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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津珞璜工业园的德立
菲陶瓷制造工厂，是德国德立菲
（Duravit）集团成立201年以来最
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也是该公司首
个按照德国工业4.0准则建设的
创新与制造中心。7月31日，重
庆日报记者在该工厂看到了4.0
工厂给陶瓷生产带来的巨大变化。

核心生产环节全机
械化协作

据介绍，这个工厂总投资8
亿元，占地234亩，于2015年启
动建设，2017年9月建成投产，
主要生产陶瓷脸盆、陶瓷马桶、陶
瓷浴缸等洁具产品。

走进该工厂，最引人瞩目的是
高压注浆成形、机器人施釉、无人
自动导航车三种自动化生产设备。

工厂的陶瓷泥浆车间位于负
一楼，其它车间全部都在一楼。
成形车间的高压注浆机通过管道
与负一楼的陶瓷泥浆车间相连。
因此，工厂里一尘不染，显得非常
干净、整洁。

这些高压注浆机全部都按照
电脑程序进行自动化作业。每台
注浆机只配备一名工人，这名工
人并不负责设备操作，只做更换
垫板这一简单工作。

这些高压注浆机的效率非常
高：20分钟就能生产6个陶瓷脸盆
坯件，而一台普通的注浆机，8小时
才能生产一个陶瓷脸盆坯件。

该车间还拥有全球唯一的连
体高压注浆机，可将马桶一次性连
体注浆成型，并使水箱与马桶连接。

工厂的施釉车间由多组机器
人进行施釉作业。每组作业单元
由两台机器人组成，一台负责喷
釉，另一台负责传递坯件。两台
机器人配合密切，只需2分钟就
能完成一个马桶的施釉作业。

整个工厂里几乎看不到人员
走动，在里面不停穿梭的是无人
自动导航车。这种车子类似无人
驾驶的叉车，会自己行驶、转弯、
装卸货物，它们根据导航信息不
断将陶瓷坯件运到干燥房干燥、
运到施釉车间施釉、装进隧道窑
炉烧制，电量不足还可自行去充
电。所有的环节都显得有条不
紊、秩序井然。

据该公司董事总经理柏亭介
绍，装卸搬运作业是陶瓷工厂耗
费人力最多的环节，现在，他们用
11台无人自动导航车，就解决了
所有的装卸搬运问题，大幅降低
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所有生产设备都
实行了网络互联

据柏亭介绍，工厂不仅实现

了自动化，并且还将这些自动化
生产设备进行了网络互连，实现
了智能化、智慧化生产。

简单来说，这个工厂的信息
化系统，可对各生产设备的数据
进行实时收集、分析，并通过精密
的自动化算法持续优化生产流
程。整个过程均由这套信息化系
统自主完成。

其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各
作业环节越来越紧凑，整体生产
效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废品、
次品越来越少，产品品质不断提
升、生产成本不断减少。

这些生产数据还与该公司位
处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的销售
办事处进行联网，销售人员可对
每一件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进行质
量追溯，并可精确计算出每一件
产品的出产、交货日期，确保精准
化销售。

“这不仅是德立菲最先进的
工厂，也可能是世界最先进的陶
瓷工厂。”柏亭说，为建设这个工
厂，他们整合了多个国家的技术
力量。其中，高压注浆机主要来
自土耳其，无人自动导航车来自
意大利，施釉机器人来自德国。

这个先进工厂也
有不变之处

让记者吃惊的是，这个先进
的4.0工厂，至今仍保留着传统
注浆成形车间和人工半检工序。

这个传统注浆成形车间紧邻
着高压注浆成形车间，虽然使用
率低，但仍保留得非常完整。

柏亭说，高压注浆机生产效
率高，对于大批量连续生产是非
常经济的，但也有灵活性差的缺
点。而顾客的需求是多元化和多
样化的，对一些经常换模的小众
产品，在传统注浆成形车间生产，
反而更灵活。

随着自动化程度的大幅提
高，该工厂并没有忽视人的作用，
其半成品检测车间至今仍由人工
进行检测。而且，检测人员反而
比以前更多了。

“确保产品质量的最可靠因
素还是人！”柏亭说，自动化工厂
把工人从高强度劳动中解放了出
来，他们就有更多人力投入到品
质控制，使产品质量得到更有效
的保障。

据了解，德立菲这家4.0工
厂投产后，产能比过去的油溪老
工厂翻了一番，工厂由此加大了
对中国市场的开拓，至今已建起
80家旗舰店，预计明年可达150
家。2020年，该工厂将启动二期
项目建设，产能将在现有基础上
再翻一番。

位于江津珞璜工业园的德立菲陶瓷制造
工厂，是德国德立菲集团最先进的工厂——

德国工业4.0工厂的变与不变
本报记者 周雨

本报讯 （记者 夏元）7月
31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
称，首届智博会赛事活动之一的
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
将于8月18日-25日在礼嘉举
行，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
有序推行。

据介绍，本次赛事以“智能驾
驭，挑战未来”为主题，赛事启动
一个多月以来，已有长安、吉利、
北汽、江淮等7家整车企业，清华
大学等8所高校，星行科技等6
家创新企业确定参赛。比赛期
间，预计参赛队伍将超过30支，
并有200多位汽车行业人士及

1500余名专业观众现场观赛。
主办方称，此次赛事设自动

驾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含自动
泊车、自动紧急制动）、创新应用
赛、商业化进程、城市交通等四个
方面共5项竞技项目。届时，参
赛队伍将现场展示自动驾驶汽车
过弯、上下坡等驾驶性能，轿车、
SUV、轻型卡车等多种车型都将
轮番上场竞技，体现出当前国内
自动驾驶汽车实用化、商业化和
高端化水平。

主办方表示，本次赛事总奖
金额度超过500万元人民币，为
目前国内同类比赛奖金总额最
高，并设有多个奖项。目前赛事
报名还在进行，有意参赛队伍可
登录智博会官网WWW.smart-
china- expo.cn 或 WWW.i-
VISTA.org报名，有意现场观赛
的观众亦可登录报名。

总奖金额超500万元

自动驾驶挑战赛邀你报名

江津德立菲工厂无人自动导航车进行转运作业。
记者 周雨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7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四川广安绕城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重庆市交通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项目之
一——渝广高速支线重庆段在合川区
小沔镇动工开建，有望2020年建成通
车。

据介绍，这也是继去年开通的渝广
高速之后，重庆直达广安的第二条高速
公路出口通道。

渝广高速支线建设单位四川广安
绕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称，广安市
过境高速公路东环线及渝广高速支线
项目（简称渝广高速支线）是连接川渝
两省市的重要省际通道，是《四川省高
速公路网规划（2014—2030年）》及《重
庆市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2030
年）》中规划的纵线——陕西镇巴经广
安至重庆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渝广高速支线全长79公里，其中
四川段69公里，重庆段约10公里。设
计为双向四车道，设计行车速度80公
里/小时。

据介绍，渝广高速支线全线起于
G85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巴中至南充
至广安（川渝界）段高速公路广安区悦
来镇，经过广安区大安镇、前锋区代市

镇、华蓥市禄市镇、永兴镇，与G42上海
至成都高速公路广安至邻水段高速公
路交叉形成广安市过境高速公路，再经
过华蓥市城区、岳池县临溪镇、华蓥市
庆华镇，进入重庆市合川区小沔镇，与
G85银川至昆明高速公路重庆至广安
（渝川界）段高速公路交叉。

合川区交委称，渝广高速支线重庆段
主要路段位于合川小沔和三汇两镇，是合
川连接四川广安华蓥的一条新通道。

为便捷车主出行，渝广高速支线还
将在小沔镇八角村建设互通枢纽与已
经通车的渝广高速连接，方便过往车辆
实现和渝广高速的互联互通，增加与小
沔、三汇等周边乡镇的落地功能。渝广
高速支线四川段已开工建设，2020年
有望与重庆段同步建成通车。

目前，重庆直接连接广安的是已通
车的渝广高速，重庆段起于渝北区悦来
镇柏杨湾，与金山大道相连，经重庆市

北碚复兴和静观、合川区清平、三汇、双
槐和香龙，终点位于川渝界张家祠堂与
四川段相连，路线全长69.8公里。市民
开车从渝北金山大道上道到广安，可实
现1小时到广安、1.5小时到营山、2.5小
时到巴中，到西安也更方便。

“渝广高速支线主要连接四川华蓥
和重庆合川区，建成后将进一步加深合
川与广安的融通发展，带动沿线经济的
再次腾飞。”市交委表示。

渝广高速支线重庆段动工开建
川渝间将新增一条高速公路出口通道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习
生 杨千帆）市城乡建委7月31日发布
消息称，因重庆西站综合交通枢纽二期
工程及轨道环线、五号线建设需要，
2018年8月4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将封闭凤中路，并对周边部分路段采取
限制通行措施。

具体交通管制措施如下：
封闭凤中路金桥路路口至华岩寺

路路口段，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封闭老凤中立交至西环立交方向

匝道，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所有载货汽车每日24小时禁止通

行以下路段：凤中路金科路路口至凤中

路金桥路路口双向；
所有载货汽车每日7∶00至22∶00

禁止通行以下路段：华玉路龙门阵大道
路口—华凤路—华岩寺路—华岩寺路
华龙大道路口双向；

所有载货汽车早晚高峰时段禁止
通行以下路段：华龙大道龙门阵大道路
口—华龙大道—创业大道—凤西路金
科路路口双向。

具体早晚高峰时段如下：工作日早

晚高峰时段为7∶00至 9∶30和 16∶30
至19∶30。其中，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高峰时段为7∶00
至9∶30和15∶00至19∶3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高峰时段为
7∶00至10∶00和16∶30至19∶30；双休
日及法定节假日早晚高峰时段为10∶00
至12∶00和16∶00至19∶30。

据介绍，凤中路封闭期间，原经
凤中路的 203、213、222、843、891、

415 公 交 线 路 将 进 行 相 应 调 整 。
213、203、222 三条公交线路将双向
改走重庆西站“南北循环道”，取消原
凤中路沿线的华岩路口、凤中路、张
家湾 3个站点；203、222 由南向北新
增重庆西站站点。843 线双向改走
创业大道—凤西路—西物市场。415
线双向改走半山环道—凤西路—西
物市场。891 线双向改走凤西路—
金科路。

重庆西站二期工程施工 部分路段限行

本报讯 （记者 曾立）7月31日，
一架编号B-6407的A319飞机降落在
江北国际机场。这是重庆航空公司迎
来的第20架飞机，也是今年“西洽会”
召开后，南航集团划转至重航的首架飞
机。后续，南航集团还将继续推进飞机
划转，加速重庆综合国际航空枢纽建

设，助推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据了解，作为重庆市打造的旗舰型

主基地航空公司，重航现已开通至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国内
中心城市的精品公商务航线和至西双
版纳、腾冲、丽江、迪庆、大理、三亚等国
内黄金旅游航线50余条，并积极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相继开通曼谷、
普吉、新加坡、河内、胡志明等多条国际
航线。今年，重航已顺利实现安全飞行
3.5万小时，运送旅客179万人次。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架飞
机为空客A319，设有座位130个，其中
公务舱座位4个，明珠经济舱座位18

个，经济舱座位108个。
据了解，目前，重航共运营有6架

A319高原型飞机，主要执飞拉萨等高
原航线，并计划利用此架飞机投入到重
庆—大理等高原热门旅游航线上。

今年5月，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作为重航的股东方，其党组书记、董事长
王昌顺来渝参加了“西洽会”，并表示将
与重庆共同加快推动重庆航空机队规模
发展，助力重庆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下
一步，重航将持续快速推进飞机引进工
作，预计2018年内再引进9架飞机。其
中，第21架飞机将于8月20日到位。

南航集团划转飞机到位

重庆航空机队规模扩至20架

本 报 讯 （记 者 廖 雪 梅 王
翔 通讯员 伦嘉欣 实习生 杨千
帆）7月 31日上午10点，龙洲湾隧道
项目最后一个隧道龙洲湾 1 号隧道
左线顺利贯通，标志着龙洲湾隧道工
程 1号、2号、3号隧道全线贯通。至
此，龙洲湾隧道项目建设完成总工程
量的80％。

龙洲湾隧道项目起于巴南区教育
大道，自西向东，下穿渝南大道，穿越铜
锣山，上跨渝黔高速，止于南彭物流基

地东城大道，设计为双向六车道。该工
程2015年12月开工，共包含隧道3个，
桥梁两座，立交桥5座。

据施工方中建隧道龙洲湾项目部
人士介绍，龙洲湾隧道全线贯通后，路

基、桥梁等施工均在稳步推进中，预计
今年底将完成所有主体工程及部分附
属工程建设，计划 2019 年 6 月试运
行。届时，龙洲湾隧道将打通环樵坪
山区域与龙洲湾滨江片区的交通大动

脉，龙洲湾、界石、南彭和公路物流港
也将连成一片，市民从江津珞璜开车
到南岸区茶园可比现在用时缩短一
半，从巴南区鱼洞开车到茶园仅需15
分钟。

龙洲湾隧道工程全线贯通
明年6月试运行后从鱼洞到茶园只需15分钟

近日，南川区石溪镇，
南两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
面初具轮廓。南两高速是
南川区至两江新区的高速
公路，全线按双向四车道、
时速 80 公里设计，全长约
77.678 公里。据了解，该高
速将于2020年通车，届时南
川区到两江新区车程只需
50分钟。

记者 谢智强 摄

南两高速公路
初具轮廓

（（四川广安绕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供图四川广安绕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