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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第 21届工博会昨日拉开序幕。作为

国家级科技创新高地，张江科学城此次携

17家企业的创新智能成果亮相，开启了一

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旅程。展区以AI
产业标志性科创成果为体验载体，展现AI
医疗、AI生活、AI制造三大板块。17家张

江优质企业的科创成果，尽显张江科学城

作为创新“原产地”的无限活力。

AI 走入工厂 推动工
业降本增效

在张江展区上，一个包括 5G远程矿

厂挖机、矿山三维可视化管理等功能模块

的智能矿山作业平台格外吸睛。这套由

伯镭科技自主研发的智能矿山解决方案，

已将矿车、挖机进行智能化无人改造，并

用无人机进行矿区三维建模。

展台工作人员施颀介绍，通过伯镭云

平台的数据交互调度，可以让无人挖机、

无人矿用自卸车在矿区内有效进行协同

作业，帮助矿山运营方改善矿区工人的工

作环境及整体提升矿区的运营效率。

另一旁展台上，上海奇梦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秀品牛）带来一款“三维可视化数

字工厂”。展台负责人魏文欣透露，这套

系统已经将人员、设备、物料、排程、环境

五大工厂要素数据接入，并将工厂数据信

息在虚拟仿真的三维场景中进行综合呈

现和管理，实现工厂所有信息化系统的综

合集成和统一协作，将数据场景化，提高

数据使用效率。

“我们的产品有点类似工厂版《流浪

地球》里的MOSS（领航员空间站核心智

能主机），可提供智能解决方案帮助工厂

降本增效。产品已在多家大型知名工业

企业落地实施并投入应用，包括华为、中

交、中船、瑞士布勒、正昌、中国核电、华

润、格力、东风日产等。”魏文欣说。

张江AI企业已占全市
四分之一

在展区现场，许多贴近民生的高科技

产品吸引了观众的驻足。

一款“黄金手”格外引人注目。这款

仿生手义肢名为“OHand”，已集成了傲意

科技自研的人工智能意图识别，同时也是

傲意科技经过 6年时间潜心打磨研发的

拳头产品。

据介绍，Ohand通过肌电神经传感器

阵列感受用户皮下肌肉内的神经信号，通

过人工智能方法实现意图的识别，然后将

意图由 280多个零件组成的仿生灵巧手

实现人手的功能。每根手指都由单独的

微型直线电机驱动，并且大拇指可以实现

对掌和侧掌位置控制，实现类人手的灵活

性。“目前我们正在计划进行产业化生产，

计划年产量达到 1000台。”傲意科技总经

理倪华良表示。

现场，一台“小白”机器人来回行走，

形象可爱。据介绍，它可以在手术室和二

级库房之间，对高值耗材、器械等进行下

单和自动物流配送。

这款机器人来自国内最早将手术室

定义到物流机器人配送场景的智能科技

公司，目前这一手术室机器人已在全国

100余家三甲医院落地使用，包括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武汉协和医院、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瑞金医院、上海市

第十人民医院等。

展台工作人员冯昆仑介绍，目前机

器人搭建医院私有云服务及钛米共有云

服务平台后，不但能提高医护人员工作

效率，还能降低运输与管控的出错率，实

现手术室高值耗材物流运输与管控的闭

环。

围绕“上海张江 活力四射 科技赋

能 共创辉煌”主题，此次工博会张江展

区，除了企业展区外，在综合展示区中还

详细介绍了张江科学城的发展状况。记

者从现场了解到，张江人工智能领域已汇

聚众多国内外最前沿的基础架构支撑和

人工智能技术企业，企业总数已达 90多

家，约占全市的1/4。

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日，第21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大奖”（简称CIIF大奖）

揭晓，10家企业分获大奖，这也是工博会评

奖机制进行改革后首次亮相。组委会介绍

称，10家CIIF大奖获奖企业涉及全球第一、

国际首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等，在工业领

域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进展，打破了相关

行业国外企业的垄断局势。

根据组委会公布的名单，CIIF大奖获

奖项目包括：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的全景动态 PET-CT uEXPLORER、山

崎马扎克（中国）公司的DDL激光管材加

工中心、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

司的宽幅超薄精密不锈带钢——“手撕

钢”、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展出

的月背软着陆激光导航避障敏感器、中国

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展

出的以碳纤维及其连续抽油杆研制为核心

的新型高效机采系统、成都京东方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的柔性AMOLED全面屏、苏州

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Y系列

谐波减速器、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安全仪表系统TCS-900、上海隧道工程

有限公司的11.81X7.27m全断面切削类矩

形盾构掘进机、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

司的适用于分布式能源的75MW等级燃气

轮机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工博会评奖部在

评奖模式、奖项设置、奖项宣传等方面进

行了改革创新和优化。修订了评奖管理

办法，将奖项名称调整为“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大奖”，并规定每年度颁奖数量不

超过10项；拓展了参评渠道，将原有的企

业“自主申报”模式引入新的“推荐制”模

式，加强与国内外行业协会及招展单位合

作；同时组建了中国工博会评奖专家委员

会，严格把关评奖各环节，提升了评审工

作权威度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记者从第21届
工博会上了解到，不少国际企业看中上海品

牌优势，将工博会变成了全球新品首发地。

来自丹麦的优傲机器人带来了一款

全新的协作机器人UR16e，并在工博会

上进行了全球首次现场展示。该机器人

占地面积小，其半径为 900毫米，但拥有

更高载荷，可执行一些高负重的自动化任

务，如重型物料处理、重型零件搬运和机

床管理，可助力各种规模的中国制造商提

升竞争力和生产力。

优傲机器人总裁 Jürgen von Hollen
表示：“制造商需要通过寻求更加柔性化

的解决方案来保持竞争力。UR16e恰好

是这样一款能满足高效可靠地处理重型

任务需求的协作机器人。UR16e的问世

扩展了我们产品系列的应用领域，为制造

商提供了更多提升生产力、克服劳动力短

缺挑战和提升业务的解决方案。”

优傲机器人中国区总经理苏璧凯说，

“此次选择全球新品在上海首发，因为中

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而且仍有很大的业

务增长空间。”他还透露，优傲全球首个应

用开发中心将于 10月份在上海启用，用

于拓展协作机器人的适用领域。

截至目前，优傲 UR 型机器人全球

销售已突破 3.7万台，全球市场占有率超

过 50%。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在昨日开幕

的第 21届工博会上，赛迪（上海）先进制

造业研究院发布了 2019年“中国先进制

造业城市发展指数及品牌 500强”，其中

上海在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排

行榜上位列第一。

此次发布的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

展指数，从创新能力、多领域融合、经济

带动性、品牌质量及绿色集约五个维度

分别对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行独立评价，

并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利用

统计方法进行合成计算，最后得出代表

先进制造业整体发展情况的指数。上海

此次以总分 83.6分再次夺冠，连续三年

保持首位。

中国先进制造业品牌500强则从规模

实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创新活力四个

维度分别对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行独立评

价。先进制造业品牌500强中，上海市企

业数量为35家，占比7%，从各项数据对比

来看，上海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平均营收

规模等指标均高于先进制造业500强企业

平均水平，整体呈现出“企业规模体量大、

创新活力强、成长性高”等特征。

17家张江企业同台“秀”技术
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最新成果

2019年中国先进制造业
城市发展指数在沪发布
上海企业研发投入、营收规模高于平均水平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一年一度的工

业领域盛会——第 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以下简称工博会）昨日在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开幕。9月 17日-21日期间，

工博会将为中国和全球工业创新带来积

极推动作用、更多发展机会。

记者在今年工博会展区，看到一大批

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来自浦东的企业或是

在浦东设立了总部或研发机构的企业，如

机器人领域的ABB、中科新松等；工业自

动化领域的费斯托、海立集团、欧姆龙、松

下电器机电等；新材料领域的巴斯夫、霍

尼韦尔等，这些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

产品，展示了浦东助力“上海制造”不断提

高竞争力的成果。

多家浦东企业携拳头
产品亮相

费斯托在金桥南区的亚太物流中心

今年 5月破土动工，该公司在今年展会上

带来了一款气动领域产品数字控制终端

VTEM。这是全球首款由智能App控制的

阀，可灵活实现50多个气动电动元件的集

成与融合。

据悉，这款产品上市不久就已在多个

行业实现成功应用：汽车焊装车间中同步

定位及可调压力夹紧；电子和轻型装配行

业中折弯及抛光工艺中的气缸多段压力

和位置控制及软停止；食品吹塑行业大规

格模具合模中的软停止等。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如何

通过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实

现生产自动化升级，帮助客户提升生产效

率和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费斯托展台

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目前汽车、电子、机

床、纺织、化工、生物医药等制造行业均受

到不同程度影响，但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自

动化技术市场仍有着巨大的潜力。

新松机器人将其未来的研发创新中

心、高端智能制造以及国际化总部放在了

浦东，在上海举行的工博会上，该公司又

发布了工业软件&控制平台。

据介绍，工业软件及控制系统是智能制

造的核心支撑。面对我国工业发展的最大

危机和工业体系“缺心少脑”的长期困境，新

松工业软件&控制平台将从操作系统、智能

驱动、RC、CNC、PLC，到数字孪生、MES、行
业解决方案的软件体系，以及从定制化芯

片、模组及主板、码盘、伺服电机、伺服驱动

器到各类控制系统的硬件体系，形成全体系

自主可控的“顶天立地”的平台。

“新松工业软件&控制平台由新松公

司发起，新松负责统筹顶层设计、整体架

构、品牌运行和组织标准体系建设，同时

融合全球资源协同创新。平台面向不同

行业和场景深度开放。”新松机器人相关

负责人称。

亲身互动拉近与先进
科技的距离

工博会上，往往是尖端科技和技术云

集，但工业级的应用也离普通观众的生活

较远。但今年展会上，不少能够亲身互动

的展品，让普通观众也能近距离感受先进

科技可能为生活带来的变化。

上周刚刚在康桥进行了未来工厂奠基

仪式的ABB机器人，在工博会上展示了一

系列创新的数字化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推动制造业迈向自动化、互联的未来工厂。

其中，人工智能YuM®垃圾分类演示

单元展示高科技回收解决方案，展示了如

何用数字化解决方案应对未来垃圾回收

的挑战，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该套

ABB垃圾分类演示单元是根据上海市最

新发布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发的解决

方案，通过机器人、计算机和传感器结合

的神经网络技术，可以像人脑一样对垃圾

进行分类和拣选。

ABB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套解

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包括了YuMi®双臂机

器人、负责上料的 IRB 1200 以及视觉系

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组成。云端仪

表板向YuMi®机器人展示垃圾图像，帮助

它识别垃圾类型并将垃圾分别拣选至四

类垃圾箱中。最后垃圾会转移至输送带，

由 IRB 1200机器人集取垃圾并将其送入

回收利用环节。”

中国移动的展台上，则带来了 5G+城

市管理、金融、交通、制造、医疗、安防、娱

乐等领域的应用。其中 5G+医疗领域能

够上手实践的椎弓根螺钉置钉模拟器成

为展区内排队最长的部分，该套设备系一

家浦东民营企业运用了中国移动 5G技术

研发制成的。

佩戴上专业的AR设备，搭配力反馈

设备进行操作，可以手随眼动，透过眼睛

“看到”模拟画面，进行穿刺等环节。“这

个设备可以为医学院的学生和年轻医生

提供模拟练习，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熟

练操作过程，为操作真实的脊柱手术提

供可靠的基础。”该展台相关人员介绍

说。

携拳头产品、先进技术亮相第21届工博会

浦东企业助力擦亮“上海制造”新名片

中国工博会大奖揭晓
聚焦全球第一、国际首创、世界先进

优傲机器人发布全新协作机器人

ABB展台上各类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见习记者 黄日阅

17家来自张江科学城的企业组成“张江展团”，集中展示创新智能成果。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