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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
数据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它将

和资本、劳动力等一起成为新时代的生
产资料。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
让区块链技术在农产品溯源中发挥

作用，将真正实现农产品可追溯。

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
我国物联网正加速进入跨界融合、

集成创新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但也
面临国际竞争压力，机遇与挑战并存。

东方电气董事长邹磊：
企业只有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才能

抵消市场对企业的影响，才能实现转型
升级、做优做强。

智博会重要嘉宾介绍

福玛特董事长宋红丽：
互联网的确带来很多变化和新玩

法，但无论什么时候，产品都是最重要
的，消费者不可能给不好用的产品持续
买单。

（以上智博会嘉宾以现场实到为准）。
本报记者 夏元 崔曜 整理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8月17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获悉，物奇科技、好未来、前沿消费行
为等5家企业将携11件产品参加智
博会。

由物奇科技带来的PLC语音灯
控可以实现语音采集识别，并把指令
数据通过电力线传输到终端来控制
灯光的变化。该项目可以广泛应用
于工业、智能家居以及一些专业的应
用场景。另外，其自主研发的带通信
功能的3D人脸识别芯片，具备本地
3D点云生成和3D图像识别等功能，
能广泛应用于3D支付、智能门锁等
物联网场景。

好未来将展出送餐机器人和智
能餐桌两个项目。其中，送餐机器人
运用了机器人控制系统及驱动系统，
采用深度视觉和高精度雷达传感器，
更优化的导航定位技术及臂章技术
等，旨在解决现代服务业招工难、用
工难的问题，大大降低用工成本，可
以应用于酒店、餐厅、咖啡厅等服务
业中；智能餐桌可以呈现点餐支付、
游戏娱乐、网页浏览、聊天互动、视频
图片宣传播放等功能，软件后台融入
了大数据收集与应用、互联网以及人

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服务业的智能化
发展。

重庆仙桃前沿消费行为大数据
有限公司将带来一款专门为儿童口
腔健康研发的智能软件Xrush。它
是利用九轴陀螺仪采集刷牙行为数
据，生成刷牙的可视化分析报告，帮
助家长对孩子的牙齿进行管理，也为
牙医提供参考数据。此外，它还通过
圆弧刷牙法设计了专业教程，帮助儿
童学习刷牙，并通过巧妙的激励机制
让儿童爱上刷牙。

作为重庆渝北区创新生态圈建
设的重要载体，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目
前已引进ARM、华为、中科创达等
科技企业 93 家、从业人员 2200 余
人，形成创新生态圈雏形和创新创业
的浓厚氛围；汇聚了PNP、安创空间
等10余家孵化加速器（其中国家级
孵化器 1 个，市级孵化器 2 个），投用
3万平方米孵化场地，提供多元化空
间和载体；建成投用仙桃国际学院，
提供定制化梯级人才培养；建成10
大开放共享平台及传音研发中心、智
能硬件检测基地等公共平台，提供全
套技术解决方案，为创新创业培育优
质土壤。

智能家居、送餐机器人、儿童口腔健康智能软件……

仙桃数据谷
11个项目参展智博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
希望培养更多高水平人才，把国内

创伤医学提高到更高水平，让“智慧医
疗”多给老百姓解决问题。

想了解什么是“数字化车间”？
去智博会上看吧！
8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位于

璧山国家高新区的重庆蓝黛动力传
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自去年
起，该企业便启动“数字化车间”改
造，截至今年7月已基本完成，进入
试运行阶段。

作为本届智博会的参展企业，届
时，蓝黛传动将在智博会展场内安装
6块显示屏，实时显示其“数字化车
间”生产状态。

生产车间：机器人比工人多

先从料仓取出一个毛胚，放到滚
齿机上加工，然后再拿到倒棱机上倒
棱，之后又放进剃齿机剃齿。三道工
序后，一个齿轮就成型了——然而，
从事这一系列操作的，并不是工人，
而是一个机器手。

这是8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蓝黛动力齿轮一厂看到的场景。这样
的机器手，这个车间一共有80多台。

“过去，从事这三个环节，至少需
要两名工人。现在使用机器手，我们
将这三个环节设计成一个单元，一个
工人可以同时监管三个单元。”蓝黛
传动副总经理郝继铭告诉记者。

而在对面的蓝黛动力齿轮二厂，
自动化程度更高。

厂房内的设备，像一列列摆放整
齐的动车组，每一列“动车”都由七八
个封闭式“车厢”构成。整个车间安
安静静，看不到几个工人，只有“列
车”顶上，一个个桁架机器人在“车
厢”间来回滑动。

“每一个‘车厢’，其实就是一个
自动化加工的工序。”郝继铭告诉记
者，桁架机器人负责取件、传达。一
个毛胚走完这七八道程序，就变成了
一个成品。

MES系统：“数字化
车间”的大脑

自动化设备、机器人，是不是就
是“数字化车间”的全部？

“当然不是！最核心的其实是我
们研发的MES系统，它才是数字化

车间的大脑。”郝继铭告诉记者，
MES系统即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
虽然国内制造企业做MES系统的并
不少，但真正做成功的却不多。

其原因，是因为其工作流程没有
优化，管理没有做到精益化，各个环
节的标准化、规范化没有做好。“这就
好比过去的工作是用笔写，现在是输
入电脑，虽然方式不同，但流程并没
有改变，效率提升并不明显。”

因此，蓝黛动力和重庆大学、重
庆机床厂一起进行研发时，重点放在
工作流程再造和管理优化上，实现了
人员、机器、物料、方法的“4M”智能
化管理。

如今，工厂接到销售部门的订单
后，只需输入系统，就可自动生成生
产订单。“公司有600多种产品，每个
产品有30—40个工序，生产设备有

上千台。”据称，系统通过几十万条信
息的计算，会给出一个最优的计划。

“这就像我们使用的导航地图，只要
输入目的地，就会自动计算出哪条路
最短、哪条路最快、哪条路收费高，从
而选择出最优路线”。

如此一来，员工上班后，只需来
到自己对应的机台前，输入工号，就
知道他今天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技术
资料是什么，设备是否完好，然后就
按照这些指令对生产进行监管。

提升品质成为丰田供货商

进行数字化改造后的蓝黛传动，
得到了丰田汽车的青睐。

据介绍，为提升TNGA（丰田新
全球架构）的竞争力，丰田在全球重
新进行供应商的选择。在蓝黛传动

参与的齿轮领域，丰田一共考量了5
家企业，其中包括日本、德国的企
业。最终，丰田选择了来自中国重庆
的蓝黛传动。

那是因为经过数字化改造后，蓝
黛传动不仅运营成本降低了，生产效
率还提高了，产品升级周期缩短了，
产品不良率也大幅降低。

“丰田素来以精益管理著称，对
产品品质的要求非常高。”郝继铭介
绍，去年下半年，丰田前后十次派人
到蓝黛传动进行考察，考察人员共计
600多人次。在考察的同时，丰田也
为蓝黛传动“数字化车间”的改造提
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帮助。

“成为丰田的供应商，不仅能提
升企业的知名度和行业地位，同时还
能进一步促进企业管理的提升。”郝
继铭称。

蓝黛传动“数字化车间”将参会
本报记者 曾立 实习生 蒲枫涵

全国首辆商用级无人驾驶电动车“阿波龙”。 （重庆车检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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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加坡电 （首席记者 陈
钧 实习生 陈俊伶 唐璨）洪崖洞
等重庆多处景点，引国内外无数游客
打卡留念。景区热了，排队、拥挤也成
了问题。如何有效防控景区拥挤问
题？如何提升游客满意度？本届智博
会上，新加坡浮游科技有限公司将演
示专供重庆的智慧旅游产品——“爱
重庆”（AiChongQing）APP。

8月17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提
供商——新加坡浮游科技有限公司
介绍，“爱重庆”（AiChongQing）
APP由该公司与重庆市旅游投资集

团合作打造，将于智博会开幕前一
天——8月22日下午发布，支持安卓、
ios和微信小程序。“爱重庆”APP第
一期的智能功能包括AI语音导览、智
能客服、个性化景区推荐等。届时，
观众可现场体验智慧旅游的魅力。

浮游科技联合创始人李绍欢介

绍，浮游的智慧旅游产品旨在为旅游
城区和大型景区提供全球领先的智
能解决方案，可通过行程规划、目的
地实时信息分析等为游客提供全方
位、智能化的旅游建议。

比如对于洪崖洞，重庆市旅投
集团与浮游合作研发实时数据平

台——对热门景点人流进行监控定
制的智能化景区运营系统。游客在
去洪崖洞前，可提前通过景区微信公
众号了解洪崖洞的游客人数、人流分
布、排队情况、拥挤程度等，以便提前
规划游览路径。而管理方则会在人
流拥挤时收到系统信息预警，及时采
取措施，制定疏散路线。

AI语音导览、智能客服、个性化景区推荐

“爱重庆”APP助你智慧旅游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8月17日发布消息，
在 8 月 23 日-25 日智博会召开期
间，国博中心将增开多条特需公交
线，同时各场馆之间将开通免费摆
渡车。

在智博会3天会期内，运行于国
博中心周边的公交685路、635路等
6条公交线将加大发车密度，延长开
收班时间。

同时，为满足参展嘉宾出行需
求，我市还将增开国博中心至江北机
场的机场快线，国博中心至重庆西站
和北站的高铁快线，以及国博中心至

磁器口、解放碑等观光巴士专线，并
做好新开国博观光巴士与已有
T480、T002、T003、T033 等观光巴
士线路免费换乘。

另外为应对突发情况，届时轨道
10号线、6号线国博线将分别准备2
列机动运力，并同步准备46台公交
机动运力、100台出租应急运力，对
客流进行及时疏运。

智博会期间国博中心将增开多条公交线

各场馆开通免费摆渡车

形如一个小面包，可乘坐14人，
充一次电可以跑100公里，一个多月
前，由百度公司和金龙客车合作生产
的全国首辆商用级无人驾驶电动车

“阿波龙”，正式量产下线。而在汽车
量产前，必须经过专业场地测试，并
获得相关认证。阿波龙的专业场地
测试，正是在重庆完成的，主导这项
测试的，是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车检院）。

就在不久前，重庆车检院位于九
龙坡金凤的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
基地，获得交通运输部认定。目前全
国获此资质的，只有3家。

在即将召开的智博会上，重庆车
检院将携带阿波龙前来参展，还将一
并展出驾驶机器人系统、行人目标模
型等一系列先进的自动驾驶测试仪
器设备，让市民近距离体验自动驾驶
汽车是如何进行专业场地测试的。

此外，在 200余平方米的展位
上，重庆车检院将展示其在自动驾驶
和车路协同方面的测试评价能力，涵
盖从零部件测试、硬件在环测试、
V2X测试、实车道路测试的智能网联

汽车全测试链条。
事实上，为规范引导自动驾驶封

闭场地测试，推进自动驾驶技术发
展，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制定了严格的
技术标准。8月16日，重庆日报记者

到重庆车检院的自动驾驶封闭场地
测试基地进行了打探。

该基地占地约500亩、总投资近
6亿元，是在西部地区唯一的第三方
专业试车场——重庆机动车强检试

验场的基础上，通过智能化改建而
成。基地内部署了12座具备专用短
程通讯、高精定位、环境感知等功能
的复合路侧基础设施及自主研发的
路侧终端、车载终端及智能监控系
统。

重庆车检院智能汽车及主动安
全测试研究中心博士祖晖介绍，基地
内共设计建设了48种基础测试应用
场景，其中网联协同类场景28个，自
动驾驶类20个。“这些场景都是为自
动驾驶测试量身定做的。”祖晖举例
说，隧道可测试车辆搭载的摄像头等
传感器对光线变化的适应能力，陡坡
可检测车辆辨别坡道的能力。

据悉，该基地不仅可以针对性地
测试验证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效率、
驾驶行为、异常处理能力等单方面的
性能，还可以组合考验自动驾驶汽车
的综合性能。自运行以来，该基地承
担了行业近半的商用车ADAS系统
测试标定及系统匹配任务，完成了阿
波龙L4级无人驾驶小巴，以及力帆、
奇瑞等企业的自动驾驶工程样车典
型路况和交通场景测试。

全国首辆商用级无人驾驶电动车在渝完成专业场地测试

智博会上可近距离打探“阿波龙”
本报记者 吴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