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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6
日13时，轨道交通环线体育公园站，
一辆As型列车缓缓驶出，开始环线的
首次“热滑”试验。经过数小时的低速
运行，列车成功到达渝鲁站，标志着环
线体育公园站至渝鲁站顺利完成“热
滑”试验，为环线北半环其它区段开展

“热滑”试验和不载客试运行创造了有
利条件。这也为今年底前环线北半环
力争开通试运行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一条轨道线路开通运营，
在土建、轨道等基建部分完成以后，需
要经过冷滑试验、热滑试验、空载试
验、模拟载客试验等多个阶段的调试。

“热滑”试验是实现“车通”的关键
步骤，指在接触网受电的情况下，由列

车的受电弓从接触网直接取电，自行
驱动，完成启动、牵引、制动等运行状
态。这是对轨道接触网及供电系统设
备进行全面检测的试验。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称，此次体育
公园站至渝鲁站区间“热滑”试验过程
中，车辆、供电、接触网、轨道各系统匹
配良好，车体运行平稳。

“监测数据表明，各种设备运行正
常，达到了预期目标，为后期的信号调
试、车辆调试及综合联调打下了坚实
基础。”重庆交通开投集团相关人士
称。

据介绍，环线是重庆轨道交通线
网中唯一的闭合环形线路，连接九龙
坡区、沙坪坝区、两江新区、南岸区，线

路全长50.8公里，设车站33座。全线
车型为As型车，适用于山地环境，具
有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载客量大
等特点。

其中今年底有望开通试运行的环
线北半环，为重庆图书馆-重庆北站
南广场-海峡路段，长约33.7公里，车
站24座，初期采用6辆编组，6辆编组

列车最大载客量为2322人，配置车辆
37列/222辆，列车最高运行速度可达
100公里/小时。

据介绍，环线北半环实现试运行
后，届时将与轨道1号线（沙坪坝站）、
3号线（重庆北站南广场站、四公里
站）、5号线（冉家坝站）、6号线（冉家
坝站、五里店站、上新街站）、10号线

（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以及年内即将
开通的4号线（民安大道站）实现换
乘。

“这将有效缓解主城交通拥堵，对
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具有重要意义。”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相关人士称。

轨道环线体育公园站至渝鲁站完成“热滑”试验
为年底前轨道环线北半环开通试运行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日前，阿里
云发布ET工业大脑开放平台，基于该
平台，合作伙伴可以轻松实现工业数据
的采集、分析、挖掘、建模，并且快速构建
智能分析应用。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在
即将举办的智博会上，该平台将重磅亮
相，会上阿里云还将正式发布与重庆方
面的合作，以携手渝企打造智能工厂。

“站在产业发展的历史时间轴上看，
我们已经迈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

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企业需
要借助工业互联网提升整体竞争实力，
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道路上的换道超
车。”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
表示。

基于此，2017年3月，阿里云正式
发布ET工业大脑。ET工业大脑就是
通过工厂原有设备的传感器，辅之以智
能算法和阿里云强大的计算能力，让企
业的设备和机器能够感知、传递和自我
诊断问题，从而达到提升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的目的。

“自发布以来，阿里云ET工业大脑
已经成功服务了协鑫光伏、中策橡胶、正
泰新能源、攀钢集团等数十个工业细分
领域的龙头企业，帮助企业创造利润数
十亿元。”闵万里介绍，如在协鑫光伏项

目中，阿里云帮助协鑫光伏试点车间实
现了1%的良品率提升，相当于每年可
以为其节省上亿元生产成本；在中策橡
胶，阿里云帮助其提升了5%的混炼胶
合格率；在天合光能，阿里云则助其A
品率提升了7%。

此次推出的ET工业大脑开放平
台，则是阿里云基于ET工业大脑，构建
起开放的生态，进一步助力传统制造企
业转型。据悉，ET工业大脑开放平台将
开放3大行业知识图谱、19个业务模
型、7个行业数据模型以及20+行业算
法模型，同时，生态伙伴可以在该平台上
进行编程，将行业知识、大数据能力、AI
算法便捷地融合到一起，为工厂量身定
制智能应用。

对于企业来说，在ET工业大脑开

放平台上，只需两步就可以打造智能工
厂，即先通过数据工厂实现快捷上云，再
基于AI创作间训练出工厂的专属智能。
据悉，该平台还极大降低了操作门槛，普
通工程师也能轻松进行操作，项目实施周
期从过去的6个月缩短至最低6天。

“阿里云ET工业大脑的最终目标
是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嫁接到生产
线，帮助生产企业实现生产流、数据流与
控制流的协同，提升产线效率，同时降低
生产成本，以自主可控的路径实现自主
可控的智能制造。”闵万里透露，目前平
台正与数家重庆工业企业洽谈合作。未
来3年，阿里云将面向工业领域招募上
千家生态合作伙伴，以实现智能制造成
功案例的规模化复制，加速推动制造业
的数字化转型。

阿里云将携手渝企打造智能工厂
ET工业大脑开放平台让机器能感知、会传话、能看病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旅游行车
途中，遇到地震、山洪等自然灾害怎么
办？别担心，只要车上装载接入重庆
中交通信信息技术公司的车联网大数

据平台，救援队伍就能第一时间循迹
而来。

重庆日报记者8月6日从重庆中交
通信公司获悉，本届智博会上，中交通信

将展示自主研发的覆盖旅游部门及企业
的旅游车辆监管服务平台，提供“智慧出
行”应急救援解决方案。

“该平台主要为旅游主管部门的行

业监管、运营策划等提供数据支撑。”中
交通信负责人介绍，平台通过接入旅游
车辆运行数据等信息，以此实时监测旅
游车辆安全驾驶情况，如一旦发现驾驶
员存在疲劳或超速驾驶等行为，将及时
进行监督提醒。

另外通过该平台，一旦旅游车辆途
中遇到紧急突发情况，救援队伍不仅可
以快速追踪定位，还能通过大数据监测
对救援现场地形等进行分析，提供最优
救援方案。

中交通信出行平台将亮相智博会

车辆遇突发情况可提供最优救援方案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
月6日，由市委非公工委、团市
委主办的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
团组织“相约智博会”体验周活
动在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启
动。

据悉，本次活动是市非公组
织团员青年主题实践市级示范
活动之一，旨在让非公组织团员
青年了解智博会、宣传智博会。

当天，来自不同非公组织的
80余名团员青年在云从科技有
限公司体验了一把“黑科技”：行
人再识别系统、人脸自动识别登

机牌、轨迹追踪等美国大片里的
场景在这里都一一变成了现
实。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的一周里，预计将有500余
名非公组织团员青年参观体验。

小样青年创业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志愿者周娅在参观后说：

“智博会能在重庆举办让我觉得
十分骄傲，也非常期待这一国际
盛会。相信这一系列高新技术、
高新产品能够给未来的出行、医
疗、教育、购物等带来便利，提升
全社会的智能化水平，带给大家
高品质的生活。”

非公组织团组织
“相约智博会”体验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助推智能
产业发展，重庆又有了新的行
动。8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市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
联合会（下称重庆市机器人联合
会）获悉，自去年11月起至今，
重庆连续举办了十期智能讲堂
活动，累计为全市约300家来自
制造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智
能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了“问
计”等服务。

据悉，智能讲堂是在市经
信委、市科委、市发改委和市科
协等单位支持、指导下，由重庆
市机器人联合会携手产业园
区、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等共
同开展的一项长期活动，旨在
助推重庆智能产业又快又好发
展。其具体目标包括：全面提高
研发、制造型企业在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方面的整体
认知、应用能力和应用量；提升
各企业的智能制造水平及整体
效能；提升各区县的智能化意
识；提高学校、学生对人工智能、
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编程能

力、整体认知等。
重庆市机器人联合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智能讲堂主要由智
能讲堂学校、智能讲堂进企业、
智能讲堂进区县三大系列活动
构成，内容主要涉及智能产业、
智能制造、智能化应用三个大的
方面。每一期的智能讲堂会针
对不同类型企业设置不同主题，
并通过企业相互交流、案例展
示、专家建议等多种形式，帮助
企业解决在技术研发、应用等方
面遇到的难题。

7月，智能讲堂第十期活动
走进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吸引了智能制造领域的生产
企业、集成企业、科研机构、行业
组织及咨询专家等各界代表30
余人参加。大家各抒己见，就如
何抢抓时代机遇、如何研发核心
技术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部分企业还展示了发展思路及
最新的技术成果、产品，供其他
企业借鉴。

下一步，重庆市机器人联合
会还将持续组织开展智能讲堂
活动，让更多重庆企业受益。

重庆智能讲堂
为300家企业提供“问计”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
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旅发委
获悉，今年内，我市将完成20个
智慧旅游景区（度假区）试点示
范创建工作，实现区域内的先行
先试，为全市智慧旅游建设探索
路径和积累经验。

智慧景区，是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
对景区进行可视化管理、业务
流程优化和智能化运营，实现
景区自身对旅游安全、旅游营
销、舆情监控、日常办公、交通
疏导等事务的全面高效管理，
同时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资
料查询、电子商务、旅游体验等
服务。

不过，智慧旅游建设是一个
跨界课题，需要将信息技术恰到
好处应用在旅游行业中。目前，
国内外智慧旅游案例和模式虽
层出不穷，但因旅游特有的地域
属性，导致这些模式在某环节中
无法进行简单复制。

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上，我
市提出，要抓住我市实施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的机遇，加快建
设全市智慧旅游云，推进大数
据、云计算在旅游领域深度应

用，推动旅游产品网络化定制、
旅游商品全渠道营销、旅游服务
在线预售预定、旅游管理在线实
时调度，实现涉旅场所免费
WiFi全覆盖，利用信息化手段
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让游客
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目前，“重庆全域智慧旅游
云”已上线，该平台具备大数据
采集、融合、运营功能，兼具预
警、应急管理、咨询投诉等公共
服务职能。但其功能实现的核
心，在于基础旅游数据的足够庞
大，而保障这些大数据的渠道通
畅和质量稳定，需要区县、景区
智慧旅游建设的支撑。

为此，按照“无中培有、有中
培优”的试点思路，我市将在全
市范围内施行智慧旅游试点工
作，有条件、有意向的景区，均可
参与本次试点示范区的申报。
最终纳入试点的景区，将在市旅
发委的统一指导和支持下，从基
础建设、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
慧营销、智慧创新应用、保障体
系建设等方面，开展“智慧旅
游”试点建设工作，建设成果最
终将体现在旅游体验、旅游管
理、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等各
个环节上。

重庆年内将建设
20个智慧旅游试点景区
有条件、有意向的景区均可参与申报

本报讯 （记者 夏元）8月

23日-25日，2018智博会将在

重庆国博中心举行，外地游客及

本地市民如何前往参观展会？8

月5日，智博会承委会整理发布

了出行指南。

到国博中心参观智博会
先看看这份出行指南

两条公交线
直达国博中心

智博会期间，市民从两路机场
方向出发，可乘公交685路直达国
博中心。该线路起点站发车时间
6∶30－19∶30，终点站发车时间
7∶00－20∶00，班次间隔10-15分
钟。

1.从北碚三溪口方向出发的
市民可乘坐公交572路直达，起点
站发车时间7：40－18：00，终点站
发车时间8：10－18：30，班次间隔
10-15分钟。

2.从鸳鸯江北方向出发的市
民，可坐轨道3号线在鸳鸯站转乘
国博中心专线直达。

5条自驾线路
直通国博中心

自驾出发前往国博中心的市
民，可通过以下5条线路出行：

1.G50（沪渝高速）-内环快
速路-机场高速-金兴大道-悦来
大道-国博中心

2.G65（包茂高速）-内环快
速路-机场高速-金兴大道-悦来
大道-国博中心

3.G75（兰海高速）-内环快
速路-东环立交-机场高速-金兴
大道-悦来大道-国博中心

4.G85（渝昆高速）-内环快
速路-东环立交-宝圣立交-金兴
大道-悦来大道-国博中心

5.G93（成渝环线高速）-内环
快速路-东环立交-宝圣立交-赵
家溪立交-悦来大道-国博中心。

江北机场
可乘地铁到国博中心

参观智博会的外地游客，在
江北机场下机后，可在航站楼内
乘轨道10号线，到悦来站下车后
在站内换乘轨道6号线直达，全程
约40分钟。

另外从江北机场乘坐出租车
到国博中心，全程约20分钟，费
用约27元。

主城各火车站
都有车接驳国博中心

乘火车来渝参观智博会的游客，到
重庆北站南广场下车后，可在站前广场
乘轨道3号线，到红旗河沟站下车后在
站内换乘轨道6号线，到礼嘉站下车再
换乘6号线国博支线即到，全程约53分
钟；从南广场乘出租车到国博中心，全
程约40分钟，费用约45元。

在重庆北站北广场下车的游客
可乘轨道10号线直达悦来站，在站

内换乘轨道6号线到达国博中心站，全
程约50分钟；从北广场乘出租车直达，
全程约30分钟，费用约40元。

在菜园坝火车站下车的游客
可乘坐公交车120、115路到花卉

园路站下车，换乘轨道6号线到礼嘉站
下车，在站内换乘6号线国博支线即到，
全程约63分钟；乘出租车直达，全程约
50分钟，费用约60元。

在重庆西站下车的游客
可乘坐公交车G01路到红旗河沟

枢纽站下车，换乘轨道6号线到礼嘉站
下车，站内换乘6号线国博支线即到，全
程约103分钟；乘坐出租车直达，全程
约51分钟，费用约90元。

在沙坪坝火车站下车的游客
可乘坐公交车220、183路到花卉

园路下车，步行220米乘坐轨道6号线
到礼嘉站下车，站内换乘6号线国博支
线即到，全程约78分钟；乘坐出租车直
达，全程约43分钟，费用约66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