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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疫 英 雄 谱■本报记者 陈烁

疫情期间，人员不能到岗，生产

无法正常开展，很多企业的生产运

营陷入停滞状态。这个时候，智能

化生产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

位于临港新片区综合产业区的

中科新松，本身就是一家生产协作

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相关设备的公

司。而在其自身生产中，智能化更

是贯穿始终，实现了自身的数字化

生产。也由此，在疫情时期，该公司

的生产也一直没有中断，并在疫情

后快速恢复到满产状态。

智能化+数字化同步实现

走进位于博艺路上的中科新松

生产车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台

台 AMR 机器人（Autonomous Mo⁃
bile Robot，意即“自主移动机器

人”，AGV的升级版），工人们在对它

们进行制造或检测；再往前走，是其

智能装备生产的地方；最尽头，便是

协作机器人的生产线，两条看起来

简单的产线就可以源源不断生产组

装出一台台协作机器人，旁边已经

组装完成的协作机器人则在通过仿

真系统进行120个小时的跑合检测。

从 2017年建厂开始，中科新松

临港生产基地就努力实现智能和数

字化。中科新松总裁杨跞说，因为

中科新松的生产是离散型制造，不

像流水线生产的固定化，所以从两

个维度进行了数字化设计。

“传统生产多数是流水线，把控

更容易，因为工艺路径都是固化的，

提升的时候就有明确的变量，进而

可以知道明确的答案。但是离散制

造过程是动态的，带来的变化非常

多，实现数字化的难度也就更大。”

杨跞解释。

针对这样的情况，他认为，单一

自动化是不够的，智能化+数字化可

能是对离散制造最大的解决方

案。“基础的智能设备，比如立体仓

库、AGV、智能机器人等，是技术前

提，也是数字化的载体。在这些基

础上，进而可以充分采集到生产中

数字化的内容，包括开机率、能源使

用、生产动作的数据等，然后进行分

析和汇总，通过大屏把每天的生产

方式呈现出来，最终实现生产的数

字化。”杨跞说。

工厂整体效率提升约三成

通过智能化+数字化这两步，中

科新松构建了数字化车间的基础架

构，也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成为现

实，整个生产更高效。

在生产协作机器人的产线旁

边，产品技术经理介绍，整个产线只

要 8 个人就可以生产组装机器人。

在机器人的参与和协助下，一边做

部件装配，一边做关节装配和最终

主臂的组装，十几分钟就可以出一

个关节，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

把束线装进去。而在后续的测试环

节，因为有仿真模型，两个人便可进

行。现场正对一个六轴协作机器臂

的运动进行检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模型跟实物是一样的，可以进行

仿真操作，只动模型,就可以看出实

物是否正常运行。

其智能在线检测场景，更是在

今年初入选国家2021年度智能制造

试点优秀场景名单。这一系统针对

协作机器人出厂前质量管控，搭建

产品测试分析平台，产品检测效率

大幅度提升近 60%，发货产品合格

率达到100%全检。

现场的工艺工程师陈誉介绍，

在有这一系统之前，主要靠人工去

记录数据和检测，很容易会出错，而

且不能实时判断数据结构的好坏。

“现在，所有的数据都可以通过系统

收集和反馈结果，保证数据的实时

性和准确性，真正反映现场过程情

况，也使反馈和处理问题的效率提

高了两三倍。”

“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工作效

率比以前提升了 30%以上，而且，零

部件的供给和需求可以更加精准匹

配，使生产更流畅和高效。生产过

程的数字化，又使远程监控成为现

实，同时过程工艺的优化，使得产品

生产周期大幅缩短。”杨跞说，而且，

因为大规模使用机器人，工厂能耗

也大幅下降。

他表示，下一步中科新松会通

过对数据进一步的诊断，以实现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判。“这

三步走完以后，整个工厂就彻底是

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为多

品种、小批量的离散制造行业提供

了探索，让这一类企业站在我们肩

膀上，在数字化过程中少犯错误。”

■本报记者 黄静

“大家好，我是武银屏，也是大家通过微信语音熟悉的

二舅妈。”6月21日，在2022年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会议的现场，记者第一次和武阿姨线下见了面。

此次疫情期间，武阿姨通过微信，向亲友讲述了自己

从感染新冠到痊愈回家以来的经历。正是这段语音，展现

出了一位老党员、社区基层工作者和上海市民的精神品

格，收获了公众的千万点赞。

武阿姨是沪东新村街道北小区的居民，也是一位有着

28年党龄的老党员。从 1998年开始，她在社区里做了 10
年的民政干部，2007年退休后回到自己住的北小区，兼任

居民区第二党支部书记，发挥余热。“3月上海疫情暴发，我

想自己是个党员，应该站出来，守护大家的安全。”在此轮

疫情中，沪东是最早成为中风险地区的区域之一，武阿姨

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便冲在了抗疫一线。4月16日中午12
点左右，她接到了疾控部门的电话，被通知确诊阳性，“我

自己是党员，就带头服从政策，准备转运。”在网络热传的

武阿姨的语音中，她袒露了自己在方舱的所见所闻所感，

尤其是里面的居住条件、医疗志愿服务等，“在方舱里，‘大

白’、志愿者们都很好，他们经常鼓励我吃好饭晒晒太阳，

散散步，这些话听上去就特别温暖……”武阿姨觉得自己

有责任说出真实的情况，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在疫情防控最为吃劲的阶段，武阿姨的这番话传递了

乐观积极，给了大家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力量。4月22日，武

阿姨出舱回家，受到了社区干部、居民们的热情欢迎。经

过居家健康监测，武阿姨在 5月 1日当天重回小区志愿者

岗位。武阿姨说，在她的那条方舱语音下，许多人留言说，

被她的乐观大度打动。她认为，其实普通人的拼搏付出、

守望相助，正是上海这座城市文明的底色与亮色，“这场疫

情，上海挺过来了。我相信，我们的上海，会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符佳）2022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

简称“上海中考”）将于7月11日—12日举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发布提醒，今起上海中考考生非必要不离沪，须完成本人“随申码”

（“亲属随申码”）注册，密切关注考前14天内本人健康状况。

据了解，自今天起，考生非必要不离沪，在沪期间须做好个

人防护，按要求保持居家或家校两点一线。考生家长或同住人

也应尽量做到两点一线，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聚餐、不进入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避免接触有疫情风险的人员和物品。考生

若出现发热（体温≥37.3℃）（指水银体温计腋下温度，其他类型

的体温计以此为标准校对）、咳嗽、咽痛、呼吸困难、呕吐、腹泻

等症状，及时至医院就诊，并向所在学校（或报考所在区招考机

构）报告。未能按时返回上海的考生，须从 6月 27日开始每日

向所在学校（或报考所在区招考机构）报告个人健康及返沪安

排有关信息。考前14天内因特殊情况需前往外地的考生，须提

前向所在学校（或报考所在区招考机构）报备。这两类考生返

沪后将视情况安排在相应的考点、考场参加考试。

上海中考考生及其家长请密切关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官

网“上海招考热线”、微信公众号“上海国子监发布”、各区招考

机构网站等发布的最新信息，考前一周左右上海将发布《考生

安全考试承诺书》及有关考试准备和防疫的具体要求。考试疫

情防控措施将根据上海疫情变化和最新要求适时调整。有需

要的考生也可拨打心理咨询热线：12320-5、55369173、962525，
进行心理咨询。

本报讯（记者 符佳）近日，记者从上海科技大学获悉，该

校与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从2023年起，上科

大学生将有机会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希伯来大学暑期项目和3+
1交流项目。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1918年建校，位于历史名城耶路撒冷，

是以色列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以色列最顶尖的综合性大学

和研究机构，名列国际大学综合排名前百位。

根据此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支持以推动学术发展

为目标的各类项目和活动，包括：教育、文化和科研合作活动，

学生和教师交流，各类学术讨论会、工作坊和学术会议，学术材

料、出版物和其他信息的交流，以及短期项目和访问。从明年

起，上科大学生将有机会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希伯来大学暑期

项目和3+1交流项目。上科大也欢迎希伯来大学学生前来参加

暑期科研。同时，双方也期待能开展教师交流，并在创新创业

等领域开展合作。

本报讯（记者 章磊）汛期已

至，浦东已进入紧张的防汛备战

状态。连日来，新区水闸中心防

汛安全检查组对杨思、洋泾等9座

水闸（泵闸）开展防汛安全检查，

重点对防汛物资、防汛设施、机电

设备养护、安全用电及影响水闸

安全运行的外部情况进行检查。

在杨思、三林、北港3座水闸，

防汛安全检查重点针对机电设

备、架空线、电气电瓶、电缆沟、地

沟及下水道等展开；三甲港、大治

河东水闸的安全检查则结合沿海

排涝水闸的特点，加强对水闸外

港河安全排水区域的巡查。

汛期，水闸运行中突然发生故

障怎么办？新区水闸中心还以练

为战，设置了一场场防汛应急抢修

演练，来训练应急抢险队伍的战斗

力。新区水闸中心表示，防汛演练

同时也是一次常见故障应对技能

培训课，既锻炼了职工队伍，又提

高了应急排除故障的能力，为确保

安全度汛夯实了基础。

本报讯（记者 黄静）随着主汛

期的到来，为确保浦东安全有序度

汛，6 月 24 日，浦东新区组织开展

2022 年防汛防台综合应急处置实

战演练。

演练本着“预防为主，安全第

一”的原则，旨在提升浦东防汛防

台的应急反应能力、综合指挥和

协同作战的能力、应急队伍快速

反应和处置的能力，检验全区的

应急措施的可操作性，切实提高

防汛抢险的能力，为实战奠定基

础。

此次演练总指挥部设在区城运

中心综合指挥大厅，以惠南镇城运

分中心、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三甲

港水闸、区供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云

莲泵站为现场指挥部。演练借助音

视频信号，联动前后方指挥部指挥

调度，高效处置。

演练模拟了浦东新区气象台发

布台风暴雨黄色预警、区防汛指挥

部同步启动 III级应急响应的内容

背景，实景呈现了大治河泐马河口

险工险段管涌综合处置、台风影响

下户外广告牌紧急加固处置、城市

下立交积水紧急抢排处置、灯杆绿

化树木倒伏致使一小区失电应急救

援处置、住宅小区内积水并造成采

样亭位移综合处置、三甲港水闸突

发故障应急处置、云莲泵站突发故

障应急处置7个演练科目。

其中，“住宅小区内积水并造成

采样亭位移综合处置”是针对常态

化疫情防控情况下的演练科目。“报

告防汛指挥部，视频轮巡发现，东城

华都小区、文化中心广场核酸采样

亭受台风影响有位移情况，并且

积水严重，请求处置。”随着网格

平台工作人员现场报告，该科目

演练就此展开，一支支防汛队伍

闻令而动——惠南镇房管办应急

抢险队到场后迅速开展处置，首

先使用沙包沙袋对周边进行加

固，防止降雨带来的积水，随后立

即架设抽水泵对路面积水进行紧

急排水作业。区消防救援支队到

达现场后，实地勘查后分工，按照

规定动作开展处置，快速连接泵

车的进、出水管道；最后接通电

源，将积水引向雨水井排水口。

很快地，东城华都小区等处的核

酸采样亭险情排除了。

据气象部门预测，浦东今年汛

期将呈现“降水总量略多、梅雨量正

常、影响台风多、高温日数正常至略

多”等特点，叠加疫情影响，防汛形

势更加复杂严峻。为此，各级防汛

部门防疫、防汛两手抓，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

本报讯 （记者 符佳）6 月 24
日，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民办（私立）

高校校长论坛以在线会议形式于上

海和台湾两地同时举行。论坛邀请

来自上海、江苏、安徽、云南、广东、

福建和台湾地区的近100位民办（私

立）高校领导、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后疫情时代产教融合育人，强化两

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

市教委副主任闵辉在论坛上致辞时

表示，5G、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教育新

基建的深入推进，加速了高等教育

体系的变革和创新，也带来不少挑

战。民办（私立）高校要更积极思考

数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建设机会。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高

德毅认为，高校要紧握企业伙伴的

手，转变传统的教育培养过程，和

企业一道成为协同育人的主体、互

利发展的共同体。上海和长三角

既是大陆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全国

台资企业的聚集地，推动两岸高校

校际合作、校企合作有着十分广阔

的空间。

聚焦数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董秀华、

上海建桥学院副校长杨俊和、台湾

正修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周灿德、台

湾中华工程教育学会秘书长吕正良

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们认为，“产

教协同”是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

突围之路。

海峡两岸民办（私立）高校校

长论坛由上海建桥学院、台湾崑

山科技大学等院校自 2008 年合作

发起，由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台

湾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共同

主办，迄今已在上海、台湾两地轮

流举办了 11 届。受疫情的影响，

本届论坛首次在上海和台湾两地

采用在线会议的方式举行，由台

湾私立科技大学校院协进会、上

海市民办教育协会联合主办，台

湾龙华科技大学、上海建桥学院

联合承办。

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成为现实
中科新松智能工厂为离散生产数字化改造探路

浦东开展防汛防台综合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新区水闸中心开展应急演练

今日起上海中考考生
非必要不离沪

数字化时代应用型人才培养怎么做？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民办（私立）高校校长论坛在线举行

沪东新村街道北小区居委会武银屏

“我是党员，应该站出来
守护大家的安全”

上科大与希伯来大学
签署合作备忘录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应急演练。 □新区水闸管理事务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