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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那些事（下）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本报记者 夏元 崔曜 实习生 孙天然

在重庆中光电的车间里，每天都上演着“玻璃
变形记”——一块普通玻璃，经过智能化工艺加工
后，即可用于手机、电脑的显示屏，身价倍增。

金康汽车打造汽车工厂4.0标准的智能工厂，
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定制化和网联化，1000台机器
人辅助造车，成为重庆汽车产业标杆性智能工厂。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在北京现代内部被称为旗

舰工厂，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是这个工厂的“杀手
锏”。

爱思翼航空的“秘密武器”——无人机虚拟测
试平台，可模拟出青藏高原等真实场景，可模拟出
各种应急救援场景，对研发新产品帮助很大。

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为经济赋
能，为生活添彩。

眼球追踪、动作捕捉、手势跟踪、触觉反
馈……尽管是虚拟的场景，无人机驾驶员操作
起来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8月5日，在位于九
龙坡区启迪科技园的重庆爱思翼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爱思翼航空），记者见到了该公
司的“秘密武器”——无人机虚拟测试平台。“这
些技术的应用增强了人与虚拟环境的交互性，
对我们研发新产品帮助很大。”爱思翼航空CEO
周少阳说。自去年8月落户启迪科技园以来，爱

思翼航空一直专注于工业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
在周少阳带领下，记者走进了爱思翼航空

研发中心。几名工作人员正坐在电脑前，佩戴
VR眼镜，使用无人机虚拟测试平台。“工业无
人机不同于消费无人机，必须在各种极端环境
中进行模拟测试，要让驾驶员熟悉并适应各种
场景。我们能模拟出塔克拉玛干沙漠、青藏高
原等真实场景，也能创造出研发者自己设计的
场景。”周少阳告诉记者，这样一种沉浸式体验

十分宝贵，即使驾驶员操纵真实的无人机也只
能从单一视角观察周围的环境，通过虚拟测试
平台提供的画面能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带来的
空间感、距离感让人真假难辨。

走出爱思翼航空研发中心，记者看见在园
区空地上，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一架无人
机。这架无人机的外壳还没安装好，看起很像
普通的直升机，不过，机型要小很多，只有2米
长。在一阵嗡嗡声中，工作人员直接手抛无人

机起飞，没有任何遥控器操纵。这架无人机在
空中前后左右飞行，时不时上下翻滚。

“这是我们通过无人机虚拟测试平台自主
研发的ZT5无人机，全电飞行航时为6小时，抗
风性较好，可以用于应急救援。”周少阳抚摸着
正在调试的ZT5无人机，“我们的虚拟测试平
台还增加了很多应急救援场景，模拟各种气象
条件。”他打比方说，火灾发生时，平台可以模拟
不同风向、风速的受灾场景，在此情况下无人机
应该如何安全地通过，并拍摄受灾画面，这是对
无人机以及驾驶员的双重考验。这种虚拟的应
急场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哪怕飞行失败了，
也可以不断重来，找到最好的飞行路径。

爱思翼航空 “秘密武器”模拟各种应急救援场景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袁凯）8月6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
2019“智博杯”青年大数据智能化创新
创业大赛自6月28日开启报名以来，受
到了大数据智能化优秀创业青年、创业
团队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截至7月30
日，已经有423家企业参与报名。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智能化：为经
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分为境内
初创组、成长组、境外组3个组别，面向
全球青年创业者征集优秀创新创业项
目。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大赛
目前报名参赛企业来自北京、深圳、杭
州、武汉、重庆等省市，包括兰空无人机
防御、WorthCloud AIoT、实习僧等国
内知名创业企业。此外，有美国、荷兰、
法国、新加坡、瑞士、马来西亚等20个境
外企业报名参加。

据悉，2019“智博杯”青年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创业大赛，将在8月上旬进行
复赛，8月28日进行决赛。本次大赛参
赛项目均有机会获得创业和落地政策支
持，而境内初创、成长组，境外组，每个组
别获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可获得2万
至10万元的奖金奖励，在智博会闭幕式
上将进行大赛颁奖，为获奖选手颁发奖
杯、证书和奖金。

2019“智博杯”青年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创业大赛即将开赛

423家企业报名参赛

一块普通玻璃，经过智能化工艺加工后，在
15天工期内即可用于手机、电脑的显示屏，身
价倍增。在渝北区中光电产业园，重庆市中光
电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光电）通
过智能化生产线，持续为一大批“重庆造”手机
提供显示屏。

8月5日，记者走进重庆中光电进行探访。
在屏幕组件组装、精密模组切割等不同事业部
的多个车间内，每天都上演着“玻璃变形
记”——车间里没有传统生产车间机械轰鸣、火

花飞溅的嘈杂，流水线上全都是机器作业，干净
整洁得像一个图书馆。

重庆中光电行政经理戴春平称，该企业将
普通玻璃制成显示屏的所有生产流程都采用智
能化方式，包括上个流程与下个流程间的传送
运输都不需要人工参与，由机械手臂抓取或传
送带完成。

“比如导光板注塑数字化车间，整个车间内
只需3名检查人员负责观察机械运行，核实机
台的上报数据就行。”负责项目研发的重庆中光

电常务副总经理李浩介绍，这个投资6000万元
建成的智能化车间，集中购置了注塑机、模温机
等160多台套智能设备，主要生产手机屏幕上
的重要配件导光板。

宋超是该车间为数不多的操作工之一。
他每天的工作是操作数控机床输入指令，建
立车间制造实行系统，实现车间作业计划、物
料、制造等生产过程信息化管理，然后再建立
车间设备状态采集与监控系统，实现设备实
时数据采集，即由智能设备进行导光板规模

化生产。曾经需要人工操作1分钟才能完成
的一块导光板，交给智能设备仅20秒即可完
成生产。

“智能化生产让工人们摆脱了过去机械重
复的体力活。更多人力和时间用于产品研发。”
李浩说，导光板注塑数字化车间项目建成后，生
产效率提高了40%，运营成本降低28%，产品
研制周期缩短35%，不良品率降低26%，产值
能耗降低16%。

自2017年3月项目正式投产以来，目前重
庆中光电显示屏模组产品月产能达到1500万
件套，一大批超窄边框、超薄厚度、高亮度且造
型各异的手机显示屏，持续为传音、维沃等“重
庆造”手机品牌提供本地化配套。

重庆中光电 “变形大法”让普通玻璃变身手机显示屏

重庆本土汽车企业——重庆金康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康汽车）打造的首款新
能源汽车——金康赛力斯SF5即将在今年第三
季度上市。

金康汽车智能工厂位于两江新区鱼复工业
园，占地733.6亩，目前工厂已经开始试制样
车。

总投资达25亿元的金康汽车智能工厂，以
德国工业4.0（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
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能化，最后达到
快速、有效、定制化的产品供应）标准建造、拥有

智能协同系统的“数字大脑”。它的代际属性，
已超越现有的汽车工厂3.0，其自动化、智能化、
定制化和网联化四大特性，使其成为国内罕有
的满足工业4.0标准的工厂，被誉为重庆汽车
产业的标杆性智能工厂。

汽车工厂4.0与一般的汽车工厂有什么不
同？金康赛力斯公司总裁张正萍介绍，智能工
厂是在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技术
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服务，集初步智能手
段和智能系统等新兴技术于一体，构建的高
效、节能、绿色、环保、舒适的人性化工厂。

工厂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以及电池
PACK和充电检测车间，共有机器人约1000
台。整个生产线的焊接、涂胶、滚边、工位间输
送、大件的上料等生产环节均采用机器人操
作。张正萍说，与一般的汽车工厂相比，智能工
厂提高了汽车生产过程的可控性，同时也减少
生产线人工干预。

以冲压工艺为例，冲压零件质量控制除了
常见的人工质检和检具检测以外，还配备了目
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蓝光检测，检测效率是三坐
标检测的3-5倍，检测精度也略高于三坐标。

同时，蓝光还能分析零件型面和边，这也是三坐
标所不能检测的。

“工厂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可以与宝马
汽车在沈阳最新的智能工厂媲美。”张正萍说这
句话时，底气十足。

此外，在工业互联网的基础上，工厂集成
了研发，定制设计，生产和物流等模块化系
统，使信息在产品，设施，装配线，车间和整个
工厂等各个部门之间共享，并可用于统一管
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4.0工厂”，还可满足
消费者定制汽车的需求。用户可根据驾乘需求
选择两驱或四驱版本，然后从中选择动力型号，
还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个性化配置，满足“千车
千面”个性化需求。

金康汽车 “机器金刚”1000台辅助造车

7月底，韩国媒体报道称，北京现代汽车正
对其位于重庆的第五工厂进行电动化改造。经
过改造之后，现代重庆工厂将同时兼顾传统燃
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且新能源汽车的产
能将达到该工厂的一半。

为何选择重庆工厂来执行这一策略？记者
了解到，在北京现代内部，重庆工厂被称为旗舰
工厂，拥有最高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
占地面积187万平方米，年产能30万辆整车、

30万台发动机。2015年6月23日开工建设，
2017年7月19日落成。

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是工厂的“杀手锏”。
首先是在冲压车间采用5400吨全自动模

块冲压生产线，金属板件生产自动化率达到
100%。其次是车身车间全部采用智能焊接，拥
有326台机器人，实现焊接自动化率100%。而
后还有喷涂自动化率高达100%以及总装车间
采用多车型混线生产体系，实现100%车型互
换的交叉生产。最后呢，则是发动机车间采用

多机型的混线生产体系，自动化率100%。
记者在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参观体验过程

中，没有听见机械运作发出的“嗡嗡”噪音，也没
有看到焊接的火光四射。据介绍，在规划阶段，
重庆工厂就坚持把绿色作为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之一，比如冲压车间采用了独立减震降噪设备，
噪音方面得以控制。重庆工厂还采用多种环保
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实现废气、废水、废弃物的
绿色排放与回收利用。另外，采取LED照明+
自然光照明的方式，并构筑数字化能源管理系

统，把绿色贯彻到底。
在品质方面，无论是发动机还是整车，北京

现代重庆工厂都有体系化的品质管理系统作强
有力的保障。单单是发动机装备，重庆工厂就
配备了3个精准的标检测仪器，对于排放，目前
有两台精度达到0.1毫米的高精度测量仪实时
检测。当然，车身、涂装、整车等都有精准完善
的体系进行检测。制造完成后，重庆工厂还定
期为车辆准备了路试、高低温测试等检测，保证
每台车的品质。

北京现代今年下半年将进入新能源产品密
集投放期，2020年前将推出9款新能源产品。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其中，两款新能源汽车将
在北京现代重庆工厂生产。

北京现代重庆工厂 “杀手锏”是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随着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临近，参展企
业品牌营销也在同步启动。记者8月6
日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截至目前已有
上百家品牌企业对接智博会各类宣传资
源，在会场展馆内外的巨幅画板、LED
屏幕及现场搭建的各类模型等全新宣传
平台争相亮相。

智博会承委办介绍，目前已签约
采购智博会商业资源的品牌企业涵盖
了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等多个领
域，特别是大会志愿者服装、大会各类
胸牌吊绳等用品类的合作，以及重要
位置大型LED屏幕等多种形式的宣传
平台备受企业追捧。多家参展企业均
表示，智博会的品牌影响力有目共睹，
企业将全面做好宣传准备，迎接智博
会到来。

智博会举行期间，两块各35米长、
9米宽的大型LED屏幕将分布在国博中
心中央登录厅外部左右两侧滚动播放视
频，同时国博中心南广场的南广告塔也
将于近期改造为巨型LED屏幕。智博
会承委办表示，这些全新亮相的发布平
台在为大会服务的同时，也将成为参展
企业展示自身形象的窗口。

2019智博会新推一批宣传平台

品牌企业争相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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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加快推动
企业智能制造发展，创建一批标杆企
业，发挥“头羊效应”进行带动示范是一
条路径。记者8月 6日从市经信委获
悉，该委即日起启动2019年智能制造
标杆企业申报，将评选 10 家标杆企
业。凡通过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共服
务平台诊断结果达三级及以上的企业
均可申报，入选企业将在2019年智博
会上获授牌表彰。

市经信委表示，参与此次评选的企
业须在重庆市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须被认定为2018-2019年重
庆市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符合条
件的企业可登录智能制造评估评价公
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101.132.117.78/
home）对本企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进行测评，主要是选择设计、生产、物
流、销售和服务五项中至少三项以上进
行数据填报，如评测结果达到三级及以
上，即可在8月 13日前向市经信委申
报。

届时，市经信委将会同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联盟等，针对企业资信、成
效、平台填报过程等进行审核，并由专家
对企业的系统集成、基础资源配备、制造
业务数字化情况等进行现场核查。市经
信委将依据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等级
（五级最高、一级最低）、测评分数和智能
制造案例核查情况，对申报企业进行排
名，最终评选出得分最高的10家企业予
以公示、表彰，并推荐参加国家智能制造
标杆企业评选。

2019年全市智能制造
标杆企业启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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