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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距离中国大陆第一座核
电站——秦山一期核电站并网发电已
经过去了 28 个年头。截至今年 6 月底，
秦山核电站累计发电 5600 亿千瓦时。
秦山核电站安全高效运行 28 年，
能够青春长驻自有奥妙。2018 年 4 月
8 日，秦山核电站 30 万千瓦机组的主
控室内，原有的两圈盘台被拆除。之
后不久，性能更好的新主控盘台安装
完成。这是秦山核电站 30 万千瓦机组
第 18 次换料大修中的精彩片段。
主控盘台改造相当于核电站的一
次“换脑手术”，在国内尚属首次。此
次除了换掉两圈盘台，与之成体系的
仪表控制柜、报警机柜等 140 多个柜
子也全部换掉，接口必须一一对应，路
径设计不容有误，技术难度空前。
完成“换脑手术”的“主刀大夫”是
国家电投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以
下简称“上海核工院”
）。在中国核电
发展史上，该院创造了三个“第一”，即
独立自主研发设计中国大陆第一座核
电站——秦山核电站；设计研发了中
国第一个出口核电站——恰希玛核电
站；技术总支持中国第一台重水反应
堆——秦山三期核电站。
1970 年，中国核电发展正式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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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728”为代号，组建“728 办公室”
（上海市核电办）、
“728 院”
（上海核工
院），实施“728 工程”
（秦山核电站）。
728 院负责承担总体设计任务，开始摸
着石头过河。
“当时搞核反应堆，国外对我们进
行严格的技术封锁，必须自己去研究
和摸索。”上海核工院原总工程师蔡剑
平回忆说，由于公开资料有限，国内电
子计算机等各项条件也很有限，完成
核反应堆分析程序等任务颇具挑战。
大家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加班加点搞
大会战。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很
“暖心”也很有
“力量”
。
据悉，从项目初始，技术路线、堆
型方案确定过程中的曲折反复，到工
程建设中的排除万难，再到并网发电、
安全运行，秦山 30 万机组从最初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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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型堆”
“ 试验堆”到正式确立为
“商用堆”，凝聚了中国一代核电人的
智慧和心血，铸就了“中国核电从这里
起步”的伟业。秦山核电站被誉为国
之 光 荣 ，成 为 中 国 核 电 技 术 创 新 的
源泉。
上海核工院与秦山核电站同成
长，成为中国迄今唯一参与国内各种
堆型的研发设计服务工作，具有全岛
设计能力、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实
现核电设计技术输出的核电总体设
计院。

超“135”圆梦三代核电自主化
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
是中国核电界一直追逐的目标。而本
世纪初，我国运行及在建的核电机组
共 11 台，其中 8 台来自 3 个不同国家，
一共 5 种机型。如何才能实现从跟跑、
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2007 年，国家决定从西屋公司引
进三代非能动先进核电技术 AP1000，
并以此为基础启动了我国三代核电完
全自主化的进程。上海核工院是
AP1000 三代核电引进消化吸收以及
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
水堆核电站”研发的技术负责单位。
西屋公司在技术转让时，划了一
条“红线”，即中国在引进 AP1000 核
电技术基础上，只有开发出净电功率
大于 135 万千瓦的大型先进非能动核
电站，
才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突破“135”难度究竟在哪？
“ 如同
小飞机变大飞机，满足净功率大于 135
万千瓦的要求，不能是简单的等比例

走进位于广州南沙的美的智
慧工厂内，机器人包揽了生产线
上绝大部分工作。在超过 4 万平
方米的厂房中，机器人在自动化
生产线、注塑、立体库等环节各司
其职，完全看不到以往工厂流水
线上工人忙碌的场景。
“在这里，
简单繁重而又不断
重复的枯燥工作已经由高效智能
化的机器人所代替，
所有配料、生
产、包装指令均由 IT 系统统一发
出。”美的集团副总裁、首席信息
官兼 IT 总监张小懿告诉记者，美
的这一智能化工厂，自动化率已
达 65%，是全行业自动化率最高
的智慧工厂之一。
记 者 了 解 到 ，美 的 智 慧 工
厂首个引入美的工业互联网
Midea M.IoT，是 Midea M.IoT
应用的“集大成者”，也是第一批
入选国家 2018 年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示范项目的企业。
生产现场已进驻大量前沿
技术：领先的智能网关技术打通
了 工 业 互 联 网 中 各 环 节 ，让 年
代、型号千差万别的 41 类 189 台
设备实现无缝连接；5G 信号已
进入厂区，未来将以低时延、高
可靠的特征实现海量工业数据更理想的实时互通；世界一
流的数字仿真技术，为物理工厂构建起相似度超 95%的数
字世界……
“实施工业互联网改造后，南沙智慧工厂原材料和半成品
库存减少八成，自主开发的注塑平面库自动配送系统让物流
周转率提升 2 倍至 4 倍。”美的智慧工厂厂长汪小进介绍，改
造后的产品品质提升了 17%，整体制造效率提高 44%，空调内
销交付周期由过去的 20 多天减少到最快 3 天，外销交付周期
缩短至 24 天。
在汪小进看来，Midea M.IoT 真正的价值远不只提质、
降本、增效。通过对全价值链端到端数据的全面接通，叠加
柔性制造能力，Midea M.IoT 能实现真正的个性化 C2M 客
户定制，不仅产品外观，功能内核和智能体验也能一一定
制，甚至单台就能起订，从而真正构建起“以用户为中心”的
新商业模式。

——

给秦山核电站做“换脑手术”

工业互联网赋能智能制造

本报记者 张建军

近日，由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
主办的“核铸强国梦”活动走进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
投”
）。此活动主要聚焦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国和一
号核电型号（CAP1400）的设计研发，
关注我国核电起步、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实现三代核电自主化的不平凡
历程。
作为央企，国家电投肩负着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其前身之
一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承担了我国三代
核 电 自 主 化 的 重 要 使 命 ，负 责 引 进
AP1000 三代核电技术，进行消化、吸
收和再创新，实现核电站工程设计、设
备制造、工程建设与运营管理自主化，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压
水堆核电站。历经 10 余年的不懈奋
斗，三代核电自主化工作结出累累硕
果。目前，AP1000 依托项目 4 台机组
全部投运，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进入收官阶段，
国家电投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核电产
业链。

放大，需要重新全面进行型号开发、技
术设计、设备研制、试验研究与安全审
评。”国和一号总设计师、上海核工院
院长郑明光说。
这相当于另起炉灶，没有捷径可
走！2008 年，上海核工院联合国内相
关大学、科研院所、制造业等产学研用
单位和大量技术人员开始了这项重大
专项科研攻关。为突破“135”，国和一
号反应堆堆芯需要从 157 盒燃料组件
变成 193 盒燃料组件。钢安全壳厚度
则 需 要 进 一 步 加 厚 ，直 径 从 原 来 的
39.6 米扩大到 43 米，为核岛主设备提
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他们还重新设
计研制了蒸汽发生器，使整个机组的
性能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毛功率达到
1500MWe 左右，满足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要求。
新设计需要全面试验来支持。
“每
个大项关键试验里都有很多子项，主
要是把可能对设计有影响的因素全部
摸索或者挖掘出来，对安全上有影响
的因素也得全部挖掘。”参与项目的专
家表示，试验牵扯协同单位多、难度
大、要求高、协调难。比如，有个非常
小的冷凝试验，仅仅与联合单位正式
的来往函件就接近 70 份。
量化突破“135”之艰难，下列数字
只是冰山一角：学习、吸收 AP1000 技
术转让文件 315557 份、重 8.4 吨；国内
近 477 家企业、2.6 万名技术人员参与；
形成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
293 项，新建成 43 个试验台架；在国内
22 个世界先进试验台架上完成 6 大试
验课题、17 项关键试验、887 个工况的
独立试验验证；经历了 17 个月的审查；
研发设计人员逐一回答了国家核安全
局提出的 5377 个问题……
目前，
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大
专项已形成知识产权6513项，
进入堆型
落地的全新重要阶段。国和一号
（CAP1400）的安全性、经济性在国际
上处于领先地位，
设计上满足最高安全
标准，
安全上经过完整充分的试验验证
与 安 全 审 评 ，安 全 指 标 优 于
AP100015%以上，在多层防御的基础
上系统性地应用非能动和简化理念，
从
设计、
工程措施和管理上预防设备疲劳、
人为因素、环境条件变化带来的风险。
此外，
其批量化后的造价至少还能再降
低10%以上，
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具有
自主品牌的非能动压水堆核电站，带
动了我国核电产业由二代向三代的跨
越式发展。”上海核工院副院长陈煜介
绍，国和一号设备完全自主设计，国产
化率达 85%以上，剩下的部分均可以
国际公开采购，
不涉及产权问题。
全面提升核电产业竞争力，龙头
企业肩负重任。国家电投围绕我国核
电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薄弱环节和空
白环节，大力推进能力建设和体系建
设，为产业发展打基础、筑平台。目
前，国家电投拥有 12 家核电投资、运营
与前期单位，13 家核能产业链单位，
1 家核能研究单位，业务范围涵盖核电
研发、设计、制造、建设、运营及核环保
等各环节。
国家电投有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国家电投制定了“2035 一流战略”，
朝着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
清洁能源企业目标大步迈进，核能产
业也将在三代核电自主化发展的新起
点上再出发，以先进核能技术创新为
驱动，以核能发电与综合利用为主导，
加快核电向核能拓展，实现核能产业
安全高效发展，成为集团公司实现战
略目标的重要助力。

美的投资百亿元进行﹃智慧﹄转型

向世界一流清洁能源企业大步迈进

近日，美的集团首次系统阐
述了以数字化推动制造与生活蝶
变的战略构想，并“曝光”首家美
的工业互联网（Midea M.IoT）加
持的智慧工厂，
分享了 Midea M.
IoT 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的实例。
近
日，记者来到美的智能工厂与美
的集团总部，探访美的如何借助
数字化转型保持竞争力。

数字化重塑制造与生活

国家电投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核电产业链——

数字化引擎助推行业升级
在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资源环境制约
加剧的大背景下，
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意识到，
数字化转型是
一个机遇，而工业互联网正是这一机遇的重要抓手。数据显
示，从 2013 年至 2018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市场年复合增长率
约为 18%，
预计到 2020 年市场规模将达 6929.12 亿元。
“美的将制造业知识与经验数字化、模型化对外输出，两
年来服务于超过 150 家企业的数字化升级转型，涵盖家电、汽
车、地产、快消品、能源、航空、电子等 20 多个行业。”美的集团
总裁助理兼美云智数总经理谷云松介绍。
以电动工具厂商宝时得为例，
为实现制造效率提升，
美的
用数字化为其打通计划、生产、采购等供应链端的核心业务，
并针对特殊业务场景进行定制化功能开发，更好地匹配前端
业务，最终帮助宝时得人员效率提升 41%、流程周转率提升
27%、采购及时定价率提升 98%、采购管理及效率提升 51%、
计划排程效率提升 20%、插单率降低 10%。
按照张小懿的描述，美的数字化转型脉络非常清晰——
以数字化连接研发、计划、制造、采购、品质、物流、客服等全价
值链各个环节，
打通制造与生活的结合点，
实现全价值链端到
端的全面协同，
“将制造与生活推向新的高度”
。
其中，制造端的数字化创新成果已全面落地。2018 年
10 月正式发布的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Midea M.IoT 凭借
“制造业知识、软件、硬件”三位一体的独有优势，不仅成熟应
用于美的内部的多个工厂，而且已对外输出帮助更多企业转
型升级。生活端的数字化布局同样充满想象空间：
将
“三位一
体”优势延伸至智慧家居，围绕“安全、连接、智慧”3 大内核，
通过构建安全的用户数据环境，
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家电，
创
造更美好的人机交互体验。
“目前，
美的已与众多头部企业强强联合，
包括亚马逊、阿
里、腾讯、华为、百度、创维等，
开展互联互通的物联网合作，
力
争打通智能家居连接壁垒，全面优化用户智慧体验。”美的
IoT 公司总经理佘尚峰介绍，借助数字化，美的已在智慧家居
领域全面开放生态圈，
围绕入口合作、技术合作、产品合作、第
三方服务合作 4 大方向发展生态合作伙伴。

推动康复生态产业进入快车道——

傅利叶加速打造多元化智能康复平台

在傅利叶智能公司实验室里，工作
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日前，
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完成
数千万元 B 轮融资。
“本轮融资将用于
康复机器人相关技术研发、产品线扩
充及渠道建设。今后我们将以康复
机器人为切入点，努力成为一家智能
康复生态型公司。”上海傅利叶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CEO 顾捷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记者了解到，傅利叶智能从 2016
年 12 月 2 日正式推出首款基于力反馈
技术的上肢康复机器人 Fourier M2
起，相继推出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踝关
节康复机器人、智能电动训练车等多

款产品，且均为自主研发。顾捷表示，
“我们采用平台化设计，核心模块自主
研发，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出一个
全新的智能康复平台，能够大幅提高
康复效率，让传统康复训练数据得以
量化，
训练更加个性化和精准化。”
以上肢康复机器人 Fourier M2
为例。该产品每年预计可以帮助治疗
师减少 100 万次重复动作，还能实现
功能障碍者与医疗康复机构之间的互
动，从而使医生更精准地掌握患者的
康复情况，让康复治疗逐步达到信息
化、标准化和智能化。
除了在纵向产业链上布局之外，

傅利叶智能还积极“走出去”，业务覆
盖全球 500 多家医院和康复机构，是
目前国内首个批量出口的康复机器人
公司，也是国内首个获得美国 FDA 注
册 、欧 盟 CE 注 册 、中 国 CFDA、澳 洲
TGA 等全牌照的康复机器人公司。
顾捷表示：“智能康复机器人不
仅将成为康复机构的标配，未来还会
像智能手机一样普及到需要康复服务
的家庭。我们将扎根国内市场，放眼
全球需求，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力
争尽快研发和推出更多国际领先的康
复机器人，惠及更多用户，打造更多
元化的智能康复平台。”

在位于广州南沙的美的智慧工厂内，随处可见的机器人
包揽了生产线上的大部分工作。作为首个引入美的工业互联
网 Midea M.IoT 的智慧工厂，
该工厂自动化率已达 65%。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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