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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鸣

尖端创新技术生动演绎智能制造
高大上的机床缺少关注？ 你错了。

记者昨天来到进博会智能及高端装备展
区， 发现这里同样集聚了极高人气。 “外
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许多制造业的
专业观众把亮点展品围得水泄不通。

这其中， 有进博会 “个头” 最大的
展品———重型龙门铣床， 长 20 米、 宽
10 米、 高 8 米， 占地面积 200平方米，

总重近 200吨， 但它的加工精度却 “细
致” 到只有 4 微米， 能够加工各种复杂
零件， 在汽车、 航空航天领域都可适用。

也有不少 “小个子”， 比如智能刀具通过
将芯片植入刀具， 不但可以将生产过程
中的切削率等数据实时传送到手机里，

还可以实现用手机控制机床。 此外， 各
种各样的工业机器人同样引人注目： 高
密度汽车电焊生产线， 左右对称的 12

只大型机械手臂随着现场音乐飞舞轻点，

优雅又不失效率； 乒乓机器人通过预测
乒乓球的运动轨迹， 计算出应该让球拍
以什么角度、 在哪个点回击。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产值占
全球的 20%。 与此同时， 中国正努力从
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 这意味
着 ， 中国对生产装备不仅有数量上的
需求 ， 更有质量上的要求 ， 需要从全
世界进口最先进的装备 。 在智能及高
端装备展区， 包括通用电气、 杜邦、 微
软、 西门子、 ABB 等世界级装备巨头齐
亮相， 展品中有 10 余种为亚洲乃至全
球首次亮相， 代表着前沿的创新技术和
解决方案。

欧姆龙：机器人陪练乒乓球

对乒乓球感兴趣， 想练练自己的球

技？ 来自日本的欧姆龙公司给你造了个

贴心的机器人陪练———能够在千分之一

秒内预测运动轨迹， 记忆对手特征， 通

过连续对打来提高球手的水平。 如今， 这

个叫作 Forpheus 的第四代乒乓球机器人

来到了进博会现场。

Forpheus 使用一个机械臂， 通过马达

系统来控制摆动， 其内置运动控制器相当

于 “大脑” 的角色， 可以告诉机械臂如何

击球， 并且在千分之一秒内提供时间和方

向上的建议， 每分钟可最多发球 80 次。

这一机器人两侧安装了两个摄像头作

为视觉传感器， 与人类在三维空间中看物

体的视角保持一致。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探

测到球速和旋转速度， 所有的误差都控制

在 0.1 毫米之内； 也能通过其中一个摄像

头追踪人类的动作，轻松接到对方的击球。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球的轨迹进行分析、

判断对手的能力后， 机器人还会不断调整

击球的角度和力度，争取做到与对手匹配。

有意思的是， Forpheus 可以用球网上

的 LED 闪烁来显示鼓励的信息 ， 让运动

员对与机器人练球这件事更有兴趣。

据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及

公共关系部部长贾薇介绍， 乒乓球机器人

的背后，其实是以欧姆龙的人工智能（AI）、

工厂自动化 （FA）技术作为支撑 ，由 S（传

感）&C（控制）+T（思考）的核心技术高度综

合而成，“Forpheus 搭载的关键技术同样已

应用在工业制造系统和 FA 解决方案当

中，不断推进制造现场的智能化革新。 ”

展会现场还展示了由欧姆龙 LD 移动

机器人和 FA 装置等组成的机器人一体化

生产线———通过高速、 高精度的机器人控

制， 让机械能够理解人类的动作， 安全地

与人类协同作业。 LD 机器人是一款室内

自主导航车 （AIV）， 可放置于汽车 、 电

子产品、 食品医疗等制造现场或者物流仓

库等各种空间 ， 能自动回避人 、 障碍物

等， 自主算出最适宜的路径， 实现物品的

现场搬运。

贾薇告诉记者， 这一人机和谐的自动

化模式正是欧姆龙所致力推动的制造业升

级和生产技术革新， 可以为中国制造业量

身打造更有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Forpheus 使用一个机械
臂， 通过马达系统来控制摆动，

其内置运动控制器可以告诉机
械臂如何击球， 并且在千分之
一秒内提供时间和方向上的建
议， 每分钟可最多发球 80 次。

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对球的轨迹进
行分析、 判断对手的能力后， 机
器人还会不断调整击球的角度
和力度， 争取做到与对手匹配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施耐德：微信下单定制糖果

一边享受美味的糖果， 一边清晰了

解未来工业的流转和执行， 施耐德电气

搬来了一条微缩的糖果工厂生产线。

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 观众从微信接

入， 在微信页面定制糖果包装颜色、 口味、

数量、 祝福语等， 即可自动下单到糖果工

厂， 现场生产线自动设定程序， 不需人为

操作， 生产线根据订制数据自动开始生产，

生产过程开始和结束会短信通知用户， 生

产完成自动入库， 消费者只需要扫描下单

时的二维码， 仓库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糖果

取出。

施耐德电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

条生产线体现了公司的数字化 “透明工

厂” 理念， 从企业级、 运营级、 控制级、

设备级四个维度全面提升效率 ， 完成生

产、 能效、 资产管理的优化。 糖果生产线

依托数字化， 带来基础运营管理体系的提

升， 能够快速提升中国企业的运营能力和

竞争力。

“当然， 这个糖果生产线案例只是我

们透明工厂解决方案的一个微缩模型， 而

真正的工厂远远比这个微缩模型要复杂，”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想以数字化打通

整个物联网， 需要在数字化产品的基础上

以 “物” 通 “联”， 通过算法深挖数据背

后的能力， 为客户提高效益。 同时， 为了

帮助中国工业培养更多人才， 糖果工厂案

例已推广给大学， 作为综合实训使用。

中国的工业物联网、 能源互联网、 智

能制造等产业蓬勃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 传统产业加速融合， 助推了产业升

级与转型。 显而易见， 这些林林总总的解

决方案将帮助更多中国企业释放潜力和提

升效率， 也让许多国际巨头看到了其中的

商机。

人们在微信页面定制糖果
包装颜色、口味、数量等，即可自
动下单到糖果工厂，现场生产线
自动设定程序，生产线根据定制
数据自动开始生产，生产过程开
始和结束会短信通知用户，生产
完成自动入库。消费者只需扫描
二维码，仓库就会自动把对应的
糖果取出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永恒力：描绘未来物流图景

可以根据操作工的前进速度和方向

自动跟随、 操作， 形似双眼的两个车前

大灯十分酷炫 ， 能精准探测周边障碍

物， 一旦遇到危险还会自动制动， 这款

智能平面拣选车被业内人士亲切称作 “跟

屁虫”。 它也是德国永恒力集团在此次进

博会上推出的几个亚洲首发新品之一。

相比于 “无人仓库”， 这款智能物流

产品或许没有那么吸引眼球， 毕竟它还需

要人力投入。 然而， 在不少人看来， 它所

描绘的人机耦合图景正是未来物流领域的

重要发展方向。 目前， 这款新产品已引起

不少知名电商、 物流企业的注意。

永恒力对中国市场并不陌生 。 早在

21 年前， 他们便已通过经销商把产品卖

到中国。 此后的发展也是稳扎稳打， 从集

团地区总部到位于青浦区的海外惟一独资

工厂， 永恒力将中国市场的活力和潜力看

在眼里， 一直持续耕耘。 进博会对于永恒

力而言 ， 可以说是酝酿许久的 “爆发时

刻”。 “希望通过这次集中亮相， 未来这些

产品都能够有机会在青浦工厂直接生产。”

永恒力叉车 （上海） 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

理白大平说。

永恒力亚太区高级副总裁欧瑞在永恒

力一做就是 30 多年， 在他看来， 所谓的

“工业 4.0” 并不是某一国的战略， 而更多

呈现出一种趋势， 且这种趋势正逐渐出现

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

以中国为例， 原本中国的叉车市场以

柴油车为主， 然而， 近两年来这一形势却

发生了变化， “‘油转电’ 的变化越来越

明显，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纯电动叉车开始

出现， 替代了此前的柴油叉车”。 此次永

恒力参展的几款新品， 包括无人驾驶叉车

（AGV）、 智能平面拣选车、 全球首款嵌入

式锂电池前移式叉车等， 既充分展现了德

国 “工业 4.0” 的最新成果， 也为中国市

场注入更多活力。

欧瑞认为 ， 对于外国企业而言 ， 进

博会是一次了解中国市场的绝佳机会 ，

能够让国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更好融入中

国市场。

近来越来越多纯电动叉车
开始出现， 替代了此前的柴油
叉车。 此次永恒力参展的几款新
品， 包括无人驾驶叉车 （AGV）、

智能平面拣选车、 全球首款嵌
入式锂电池前移式叉车等， 既
充分展现了德国 “工业 4.0?

的最新成果， 同时也为中国市
场注入更多活力

■本报记者 王嘉旖

现场展出的机器人手臂焊接 “无人车间”， 近 20 台 SRA 机器人手臂各自分工同时进行汽车焊接作业。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瑞铁机床

全天无休精加工

丝，是机械加工中常用的长度单位。1毫米=100丝，而一根

头发的直径大约为6丝。 在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比利时钣金

设备研发生产企业瑞铁机床（Deratech）集团带来了一台智能

折弯机，制造出的钣金直线度达10丝，精度让业内人士感叹。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台折弯机忙个不停，亮黄色的机械臂

酷似章鱼爪，顶端还有六个小吸盘。 “章鱼臂”循着导轨，吸起

一块块金属板材原料，送到折弯台加工；片刻间隔后取回放到

产品区，循环往复；找点位、走位、送料、取料、码放等各步骤动

作恰到好处，准确到位。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台机器分为机械手和折弯台两部分，

本体有9吨重，具有100吨的折弯压力；“章鱼臂”一次可吸起80

公斤的重物。 “这台设备非常适用于大批量高精度的制造，可

以保持10丝的直线度和±0.5°的角度精度。 这已是目前全球钣

金制造业的最高精度。 ”

“章鱼臂”不仅力大，还很灵巧。 据介绍，机械臂是六个轴

加上导轨一起达到七轴联动，系统由伺服电机控制，机械臂的

一举一动会实时反馈给设备数控系统，系统再通过智能计算，

控制机械臂和折弯台“琴瑟和鸣”。

瑞铁机床相关负责人沈亮介绍，“只要输入程序， 它便可

以24小时连续工作， 车间关了灯也能干活儿， 基本解放了人

力，以前2至3人管理一台折弯机，现在一人可以管理2至3台机

器。 ”为了保护工人安全，系统配有光幕保护、格栅防护板、玻

璃防护等配套措施。 以光幕保护为例，如果有人越过安全线，

保护栏会发出警示声，系统立即停止工作。

“电梯桥箱的门，如果折弯制造时的精度达不到，成品就

合不拢，使用不安全；同样，低精度折弯机制造的汽车门会显

得缝隙不均匀，成品不美观。”公司总经理，在机械行业工作36

年的汪立新介绍，目前我国的折弯机保有量约为30万台，其中

至少10％、约３万台可以使用智能机械手干活儿，但目前使用

占比仅为1%左右，市场前景广阔，比利时母公司非常看好中

国市场。 “行业发展大势所趋，未来一定是向智能化制造方向

发展。 ”

机器分为机械手和折弯台两部分，本体有 9

吨重，具有 100吨的折弯压力；“章鱼臂?一次可
吸起 80公斤的重物。 非常适用于大批量高精度
制造， 可以保持 10丝的直线度和±0.5°的角度
精度。 这已是目前全球钣金制造业的最高精度

■本报记者 李静

“媒体大脑”助力新闻报道

“媒体大脑”来了！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不久前发布的 3.0 版新

华社媒体大脑 Magic 智能生产平台显露身手， 助力媒体报道

技术升级。 一条短视频从数据采集到生成，平均不到 1 分钟。

新华智云联席总裁傅丕毅介绍，Magic 智能生产平台集

成了更多人工智能（AI）模块，拥有性能更强大的“数据心脏”

和“智能引擎”，形成了一条更完整的短视频智能生产流水线。

截至昨天 12 时，Magic 已源源不断地为新华社现场云的直播

数据提供即时性短视频生产服务，产出 285 条视频，其中 123

条视频被新华社客户端采用，合计浏览量达 12589502，最高

一条《Hello，进博会》浏览量为 814677。

进博会也是新华社 “现场云” 移动采编平台和媒体大脑

Magic 首次“握手”。 据了解，进博会报道中，“现场云”边走边

采的轻量化直播与 Magic 智能化加工生产结合， 形成了一种

富有创造力的内容生产模式。 截至 6 日下午，新华社联合 13

家参加进博会报道的媒体，运用“现场云”移动采编平台发布

185 条短视频、12 场视频直播。而 Magic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这些视频进行再加工，秒级生成短视频 285 条，总浏览量突破

千万。 而按照传统的视频采编流程，每人每天平均只能推出 3

条视频报道。

记者了解到，Magic 智能生产平台首次亮相是在俄罗斯

世界杯上。 从 6 月 14 日世界杯开赛至 7 月 16 日，通过 Magic

平台生产的世界杯短视频达 37581 条， 占主要视频网站世界

杯中文短视频总产量的 58.6%， 最快一条进球视频的生产时

间仅耗时 6 秒，视频播放量突破 1.166 亿次，最高一条视频播

放量超过 280 万次。

“媒体大脑”在进博会上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首先，它拥有

强大的发现力，快速生成有看点的短视频片段；其次，智能标

签体系也帮助“媒体大脑”拥有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生成聚

合类稿件；“媒体大脑”还擅于从大数据中找新闻，目前已生成

多条数据可视化新闻。

“‘媒体大脑’并不是要以人工智能取代记者，而是以技术

帮助记者提高效率，从而进行更多有创造性、思考性的采访。”

傅丕毅表示。 实践证明，机器脑+人脑、技术+内容，新闻不仅

变得有魔力，而且真正兼顾质和量实现双赢。

■本报记者 周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