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时代 “智”造生活

8 乐享科技 责编：海燕

投稿邮箱：344802916@qq.com

2021年3月10日

未来工厂什么样未来工厂什么样

什么是“未来工厂”？众多前沿
技术，如何集成在制造端，向上承
载智能制造应用生态，向下接入海
量工业大数据？

浙江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未来工厂”是指广泛应用数
字孪生、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
术，实现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
智慧化管理、协同化制造、绿色化
制造、安全化管控和社会经济效益
大幅提升的现代化工厂，具有以数
字孪生革新生产流程、以平台支撑

构建协同生态等特征。
在浙江正泰的“未来

工厂”，低压电器生产线
上一个个断路器内部分
成了“4居室”，分布着电
磁系统、热脱扣系统、灭
弧系统、操作机构等零部
件，就在这方寸之间，机
器手要闪转腾挪，施展硬
核“手艺”，无误差地完成
冲压、焊接、精准组装各
种细小零部件等连续动

作，同时还要经得起视觉在线
检测系统火眼金睛的“审视”。

在他背后，两三层楼高的
螺旋运输塔打通了关键部件
车间与组装车间、5G 网络通
信下的AGV（无人搬运车）物
流车穿梭往复，原料安静地等
待着指令，被运送到需要它们
的生产线上。依托工业互联
网，组装产线可以根据需求自
动调整原料产线的生产节奏，
实现跨产线间的一体化联动，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作为首条
企业自主设计、制造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小型断路器全制程自动
化生产线，每 1.2 秒即可生产出一
个断路器，效率惊人。

这样的场景，正在其他的“未
来工厂”中频频上演。

据介绍，根据各自优势和特
点，浙江省的12家“未来工厂”分为
四大类：引领型的“头雁工厂”、冠
军型的“链主工厂”、平台型的“协
同工厂”、技术型的“硬核工厂”。

从订单到生产 实现“端到端”的数字化锻造

日均处理150多万件快件的“业务能手”

让机器人“生”出一颗“匠心”，把人工智能“炼”成火眼金睛，教自动化学会“上网”，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今日的智能

制造，可不只是机器人应用这么简单，那些熟悉的岗位上，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去年底，浙江省发布首批12家“未来工厂”名单，涉及数字安防、网络通信、智能装备、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等领域。透过它

们，人们可以看到工厂未来的一些图景。

新基建发力、物联网投资持续
增长，造就了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个
性化趋势，这就要求“未来工厂”面
对不断变化的产品需求，要具备快
速反应的柔性生产交付能力。

这种从订单到交付的数字化，
正是“未来工厂”的“特长”，也就是
说，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
为了给用户创造更广泛的价值场
景。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老
板厨房电器“未来工厂”的所在地。
在这里，机器自动作业的场景随处
可见：伸缩臂式机械手、自动传输

带、焊接机器人、载着物
品快速移动的AGV小车
……生产车间内，所有作
业均实现无人化作业，空
无一人的工厂内，无数的
机械手在时刻忙碌着。
产品打包完成后，由传送
带和机器人全自动运输、
堆垛、上架，整个自动化
立体库中，只有机器人在
里面不间断地运输、堆
垛。

在 这 里 ，机 械 臂 、
AGV、集群和网络深度结

合，组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工
业物联网络，通过阿里云AIoT
（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引擎打
造的老板电器九天中枢智能平
台，将生产制造、设备物联、仓
储物流等系统打通，同时基于
销产存等数据，实现数据图形
化展现、分析。

九天中枢智能平台的一个
突出功能，是以数字驱动业务
为基础，而数据驱动在用户端
的体现，就是老板电器数字烹
饪链。

由正在“孕育”中的产品与

生产设备的通信、互动，控制它们自
身的制造过程，告知生产设备它们
的生产要求是什么、何时需要补充
原料、下一步工序是什么。这种基
于数字孪生技术的生产模式，正是

“未来工厂”阔步迈向数字化的基
础。

不止是在浙江，类似的探索在
更多地方也在实践。

在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
院工业 4.0-智能工厂实验室（嘉定
校区）内，机器人收到远程订单指令
后，按网络传来的客户需求进行生
产……

智能化转型 成为企业必答题

如何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
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阿里巴巴
的新制造平台——“犀牛智造”进
行了试水，先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
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
实现“定制服装批量化生产”。作
为阿里建设的一座试点工厂，犀牛
智造的重点不在于制造，而在于把
互联网能力与制造业融合起来。

消费者实际可感的
是，网红店的发货速度变
快了。一位网友表示，过
去，她曾为了一条裙子等
待几十天，而现在预售款
18天内基本都能发货。

据 犀 牛 智 造 CEO
（首席执行官）伍学刚介
绍，犀牛智能中央仓犹如

餐饮行业的“中央厨房”，可智能
采购、柔性供给。在犀牛智造的
工厂里，每块面料都有 ID，可全
链路跟踪、自动出入库管理、自
动配送和智能化拣选，资源利用
率平均提升了4倍。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
张新红认为，数字化的生存能力
是企业在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

力。“犀牛智造虽然从服装行业入
手，但其所代表的思考问题的方
法、通用的技术解决方案、数字化
的思维，在其他领域同样是可以利
用的。”

在宋嘉看来，“未来工厂”最大
的特征是“融合智能化”，其改变和
影响是变革性的、结构性的而不是
局部的。 据《人民日报》

浙江兆丰机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浙江兆丰机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未来工厂未来工厂””操作来自美操作来自美

国国GMGM公司的订单公司的订单。。 丁力摄丁力摄

浙江湖州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高空作业机浙江湖州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高空作业机

械械““未来工厂未来工厂””，，工人正在赶制出口意大利的智能设备工人正在赶制出口意大利的智能设备。。

谢尚国摄谢尚国摄

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

间间，，工人正在巡视机器人生产情况工人正在巡视机器人生产情况。。 万难摄万难摄

浙江长兴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浙江长兴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

工人们正在调试工人们正在调试55GG无人驾驶无人驾驶AGVAGV叉车叉车。。 王晋焱摄王晋焱摄

在荷兰有四座桥尤
为奇特：每座长 26 英
尺，且都是由一台大型
3D 打印机用混凝土制
成的。这样建成的桥梁
属世界首次，其在 2017
年 10月 17日在荷兰南
部小镇海默特横空出
世。

从桌面到建筑工
地，3D打印作为技术革
命的一部分，实现了将

塑料和其他材料挤出并制成实心
物体的目标。自2017年以来，美
国、欧洲和亚洲的几家公司已经

“打印”了公交车站候车亭和会议
厅隔断，甚至是整个住宅。

而在未来，3D打印应用不仅
限于建筑界，在教育、救灾、医疗

等领域，技术
造福人类的
理念在3D打
印上将被体
现得淋漓尽
致。

3D打印，

建筑业的“多

面手”

3D 建筑
打印机的工
作原理很像
家庭办公室
的喷墨打印
机，只不过它
们吐出的是

混凝土。
喷嘴在轨道上来回运行，由

计算机控制挤压模式，这样就可
以在需要的地方精确地铺设一层
一英寸厚的混凝土（或钢铁、或其
他材料）。

《科学美国人》报道称，3D打
印建筑最明显的优点之一是速度
快。建造一座 500平方英尺（约
46.45平方米）的单层住宅大约需
要24小时的打印时间。

此外，3D打印建筑也减少了
浪费。3D打印机可以非常精确
地改变结构的厚度，只在真正需
要的地方使用混凝土。

打印出来的结构具有数字
化是3D打印的另一个优点。这
意味着在电脑上呈现的设计可以
直接转换成打印机的指令。

数字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
处，那就是消除了设计创意的障
碍。建筑师可以更低的成本提供
订制或半订制设计，而无须费心
培训他人来执行计划。

教育、救灾、医疗……3D打

印未来可期

在马达加斯加菲亚纳兰楚
阿大学校园内创建了世界上第一
所3D打印学校。

通过3D打印学校的解决方
案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
机会，解决了对物理基础设施缺
乏足够投资的问题。

而在教育行业中，3D建模可
以用来将教育理念带入生活，并
帮助孩子们培养实用技能，如编
程。

在墨西哥，3D打印已经在塔
巴斯科州建造了一座 46平方米
的房子，包括厨房、起居室、浴室
和两间卧室，将向该州一些最贫
穷的家庭开放。

这项技术在救灾中也被证
明是至关重要的。据英国《卫报》
报道，2015 年尼泊尔发生地震
时，作为救援工作的一部分，一台
安装在路虎上的3D打印机被用
来帮助修复尼泊尔的水管。

此外，3D打印也成功地应用
于医学领域。在意大利，当新冠
疫情重灾区伦巴第的一家医院供
应不足时，初创企业 Issinova为新
冠患者打印了 3D 呼吸机瓣膜。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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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静音电动自行车

这款摩托自行车能

在非洲崎岖不平的地形上

行驶，同时还能保持令人

难以置信的安静。它的速

度可达 55mph 左右，其设

计尽可能得简单和坚固。

摩托自行车的电池充一次

电就能提供足够骑三个小

时的电力，另外它的特别

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太阳能

给自己的电池充电。张夏

模块化扬声器
这款扬声器采用了

模块化的设计，能够在

后期展开轻松的维修或

升级。为延长扬声器的

使用寿命产品推出了模

块化产品。据悉，它的

核心是流媒体模块，集

成了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无线连接、以及

天线阵列，并且预留了

相当大的升级空间。

李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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