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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医疗或成张江人工智能技术高地建设发力点

张江企业开启“医疗智时代”

本报讯（记者 王延）日前在上海举行的 2017中国国际

机器人展上，新松机器人展示了工业机器人创新应用、新一

代人机协作机器人和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在内的全线新品，展

现了其在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等领域的技术积累。

这些新品中就包括国内首台斜交中空手腕喷涂机器

人。据介绍，喷涂作业一直以来以高危险、高污染、高伤害著

称，长久以来企业一直寻求方法解决喷涂作业所带来的危

害。新松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斜交中空手腕喷涂机器

人亮相此次展会。

该产品专为高度集成的喷涂系统而设计，外观设计和

管路布局方便喷涂工艺控制设备的集成，此外中空手腕方

便管线布置，避免管路外置导致机器人运动受限，静电喷

涂应用中，高压电缆内置，保证了更高的安全保护，这标志

着国产机器人在喷涂领域获得了新的突破。核心控制系

统也是该产品的亮点之一，采用新松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

便于功能扩充，未来该系列产品将会在汽车、家具、卫浴、

电子电器产品等行业的喷涂作业中广泛应用。

除了工业机器人，新松机器人的新一代智能型服务机器

人——松果系列智能服务机器人一亮相，便吸引众多展商和

观众与它互动起来。据展台负责人介绍，与上一代产品相

比，新推出的三款松果系列智能服务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显

著提升，具备了前视觉识别、后视觉领路功能，能快速地“认

知”未知环境，并能区分每个它“认识”的人。

新松公司还为它设置了实用场景。展会现场，国内首个

机器人主题咖啡厅便让人眼前一亮。这个集成了移动机器

人、多传感器融合、导航、人机交互等多种技术的智能服务机

器人主题咖啡厅由多个类型机器人组成，其中就包括能够代

替调酒师工作的 4千克工业机器人，还有可以代替服务员和

迎宾门童工作的松果系列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上述负责人

表示，未来，机器人不但会颠覆传统制造模式，也将深度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本报讯（记者 王延）记者日前从上汽集团获悉，7月 11
日，上汽集团旗下上汽通用五菱印尼汽车有限公司在印尼芝

加朗正式投入运营，印尼工厂首款产品——五菱Confero S
下线，系国内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第一次“走出去”。

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在当天的仪式上表示，从世界角度

看，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公司如同一条纽带，将中国的上海、广

西柳州与美国、印尼四地紧密相连，各方立足东南亚高速增

长的新兴市场，实现合作共赢。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是催生这条“全球化纽带”的强大动力。

据了解，此次投产的印尼工厂投资 7亿美元，占地 60公

顷，其中主机厂占地 30公顷，供应商园区占地 30公顷，工厂

建成后将具备年产 12万辆整车的能力。新工厂拥有四大制

造工艺、质量检测系统，采用全球高标准、顶尖设备，保证产

品的制造品质，是中国目前在印尼投资最大的汽车制造基

地。同时，企业还带动如耐世特、曼胡默尔、宝钢、五菱工业、

凌云等一批国内外知名零部件配套企业到印尼投资建厂，提

供约3000个就业机会，促进印尼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据悉，上汽通用五菱持有印尼项目80%的股权，上汽集团

则持有 20%。算上间接持股后，上汽集团实际对印尼项目持

股超过60%。

公司表示，印尼项目的实施，标志着上汽集团在建设“全

球布局、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世界著

名汽车公司”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同时，上

汽通用五菱在印尼的运作模式，实现了中国汽车企业知识产

权、品牌与产品、人力资源与团队、业务运营及管理模式的全

方位海外输出，实现有竞争力的整车产品、低成本的运营模

式、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三大要素“组团出海”的创新模式。

昨日，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摄影
器材与数码影像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闭幕。本届展会以“影像-记录
之源；智造-创新之路”为展览主题，布
展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E4馆，2万
平方米展出范围内，吸引了来自国内外
220家行业企业。与本次展览同期举办
的还有第32届中国上海国际婚纱摄影
器材展览会、2017中国上海国际儿童摄
影展览会（秋季）。

本届展会E1展馆以影像输入、输出
及配件为主，如照相机、镜头、脚架、闪光
灯等附件及影像输出设备；E4馆则以相
框相册、耗材及影像设备为主，如激光切
割机、压痕机等设备，PVC内页等摄影常
用耗材。本届参展企业覆盖影像全产业
链，行业知名的佳能、尼康、富士、索尼、
爱普生等企业均携新品参展。

图为参展商向观众介绍水下摄影解

决方案。

□见习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4日，氪空间位于浦东的第二个

社区在传奇广场内开业。记者了解到，氪空间传奇广场社区

占地2820平方米，工位达470个，共有67个房间，各房间可容

纳1至26个工位。

开业当天，一场创业“集市”更是吸引了诸多企业与张江

从业人员的关注。“集市”汇聚了近 30家参展商，参展产品约

100种，涉及文化创意、智能制造等领域。

氪空间已成为中国联合办公的龙头企业，被称为中国的

Wework。相关数据显示，自2014年4月启动以来，氪空间已

经拥有了超过 100人的优秀创始人社群，毕业项目目前的估

值超过 160.5亿元，项目融资成功率高达 97%，无论项目数量

还是质量都居于行业第一。

氪空间在浦东的第一个社区张江社区今年 5月开业，目

前签约率已近95%。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日前，一

台来自日本的两轮摩托车从上海

自贸区进口，并获得了由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颁发的认证强制性产品

认证证书。据悉，这是全国首张单

车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是上

海自贸区在获得全国首张平行进

口汽车 CCC 证书之后的又一创新

突破。

2017年1月，国家认监委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汽车强制性认证

改革》的公告，对特定用途、小批量、

单批次生产或进口的机动车采取单

车认证的方式，减免工厂检查并简

化车辆检测程序，采取资料审查、企

业自我声明、结合实车测试等方式，

以台台检测、认证的特殊模式保障

车辆安全，满足生产建设和贸易需

求。该项制度是借鉴国际通行模式

在国内的创新做法。

记者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了解到，上海是全国进口摩托车

最多的口岸。据统计，今年 1-6
月，上海口岸共检验合格进口摩托

车 6606 辆，占全国总量的 70%。单

车认证适用于因特殊用途或因特

殊原因而未获得 CCC 证书的、小

批量用于生产和生活消费的进口

车辆，是一般贸易进口机动车的重

要补充。事实上，对因反恐安全、

抢险救灾、应急指挥、体育竞技、道

路试验、国家重点生产建设项目和

最终用户使用等特殊用途或特殊

原因的进口车辆，往往因为车辆本

身的特殊性、数量稀少和价格昂贵

等因素，不适用也无法获得正常的

CCC证书。因此，国内企业和消费

者对单车认证进口机动车有着很

大的市场需求。

2017 年以来，上海检验检疫局

按照国家认监委1号公告要求，在现

有法律框架体系下为企业建立了进

口“单车认证”车辆通检程序。目

前，进口企业凭认证机构出具的送

样通知单，将进口车辆暂时入境后，

可在口岸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管下，

送样接受机动车检测实验室检测。

在通过规定的检测项目并获得单车

认证CCC证书后，凭进出口单据、单

车认证CCC证书和实验室检验报告

等资料，按一般贸易方式重新申报

进口，上海检验检疫局对施检合格

的车辆将签发通关单和随车检验

单，对不合格车辆实施退运或销

毁。据悉，未来上海检验检疫局还

将结合上海口岸和上海自贸区实

际，不断优化认证监管工作模式及

流程，在实现流向可溯、风险可控、

监管有效的基础上，为单车认证车

辆进口提供更大的贸易便利。

■本报记者 杨珍莹

当前，上海正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人

工智能发展高地是其中一项重要战

略。日前，“人工智能，慧聚张江”系

列活动之“医疗智时代”专场活动在

张江举行，张江创新企业在现场展

示了最新的研发成果，“人工智能+
医疗”的应用已走进我们的生活。

AI可代替医生常规工作

段涛曾任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

院院长，他在今年正式宣布创业，首

站就选在了浦东。他此次也来到张

江发布现场，因为他看好人工智能+
医疗的未来前景。

人工智能能替代医生么？段涛

的回答很直接，“很多常规工作，如宫

颈癌筛查、产科超声、胎心监护均可

由人工智能（AI）来完成。”在他看来，

未来的情景将会是：能力高于平均水

平的医生由AI做助理，而能力低于平

均水平的医生是做AI的助理。

事实上，一妇婴的智能化便民

措施，至今仍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一妇婴客服中心推出的小依客服机

器人，它能 24 小时实时在线回答患

者相关提问，且准确率达92%。

段涛认为，AI的出现，是颠覆医

生的诊断方式，促使医生从繁琐的事

务中解脱出来，“从目前的应用来看，

人工智能应用比较好的领域是皮肤

科、病理科和影像科，但那些非标准

化、充满不确定性以及人工操作的临

床工作，还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

目前，段涛已创立了上海春田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AI 就是其合作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医疗机器人落地应用场景

医疗机器人是一个亿元级的细

分市场并被各国看好，而中国巨大

的医疗机器人市场更是广受重视。

随着世界范围的老龄化到来和人们

对健康快乐生活的追求，医疗机器

人产业将迎来爆发点。

张江企业——钛米机器人针对

医院不同场景推出医疗物资运送机

器人和核医学科病房服务机器人，

前者不仅能够帮助每台手术缩短 10
分钟时间，还能够实现手术室耗材

的精细化监控和管理，后者则可以

有效帮助医护人员远离特殊环境的

危害，代替其完成日常的护理工作。

钛米机器人CEO潘晶在谈到医

疗机器人的发展时指出，“我们正努

力让医疗服务机器人真正走进医

院，让其从眼球效应变成医患场景

中的真实刚需。”

目前，根据不同用途，医疗机器

人分为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辅

助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四类。记者

了解到，这四大类在张江创新企业

中均有所涉猎。比如现场 Intelli⁃
gent Bionics 带来拳头产品“麒麟

臂”，通过研发人工智能模块化柔性

机器人假肢产品及神经控制关键技

术，让残疾人拥有一个“如臂驱使”

的功能性假肢。

此外，微瞰智能通过数字病理

辅助诊断整体解决方案，能提升医

生诊疗效率和准确率；达观数据通

过对医疗数据的文本挖掘和分析，

帮助医生提高诊断效率。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张江作为

上海着力打造的世界级科技创新中

心增长极，有望成为上海人工智能

产业高地。目前看来，在人工智能

亟需的芯片领域，张江拥有完备的

产业链条。在人才方面，张江也有

较为丰厚的高校资源和人才储备。

加之生物医药产业是张江的主导产

业之一，人工智能+医疗最可能成为

张江建设人工智能技术高地的发力

点。

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闭幕

上海自贸区颁出全国首张单车认证证书

新松机器人新品
亮相国际机器人展

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工厂
投入运营
中外合资汽车企业首次“走出去”

氪空间传奇广场社区开业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中欧众创

平台创业大赛上海站决赛近日在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代表人工智

能发展的“物流蚁”上海木蚁机器人

摘得最终的桂冠。

据介绍，本次大赛的冠军得主上

海木蚁机器人有限公司主要是面向

客户提供工业级的自主移动底盘系

统和多机器人协同技术，能够解决智

慧工厂无人搬运问题，最终目标是让

每个移动设备都能自主移动。其产

品包括可以自主导航定位的机器人

底盘，载重量为100千克和1000千克

两个级别，可在原有旧工厂、车间零

场景改造的情况下，实现正负2厘米

的高精度定位，让机器人在内置的高

速虚拟道路地图中实现 1.5m/s的高

速移动，一旦遇到障碍物还可以自己

重新规划线路绕开继续前行。

木蚁机器人 CEO 钱永强表示，

木蚁机器人的多机协同技术不是停

留在实验室的原型机阶段，目前已

经在上海嘉定一加工厂落地，在菜

鸟物流仓也即将投放几十台，代替

人工在物流生产车间、仓库内进行

全面运作，这也能缓解今年“双十

一”高峰期人手不够的压力。

据悉，本次大赛历经 8 轮预选

赛，从400多个创业项目中选出了12
个项目进入决赛，主要包括人工智

能、机器人、VR/AR、大数据等项

目。在最后的项目点评环节，戈壁

创投管理合伙人徐晨表示，随着整

个物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人工

智能上升趋势明显。现在很多工厂

都在提倡降低成本，木蚁机器人项

目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个项目

面临的最大挑战则是市面上的机器

人企业越来越多，竞争将会变得更

加激烈。

中欧众创平台创业大赛收官
上海木蚁机器人摘得桂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