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何以成为智慧城市“新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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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赛迪全流程智能工厂解决方
案基于水土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让统一
平台直接承载起各类智能应用，构建起
四通八达的数据神经网络，极大地解决
了协同优化困难、数据孤岛严重、数据向
上大幅衰减等诸多问题。”

在2022智博会上，重庆市最大的软件
企业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隆重
发布了一款工业智能制造产品——“冶金
全流程智能工厂”系统解决方案，并介绍
了中冶赛迪成功建设的首个基于统一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全流程数字钢厂——山
东永锋临港智能工厂，宣告中国钢铁行业
已从单系统、单个生产单元的智能制造迈
进全流程智能制造的新时代。

该产品在工业规模化应用中实现了
钢铁生产由经验驱动向数字化智能化驱
动的转变，在降本增效、精益生产、提高
劳动生产率方面成效明显，并且把工人
从繁重危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改
善了工况环境，实现了本质安全。

在迈向“钢铁强国”的征程上，“智
慧”正成为钢铁产业的鲜明特征。自
2018年打造的全球首座钢铁智慧集控
中心在宝武韶钢投产以来，作为钢铁智
能制造领军服务商，中冶赛迪携手钢铁
企业自立自强，在智能制造赛道上持续
发力。2022年7月，是中冶赛迪承建的
永锋临港智能工厂上线投运一年之际，
作为钢铁行业首个基于统一工业互联网
平台的全流程数字钢厂，凭借其良好的
运行效果，备受业界瞩目。截至目前，永
锋智能工厂一期工程累计上线工业模型
及功能模块超过1800个，吨钢成本较本
部同口径降低超过100元，人均吨钢产
量超1500吨/年。该项目不仅树立了钢
铁智能制造的新的里程碑，也再一次彰
显了中冶赛迪在智能制造领域的行业引
领者地位。

创新工业互联架构
从“智慧大脑”到“神经网络”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
产业领域的数据只有被收集、加工、再应
用于生产实践才能创造价值。工业互联

网平台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底座。在传统
ISA95五级信息架构中，存在纵向数据
衰减和横向数据孤岛的问题。纵向上
看，数据从钢铁厂自动化生产一线达到
顶层集团管控，需要依次穿越多个层级，
信息损耗明显，数据颗粒度越来越粗；横
向上看，各个板块数据“圈地自治”，工序、
部门、专业之间的数据壁垒难以打破，协
同效率低下。

全流程智慧钢厂要支撑起全流程智
能制造的超大规模数据应用，需要具备
对全厂数据进行综合采集、无边界协同、
灵活迭代拓展的能力，对传统信息架构
的全面革新呼之欲出。

中冶赛迪自主研发的“水土云”工业
互联网平台，打破ISA95信息化架构，采
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扁平化系统架构，
让深入控制层的统一工业互联网平台直
接承载起各类智能应用，很好地解决了纵
向数据衰减和横向数据孤岛的问题。平
台上搭载一系列核心组件，可以高效采集
和处理海量数据，具备跨工序、跨系统的

参数体系，让数据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如果说在五级架构中，信息要经过

层层传达才能达到数据应用的“智能大
脑”，那么“水土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就仿
佛四通八达的数据“神经网络”，向上支
撑全厂生产应用，向下扎根于基础自动
化层面，实现全过程、全工序、全要素的
数据接入和综合治理。在永锋项目中，
钢铁生产全流程、全操控业务都承载于
统一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接入超过3万
台工序设备，实时数据超过50万点，上线
以来已累计采集、存储数据350亿条。
平台纵向打通数据传送链路，横向贯通
各生产工序和管理部门，打开生产过程
的“黑箱”，实现数字化透明生产，让工序
之间、部门之间实现无边界协同。

操控管一体化
1800个应用模型支撑全厂数字化

只有不懈创新才能屹立于时代的潮

头。从应用于韶钢的首个铁前智慧集控
中心，到应用于八钢的首座热轧钢卷库智
慧重载仓储系统，从应用于湛钢的首座智
慧原料场、首套无人机车铁水运输系统到
首个全厂智慧水控中心，中冶赛迪在推动
钢铁智能制造的过程中，不断连点成线，
开创钢铁全流程工艺单元的应用先河。
如今，永锋智能工厂以基于统一平台的全
流程智慧制造，再次创造了中国钢铁工业
智能化、数字化的新样板。

永锋临港智能工厂打造了“工业互
联网平台+智能管控一体化、铁区一体
化、钢轧一体化”的智能工厂体系架构，
使得全流程生产既能根据单元特点各司
其职，又能得到贯穿全厂的统一调度。
项目中，中冶赛迪开发了生产、设备、能
源、物流、安环等12大类智能应用APP，
配备工业模型及智能应用超过1800个，
为钢铁生产从原料进厂、库存、加工到成
品出厂每个生产环节都提供了数字化支
撑，让操控管各环节成为统一的整体，实
现全流程全厂数字化调度及各个层面的

高效协同，极大地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以温度管控为例，精准、细致的温度

控制是钢铁稳定生产的基础，更是提高
产品质量、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抓手之
一。项目配置的一体化管控系统可以实
时跟踪高炉铁水、炼钢铁水、出钢、炉后、
精炼进站、精炼出站等各个工序的物质
温度情况，并基于模型预测目标温度，为
铁水指吊、精炼加热升温等操作提供指
导。对节奏、温度等要素的全流程管控，
实现了工序界面间高效协同，系统上线
后精炼电耗每吨钢降低2千瓦时，转炉和
连铸平均生产周期环比分别下降1分40
秒和3分2秒。

超600个实时绩效指标
透明数据支撑全员精益改善

数字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多年来，钢铁行业发展从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通过管理的精细化改革和
技术创新，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不断提
升，但要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
运营成本，提高生产工人作业环境和效
率，传统技术已难有大的成效，迫切需要
全新的技术、全新的理念来推动行业进
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
中冶赛迪将深耕钢铁行业60余年的领
域知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
计算等前沿科技相结合，将智能化技术
与生产场景相结合，解决了传统自动化
加信息化难以根本解决的成本和效率的

“天花板”问题，为钢铁行业实现更高质
量的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

“精益”一直是永锋发展历程当中的
关键词之一，走过精益基础、精益运营的
历史时期，进入数字化时代，永锋集团加
快动能转换，与中冶赛迪携手开启“精益
智能”新阶段。全流程的智能化作业不
仅在操作层面提高了生产的自动化水
平，还为全厂统一管控、协同联动提供了
大规模的数据资产，为更好地实现精益
生产打开了新的空间。

透过数据的窗口，每个员工都可以使
用数据，朝着精益最优推动持续改善。传
统的KPI管理往往只能管控到公司、厂部
级，指标数据均为线下统计、事后测算，指
标滞后且不够细化。在中冶赛迪为永锋
打造的KPI看板中，指标从全厂总览逐级
分解：作业区、工序、产线，直至细化到一
个个班组。这套KPI管理系统配置了总
计超过600个绩效指标，它们是实时计
算、实时获取、实时更新的结果，不同颜色
的标注让完成情况一目了然，为生产决策
提供了准确、透明的数据支撑。

这是智能工厂大数据背景下全员
精益的集中体现，动态化的成本控制落
实到详细的责任主体。每一个员工都
能在数据中定位问题，利用数据进行改
善，通过持续精益改善，追求成本的极
致最优。

目前，中冶赛迪业务已覆盖国内外
众多钢铁企业，成为钢铁行业智能制造
领域的持续领军企业，被评价为“工程设
计院向智能化数字化企业转型的典范”。

周珣 陶海银
图片由中冶赛迪集团提供

成功打造首个基于统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全流程数字钢厂

永锋临港钢铁基地智控中心

中冶赛迪 开启钢铁生产全流程智能新时代

□两江观察

我们所在的城市，是怎样一副模样？
22日，2022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开

幕。本届智博会的年度主题是“智慧城市”。
长期以来，重庆的城市本底还是一个产业

基地、一座工业城市。短短数年间，一座更宜
居的“智慧名城”已渐成势、悄然崛起。

城市底色之变，缘于何因？变革变化的动
力，源自何处？

城市新“磁场”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信任比黄金更可
贵。更多的资源要素汇聚重庆，更多的企业

‘加码’重庆，充分证明重庆正在成为一个城市
‘新磁场’。”城市化与区域创新极发展研究中
心秘书长、重庆大学教授姚树洁分析认为，重
庆的城市“磁力”起码有五重：

——首先是对大势的精准判断。察势者
智，顺势者赢。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大潮奔涌而来，重庆迎来共建“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前所
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些机遇，为重庆带
来最为强劲的政策驱动力。

——搭建起层次分明的政策框架。不管
是国家层面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还是重庆“十四五”规划、政府工作报
告、市第六次党代会等，亦或是《重庆市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重庆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从战
略谋划到战术执行，重庆搭建起“智慧名城”建
设的政策框架。

——营造出更好的城市发展环境。有了
政策框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
市”，以及更具象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国
家级的政策利好不断加持重庆，城市发展能级
得以提升，发展空间得以拓展，多元的发展路
径得以开辟。

——产业结构之变提供了更强经济支
撑。重庆是我国重要的产业基地，拥有扎实的
产业基础。当前，重庆以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为目标，加快由“制造大市”迈向“制
造强市”的步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为城市更新提升夯实更为强大的产
业基础。

——应用新场景拓展了更大城市空间。重
庆在全国率先发布《智慧小区评价标准》，建成
400多个智慧小区；新型城市运营管理中心已
连接105个单位326个应用系统；在沙坪坝区，
青凤高科产业园5G智慧园区、国际物流枢纽园
5G+智慧物流项目加快推进，在全市率先启动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衍生出一批特色
应用场景；在璧山，完善城市“三张网”，推进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在这里，更多资源找到了
承载地，更多企业找到了大舞台。

企业新“靶场”

一座城市的崛起，缘于各种资源要素的汇
聚，来自源源不绝的市场动力。

乘着智博会的浩荡东风，重庆俨然成为国
内外众多龙头企业、领军企业和创新企业抢滩
的“新靶场”。“云联数算用”5个关键字，是重庆
加快建设“智慧名城”的5大关键领域，也成为
各家企业立足自身定位瞄准的“靶子”——

以“云”提供新服务。近年来，腾讯、阿里
巴巴、百度等行业领军企业纷纷与重庆签下战
略级合作协议，“阿里云”“腾讯云”“百度智能
云”等为重庆智慧城市建设建起海量级别的

“大数据库”，搭建起“上传下行”的传输和应用

桥梁。全市“上云用数赋智”企业超11万家。
以“联”夯实新基础。以5G为例，目前重

庆已建成5G基站7.3万个，中国广电开通5G
网络服务，中国联通在重庆组建5G融合创新
中心，中国移动携手宗申打造“5G+智慧工厂
示范标杆”……

以“数”创造生产力。大数据是新的生产
力。智慧广电西南数据中心一期已投用，润泽
（西南）国际信息港一期已经竣工，腾讯西部云
计算中心二期正加快建设……重庆还建成投
用了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引入了数据的服务商
75家，上线了数据产品200多款。

以“算”提供新支撑。目前，中科曙光的先
进计算中心、重庆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已落地，
中新国际超算中心已启动建设，京东探索研究
院超算中心、中国移动边缘计算平台已投用，
全市规划算力达1200P。

以“用”注入新动能。例如，百度Apollo
在重庆获准商业化运营，无人驾驶应用助推智
慧交通更进一步；龙湖打造重庆首个三星级智
慧小区，科技感大幅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药慧
远在沙坪坝搭建重庆首家共享智慧中药房，智
慧医疗进一步落地……重庆正着力打造“住业
游乐购”应用场景，让智慧生活“飞入寻常百姓
家”。

一座城市的更新提升，是以产业基础为本

底的。重庆打造“智慧名城”，“智造重镇”建设
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

与“智慧名城”的5个关键字相对应，“智
造重镇”以“芯屏器核网”为5个关键字——

锻造“芯”，华润微电子、万国半导体、中国
电科等70余家芯片制造企业、40余家设计企
业汇聚重庆。

做大“屏”，京东方、康佳、康宁、莱宝等一
批领军企业在渝大展拳脚。

提升“器”，vivo、OPPO、华硕、广达、英业
达、富士康等智造企业打造出全球智能终端重
要生产基地。

增强“核”，以比亚迪、赣锋锂电、吉利等动
力电池项目为代表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链供应
链逐渐成型。

链成“网”，忽米网、广域铭岛、励颐拓等助
力重庆构建“一链一网一平台”生态体系。

“芯屏器核网”与“云联数算用”10个字犹
如10股力量，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精准使劲、
形成合力，让重庆这座城市“软”“硬”兼具，从
产业基地迈向“智造重镇”“智慧名城”。

未来“新战场”

未来已来。从本届智博会的主题可以看
到，重庆接下来要做的，是打造遇见未来的“新
战场”，重塑这座城市的未来。

姚树洁认为，关键在于持续激活市场动
力。

——补齐科创短板。科技创新实力偏弱，
一直是制约重庆发展的瓶颈。近年来，重庆先
后启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
技术创新与应用等重点专项，累计支持项目
520余项，投入经费近5.7亿元，成效初显，但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姚树洁认为，重庆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在于
产业创新。要加快引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领域的领军及创新型机构、人才，持
续加强关键产业的技改和研发投入，突破关键
环节的技术瓶颈。

例如两江新区协同创新区引入30家大学
大院大所，建成科技研发平台40余个，导入
各类高端人才800余人；沙坪坝区引进工信
部五所赛宝研究院、中科院广州能源所、重庆
智能信息研究院等独立法人研究机构82个，
建成省部级以上研发平台321个，培育高端
研发机构7家，创新主体的集聚度、活跃度明
显提升。

——突破时空限制。数字经济最大的优
势是突破时空限制。重庆地处内陆，与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相比，在资金、
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的集聚和互动上，优势
不突出。

姚树洁认为，重庆要以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为契机，立足处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联
结点上的优势，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组织和运
营中心的作用，抢抓RCEP等新机遇，用好重
庆自贸试验区、两江新区、高新区等开放平台，
站在开放前沿，才能站在科技前沿、产业前沿
和城市发展前沿。

——深化应用场景。应用，是企业发展的
落脚点，是技术更迭和产品升级的“试验场”。
在场景的开拓上、在技术的转化与应用上，重
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姚树洁建议，消费领域，重庆要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智能机器人、智慧餐饮、智慧旅
游及相关的智慧金融等，市场广阔；智慧小区、
智慧工地、智能工厂等场景还有待优化，智能
装备、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产品仍需升级。

“这些年来，我们已见证了市场力量与重
庆这座城市的共同成长，也有理由相信，未来
将有更多重量级企业涌入重庆，共享智能产业
新成果，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姚树洁说。

8月22日，重庆国博中心2022智博会展区，嘉宾正在与对弈机器人下
围棋。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8月22日，重庆国博中心2022智博会展区，嘉宾“驾驶”摩托车“穿
越”元宇宙世界。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