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博会展示“智能、互联”新时代
■劳动报记者 陈宁 摄影 王陆杰

5G领衔 AI技术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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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技馆”聚焦创新策源地 破解上海创新密码

听障患者福音！！ 你可用牙齿““听””声音

工业互联率先“尝鲜”

“普通老百姓可能觉得 ，5G
离他们还很远，那是因为 5G 应用
需要大量的投入。实际上，在 B 端
5G 已经实现了成熟应用。 ”在中
国联通展台前， 物联网运营中心
解决方案经理张详位在讲解展品

时，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
的确如他所言， 在本届工博

会上，5G 技术加持下的工业制造
让人耳目一新。

通过一个头盔、 一副眼镜，张
详位向记者展示了一项工业互联

网可视化技术。 只见他戴上头盔后
走近一台发动机，展台屏幕上就立
刻出现了这台发动机例如温度、液
位、转速等设备数据，而这些数据
也同步在他所佩戴的眼镜里。

“企业越来越多的设备装有
传感器，并提供检测、诊断和预测
性维修的当前和历史数据。 然而，
大量数据只有到控制室或使用笔

记本电脑才能访问， 现场工作人
员往往只能通过对讲机与控制室

人员沟通。 ”张详位告诉记者，如
今这一技术可以连接网络， 根据
位置、设备名称或编号，向现场工
作人员呈现设备的关键物联网信

息。这一应用的实现得益于 5G技
术，“目前应用下来， 现场传输速
度可达到 300M。 ”

在这届工博会上， 记者注意
到，5G工业互联网合作应用，在上
海获得了丰硕成果。 不少展台都展
现了 AR在工业领域有广泛利用，
比如 AR 巡检可以通过智能眼镜
实时指导，并将信息推送到管理人
员的终端上， 同时将信息记录在
内。 利用 5G+AR 的巡检技术，在
工业应用中可以成功提升巡检效

率，降低出错率，减少安全隐患，大

大降低人力、运维及监管成本。
中国电信展台展示了 “智慧

工业”的无穷魅力。 在现场通过大
屏幕可以看到， 在宝钢股份上海
宝山基地， 一辆辆蓝色的 120 吨
重的无人驾驶重载框架车正驶出

宝钢运输部滩涂一期的卷材仓

库，稳稳地沿着预定的路线，将运
输待装船的成品卷材， 送往宝钢
全天候成品码头。 这些搭载着 5G
设备指路的无人驾驶重载框架车

来到船舷旁， 稳稳地停靠在指定
位置。 一会儿，无人吊机将钢铁卷
材一一吊起、 精准送入船舱。 据
悉， 这是我国冶金行业首次投入
工业化应用最大的重载公路无人

驾驶车辆。

AI让工厂变得更聪明

当你在手机屏幕上轻松滑动

手指、浏览最新消息的时候，可曾

想过这背后有智慧工厂的功劳 ？
在工博会现场展示的 3D 玻璃检
测设备旁， 欧姆龙自动化市场部
传播科科长徐晓博介绍， 智能玻
璃检测系统大大提升了手机屏幕

产品的检测效率， 使得手机曲面
屏的大出货量成为现实。 该公司
生产的欧姆龙 AI 智能控制设备，
能够以微秒级精度实时采集装置

层的信息， 在生产故障发生之前
进行及时预测、警示、维护，实现

“永不停歇的设备”。
而这背后是一位高效的 “监

工”———AI智能控制设备。这一设
备能够以微秒级精度实时采集装

置层的信息， 哪怕运行过程中出
现了极小的风险， 也能够立即察
觉并自动报警。

过去， 从发现故障、 解决故
障，需要动用前端、后端各个工位
的人员配合，而现在，人机之间有
效合作， 将流水线式的检查工作
交由机器， 而让人们去从事更需
要创造力的开发和创新。

徐晓博说：“生产过程当中可
能会出现有故障的先兆， 我们的
控制器会根据以往 AI 的成百上
千次算法， 判断出可能会出故障
的时间区间， 我们就能马上做预
兆保全，提前进入维修程序。 ”

“AI 监工”能监测零部件老化
造成的机器动作的偏差及温度 、
湿度等，对照储备数据解析状况。
通过在发生大故障前更换零部

件，来减少工厂的开工损耗，提高
生产效率。

10家企业获“工业自动化奖”

据了解， 本届工博会以 “智
能、互联———赋能产业新发展”为
主题 ，展商超过 2610 家 ，共设置
九大展区，将集中展示智能、互联
驱动下的产业发展新成效。 作为
全面展示中国制造与行业发展最

新技术的风向标， 本届工博会在
展示技术创新前沿和创新产品的

同时， 还加强了 “5G+工业互联
网”“AI+制造” 等场景应用设置，
让观众轻松地从智慧工业的窗

口，眺望到美好生活的实景。
作为工博会的重要议程，2019

中国（国际）工业自动化产业发展
论坛也在昨日开幕。 论坛现场，和
利时、费斯托、施耐德电气等 10家
企业获得“CIIF工业自动化奖”。

助听器可配戴在牙齿上

用牙齿听声音， 听起来似乎
令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人类感知
声音的主要途径有两种： 空气传
导（气导）和颅骨传导（骨导）。 牙
齿作为人体唯一一个裸露在体表

的骨质，上颌牙与颅骨紧密镶嵌，
中间不经过软组织和关节， 因此
可以将声音的振动能量高效 、无
损耗地由牙齿传递至颅骨， 引起
内耳淋巴液振动，从而产生听觉。
通过牙骨传导， 可以很好地为单
侧听力损失的患者提供安全 、隐
蔽的解决方案。

记者在现场也实际体验了一

把神奇的牙骨传导。 牙骨传导助

听器分为耳背机与口内机， 由于
耳背机是戴在听损耳侧接受声音

的，所以对于正常人，工作人员只
能把收声音的麦克风连着 mp3，
以 mp3 里放的声音模拟患者在正
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 同时无线
连着口内机。 记者随后用口内机
抵着上牙，脑海中竟直接“听”到
了 mp3 中的音乐， 且用手捂住耳
朵，脑海中的音乐“听”得越清晰。

声佗医疗的牙骨传导听力系

统是现今全球首个、非手术、无创
牙骨传导产品， 相比目前市场上
其他的骨传导助听设备， 声佗医
疗独家的牙骨传导助听器最大的

优势在于它的振动器直接佩戴在

牙齿上， 无须外壳手术， 完全无
创， 在保证高频声音能量高效传
递的同时，佩戴效果又十分隐性。
不仅适用于单侧听力损失的患

者， 牙骨传导听力系统对传导性
听力损失及混合性听力损失同样

有非常有效的听力补偿效果。
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该产品

已通过了临床试验， 预计将在明
年上市，造福更多听障患者。

聚焦新材料与高端制造

坐在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的酷黑色地铁车厢中，轻触车窗，
窗外的风景消失转而为一个超大

型 “Pad”，各类视频 、新闻应有尽
有， 根据环境自动调节空调和灯
光，智能化服务伴随一路旅程。

这就是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下一代地铁车辆， 它采用大
量先进的新材料、新技术研制，在
节能环保、舒适、智能等方面相比
传统地铁实现全面升级， 是我国
地铁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 代表
着未来地铁列车的技术潮流。

碳纤维复合材料为车辆 “瘦
身”，轻量化车身的节能优势明显，
并且具有优异的耐疲劳、耐候、耐
腐蚀性能， 可有效保证列车在 30
年服役期内不发生疲劳、 腐蚀等
失效，减少了维护量，能够降低全
寿命周期成本。 同时，车辆编组灵
活，能适应恶劣的气候地理环境，

可在高温高湿 、-40℃高寒 、2500
米高海拔等复杂环境下运行。

外资研发助力上海创造

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 、死
亡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均位居第

五，每年新发病例 37.6 万，死亡病
例 19.1 万。呋喹替尼的获批上市，
为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带来了福

音。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
医学部主任李进教授表示， 呋喹
替尼经 FRESCO 研究证实，能显
著延长患者总生存期至 9.3 个月，
有望成为晚期结直肠癌三线治疗

的标准治疗方案。
受益于国家加快审评审批创

新药物政策， 呋喹替尼从进入审
批到上市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

间，已惠及数千名晚期肠癌患者。
上海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的试点城市， 允许药品上市许
可证明文件的持有人自行生产药

品或委托其他企业生产药品。 这
与以往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合一

的“捆绑”管理模式不同，使得创新
活力不断释放。 在上海市各部门
的指导下， 已顺利完成申报并获
得批准，将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 摄影 贡俊祺

能 给发动机“体检”的头盔、堪比人类手指灵活度的机械臂，精密智慧的工业大脑……在昨日开幕

的2019工博会上，平日里忙碌在工业生产一线的智能装备再次聚到了舞台中央。而在本届工博

会上，智能、互联无疑成了最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尤其是获得5G、AI等技术的加载之后，现场展示出一个

工业制造的新时代。

人 类除了用耳朵，

全身还有哪个器

官可以听声音？答案是牙

齿！在昨日开幕的工博会

“创新科技馆”内，除了奉

上一道道高大上的科技

“硬菜”，此次也更多地将

目光放在了服务民生方

面：下一代地铁列车、垃

圾分类、单侧听力损失患

者无创解决方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