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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成立

科普资源可实现共享

穿越米仓山将从现在的4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在“弹雨”中攻克岩爆隧道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厦门海沧区推进出口智能家居产业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

给美好生活“加点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积极引导传统优势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通过建设出口智能家居产业质量安全示范区，汇聚促进优势产业聚集发展的优惠政策

和服务举措，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向高质量发展全速迈进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薛志伟摄

近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包含工业
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核心产品
和安全创新平台、智能制造能力
提升工程在内的“两平台一工
程”智能制造推进方案，并集中
发 布 了 自 主 可 控 PLC 系 列 产
品 、 FabOS 智 能 制 造 管 理 系
统、电子玻璃领域工业互联网云
平台等工业互联网产品。经权威
鉴定，前两款产品的关键核心技
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或领先水
平，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据了解，以 FabOS 智能制
造管理系统为例，该产品技术复
杂、研制难度大、创新实用性
强；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部
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产
品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项、申
报发明专利3项、获软件著作权
11项。“目前产品已在面板行业
使用，推广应用前景广阔。”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冬辰介绍，FabOS 智能
制造管理系统是面向高端面板行
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智能制造
管理系统，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
断。系统采用目前行业内最成
熟、开源及模块化的技术架构，
支持国产操作系统运行解决本质
安全问题，同时支持云化部署，
实现了跨平台跨终端的自适应应
用，通过工艺流程引擎技术实现
了对业务变更的快速响应。

张冬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近年来，中国电子依托旗下400
多家制造业企业强大的智能化升
级改造需求，推进智能工厂建
设，通过建立 MES 集成模式，
打造互联互通智能工厂，并延伸
到供应链及客户端，形成中国电
子智能制造产品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中国电子拥有智能化水平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显示生
产线，在生产关键环节大量应用
智能设备、智能元器件和智能
系统。

张冬辰表示，面对新一轮产
业变革，电子信息行业企业要紧
紧抓住新时代工业互联网发展机
遇，通过联合创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构建工业
互联网产业生态圈，加速实现覆
盖研发设计、产品制造、设备运
维、管理运营、物流服务等环节
的全流程智能化转型，推动工业
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
动力。

近日，中国电子牵头联合华
为、腾讯、百度以及西门子、霍
尼威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启动建
立人工智能制造业技术与创新应
用产业联盟。张冬辰表示，产业
联盟立足于搭建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及NB-IoT等新技术合作
和促进平台，推动信息技术和制
造业融合发展，努力服务制造业
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
在日前举行的 2018 年上海科技
节“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暨科普
资源共建共享馆长论坛”上，长三
角科普场馆联盟宣告成立。这一
联盟由上海科技馆等8家科普场
馆发起，有150余家科普场馆、企
业、高校等盟员单位，旨在推进科
普展览教育活动的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根据协议，上海科技馆将
把精品巡展、科普电影、科普资源
包等输送到苏浙皖三省。

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由上海
科技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江
苏省科学技术馆、南京科技馆、浙
江省科技馆、浙江自然博物馆、安
徽省科学技术馆、合肥市科技馆
联合发起，盟员单位由这 8 家场
馆推荐产生，包括综合性省市地
区馆、各类专业场馆、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机构

等。在论坛上，8 家发起场馆共
同签署了《长三角科普场馆合作
框架协议》。

上海科技馆馆长王小明介
绍，上海科技馆开发了“如何复活
一只恐龙”等原创临展、《熊猫滚
滚》等科普影视作品、STEM 科
学课程系列等科普课程以及一批
文创衍生品，可以借助长三角科
普场馆联盟这个平台，输送到苏
浙皖。同时，上海科技馆开发的
20多个科普资源包，将提供给苏
浙皖的各个科普场馆使用，每个
场馆可无偿使用2个。

安徽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姚穗
表示，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盟能实
现强强联合，也能实现强弱联
合。苏浙皖三省有许多规模较
小、资源不太丰富的科普场馆，上
海科技馆等大型场馆将与它们结
对，提供展览教育资源的支持。

中科院举办应用成果展

“售后服务”促成果转化

在科幻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镜
头：主人公刚到走廊，办公室玻璃门自
动打开、空调自动调节到舒适温度、窗
帘自动拉起、轻快的背景音乐自动播
放……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智能化
场景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已经从科
幻走向现实。

40年来，海沧区一直走在厦门改
革开放的前沿。如今，迎着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春风，海沧区立足产业立
区、机制创新、对台融合的历史使命，
引导传统优势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发展，做好市场拓展，着
力把海沧打造为出口智能家居产业质
量安全示范区，向高质量发展全速
迈进。

完善产业链

实施优惠政策，优化服
务，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
水平，吸引配套企业进驻，提
高产品竞争力

走进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园安
泰迪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的厂房内，远
远就看到一个个扁平的“圆盘”在地
上有序地转来转去。这些“圆盘”就
是安泰迪智能“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通过听觉、视觉、
力觉、触觉等来感知家居环境，收集
地面信息。做到不迷失方向、无遗漏
清扫。”安泰迪智能家居有限公司销
售部总监林高艺向经济日报记者介
绍说。

在办公室的茶几上，林高艺摆放
了一些障碍物，倒了小半杯水，还放上
许多纸屑。记者看到，他按下开关不
到两分钟的时间，扫地机器人就巧妙
地避开了障碍物，沿着桌边呈“弓”字
形将茶几上的灰尘、纸屑和水清理得
干干净净。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
再升级、技术再革新’是我们的宗旨，
让更多的人享受平安、美好、健康、洁
净的生活是我们的品牌理念。我们已
经研发将语音对话功能加入扫地机器
人中，接下来马上投入量产。”林高艺
信心满满地说。

为了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的引领作
用，促进产业聚集，海沧区通过实施
优惠政策，优化服务，进一步提高贸
易便利化水平，吸引配套企业进驻，
促进产业链完善，提高产品的竞
争力。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诞生在厦门，成长在厦门，如今已经
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智慧社区解决方
案和设备提供厂家。该公司顺应物联
网、“互联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
的发展趋势，坚持自主创新，不断研发
新技术，在楼宇对讲、行业对讲、智能
家居、智能门锁、智能交通、新风系统、
电梯物联网与窄带物联网等八大产业
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方面，形
成产品技术专业化、产品规格系列化、
技术服务系统化的专业体系。

“我们正规划建设厦门海沧‘狄耐
克科技园’，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更具影
响力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与设备研
发、生产基地。”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缪国栋说。

提高创新力

以智能化和信息化手段
为主要依托，建设出口商品
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带动产
业升级

随着科技的进步，智能家居不仅
让双手解放，也让生活充满乐趣。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林松华对记者说：“在智能的环境里和
有想法的同事一起创新，每一天我们
都是快乐的。”

林松华口中的智能环境，指的就
是他自己的办公室。上班前，他会在
公司自己开发的 APP“Intre+”里设
定好开门、开窗、开灯、拉窗帘、开空调
和开室内摆件的时间，做到“人未到而
一切准备好”的状态。根据自己的需
求，真正实现智能家居产品的实用
性。在手机里设置好清晨背景音乐，
伴随着轻快的歌声，崭新的一天就此
开始。

记者在盈趣公司展示厅里看到，
通过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语音互动家
庭控制中心“传声星球”，盈趣的智能
家居不仅实现了对家电电源的控制，
更是将所有电器互通、联控，通过
APP 一键控制某个家电进入某个预
先设定好的场景，量身打造智能家居
解决方案。家电控制从最初简单开关
逐步走向智能、便利、个性化设定——
智慧物联让所有听起来不可思议的高
科技应用成为现实。

作为海沧打造一流国际营商环
境 、 加 快 产 业 升 级 的 生 动 缩 影 ，
2016 年厦门投洽会期间，盈趣科技
与海沧区政府签约，盈趣科技创新产

业园正式落户海沧。园区总建筑面积
约 20.2 万平方米，以高新技术为依
托，围绕智能制造的主题，形成集总
部、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附
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综合性创新产业
园。

为进一步提升区内智能家居产业
产品质量、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高
品牌知名度、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海
沧区以智能化和信息化手段为主要依
托，以大质量工作机制为共治平台，
以精准有效的监管服务为重要抓手，
和海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同创建海
沧出口智能家居产业质量安全示范
区，建立“产品质量地方政府负总
责、企业负主体责任、监管部门负监
管责任、相关部门齐抓、行业协会协
调、社会力量参与”的出口商品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

“通过质量安全示范区的建设，落
实企业产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促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带动海
沧区的产业升级，增强创新力和竞争
力。”海沧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增加新动力

通过创新驱动，不断提
高智能家居产品质量，引领

“制造”迈向“智造”，增强内
生动力

推进出口智能家居产业质量安全
示范区建设，是海沧区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如今，海沧
的出口智能家居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海沧智造”将助力生活更加美好。
2017年，海沧区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首次突破300亿元。松霖卫浴已

发展为国际卫浴产业界技术及设计的
领导性品牌；瑞尔特是全球知名、国内
领先的节水卫浴产品制造企业，也是
国内冲水组件制造领域规模最大的企
业之一；威迪亚通过与瑞士恩仕合作，
已成为全球整体智能卫浴新锐企业，
以及整体智能卫浴解决方案提供商，
是厦门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
海沧区通过创新驱动，引领“制造”迈
向“智造”，增强内生新动力。

美好生活源于美好体验。在厦门
海沧区的恩仕—威迪亚集团，记者被
一个智能浴室柜吸引住：自动伸缩感
应的水龙头，电子感应智能系统自动
识别用户，根据用户的喜好自动调节
水量和水温；镜面同时有健康管理、皮
肤检测、室内温度等多项功能，让用户
在使用过程中尽享美好体验。

“未来卫浴行业的发展趋势一定
是智能化、整体化。”恩仕—威迪亚副
总裁夏志军表示，企业将致力于设计
制造整体智能卫浴空间系统，能够识
别用户的声音、图像并及时回应；能够
记录用户的生活习惯，并基于用户的
生活习惯提供最佳体验；能够成为人
类的“智慧伴侣”，全面管理用户健康
数据。“未来5年，我们将紧扣整体、智
能的主题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制造，
预计到 2021 年建立一个以工业 4.0
为目标的智能卫浴工厂和智能卫浴工
业园。”

下一步，海沧区将全力开展出口
智能家居产业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工
作，着力构建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作
新机制，汇聚促进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的优惠政策和服务举措，建立适应新
兴特色产业发展的监管模式和通关机
制，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向国
际一流海湾城区大步迈进。

6月25日，陕西汉中，世界第三长
的高速公路隧道巴陕高速公路米仓山
隧道右线宣告凿通。

这是一条不寻常的隧道。千百年
来，峰高路险的米仓山是川陕交流无
法绕开的重要通道。随着米仓山隧道
的修建，这一屏障被打破，科技的力量
将让穿越米仓山从现在的4小时缩短
至半小时，也让攻克岩爆隧道这一世
界级难题得到了解决。

“掌子面上经常弹出来石片，像子
弹一样能伤人。”施工方中铁一局四公
司的一位工程师说，与此同时，米仓山
内的高应力也威胁着隧道工人。所谓
应力，就是地壳的弹性能量没有完全
释放。打隧道会触发山体应力的释
放，导致隧道垮塌、变形，或促发“岩
爆”——岩石爆炸弹射。

“这里的岩爆很频繁，弹出来的石
块有大有小，有些速度非常快。岩爆
比炸药爆破还响。”中铁一局桃巴项目

负责人文玉辉说，米仓山隧道在高地
应力灾害期间，曾微震了上千次，最大
的一次微震，比50颗手雷同时爆炸还
要强，相当于 1.5 级的地震。经济日
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弹出来的小石片，
许多边缘如刀刃一般。难怪现场工人
戴着钢盔，穿着防弹衣。

项目总工程师石锦岩介绍，米仓
山是大巴山、秦岭、龙门山几个造山带
的交界，地壳皱褶特别明显。隧道附
近，山形陡峭奇伟。高山深谷的应力
往往很大；米仓山核心的岩石又十分
硬脆，容易岩爆。更不寻常的是，米仓
山的石头应力区域，往往像篮球一样
小。这也让岩爆来得更猝不及防——
石头的弹性局限在很小的空间内时，
就像地雷一样难以事先排掉。

为了应对岩爆，工程师们想出不
少主意。比如，使用一种有孔的细导
管预先插进要爆破的岩石周围，孔中
喷出黏浆，像树枝一样渗入岩石，营造

稳定区。爆破完毕，尽快支护和加固，
并尽量使用机器代替人，避免风险。

危险还不止于此。米仓山内部瓦
斯和硫化氢浓度异常高，容易引燃。
工人除了佩戴防毒面罩，还要穿上防
静电服。

为解决长隧道通风等难题，米仓
山隧道创造了多个行业纪录，它是国
内独头掘进最长、中部通风竖井最深、
通风联络规模最大的公路隧道。“受高
地温影响，掌子面温度比较高，有时高
达40多摄氏度。我们通过加强通风、
使用雾炮机降尘等措施来改善作业环
境。”石锦岩说，项目部一直努力探索
一套隧道全机械化的施工方法，由项
目部自主研发的自感式喷雾降尘炮车
等一批新设备运用到了米仓山隧道建
设中。

据介绍，米仓山隧道预计年底前
可通车，成为从银川到重庆高速公路
最后打通的一节。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全
球首台电子墨水显示屏、红外血
管成像仪、新一代高分辨率人造
视网膜……中国科学院最新成果
近日在深圳市“刷屏”。在中科院
应用成果展暨中科院硬科技—科
技服务网络计划（STS）“双创”项
目路演活动中，50余个涉及民生
领域的有重大突破、有核心技术、
有市场竞争力和显著影响力的项
目进行了集中展示。

中科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邓
麦村表示，此次进行路演的STS

“双创”项目主要是支持中科院属
机构通过创新创业的形式实现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院属机构

为新创企业提供“售后服务”以加
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

中科院应用成果展主题为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提供早期
项目融资、应用场景搭建、成果产
业化应用等服务，以促进中科院
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产生经济和
社会效益。

参与此次中科院应用成果展
暨中科院硬科技—STS“双创”项
目路演的14个项目涉及新材料、
智能制造、医疗大健康等领域，是
中科院“心脑智能监护可穿戴装
备产业化开发”“肿瘤临床精准用
药技术”等一批硬科技项目首次
集中对外展示和推广。

中科院应用成果展上的植物工厂。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中铁一局四公司米仓山隧道因高
地应力释放，需24小时监测地应力发
生的频率、部位及能量大小等数据，以
预测前方围岩动态。图为项目常务副
经理罗宝湘在采集数据。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