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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四川装备智造国际博览会日前在德阳市举办，集中展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

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德阳市是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通过推进产业集聚

化、产品高端化、制造智能化、产能国际化，形成了以发电设备和石油钻采设备为主的

现代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迈向“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

“天网”精准拦截

“黑飞”无所遁形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瞄准科技前沿和“卡脖子”技术

166个团队“抢滩”中国散裂中子源
本报记者 郑 杨

上海杨浦提供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链

政府引导基金

畅通产业化路径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河北承德

科技课堂丰富多彩

11月22日，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东园林小学的学生们正在科技课
堂上体验机器人趣味实验。近年来，承德市双桥区积极开设机器人、航
模、科技实验等趣味科普课程，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和科学探索精
神，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赵木子摄（中经视觉）

“‘黑飞’目标速度为 115 公
里每小时，请指示！”“进行拦截！”
随着沈阳市公安局警航大队警务
人员的一声令下，车载“低慢小”
拦截系统（以下简称“车载‘天
网’”）应声发射，拦截网弹瞬间将
几百米外的目标精准捕获并缠绕
拦截。

由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06所
（以下简称“206所”）研制的车载
“天网”在警方的多次打靶考核中
表现优异，顺利通过验收，即将成
为沈阳市公安局反“低慢小”体系
化装备中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我国无人驾驶航空
器数量规模呈爆发式增长，在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防军队
建设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
题。据介绍，我国无人机管理总
体处于“两缺”（主责缺失、法规缺
失）、“三乱”（制造乱、销售乱、使
用乱）和“五难”（地面管控难、空
中发现难、主动处置难、溯源追责
难、打击处罚难）状态。“黑飞”扰
航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威胁民航
飞行安全和重点目标安全，迫切
需要制定法规加以规范引导，研
制管用、好用的反“低慢小”产品
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飞行安
全，促进无人机产业及相关领域
快速健康发展。

2018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
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办公室联合
起草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
行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国
界边境、军事管理区、市级（含）党
政机关办公地以及交通枢纽、油
库、发电厂、变电站等地区设立无

人飞行器管控区域。2019年，国
内由多部门联合起草的《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送
审稿）》及起草说明下发并征询反
馈意见。

伴随着立法程序的走近，“低
慢小”防控的技术手段也逐渐成
熟，206 所为“黑飞”织就了一张
疏而不漏的“天网”。该所依托航
天发射及发射控制技术的专业优
势，自2008年就专注于“低慢小”
防控装备的研制工作，创新性提
出了网式软杀伤拦截的技术途
径，并成功研制出第一代、第二代

“天网”系列产品。网式物理拦截
方式对于“黑飞”目标进行无差别
拦截，没有无线电干扰，具备较好
的适装性，拦截作业不产生杀伤
破片，不会产生二次伤害。

206所“天网”系列产品负责
人申研介绍，经过多年发展，“天
网”已由单一产品向体系化发展，
产品形式有单兵、架设、车载、机
载，拦截手段有网式物理拦截、电
子信息化、激光等，具备光电、雷
达、被动侦测等探测手段。

据悉，本次交付的产品除车
载“天网”外，还有机载及单兵平
台产品，将为警方提供自动化、高
可靠、高精度、远距离的一体化拦
截方案，还可为国界边境、党政机
关办公地、军事管理区以及交通
枢纽、油田等高价值目标净空作
业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能满足大
型体育赛事等集会活动的安保执
勤作业需求，成功构建一体化机
动拦截能力，建立起高中低、远中
近的多层次、多模式拦截方案。

2019 四川装备智造国际博览会
（以下简称“装博会”）近日在德阳高新
区航展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装博会聚
焦智能制造产业最新技术和设备，聚
集全球高端装备龙头企业和政产学
研用各界人士，集中展示装备制造业
创新、绿色发展新成果。

“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是培育
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必由之路，德
阳希望以此次装博会为契机，进一步
深化活动和交流。”德阳市市长何礼表
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四
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
将其作为“5+1”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打
造。德阳坚决扛起省委赋予的“打造
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重大任务，
大力推进产业集聚化、产品高端化、制
造智能化、产能国际化。

推动成果落地应用

“河宝 H3 水上智能清污机器人
在巡航路线上，可以自行搜索漂浮物
进行打捞，装满后自动卸载，一车一次
能装两吨。以德阳旌湖为例，人工打
捞通常需要十多天，而采用河宝只需
要3天左右。”“河宝”水上清污机器人
首发仪式在装博会期间举行，东方智
能装备公司总工程师洪盛荣介绍，这
款机器人一改往常环卫工人手持网
兜，划船打捞水中垃圾和漂浮物的传
统，并已经在成都市府南河、兴隆湖等
多个水域完成了试用。

机器人可以打捞水中的垃圾，也
可以操作焊枪、处理核燃料。在装博
会1号展馆，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的展台有两款机器人引人关注。

“叶片是汽轮机最重要的零件之一，
在运行过程中承受着高温、离心力、
蒸汽区水滴冲蚀等多重压力，这款正
在操作焊枪的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工，
精准修复汽轮机叶片的水蚀部分。”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东方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王鹏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展出的特种动力机
械臂是核退役与放射性废物处理领域
的关键设备，可实现在高位放射性环
境下对固体废弃物进行抓取、切割和
装箱，以及对核退役废弃物进行无害
化处理。”

在成都科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展
台内，两款焊接机器人挥舞着“手臂”，
动作精准而灵活，不到 2 秒就完成了
焊接。“比起人工焊接，机器人的效率
和准确度都更高。这款机器人是日本
原装进口，现在广泛运用于汽车生产
的流水线上。”成都科雷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徐雄雷向前来咨询的客户
介绍说。

配送机器人、动力机械臂、自动导
航机器人……随着机器人与5G、工业
互联网不断融合发展，机器人智能速
度明显加快。“吸睛”的当然不止机器
人，东方电气、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还带来了自主研发的先进智能制造
产品。

在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展
台，一辆多功能油田专用车展出当天
就被客户买走了。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这台车涵盖了压裂、注水、清洗等
多功能，拥有排量控制更精准、更灵
活、使用成本更低等特点，其最大的卖
点是采用了液压传动机械技术，可以
实现无级变速。

装博会上，记者还发现了一个熟
悉的身影，憨态可掬的“国宝”成为此
次展会指定的“扫地僧”。“这是一台纯
电动无人驾驶的AI智能扫路机，是深
兰科技商业化落地的明星产品，已实
现量产。”深兰人工智能（四川）有限公
司总经理苟华超说。

本届装博会不仅展出了目前世界
最大的巨型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世
界首台最大的灯泡贯流机组、8 万吨
模锻压力机等大型设备，还涵盖了多
种机器人产品、5G相关产品及工业仿
真系统等前沿科技。237家企业集中
展示了258项高端制造业前沿科技的
最新技术、最新成果和最新产品。

共论产业竞争优势

装博会期间还举行了高峰论坛、
专家座谈会等 5 项重要活动，多位专
家学者聚焦装备制造产业，就产业集
聚化、产品高端化、制造智能化等方面
展开研讨。

“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向全球产
业链中高端迈进还需要开展多项工
作，包括大力推进创新，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协同创新，加快突破重点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科技成果的产
业化。通过打造产业集群，着力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业的深度
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
巡视员曹钢表示。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院特聘教
授、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员陈警提
出，发展高端装备需要推进“工业强
基”工程，即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关
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
术，通过多年有效探索，在取得部分产
品和技术突破的同时，进行多项组织
模式和资金使用方式创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马晓河表示，破瓶颈、补短板、强能
力、转方式、拓空间，是中国制造重塑
产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具体而
言就是多渠道搭建技术研发创新平
台，推进核心技术攻坚，加快推动工业
软件创新突破，重点发展系统集成和
总包服务，提高产业链竞争水平，提高
供需协同水平，推动专业化增值服务
创新发展。”

金融在支持制造业发展中也发挥
了关键作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未来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行业要用
好‘加、减、乘’的辩证法，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健全与产业生命周期相
适应的金融体系，支持传统制造业转
型和培育新动能。”中国银行战略发展
部副总经理、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
咨询委员会委员宗良表示。

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装备制造产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各行业
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要保证和国
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德阳培育了
二重、东汽、东电等一批世界知名龙
头企业，形成了以发电设备和石油钻
采设备为主的现代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
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
近年来，德阳不断推动智能制造，降
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缩短研发周
期，让“德阳造”在国际市场更具竞
争力。

数据显示，全国 60%的核电产
品、50%的大型轧钢设备、40%的水电
机组和大型电站铸锻件、30%的火电
机组与燃机、20%的大型船用铸件、
16%的风电产品均由德阳制造。到
2022年德阳将建成以创新引领、智能
高效、绿色低碳、结构优化为核心特征
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体系，突破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显著提高，初步建成“世界级重大装备
制造基地”。

据介绍，装博会期间举行的装备
制造产业和应急产业供需对接等多场
招商引资活动实现现场签订 33 个项
目，签约金额达285亿元，将进一步推
动德阳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型发电机定子装配。 德 宣摄（中经视觉）

上海杨浦日前正式成立科技
园区联合成长投资基金与“星火
燎原”基金，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实
现科技成果市场化指明方向。杨
浦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撬动各
类社会资本参与，在上海全市首
创“双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投
融资服务链。

杨浦区副区长丁欢欢表示，
杨浦区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
作用、乘数效应以及产业导向功
能，针对企业从种子期、初创期、
成长期到成熟期不同阶段的融资
需求和风险特征，制定了“星火燎
原”“梦想资助”“天使召唤”“投贷
加速”“天马养成”五大计划，此次
发布的基金正是针对“星火燎原”
计划中的早期中小企业而设。

两项基金对市场“看中”的项
目采用贴补的方式支持成果转
化，一旦转化成功后，高校、教授、

园区、市场和政府多方都能得到
收益。

科技园区联合成长投资基金
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原则，
整合各科技园区在人才、技术、资
金、项目、特色产业等方面的优
势，为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促进
大学优质科研成果加速孵化、转
化及产业化开辟出一条行之有效
的途径，一期规模拟定为3亿元。

“星火燎原”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重点聚焦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
研成果，探索通过与上海理工大
学的合作试点，通过区级政府财
政资金的投入，借助专业技术转
移机构的力量，联合有意向的产
业部门，寻求将高校和科研院所
的科研成果，从学术论文原理转
化为具有市场运用和交易价值的
知识产权，推动技术产权交易市
场的形成和繁荣。

11 月 23 日，2019 中国散裂中子
源极化中子技术研讨会在广东东莞召
开，这是首次在我国举办的极化中子
领域国际会议。经济日报记者在研讨
会上了解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中国散裂中子源自去年投入正式运行
以来，围绕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
需求，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新型锂离
子电池材料结构、高强合金、金属玻
璃、磁性薄膜、聚合物、芯片中子单粒
子效应等。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十一五”期间
重点建设的十二大科学装置之首，是
我国首台、全世界第 4 台脉冲型散裂
中子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东莞分部副主任梁天骄介绍，作为一
个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中
国散裂中子源越来越受到青睐，成为
从事中子散射研究科学家们追捧的

“香饽饽”。
据悉，该装置正在进行的第 3 轮

开放运行，收到常规课题申请164项，
通过 57 项，呈现出供不应求的趋势。

装置每天24小时运行，吸引和集聚大
批优秀的科学家开展尖端科学研究。
目前，在中国散裂中子源上已开展实
验的科研团队共有 166 个，云集了剑
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各大研究所等颇具影

响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并产出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
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表示，中国散裂
中子源在材料科学和技术、生命科学、
物理、化学化工、资源环境、新能源等

诸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将对我
国探索前沿科学问题、攻克产业关键
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具有重
要意义。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成不仅填补
了国内脉冲中子应用领域的空白，还

“筑巢引凤”，打造了一块高科技人才
聚集的高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副所长陈延伟介绍，该所在东莞
建立了一支近400人的工程和科研团
队，其中既有以陈和生院士为代表的
一批有着丰富大科学装置建设与开放
运行经验的专家，还有从海外留学、工
作归来，在某个领域颇有建树的学科
领军人才。

据介绍，东莞市将依托中国散裂
中子源，规划建设更多大科学装置，形
成集群，例如与散裂中子源形成优势
互补的南方先进光源项目。目前，南
方先进光源项目已动工，未来两大科
学装置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平台
支撑。

中国散裂中子源快循环同步加速器。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