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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轮胎制造商固特异德国轮胎制造商固特异（（GoodyearGoodyear））
制造出一款名为制造出一款名为 Eagle-Eagle-360360 的球形概念的球形概念
胎胎。。Eagle-Eagle-360360 球形概念胎采用球形概念胎采用 33DD 打印打印
技术制成技术制成，，其纹路设计采用了与珊瑚相似其纹路设计采用了与珊瑚相似
的形状的形状，，可以根据路面的不同情况进行智可以根据路面的不同情况进行智
能化调整能化调整。。当路面较为干燥时当路面较为干燥时，，轮胎会自轮胎会自
动变硬以减少摩擦动变硬以减少摩擦；；而当路面有积水时而当路面有积水时，，轮轮
胎会自动变软胎会自动变软，，以增加摩擦减少打滑以增加摩擦减少打滑。。

球形轮胎的好处不仅如此球形轮胎的好处不仅如此，，它采用磁它采用磁
悬浮技术装载到汽车身上悬浮技术装载到汽车身上，，轮胎与车身之轮胎与车身之
间只有空气间只有空气，，驾驶时可以轻松转弯驾驶时可以轻松转弯、、自由操自由操
控控，，做到做到360360度无死角转向行驶度无死角转向行驶，，并且不改并且不改
变车身的方向变车身的方向，，停车也更加方便停车也更加方便。。

点评点评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人们以为人们以为 360360 度无死角转度无死角转
向的球形轮胎设计只会出现在科幻片里向的球形轮胎设计只会出现在科幻片里。。
如今这种颠覆传统技术的设计已经问世如今这种颠覆传统技术的设计已经问世。。
安装有球形轮胎的汽车的安全性安装有球形轮胎的汽车的安全性、、便利性便利性
都将提升都将提升。。有消息称奥迪公司正在着手准有消息称奥迪公司正在着手准
备研发安装球形轮胎的汽车备研发安装球形轮胎的汽车，，预计预计 20202020 年年
将会面世将会面世。。

球型轮胎实现智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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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联合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
《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的两组数
据近日引起热议。一组是我国大学毕业生
自主创业比例连续5年上升，大学生毕业即
创业比例从 2011 届的 1.6％上升到 2017 届
的 3％。另一组是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3 届本科生中，有 46.2%的人 3 年后还在
继续创业。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大学生
在3年内会退出创业，淘汰率不可谓不高。

看似矛盾的两组数据，其实是“大学
生创业”这一热点话题折射出的不同角
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和社会
力量对大学生创业加大了扶持力度，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感召下，大学生追求
理想、实现自身价值的热情被激发，大学

生创业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升温。近 5 年
来，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不断攀升即
是明证。ofo、“饿了么”等一大批高估值
企业涌现，也折射出大学生创业的活力与
价值。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大学生创业
在质量上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大学生的创
业之路远非大家看到的那般光鲜，成功者
也只是少数，更多的大学生面对的是优胜
劣汰的残酷现实和“谁苦谁知道”的无奈嗟
叹。大学生创业的微观保障机制存在不
足、大学生的创业观念与创业实践之间存
在明显滞后、自身创业能力也相对比较薄
弱等因素，成为大学生创业路上一道道难
以迈过的坎。

那么，如何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
呢？在笔者看来，这需要从学校教育、政府
政策、社会评价以及大学生自身素养等多
方面入手综合发力，对大学生创业多扶
一把。

从学校教育来看，应进行高校治理层
面的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日常教学有
机结合起来。设立专门的部门统筹协调大
学生创业工作，完善大学生创业类课程的
设置，并通过增加创业实践环节，进一步增
强大学生实际创业体验，提升其创业能
力。此外，可以探索引入社会力量，改变单
纯依靠大学自身的单一教育模式，形成高
校与社会力量结合的复合型培养模式。

从政府政策来看，需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融合、协同、共
享的“双创”生态环境，给予大学生创业以
更加广泛的政策激励和支持，强化地方政
府在税收优惠、工商管理、法律服务等方面
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支持力度，把“双创”推
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实现持
续健康发展，增强创业创新实效。

从社会评价来看，要不断改善社会对
大学生创业的评价体系，塑造良好的创业
文化，为大学生创业活动提供更加宽松和
良好的氛围。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
业、勇于尝试、包容失败的观念与氛围，形
成大学生想创业、敢创业的软环境。

从大学生自身素质提升来看，与就业
相比，创业活动对于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具
有较高要求，比如过硬的心理素质、良好的
判断和决策能力、娴熟的沟通技巧、丰富的
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等。大学生在创业过
程中要敢于向前，在取得成绩时要能看到
问题，在遇到失败时要更具韧性。

总之，鼓励大学生创业是重要的社会
创新机制，要集众力将大学生的创业激情
变成社会的活力之源。

大学生创业还需多扶一把
冯其予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追求理想、实现自身价值的热情被激发，大学生创业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升

温。然而，大学生创业的质量总体水平并不高。这需要从学校教育、政府政策、社会评价以及大学

生自身素养等多方面入手综合发力，对大学生创业多扶一把，将大学生的创业激情变成社会的活力

之源

超级高铁完成首次测试
HyperloopHyperloop 也被称为超级高铁也被称为超级高铁，，美国美国

洛杉矶超级高铁技术初创公司洛杉矶超级高铁技术初创公司 HyperHyper--
looploop OneOne 日前宣布日前宣布，，在测试跑道上完成了在测试跑道上完成了
超级高铁的首次超级高铁的首次““全尺寸全尺寸””系统测试系统测试。。这次这次
测试是在全真空的条件下完成的测试是在全真空的条件下完成的，，整个测整个测
试环境与未来准备批量生产的系统完全一试环境与未来准备批量生产的系统完全一
致致。。HyperloopHyperloop OneOne联合创始人皮什瓦尔联合创始人皮什瓦尔
表示表示，，全真空环境就像飞机飞行在全真空环境就像飞机飞行在2020万英万英
尺的高空一样尺的高空一样，，空气阻力小空气阻力小，，能够确保更快能够确保更快
的速度的速度。。

本次测试时间很短本次测试时间很短，，测试车使用磁悬测试车使用磁悬
浮和电力推进浮和电力推进，，在在 HyperloopHyperloop 管道中运行管道中运行
了了 55..33 秒秒 ，，最 高 速 度 为最 高 速 度 为 112112 公 里公 里//小 时小 时 。。
HyperloopHyperloop OneOne 称称，，下一阶段测试将把速下一阶段测试将把速
度提高到每小时度提高到每小时 400400 公里公里，，并首次安装乘并首次安装乘
客舱客舱，，测试距离也将更长测试距离也将更长。。

点评点评

超级高铁是特斯拉超级高铁是特斯拉 CEOCEO 埃隆埃隆··马斯克马斯克
在在 20132013 年提出的构想年提出的构想，，希望将形状像胶囊希望将形状像胶囊
一样的可载人悬浮舱置于近乎真空的管道一样的可载人悬浮舱置于近乎真空的管道
中中，，实现超高速行驶实现超高速行驶。。一旦投入使用一旦投入使用，，超级超级
高铁将成为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高铁将成为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

最大集装箱全自动化码头年底投产——

掀起“无人码头”的盖头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齐 慧

起重机不停地装卸着集装箱，一辆辆
没有车厢的平板车往来穿梭，很难想象这
些设备都无人操作。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
全球最大集装箱全自动化码头——上海洋
山深水港四期工程。目前，工程已进入最
后的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计划年底开港
试运营。

“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核心港区。洋山港一、二、三期工程的建
成，使得我国在外海筑港工程技术上完成
了对国际先进水平的追赶甚至超越。而洋
山港四期更是实现了工程设计及建设、装
备制造和信息系统研发的全国产化，打破
了国外技术的垄断。”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
察设计院董事长、党委书记沈明达说。

自动化率90%以上

洋山港四期工程真正实现了
码头装卸、水平运输、堆场装卸环
节的全过程智能化、无人化操作

“洋山港四期工程是我国第一座真正
意义上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与传统的集
装箱码头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码
头装卸、水平运输、堆场装卸环节的全过程
智能化、无人化操作。”中交第三航务工程
勘察设计院洋山港四期工程设计总负责人
刘广红介绍，洋山港四期工程集装箱码头
长达 2350 米，布置 7 个 7 万吨至 15 万吨级
集装箱泊位，建成后将是世界建设规模、技
术难度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自动化码头最早起源于欧洲，由于劳
动力成本过高及熟练工人匮乏等原因，需
以自动化代替人工化。“但当时的自动化码
头技术水平较低，更多的是解决无人化和
节省人力的问题，离真正的智能化港口还
相差甚远。而洋山港四期则实现自动化率
90%以上，码头作业区将真正实现无人化、
智能化操作。”刘广红说，相较于西方发达
国家，我国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技术领域
起步晚、积累少、无先例可循，大量的新材
料、新工艺需要自主研发。

这个“无人码头”到底有多智能呢？刘

广红在洋山港四期的施工现场为记者描述
着码头建成后的场景。

“在码头装卸环节，四期工程采用了双
40 英尺双小车岸桥，不同于常规的单小车
岸桥，我们将集装箱从船到岸的装卸过程
由传统的一个动作分解为两个动作。”刘广
红手指岸桥一个空地方向。

“我们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中转平台，由
岸桥的主小车（吊具）负责将集装箱由船装
卸至中转平台，由岸桥后方的门架小车负
责将集装箱从中转平台装卸至码头上的运
输车辆，这种流水作业的模式将码头卸装
的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不但如此，四期工程还实现主小车的
人工远程操控和副小车的自动化操控。岸
桥上不再设置操纵室，操作人员只需在港
区的中央控制室即可完成码头装卸。

在堆场装卸环节，四期工程采用自动
轨道式龙门起重机（ARMG），与传统的集
装箱码头不同，堆场采用封闭式管理，堆场
内没有操作人员，ARMG 均由智能化生产
管理系统负责整体控制和调度。港区外来
的集装箱卡车也不需像传统集装箱码头一
样进入堆场内部提送箱，只需在堆场的陆
侧端部即可完成提送箱操作。

“通过这样的自动化设计，码头作业可
靠性、安全性、高强度作业的持续性得到大
幅提升，操作工人数量可降低约 70%。同
时，大部分操作均在中央控制室完成，作业
环境大幅改善。”刘广红说。

“搬运工”有序高效

自动导引运输车在无人操作
的情况下，在码头和自动化堆场
之间来回运输,自定行程路线，实
现无区域限制自由活动

在全自动码头的展示动画里，有一批
无人驾驶的小车格外引人关注，它们可深
入悬臂箱区作业，有序高效在码头和自动
化堆场之间来回运输，承担起码头中“搬运
工”的角色。

“这种小车专业术语叫自动导引运输

车（AGV），是一种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辆。
它们可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自定行程路
线，并不发生碰撞。”振华重工洋山港四期
工程项目总指挥张健介绍说。

这种小车的研发生产绝非易事。在振
华重工的车间里，两辆亮黄的小车十分抢
眼，仔细一看可见端倪：没有驾驶室。“这就
是公司为自动化码头自主研发的 AGV 小
车。”张健介绍说。

一般来说，常见车辆大多是前轮双轮
驱动并由前轮控制方向，而该小车则是全
时四轮驱动且前后轮都可以控制方向，这
一特性使其不但拥有强劲的动力,并且更
加灵活，可完成前轮转向、后轮转向、侧推
斜行、小半径转向等动作，即使在狭小地方
也能顺利转弯或变道。

“更为先进的是，传统意义上工业用
AGV 一般采用轨道方式运行，并且凭借
有线光缆技术接收指令，集装箱运输工作
区域被牢牢固定在了轨道与光缆之间。而
我们自主研发的小车，可实现无区域限制
自由活动。”张健介绍说，小车采用抗干
扰的无线跳频技术，实时控制 AGV 进行
转弯、前进，到达指定位置等操作。小巧
的车身，加上在恶劣天气也能准确接收运
行指令的无线跳频技术，使小车摆脱了轨
道与光缆的束缚，彻底解放了集装箱行运
路线。

首创“边装边卸”工艺

洋山港四期工程推动自动化
双箱轨道吊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同时创新装卸工艺，大幅提高了
码头使用率

轨道吊是自动化码头的后场设备。集
装箱船靠岸后，岸桥第一时间将船上的集
装箱卸下，放置到自动导引运输车上行至
后场堆箱区域，然后由轨道吊“接力”摆入
堆场目标位置。即便是装船，轨道吊也能
精确找到货物，送至在约定地点等候的自
动导引运输车上。全部过程通过系统中的
指令自动完成。

近年来，自动化双箱岸桥技术日趋成
熟，已成功运用在自动化码头上，提升了码
头装卸船效率。然而，自动化双箱轨道吊
面对的工况更加复杂，因此一直停留在理
论阶段，全球尚未有过应用实践。

“洋山港四期开创了自动化码头的两
大先河：一是自动化双箱轨道吊首次从实
验室走向市场；二是电机、制动器、减速箱

‘三合一’的创新使用，不断挑战在空间和
布置上的设计极限，项目的复杂性与挑战
性前所未有。”振华重工洋山港四期项目经
理忻程龙介绍。

2015 年 3 月，上海洋山港决定建设自
动化码头，振华重工负责提供 16 台岸桥和
30台自动化轨道吊。作为全球吞吐量第一
的大港，如何提升码头使用率成为洋山港
的首要考虑因素。他们大胆提出：在海侧
一面，使用自动化双箱轨道吊，配合自动化
双箱岸桥作业，尽快释放岸线空间，提高码
头的使用率，理论上能够提升 50%的工作
效率。

“难就难在工况复杂，不像岸桥对应的
是靠泊船只上摆放整齐的箱子，在地面上，
两个箱子可能会出现八字形摆放、错位摆
放、箱子间隙不等的情况，自动化轨道吊要
像人脑一样，识别并微调双箱位置，准确抓
取。这要求我们必须精确计算出合适的容
错率，结合码头实际情况，预设出多种工
况。”忻程龙解释道。

“边装边卸”是场效率革命。靠海一侧
轨道吊负责对接船舶集装箱，靠陆一侧轨
道吊负责对接集卡集装箱。以往，二者合
作模式是单向循环，海侧一方卸船后进入
堆场，等待集装箱装上集卡后，再回到海
侧。此次研发团队演示了新的工艺：海侧
轨道吊卸船后进入堆场，陆上轨道吊同时
启动，双方在堆场区的某处交接集装箱后，
各自进行下道工序，形成双向循环，省去等
待时间，提高装卸效率，成为全球首创的工
艺。经过大量研发试验，如今设备生产已
接近完工。“自动化双箱轨道吊首次投放市
场，将撬动自动化码头新一轮的效益革
新。”忻程龙说。

上图 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现场。
王文娟摄

核 心 阅 读

洋山深水港位于长江和东海交汇

处，由大、小洋山等数十个岛屿组成，

是中国首个在微小岛上建设的港口。

洋山港一手牵着长江经济带，一手挽

起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发展上海自

贸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

2005年12月10日，洋山深水港

一期工程开港，成为中国最大的集装

箱深水港。洋山港二、三期工程分别

于2006年12月和2008年12月竣工

交付使用。2014年12月23日，洋山

港四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洋山港四期建成后，将是我国首

座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对于我国港口的创新、转型和升

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成为世界

自动化码头建设的示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