸、无安装说明书，技术上遇到
了困难。得知消息后，周志强在 2
月 6 日（正月十三）经江门政府防
控中心的批准紧急召回留校和江
门居住的技术工程师返校，同时用
专车将省内技术骨干接回江门隔
离，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在安装调试
设备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力量，为

口罩生产企业的口罩机进行调试，
经过 3 天 3 夜奋战，完成了口罩生
产线的修复和部分器件的更新，使
口罩产能达到 5 万只/天，使口罩
供给的紧缺问题得到暂时缓解。

又经过十余天奋战，突击研发
新型全自动口罩生产线，把科技变
成力量，为阻击疫情做更大贡献，
达到 10 万只/天。为进一步提高
产能，还从深圳邀请了两支专业装
备团队，力求为战“疫”作出新的贡
献。到目前为止，已向相关企业提
供了 26 套全自动口罩生产线，其
中扩产企业 2 家，增建企业 22 家，
还有 24 套正在紧张的装配之中。

据了解，他们还研发出针对
中、小学生使用的儿童口罩生产线

装备，保障开学季师生集中环境中
的防控所需；在校内已建成的口罩
生产车间的基础上，扩大产能，为
更多学校提供“教育特供口罩”。
为了瞄准国际市场和应对国际疫
情的发展需要，还召集研发团队进
行N95标准口罩生产线研发。

在整个抗疫以及克服困难的
过程中，周志强团队无不展现出不
计得失的忘我精神、自我牺牲精
神。站在现在看未来，这随“疫”应
变的背后，是周志强多年来在科技
企业为对抗不确定性而锻造出来
的柔性生产能力，也是南大机器人
加速工业互联网新兴技术落地应
用，聚焦群众所思所想，解决国家
所急所盼的有力证明。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致力于转变
培训合作模式，寻找一家能够深度
信任、广泛合作、无缝对接的企业，
解决该学院学生因无法得到足够培
训而影响就业效果的现实问题。经
过市政府领导和团体牵线搭桥，很
快拉开了校企深度合作的新篇章。
周志强正式担任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机器人研发中心主任，合作过程中
建立一套创新性的现代学徒制。

在这套现代学徒制中，周志强
探索创建了“学生→学徒→准员工
→员工”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方
式；其次，以教师培训工人，工人带
教师、教师带学生、工人带学生、学
生带学生等多方位促进、全面发展
的技能培养模式。

企业实力得到壮大的同时，学
生深度参与研究、安装和调试，如
此一来，既满足厂方的生产需要，

又满足校方教学培训需要，既为客
户企业解决后顾之忧，也为学生拓
宽了就业渠道。

这种高度市场化的“校企深度
合作”模式及其良好的市场反响迅
速引起相关部门、行业机构和高校
的注意。省科技部门、教育部门、
机电协会等纷纷前来了解，武汉理
工大学已前来建立博士后博士后
实践基地，在这里转化成果；企业
与华南理工大学也对接，有意继续
引进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提升机器
人产品质量水平。

至此，场地、设备、技术、科研、
人才、培训、就业、市场融为一体，
因这次校企深度合作，这家工科学
校完整的产、学、研、孵四个方面功
能均得到强势发挥，也为江门本土
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创新动力。

2016年前后，江门及周边企业

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升级改造，他们
乐于使用工业机器人去降低人力
成本、提升工作效率，但智能机器
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售出
高端设备，还需要有相应人才来匹
配企业的升级需求。于是，周志强
便与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开始开展
全方位合作：校方注资并提供大量
有理论功底的学生，企业提供研发
技术并指导培训学生，校企深度合
作建立“校中厂”。如此一来，既满足
厂方的生产需要，又满足校方教学
培训需要，既为客户企业解决后顾
之忧，也为学生拓宽了就业渠道。

而这种“校企深度合作”模式
也迅速引起相关部门、行业机构和
高校的注意。此外，该公司还对接
上了华南理工大学，有意继续引进
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提升机器人产
品质量水平。

校企合作 建立创新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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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强，男，民进会

员，现任广东南大机器人有
限公司总经理，广东南方职
业学院机器人研发中心主
任，江门市（三）级高层次人
才，曾获首届“侨乡青年榜
样”称号、2019 年创客广东
创新创业大赛江门赛区企业
组第二名、2019 年江门市

“科技杯”创新创业大赛第三
名、2019年江海区创新创业
拔尖人才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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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2015年 10月，江门市携“全国
首批小微双创基地城市”头衔到深
圳“双创周”活动作招商推介。那
时候周志强就被江门的创业氛围
所吸引，招商推介会一结束，立刻
赶到江门了解情况、调研市场，发
现这里是一块更适合企业发展壮
大的新天地。

“那时候我就被江门的创业氛
围所吸引，招商推介会一结束，我
就到江门了解情况、调研市场，发
现这里是一块更适合企业发展壮
大的新天地，一个月之后就决定

‘移师’侨乡，落户江门高新区。
2015 年 12 月，广东南大机器人有
限公司正式成立。”广东南大机器
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志强说。

从深圳带领科技团队回江门
创业，由开始 5个人的研发团队发
展到 40 多人，经过 4 年多的努力，
周志强带领公司发展到拥有注册
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集工业机器
人研发、锂电池生产设备、非标自

动化设计生产、机器人教育装备、
工业自动化软件开发应用及产品
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周志强带领科技创新团队在
江门积极推行工业自动化和机器
人应用，在江门参与了多个项目的
研发，南大机器人公司在开展业务
四年多时间里，产品在江门和周边
地区得到广泛的应用，有用于新能
源电池生产、手机器通讯、家电厨
卫,汽车配件、精密五金、灯具器件
等行业，服务的著名公司有中山华
帝集团、顺德美的集团、江门安诺
特厨具公司等大型企业。

南大机器人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建立了江门市创新研发中心，
积极与各大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
战略合作，先后与五邑大学建立了
研究生工作站，与武汉理工大学建
立了博士后实践基地，公司在江门
坚持自主创新，为客户取得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据了解，南大机器人公司在周

志强的带领下取得了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后实
践基地、五邑大学研究生工作站、
市级南大机器人众创空间、江门
市中小企业公众技术服务示范平
台、广东南大机器人应用与技能
人才实训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
东省新型研发机构等诸多重要荣
誉资质。

其机器人产品已涵盖平面、关
节、视觉等种类，广泛应用到江门
及周边大批转型升级的冲压厂、
五金厂车间，完成高精度组装、
上下料、焊接等工序。值得一提
的是，该公司的优势不单单在于
其不断突破的优秀技术，其商业
服务模式上的创新更是得到了
业界称赞。“我们不单单为客户
提供产品，只要客户有需要，我
们还会提供配套的技术人员，为
客户不断输送人才。”周志强说，
这得益于南大机器人广泛开展的
产学研合作。

一个月“移师”侨乡创业

广东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志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