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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
荣，幸福的笑容绽放在每个村民的脸上。

近年来，江津区贾嗣镇龙山村依靠
发展多种经营，产业得到稳步发展，以产
业带动实现整村脱贫。如今，村里建起
了休闲广场、设计了文化墙、搞起了直播
带货……脱贫致富奔小康，小小山村变了样。

图①：7 月 30 日，孩子们在休闲广场
开心地荡秋千。

图②：7月30日，村民赵立熊（右）和
邹开全谈起自家的3个孝顺儿女，脸上挂
满了笑容。

图③：7 月 30 日，住进新房子的李福
伦一家正在吃午饭，其乐融融。

本组图片由特约摄影钟志兵、实习生
孙泊远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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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一粒小种子长成一棵绿叶菜，从生产到
收割全由机器来做，这样的“叶菜工厂”已经
来到我们身边。

7月底，重庆市农科院下属企业重庆凯
锐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传出好消息：一个
播种、育苗、移栽、运输、栽培、采收等生产全
程无人化作业，完美结合工艺与农艺增加单
产量、减少劳动力、实现智能化管控的“神
器”——“叶菜工厂智能装备”研发成功！

这个“叶菜工厂”究竟长啥样？如何高效
实现“机器换人”？7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了重庆市农科院相关科研专家，为您揭
开这个“叶菜工厂”的神秘面纱。

种在哪？
一粒种子变成一棵菜，生长都

在一个钵体杯子里

位于重庆市农科院的重庆现代农业高科
技园区的“叶菜工厂”由三部分组成，一个
4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一个300平方米的
水肥间，一个1200平方米的生产辅助用房。

作为“叶菜工厂”核心部分的玻璃温室屋
脊高10米、长84米、宽48米，里面并排矗立
着22排共计107台立体栽培设备。每一台
像高楼似的立体栽培设备上，都挂着15—18
层不等的栽培槽。

“在这样一个玻璃温室内，从种下一粒种
子到收割一棵叶菜，所有劳动及管理全部由这
些极具智能化的机器设备来完成。”重庆市农
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所长、重庆凯锐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立洪告诉记者。

在这个没有泥土的玻璃温室里，叶菜究
竟种在哪里？

原来，“叶菜工厂”采用定植盘高精度高
密度育苗，由机器人将种子播撒到装有育秧
基质的钵体状定植杯里，种子在这里经过10
天左右的育苗期后，再由机器人将定植杯一
个个抓取起来，移栽到15层的立体栽培设备
种植槽上。

“这里的机器人移栽蔬菜苗，能在不伤害
菜苗的前提下，将其稳稳当当地栽到专用设
备上。”高立洪说，“它能像人的手一样轻柔工

作，整个过程活脱脱像一个幼儿园老师，温柔
地安排学生分组、排队、站位。”

高立洪介绍，为了更好地解放劳动力，他
们还研发了定植盘解跺机、钵体苗移栽定植
机、育苗盘清洗风干机、育苗盘码垛机等专用
机械。基于这些设备，机器人能把用过的定
植盘洗干净、吹干燥、码整齐，每小时可精准
移栽1600多棵菜苗，提高移栽环节工作效率
60%以上，节省劳动力投入80%以上。

怎么种？
叶菜“住”在 15 层楼房里，在

水力驱动下旋转着晒太阳

小小的菜苗被移栽到立体栽培设备后，
就像住进了高8米的15层房子内。在这里，
一排排叶菜整齐排列、上下错落，它们的住房
被装扮成一栋绿色的高楼。

“大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栽培槽，它能稳
稳托起81棵叶菜。”高立洪介绍，生长叶菜的
栽培槽内，只需少量的营养基质，就可将叶菜
养大。叶菜在这里经过30天左右的生长期，
就能长大成菜。

叶菜生长最需要的就是阳光。如何保证

“住在楼下”的叶菜也能晒到太阳？原来，立
体栽培设备里设置了一个水力驱动系统，能
驱动栽培槽旋转起来，让每一棵叶菜在空中
舞动，多角度地享用“阳光美食”。与传统的
电力驱动系统相比，这个水力驱动系统单位
面积日耗电量0.08千瓦·时/平方米，可节约
7瓦电。

“这是我们发明的钵体蔬菜高密度无土
栽培方法，能大大提高温室空间利用率，实现
了叶菜的高密度生产。”高立洪介绍，目前，科
研人员已突破了栽培槽智能追光提升输送、
上下循环运动无级调速、身份精准识别、原点
自动定位及低耗驱动与精准灌溉等技术，实
现了蔬菜立体栽培设备低能耗智能追光循环
运动和栽培槽身份识别与精准灌溉的功能。

他介绍，这样一台低能耗水力驱动蔬菜
立体栽培设备，一次可以栽种1200多棵叶
菜，可提升5倍多的温室空间利用率。而在一
年时间里，这个设备可以种10季叶菜，产量达
1500公斤。按整个2000平方米的栽培区算，
单位面积产量80公斤/平方米·年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温室里应用的叶菜
立体栽培工厂化技术，避免了自然气候对蔬

菜安全生产的影响，还采用了生物防治技术，
生产出的叶菜更高产、更健康、更安全。

怎么收？
研发三种智能“搬运工”

以往，国内外研发的智能化蔬菜生产设
备中，仍普遍采用人工切根、取菜的收割作
业，因此存在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
高等问题。那么，“重庆造”的“叶菜工厂”究
竟是如何实现“机器换人”的呢？

原来，“叶菜工厂”配备了三种不同的“搬
运工”，负责完成叶菜生产中的搬运和收割工
作：一种是固定机器人，主要负责栽培盘从移
栽定植设备到物流运输车的取放和物流运输
车到时能收割设备的取放；一种是可灵活移
动的机器人及移动物流车，负责完成多工位
之间的穿梭运输，实现了栽培盘物流运输的
无人化操作和智能化管控；一种是叶菜智能
收割设备，将菜苗从物流运输车到立体栽培
设备的取放工作，和将成熟了的叶菜从立体
栽培设备到物流运输车的取放工作。

“其中，可移动的‘搬运工’还特别吃苦耐
劳，一个小时可以行走3.6公里，充一次电可
连续工作8个小时。”高立洪说：“有了这些

‘搬运工’，叶菜生产提高工作效率70%以
上，节省劳动力投入85%以上。”

而叶菜智能收割设备的成功研发，还填
补了国内外叶菜收割全自动化流水线的空
白。“我们的叶菜收割不再是靠人工一棵棵地
剪切，而是用智能收割系统的流水线，成熟叶
菜一盘接着一盘，连续喂入、切割、分拣，全程
实现智能化控制。”高立洪说，一个小时内，移
动机器人可以完成2300多棵菜的处理量，作
业能力430公斤/小时,作业成功率100%。

“我们研发的移栽定植、智能物流、立体
栽培、成菜收获4套智能作业系统，让叶菜生
产全程环节彻底实现了无人化作业和智能化
管控。”高立洪说，同传统蔬菜生产模式相比，
单位面积产量80公斤/平方米·年以上，每亩
减少劳动力投入70%。

截至目前，“叶菜工厂”智能装备已获国
家专利授权9项，不仅实现了高效利用温室
空间和“机器换人”，还节约了用种量、用肥
量、用药量等，促进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
生态效益显著。

重庆成功研发智能“叶菜工厂”
从播种、育苗到收割全程由机器人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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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8月2日
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作为智博会最受关注的赛事
之一，2020年度i-VISTA自动驾驶汽车挑战赛将
于9月初举办，并设立最强车脑挑战赛、ADAS驾驶
辅助系统挑战赛、虚拟仿真挑战赛、商业化进程挑战
赛等4个分项赛事。

据介绍，本年度i-VISTA挑战赛收到来自车
企、科创公司、高校及研究机构等多支车队报名。为
此，组委会将面向全国发起个人车主赛事招募，并进
一步扩大参赛车型范围，实现大规模已量产车型同
台竞技。

赛事组委会人士称，在此次4个分项赛事中，
“虚拟仿真挑战赛”是新增赛项，其仿真场景包括自
动驾驶、高速公路高等级自动驾驶两个环节，其中自
动驾驶环境将模拟中国汽研礼嘉园区，设置15个测
试场景，高速公路环境将模拟延崇高速北京段，设置
29个测试场景。

在其他三个分项赛事中，ADAS驾驶辅助系统
挑战赛参赛者包括车企和个人车主，比赛场景包括
故障车避撞、平行停车位、垂直停车位等。“最强车脑
挑战赛”将模拟城市交通场景自动驾驶，在重庆山地
特色道路上进行各类自动驾驶技能比拼。“商业化进
程挑战赛”将在金海大道长约4.8公里的路段进行，
分为准量产车型组和无人驾驶组参与比拼。

i-VISTA自动驾驶
汽车挑战赛9月启动
将设四个分项赛事进行角逐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8月2
日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2020线上智博会区块链
应用创新大赛（以下称“大赛”）自7月8日启动报
名以来，共收到200多支团队报名。在8月 4日
前，专家评委将对报名团队参赛作品逐一评审，选
拔出50强团队进入复赛阶段比拼。

大赛主办方称，强调场景化开发、与产业结合服
务实体经济，是此次赛事命题的最大亮点，参赛团队
必须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数字社会”三个领域中
选择一个作为参赛核心研发方向，探索出能够实现
具体落地场景的技术应用创意方案。目前，参与“数
字经济”方案设计的参赛团队最多，占总报名团队半
数以上，其中又有近半的团队都聚焦“防伪溯源”领
域，竞争非常激烈。

在参赛团队中，既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等“学院派”，也有从事信息科技、自动化、金融、市
场营销等领域的行业人士。另外从报名参赛团队组
成来看，80%的参赛队伍都是企业组队参加，其中重
庆本地区块链企业报名踊跃，占报名总数1/3。

区块链应用
创新大赛将进入复赛
200多支团队报名，50支团队入围

（上接1版）
除了受本地居民喜爱，“乡村会客厅”也成为外地

游客心目中的热门景点。
“这里环境、空气都不错，风景也很好，我们一家来

过好多回了。”每到周末，家住沙坪坝区的市民朱女士
就喜欢带着一家人到西来村小住两天，“住在民宿里，
周围还有上千亩的玫瑰园和桂花林，让人神清气爽。”

在六赢村“乡村会客厅”的广场前，500多亩观赏
荷花让人犹如置身画里。

铜梁区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乡村会客厅’既是
服务厅，又是会客厅，不仅有效提升了基层党组织阵地
形象，方便了农村群众生活，而且推动了乡村农文旅深
度融合，连接起了城乡共同发展，有力有效推进了铜梁
的乡村振兴。”

普通民居升级成特色民宿

“早上醒来，听到蛙鸣鸟叫；早饭后可以沿着绿道
观花赏景，还可以上山摘果，这样的生活确实舒服。”来
自西安的刘先生已和家人在六赢村“原乡藕遇”民宿居
住多日。他们在这里品尝地道的农家饭菜，体验采摘
的快乐，让刘先生乐不思归。

如今，荷和原乡景区已经推出了“霏池·禾田乡
间”、“原乡藕遇”等特色民宿，受到游客欢迎。

铜梁区土桥镇党委副书记韩莉介绍，民宿由村集
体牵头、农户房屋入股办起，是集体、农户实现增收双
赢的好途径。通过盘活闲置资产，进一步增加村集体
经济收入，也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乡村旅游业态，延伸
了乡村休闲旅游的产业链。

其实，荷和原乡景区民宿只是铜梁以建设西郊绿
道为切入点，做大做强精品民宿等“绿道经济”的一个
缩影。

铜梁通过推动普通民居向特色化高端民宿转化，
打造民宿特色区域品牌。如今西郊绿道沿线已经布置
了“西郊雅社”系列精品民宿，包括西郊雅社民宿、黄门

小筑民宿、月色雅筑民宿、原乡小憩民宿、荷和原乡民
宿等20余家。

今年1至6月，仅“原乡藕遇”民宿就接到订单74
单，营业额达5万多元；西郊雅社从今年3月营业以
来，营业额达17万元；黄门小筑民宿从5月开业至今
营业额约3万元；月色雅筑民宿从5月开业至今营业
额约3万元。

产业配套乐了游客富了村民

7月 30日傍晚，巴川街道玉皇村十二组的山坡
上，黄澄澄的晚熟李吸引了许多游客采摘，果林里洋溢
着欢声笑语。

“现在的玉皇村一年四季有果采。”玉皇村党支部
书记柏小林介绍道，“乡村会客厅迎来八方游客，游客
来住民宿赏花摘果子。”

目前，玉皇村有3200多亩土地被流转，发展起了
水果、蔬菜、果苗、花卉、渔业等农业产业，玉皇村也彻
底甩掉了“空壳村”的帽子，游客来了有“耍事”，村民增
收有门路。

玉皇村的蝶变始于2017年。当年，铜梁开始着力
推进西郊绿道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

如今，60公里长的西郊绿道像一条翡翠项链，串
联起了5个街镇的24个村社，绿道沿途已有公司47
家，农村专业合作社28个，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59
个，发展规模化特色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种植和名特
优水产养殖等4.07万亩，实现了“建成一条绿道、发展
一片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目标。

“过去，我们办公挤在低矮的棚户管理房里，客商
来了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企业的形象很受影响。”成
王果业的基地就建在玉皇村，负责人陈贵虎表示，西郊
绿道的打造和乡村会客厅等设施设备的完善为成王果
业增添了额外的发展动力，外地客商来这里，对优美的
环境赞不绝口，企业的订单比过去增加了三成以上，果
苗畅销到20多个省市。

建成一条绿道 富裕一方百姓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直播带货火了后，不少
贫困地区群众也希望搭上便车卖出自家货。直播带货
该怎么做？如何避免走弯路？8月2日，全市扶贫产品
全网直播电商营销人才示范培训班启动仪式在云阳县
举行，今年将分4期培训300余名农村网络直播人才。

该培训班由市扶贫办主办，旨在大力实施电商
直播带货“2111”工程，打造一支专业的电商营销人
才队伍，促进产业发展，推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解
决农畜产品难卖问题。培训对象为全市33个有扶
贫攻坚任务区县的农村户籍人口（优先面向建卡贫

困家庭成员），且热心扶贫公益事业、有意愿从事网
络直销和有一定网络直播技能基础，参训人员培训
全免费。

“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后，还将对学员跟踪指导3
个月，力争实现50%的参训学员能开展直播带货。”市
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区县也将出台相关政策对
参训人员给予倾斜扶持。同时，我市还力争在5年内
为33个区县每个贫困村培养2至3名本地扶贫产品全
网直播电商营销人才，孵化5至10个扶贫产品网红品
牌。

我市启动扶贫产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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