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版副刊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CHONGQING

DAILY
美编 李梦妮

地理重庆

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
略咨询委员会和中国工程院
战略咨询中心联合编著、电子
工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的《智 能 制

造》一书，深入阐述了智能制
造的内涵和特征，介绍了大数
据时代数据分析的变革、挑战
和应用、云制造的技术和应用

案例等。这期两江潮读书会，
邀请到两位专业人士，围绕该
书 内 容 ，就 智 能 制 造 各 抒 己
见。

编 者 按

所谓智能制造，就是对产品生命周期
内整个价值创造链进行优化和控制，实现
对生产制造全过程的实时控制、精确管理
和科学决策，使产品从创意、订单、研发、生
产、交付、运维直至报废利用等各个阶段，
都能更好满足日益个性化客户需求，其共
性核心技术就是工业物联网（CPS）、大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通过工业物联网将智能设备、人和数
据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由机器、设备、集群
和网络组成的庞大信息物理世界，并以智
能的方式利用这些数据，将服务延展到产
品的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进而带来了
新的产业价值。如：通过工业物联网使真
实的生产工厂与虚拟的数字工厂同步运
行，真实工厂生产时的数据参数、生产环境

等都会通过虚拟工厂反映出来，而人则通
过虚拟工厂监控真实工厂的生产过程。

通过对工业物联网收集的海量数据进
行大数据分析，把分析所得的信息用于优
化生产和运营。一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洞
察设备的运行状况，并据此对设备的运维
进行优化，实现经济价值的提升；二是通过
大数据分析，实现优化决策，推动生产和运
营的智能化，装备和资源使用效益的最大
化，从而创造新的经济成效和社会价值；三
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个性化定制、全生
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等
各种生产服务。

人工智能则渗透到设计、生产、物流、
销售、服务等各个制造环节，包括产品智能
化、装备智能化、生产方式智能化、管理智

能化和服务智能化等五个方面。
以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饰生产为

例。青岛红领制衣在全球第一个实现服装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智能制造。设计方
面，顾客可以在一分钟内拥有专属于自己
的版型，自主设计选择自己想要的款式、面
料、工艺以及纽扣的样式数量、刺绣内容，
甚至每一处缝衣线的颜色和缝法。智能制
造系统则自动完成版型匹配、工艺优化、面
辅料供应整合、自动排程、自动分配工序、
自动驱动裁剪、自动指挥流水线生产、自动
配套、自动入库等后续环节，7个工作日完
成制造，10天左右顾客就可以收到完全属
于自己的个性化定制服装，而成本仅是非
定制服装的1.1倍。

以我们家庭不可缺少的空调生产为

例。用户通过海尔互联工厂的用户交互定
制平台，可根据个人喜好自由选择空调的
颜色、款式、性能、结构等定制自己的专属
空调，用户提交订单后，智能制造系统根
据订单信息自动排产，并将信息自动传递
给各个工序生产线及所有模块商、物流
商，其生产线可以兼容不同模块同时生
产。用户可通过多种终端查看产品“诞
生”的整个过程，产品生产过程都在用户

“掌握”之中。
中国制造强调数字化、网化、智能化的

智能制造实施途径，即强调以人为本，实现
柔性、集成、协同、高效、精益、绿色的制造
模式，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生态系统。

（作者系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院
长、思科—重邮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

智能制造有三大核心技术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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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多年，我常常做两个内容基本相
同的约等于恶梦的梦：我匆匆赶到从上新
街上黄桷垭的公共客车站，不是收班了，就
是等车的人密密麻麻，要不就是上不去，挤
上去了也没有位子，车厢中人与人如罐头
里的沙丁鱼，全身接触无障碍。有密集恐
惧症的人根本不敢坐这路车，只有去爬黄
葛坡。那时有人诙谐地把赶车归纳为：越
栏、牯爬、挤累压。还有一个梦就是，年幼的
我迈着小腿眼泪汪汪地一步一步向上，黄
葛坡如云梯直入云霄，要不就是我一少女
行走在森林密布漆黑无人的黄葛坡，攥紧
粉拳，不断给自己打气：不怕不怕！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黄桷垭人出行真
是太艰难了。无论是上山或下山，皆要通
过黄葛坡，那是由一千多步青石向上铺成
的山道，一条让人爱恨交织纠缠不休的路，
上山的人恨它山高梯坎多，爬得人气喘吁
吁脚耙手软四季出汗。可没有它，黄桷垭
人到上新街，过长江到解放碑甚至更远，难
上加难。

那时爬黄葛坡没有休闲看风景一说，
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为了生计在奔波。挑菜
下山担粪上山的农民，总是自觉地走在石
板梯的外侧，天长日久，负重的双脚把坚硬
的石板磨出了浅坑深凹。过去山上电视效
果不好，老公还从海棠溪河边扛一根楠竹
上山，用于加长天线。

我幼小的时候还遇见过马儿托着物资

上山，它们的铁掌走在石板上发出铿锵有
力的金属声。我是在襁褓中随骑马的父
母、奶奶、姐姐从解放碑迁徙到南岸黄桷垭
的。我长于斯，直到工作后才离开这里，返
回了老家渝中区。

我命中注定与大山有不解之缘，居然
老公来自歌乐山。所以，每次回婆家，也需
要走很长的山路，爬三百梯，才能到达高高
的歌乐山。如果坐车就要从新桥、山洞绕
啊绕，而且乘车的状况与上黄桷垭别无二
致。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不是上黄桷垭
看望父母，就是上歌乐山看儿子和公婆。
爬山的累如烙印般印在心里。

其实反复做这两个梦的时候，上山难
的状况早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遍大江南北，“要致富先修路”遍及城乡，路
况好了，线路多了，车次多了，出租车昼夜
穿行，自家也有车了，上山早已不是个事儿
了，加之老人们也相继走了，我们与山，该
不再有什么惦念牵挂了吧。

然，早已定居渝中区多年的我们，竟想
到山上去度晚年。

我想回归黄桷垭，那里有我游过泳的
涂山湖，爬过的文峰塔……过去破旧狭窄
灰尘仆仆的黄桷垭早已成为了宽敞时尚的
风情小镇，新世纪超市早就入住，不像过去
买点板姜牛肉鱼虾也需下山过长江到大阳
沟去买。山上出现了好几个高端社区，好
多城里人欣然成为了黄桷垭人。

黄葛坡早已名正言顺挂牌为黄葛古
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掩映在满山的香
樟松树中，石梯两旁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既
沧桑又苍翠的巨大黄葛树，这是一条古老
而生机盎然的路。人们来这里访古忆旧、
休闲娱乐、眺望长江，个个春风满面。

老公坚持要上歌乐山，说歌乐山比黄
桷垭山更高林更密……最终我们选择了歌
乐山定居。山居的日子安静得让人感到幸
福。早上睡到自然醒，一睁眼满目都是苍
翠，满耳皆是鸟鸣，吐纳全是清香。

如今的山居生活舒适安逸方便。网购
犹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天涯海角的物资就在手指一点间，两三天
的时间，买的宝贝就从东南西北来到楼下

“格格”里，犹如到自家橱柜取物。
我们和两条狗狗常常开车奔驰在美丽

乡村的柏油路上，现在泥泞已经不是乡村
公路的代名词，柏油路畅通到村村寨寨，连
田坎也大都是水泥或石板。我们去奶农家
打牛奶，去菜农家买新鲜蔬菜。一路上，春
看桃红梨白，夏观荷塘美景，秋闻满山桂
香，冬赏腊梅傲雪……

黄昏或夜晚闲庭信步小区，家在右山
在左月亮在天上，花园流水在中央，香樟涛
涛，松风徐徐，月光如水，身心通透如洗。
或许正应了陶渊明《归去来辞》里那句：云
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也许，最初和最后的地方，才是最美的。

从那山到这山 朱一平

《智能制造》一书阐述了智能制造标准
化工作面临的挑战及我国智能制造体系的
初步设想，分别介绍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专项行动、“数控一代”和“智能一代”的实
施成效与总体情况等，可为政府部门、制造
业企业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制造业政策制
定、管理决策和咨询研究的人员提供参考。

智能制造作为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
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变革和科技创新的制
高点。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对我市发展
智能制造尤为重要。

第一，搭建支撑平台。平台搭建是发展
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一是搭建理论研究
平台。组织专家学者探讨智能制造本质，把
握智能制造规律，洞察智能制造趋势，前瞻
性地提出我市发展智能制造的产业方向和

重点布局。二是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加快
建设智能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组织高校、学
会和企业联合建立若干示范性颠覆式科技
创新平台，补齐集成电路、芯片等短板，抢占
科技创新制高点。三是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充分发挥智博会等相关国际展会作用，同国
内外广泛开展技术创新、数据共享、市场应用
等方面交流合作，共享智能制造发展机遇。
成立大数据分析机构，推进政务数据资源整
合和开放共享，带动商用、民用数据的整合
与共享，打造智能产业发展新优势。四是搭
建企业云服务平台。主动跟进提供工业软
件工具使用指导、知识产权评估、科技成果
转化、法律风险把控、大数据共享及交易、网
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精准服务，“一企
一策”为企业排忧解难。

第二，注重分类指导。分类指导是发
展智能制造的有效途径。一是大力培育智
能产业。重点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软件服务、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装
备等12大产业，推动智能技术转化应用和
产品创新，促进技术集成与商业模式创新，
布局中高端产业链，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二是大力改造提升
传统制造业。面向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等
重点行业，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重点抓
好企业互联网构建和智能工厂打造，推进
传统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创新，推
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三是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按照发达国家两
个70%的经济规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 70%，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

70%），提高生产性服务收入在企业总收入
中的比重，将制造业打造成为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战场。

第三，建设人才队伍。专业人才是推
进智能制造的关键因素。一是注重引进人
才智力。编制《重庆市引进智能制造高层
次人才参考目录》，靶向引进高端研发人才
和团队。大力实施“鸿雁计划”，积极拓展
海外引才引智渠道。加强院士专家工作
站、海智工作站、离岸创业基地建设，柔性
引进全球智力资源。加强本地人才队伍建
设，营造“近悦远来”的良好氛围。二是注
重创新人才培养。持续加强科学普及工
作，大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厚植科技创新
的沃土。完善高校学科布局，引入市场竞
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职业技
能培训，推广中小学STEM教育，不断提升
优质人才的供给能力。建立智能制造人才
培养标准，完善企业培养智能制造人才的
激励政策，发动企业将实体经济中聚集的
大量具有深厚行业经验的传统人才“升级”

为智能制造人才。三是注重激发人才活
力。落实分类评价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机
制，建立智能制造人才评价机制。

第四，强化政策保障。政策支持是推
进智能制造的坚强后盾。一是争取国家政
策。积极争取成为制造强国建设试点示范
城市，引入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资源、重大
工程和试点示范项目支持，助力我市加快
建成国家重要的智能产业基地和全国一流
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示范之城。二是强化
政策创新。充分发挥扶持政策、财政资金
的杠杆作用，创新财政政策、价格政策、金
融政策、投资政策支持方式，做到综合施
策、因情施策、精准施策，为推进智能制造
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抓好政策落实。跟踪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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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
年）》落实情况，根据国内外新情况、新变化
及时优化调整我市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
措施，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落实力。

（作者系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发展智能制造要在四方面发力 程伟

石头极其普通，毫不希罕，几乎处处
都有，时时可见。但是，如果有一块凝聚
着时光烟云的石头被你发现，那就不同一
般了，如果这块石头来自远古，那更是奇
迹！在万盛古石林，我就幸运地邂逅了一
群来自六亿年前的石头，那是造物主赐予
这片土地的无价之宝！也是久远得无法
想像的古老岁月的最好见证！

闯进这片神奇的石头森林，千姿百态
的俏石怪岩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有
的气势磅礴，像万匹骏马扬鬃奋蹄，锐不
可当；有的迤逦绵延，峰峦起伏，像缓缓行
进的驼队，远走大漠；有的雄姿勃勃，似大
鹏展翅欲飞；有的憨态可掬，如熊猫竹林
踱步……最引人注目的是扇子石，这块扇
状巨石高七米，最宽处达六米，最厚处不
足两米，重达二百多吨，堪称石林王国的
巨无霸！还有充满玄机的石鼓，颇像一面
世间无双的大鼓。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

“石人对石鼓，黄金五万五。谁能找得到，
买下重庆府。”不知和石鼓遥遥相对的石
人，隐藏在何处？留给人们一个神秘的悬
念。

此外，还有千塔林、香炉山、情侣石、
同床异梦、海螺歪吹、神龟守寨等等仪态
万千、出神入化的造型，组成了一个浩瀚
而奇崛的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石林。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每块巨石的表面
都状如鳞甲，深深地嵌在石头上，精致细
腻，浑然天成。这些浑身披覆着鳞片的石
头带着海洋生命的痕迹，有别于他乡异域
的任何石头。

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巨石阵
享誉世界，但它只有五千年的历史；智利

复活岛上的巨人石像奇幻威严，但直到十
八世纪初才被发现，雕刻时间和作者众说
纷纭，无法确定；至于埃及金字塔，堪称最
宏伟的石头的杰作！那么多那么重的巨
石，当时是如何输送上去的，至今仍是一
个千古之谜，无人破解，但它也只经历了
四千多年的岁月。

拥有悠久历史的希腊向来以石头闻
名遐迩，当然还有海水和阳光。著名作
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在《希腊的石头》一文
中说，他在希腊到处寻访古老的石头，从
一片片石头的遗址找到时光隧道的入口，
打开历史的大门。但历史总是无情的，被
时光的筛子筛下来的只有这些残垣断碑，
兀自竖立的石柱……

纵观大千世界，放眼五湖四海，唯有
中国的西南地区才有罕见的石林。二十
多年前，我到昆明参加第三届中国艺术
节，曾专程前往云南石林参观，第一次见
识了神奇的石头森林，那些或阳刚或婉约
的奇石撞进我的眼帘，让人唏嘘不已！特
别是那块名曰“阿诗玛”的人形石头仪态
端庄，造型玲珑，堪称一绝！上个世纪六
十年代，这里成为电影《阿诗玛》的拍摄
地，于是名声大振，瞻仰者络绎不绝。

但是，云南石林中，没有身披鳞甲的
石头，可见它生成的年代还不够久远。万
盛的龙鳞石海比云南石林至少年长两亿
年，堪称石林的鼻祖！

万盛真是一块福地！地下蕴藏着乌
金，曾经名扬重庆的南桐煤矿源源不断
地产出过优质煤，随着采煤工业日渐式
微，富有智慧的万盛人及时转型，利用
地上的资源黑山谷和古石林发展旅游
业，已经取得显著成果，被评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为万盛创造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石林的遐想 邢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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