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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云从科技）发布消息称，公
司的3D人体重建技术同时在该领域
三大权威数据集Human3.6M、Sur-
real和UP-3D上取得新突破：将原有
最低“误差”大幅降低30%，超过马克
斯-普朗克研究所、Amazon、宾夕法
尼亚大学等机构，刷新了世界纪录。

这次突破是云从科技一年以来第
五次打破计算机感知与认知领域的世
界纪录。作为重庆“创新土壤”中培育
出的“独角兽”，云从科技为何跑得如此
快？重庆日报记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
采访。

五破计算机感知与认知
领域世界纪录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云从科技于
2018年2月，在国内首发3D结构光人
脸识别技术，之后的创新之路犹如火箭
飞行。

2018年4月，云从科技跨镜追踪
（ReID）技术在Market-1501、Duke-
MTMC-reID、CUHK03三个数据集
上刷新世界纪录。

10月，云从科技发布Pyramidal-
FSMN语音识别模型，在全球最大的
开源语音识别数据集Librispeech上
刷新了世界纪录。

11月，云从科技发布OCR模型
Pixel- Anchor，在 ICDAR2015 及
ICDAR2017上取得全球第一。

2019年3月1日，云从科技在跨镜
追踪技术（ReID，Person Re-identifi-
cation）上再次取得重大进展，在三大主

流ReID数据集Market-1501、Duke-
MTMC-reID、CUHK03上超过阿里巴
巴、腾讯、微软、中科院自动化所等企业
与科研机构，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从去年4月到今年3月，云从科技
已五次打破计算机感知与认知领域的
世界纪录。

被胡润榜评为增速最快
“独角兽”

五破世界纪录，云从科技展现了强

大的研发实力，这在胡润榜上有所体
现。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2018第
三季度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中，
云从科技被评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增
速最快的“独角兽”企业，增幅达到
100%，估值超过200亿元。

云从科技拥有重庆、上海、广州、
成都、苏州 5个研发中心，美国硅谷
前沿实验室，以及中科院、上海交大
两个联合实验室组成的三级研发架

构。目前，云从科技在人工智能特别
是智能感知以及大数据领域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

在云从科技联合创始人姚志强看
来，知识产权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增
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云从科
技在短短3年时间内，已经先后在图像
识别、人脸识别方面布局专利70件，其
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65%。

云从科技取得突破与创
新土壤息息相关

云从科技于2015年 5月注册成
立，总部设在重庆两江新区，是一家专
注于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的高科技
企业。

“在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创
新型企业快速云集，为云从科技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姚志强表示，云
从科技连续取得重大突破，与两江新区
的创新土壤息息相关。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两江数字经济发展迅速，
刚刚挂牌一年的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
业园已吸引投资529亿元，新增企业
855家，聚集数字经济类企业3655家，
正加快建设全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
业数字化应用高地。

截至目前，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聚集了一批包括云从科技、新科电
子、软通动力在内的创新型企业。在两
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内，从事和数字经济
相关工作的人员已超过5万人，为两江
新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云从科技公司：

这只“独角兽”五破世界纪录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

3月21日11时，随着锋利的顶管机刀盘缓缓旋转破
“壁”而出，我国水利建设行业传出一大喜讯：

我国首次采用长距离硬岩微盾构顶管技术施工的大型
引水项目——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顺利贯通长达3224米
的输水线路3号无压隧洞。

这一输水线路的控制性工程成功贯通，创造了隧洞工
程同类型硬岩顶管施工世界纪录。

工程解决81万人饮水问题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是
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属于国
家发改委和水利部确定的首批PPP投融资改革试点项目。

据重庆水投集团副总经理黄敏吾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38.68亿元，主体工程主要包括大坝枢纽和输水线路，大坝
水库总库容1.52亿立方米，输水线路总长21.89公里（其中
隧洞共8个，总长16.15公里），建成后将为南岸区的观景口
水厂供水。

2016年11月，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实现截流。2017
年3月底，大坝填筑至265米度汛高程，度汛能力达到两百
年一遇的洪水标准。预计到2020年，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
将建成投用。

“目前，随着3号无压隧洞的顺利贯通，观景口水利枢
纽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0%。”黄敏吾说，项目建成后，
可为重庆主城茶园—鹿角组团69万人、沿线小城镇和农村
12万人供水，同时还承担着重庆中心城区380万人的生活
应急供水任务。

新技术让隧道管道一次成型

按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初步方案，输水隧洞全部采用
常规钻爆法施工，批复总工期为45个月。后来，考虑到开
挖隧洞山体多为硬岩地，施工方改为采用先进的微盾构顶
管施工技术，使施工效率提高5倍，工期至少能缩短一年。

黄敏吾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整个工程在建设总长
18.8千米、8座输水隧洞的施工中，首次在我国水利行业采
用长距离硬岩微盾构顶管技术。”

到底什么是微盾构顶管技术？他介绍，微盾构顶管施工
技术是在盾构施工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地下穿
越技术。其原理是在隧道施工时，在前端用微盾构机破碎开
路，再用液压千斤顶将钢筋砼管压入地层中，并在地层中加
压顶进。当第一节管全部顶入土层后，接着将第二节管接在
后面继续顶进，这样将一节节管子顶入，一次性建成涵管。

硬岩盾构技术在公路中应用较广，但在水利行业中却极少使用，因为公路桥梁常
用的盾构机断面直径较大，一般在4米以上，而水利工程所需隧洞一般用来安装输水
管线，断面直径相对小得多，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输水线路隧洞开挖内径仅为2.65米。

为解决这一难题，施工方从德国海瑞克公司引进了微盾构硬岩顶管设备，该
设备正适合小断面直径的输水管线施工。

“该技术单台设备一天能开挖直径宽2.65米、长10-15米的输水隧洞。而采
用传统的钻爆法，一天只能掘进3米左右。”黄敏吾说，采用长距离硬岩微盾构顶管
技术修建输水隧洞，不仅掘进速度快，施工安全可靠，且对环境干扰影响小，已被
水利部列为“示范推广项目”和“创新性施工研究与实施项目”。

各方合作攻下控制性工程

在整个输水线路建设工程中，全长3224米的3号无压隧洞，是整个项目的控
制性工程。施工中，项目参建各方通力协作，克服了涌泥、突水、软弱夹层等不良
地质带来的难题。

施工方中铁十八局集团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EPC总承包二标段总工程师杨
庆辉打了一个比方：“微盾构设备，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破壁豆浆机一样，它用锋
利的刀盘将岩土粉碎成颗粒后，再用导管将岩土颗粒运出隧道。”

令大家没有料到的是，原本一路顺利挺进的顶管“卡壳”了。2017年5月，当
工程人员在2号隧洞施工开挖时，在推进至550米处时顶管突然顶不动了。

“原来，微盾构设备遇到岩石破碎断层，整个管子被巨大压力包死了！” 杨庆
辉说，当时，如此长距离硬岩盾构顶管技术施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属首次，无任
何经验可借鉴，怎么办？

一方面，他们赶紧请来德国厂方专家，深入现场商量分析破解对策。另一方
面，他们又与重庆大学开展联合“会诊”，商量开展管道应力监测等实验。

经过整整5个月时间的努力，大家一同查找出了“卡壳”原因，并采取拆除部分
管道、增加“中继间”以扩大推力，终于再次启动了推进工程。

如今，3号无压隧洞顶管施工顺利完成，为如期实现观景口工程总工期目标积
累了宝贵的顶管施工经验，也为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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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中科云从公司、中

国移动物联网有限公司、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公司等企

业调研。调研中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坚持向改革

开放要动力，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

境，为创新松绑、为创业加油、为创造助力。

以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为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那么这几家科技型企业，是如何在创新创业

创造之路上奋力前行？昨日，重庆日报记者对3家企业

作了回访，了解他们一路走来的积极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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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3月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两江新区获悉，由两江新区、中移物联
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移物联网”）
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为”）联合打造的重庆两江新区物联网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已投入正式运营。
预计到2020年底，该中心将引入物联
网创新型企业上百家，打造国内一流的
物联网产业聚集地。

两江新区物联网产业协同创新中
心位于渝兴广场附近，总面积约15万
平方米，中心将聚焦智慧生活、智慧生
产、智慧基础设施等物联网产业创新
技术和应用，吸引物联网产业链上包
括智能终端、功能平台、行业解决方案
等各类企业入驻，最终做大重庆物联
网产业。

目前，创新中心已有包括亚信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瀚云科技有限公司
等7家企业签约入驻。同时，依托中
移物联网OneNet平台和华为云在技
术、产业链及各类资源上的优势，两江
新区还将把该区域打造成涵盖物联网

“云—管—端”的专业化产业平台。基
于这“云—管—端”架构及行业应用集
成能力，中移物联网将整合产业链优
质生态资源，为入驻企业提供全面技
术支撑、全方位培训和一站式孵化服
务，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助力入驻企业
快速发展。

“我们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的
信息化服务，孵化企业创新业务，联合
开发物联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打造
样板面向全国复制推广。”华为有关负
责人介绍，华为将基于华为云的全球化
布局，为入驻企业提供14大类的180
余项服务和100多种解决方案。

中移物联网公司：

联合华为在两江新区造“创新中心”

3月1日，在云从科技公司，通过3D人体重建技术，被扫描进试衣魔镜的“消费
者”正在试穿各种风格的服饰。 记者 张锦辉 摄

3月21日，我国最长硬岩顶管施工隧道（3224米）顺利
贯通。 （市水投集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制造企
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缺人才、缺技术、缺
资金，转型成本高，怎么办？别着急，有
专业的平台来帮忙。

3月21日，中国智谷（重庆）科技园
传出消息：该园区内的飞象工业互联网
平台，正致力于通过“三步走”战略助力
重庆制造企业解决上述烦恼，顺利实现
智能制造。未来5年内，该平台计划接
入100万工业设备，助力重庆制造企业
实现“智造”。

在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下称飞象工业互联网公司），“智能工
厂”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车间
里，一辆绿色小巧的自动导引车游走在
各个生产环节，将仓储、生产、质检、物
流等环节和设备通过工业级互联网相
联接。由此，从原材料运输到产品加
工、出成品、产品检测等各个流程，均实
现了无人化、自动化。

飞象工业互联网公司执行副总经
理穆金刚介绍，“智能工厂”所展示的，
仅仅是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智能制
造一个方面的应用。在智能制造方面，
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正联合智能制造

生态链上的企业，通过“三步走”战略助
力制造企业实现智能制造。

第一步，整合行业资源构建合作生
态，携手智能化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为
企业量身打造一站式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在此基础上，帮助企业内部实现数
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使工
厂内部生产各环节达到协同化的智能
生产。

第二步，帮助各企业之间，以及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打通数据和业务流程，
以此实现各行业供应链企业协同智能
生产的模式。

第三步，通过打通消费互联网及工
业互联网的信息流转，最终实现从消费
者到生产的C2M（顾客对工厂)大规划
定制化协同智能生产模式，真正在产、
销、研等各工业环节实现智能制造的新
模式。

通过这三步，制造业企业无需投资
构建智能化生产所需的数据中心和机
房，能节省90%的智能制造部署时间，
减少80%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时间。
据悉，自2018年8月成立以来，飞象工
业互联网平台已陆续和15家企业签订

了合作协议。
“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未来目

标，是要打造工业互联网的‘重庆标

准’。”穆金刚说，即为制造企业，特别是
中小企业量身打造智能化制造升级转
型方案。

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

打造“重庆标准”助渝企智能升级

3月21日，在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介绍其自主研发的物联网开
放平台OneNET。 记者 张锦辉 摄

3月21日，重庆飞象工业互联网公司，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智能工厂运行演示。
特约摄影 龙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如何破解
区域医疗资源失衡难题，让小病不再往
大医院跑？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医院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3月
19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按照《通
知》要求，包括重庆在内的20个城市
（直辖市）将试点社区医院建设，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为社区医院。加挂
社区医院牌子后，社区医院可开展三级
及以下级别手术。

据介绍，试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将转型升级为社区医院，承担更多医疗
任务。按照《通知》要求，在临床科室方
面，社区医院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
本标准》科室设置要求的基础上，至少设
置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眼科、
耳鼻喉科、精神（心理）科、安宁疗护（临
终关怀）科、血液透析科等专业科室中的
5个二级学科科室，有条件的可设置部分
三级学科科室；在医技等科室方面，至少

设置医学检验科（化验室）、医学影像科、
心电图室、西（中）药房，有条件的可设置
胃镜室等功能检查室；至少设有综合办
公室（党建办公室）、医务科（质管科）、护
理科、院感科、公共卫生管理科、财务资
产科，有条件的可设置信息科、病案室
等。同时，社区医院可按照服务人口
1.0-1.5张/千人配置床位，主要以老年、
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为主。

《通知》指出，社区医院要提高中医
药服务和医疗康复能力，为群众提供中
医特色服务。积极参与医联体建设，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加挂社区医院牌子
后，社区医院可以开展一级、二级手术，
经评估达到二级医院水平的可以开展
三级及以下级别手术。开展手术操作
的社区医院应当设置手术室、麻醉科，
病理诊断可由第三方机构或者医联体
上级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重庆将试点社区医院建设
社区医院可开展三级及以下级别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