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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传回飞行图像袁图上的五星红
旗光彩夺目袁呈现出鲜艳的中
国红袁 以此向祖国报告平安袁
表达生日祝福遥

“北斗”助力解决
“人象冲突”

野人象冲突冶问题由来已久袁这是大象学中
最复杂的一个问题袁几千年来也没有持续有效
的缓解方法遥

如今袁野北斗冶 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建成
后袁利用科技手段解决野人象冲突冶成为可能遥
通过给大象戴上野电子项圈冶袁结合北斗定位+
云技术袁从空中为人民生命财产架起了一道无
形的守护网遥

数据显示袁从 2011 年到 2019 年袁西双版
纳全州共发生野生亚洲象肇事事件 4600 多
起袁导致 50 余人伤亡袁农作物受损面积 12 万
余亩袁保险补偿超过 1 亿元遥

今年 7 月袁 马云在阿里内网发布倡议袁号
召员工一起解决人象冲突袁用技术寻找可持续
的解决办法遥 阿里团队与商业卫星公司九天微
星深入交流后袁提出大象监测终端硬件系统与
云平台软件系统相结合的方案遥 大象项圈采用
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尧北斗短报文信息回传和
NB-IoT 信息回传等技术袁 与云平台配套使
用袁可及时监测大象的行动轨迹遥

倪芳儿

三代核电自主化成果
“国和一号”发布
9 月 28 日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

上海发布中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成果 野国和一
号冶遥

野国和一号冶的关键设备尧关键材料实现了
自主化设计和国产化制造袁设备整体国产化率
达到 90%以上遥 研制过程中新建 22 个台架袁完
成 17 项试验共 887 个工况袁 完成安全壳冷却
等试验课题袁建成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综合配套试验设施遥 沈文敏

我国第三批
预备航天员选出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
拔工作日前结束袁共有 18 名预备航天员渊含 1
名女性冤最终入选袁包括 7 名航天驾驶员尧7 名
航天飞行工程师和 4 名载荷专家袁他们将参加
空间站运营阶段各次飞行任务袁成为我国航天
员队伍的新成员袁踏上建设航天强国尧接续飞
天梦想的新征程遥 王将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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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掌大小一块主板袁 要贴上千
个电子元器件袁 误差在千分之一毫
米内遥 工人拿扫码枪扫一扫原料上
的二维码袁加工参数便自动匹配袁生
产流程随之就位遥

这是重庆集诚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生产线上的情景袁野以前参数全靠
人眼看袁现在扫码枪一扫袁效率提高
25%袁不良率降一半遥冶企业负责人叶
兴亮说遥

野扫一扫冶背后袁是生产流程的
智能改造要要要设备信息尧工艺参数尧
实时监控尧光学检测尧产品追溯实时
反映袁车间武装了野大脑冶遥

目前袁 重庆已有一批像集诚汽
车这样的智能化企业遥 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的贺信中强调袁 加快数字产业
化尧产业数字化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遥 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 重庆坚定实
施大数据智能化创新袁 加速从 野制
造冶奔向野智造冶遥

看力度院 重庆 2019 年实施了

1280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袁 建成 140
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袁 工业技
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39% 曰
2020 年将实施 1250 个智能化改造
项目遥

看效果院2019 年数字经济增加
值同比增长 15.9%袁今年上半年受疫
情影响仍增长 15.6%曰2020 年全年
智能产业销售收入有望达 7500 亿
元遥

传统制造业升级换代遥 两江新
区长安汽车二工厂里袁700 台机器人
井然有序袁每天下线 500 多台新车遥
野两年时间袁我们智能联网汽车占比
从 17%增长到 65%遥 年内袁我们的智
能化工厂就能让顾客耶定制爷汽车遥 冶
长安汽车制造中心总经理张劲松介
绍遥

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向好遥 今
年 1 至 8 月袁 服务众包平台猪八戒
网线上成交量增长 282.6%袁 再创新
高遥 野疫情防控期间袁尝试灵活用工
的企业和个人快速增长袁 我们累计
为 1400 万人才提供创业服务袁为

1000 万企业提供 1000 余种
企业服务遥 冶公司副总裁龙梅
说遥

农业企业搭上野智造冶快
车遥 花 4000 多万元上马智能
化分拣线袁 重庆汇达柠檬董
事长代小平连说 野太值了冶院
野柠檬的个头尧质量尧品相通
过智能扫描系统分类袁 生产
效率快了一倍遥 冶

重庆打造野智造重镇冶路
上袁 智能化与新基建联袂并
进遥

依托重庆这一西部的国
家工业互联网标识顶级节
点袁 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为工业企业 野制码冶袁企
业内部一码理顺生产流程袁
还能对接国际多种标识体

系遥 目前袁国家顶级节点渊重庆冤累计
标识注册量 3800 万袁重庆尧贵州尧陕
西尧 宁夏等地的 248 家企业节点已
经接入遥

今年上半年袁重庆又建成 3.2 万
个 5G 基站遥 野基站规模和交付进度
均列全国第一梯队遥 冶市经信委总工
程师匡建说袁 目前三大运营商联合
长安汽车尧重庆钢铁等企业袁正在实
施 67 个野5G+冶试点示范项目遥

永川区袁西部首个 L4 级自动驾
驶开放测试基地建成投用曰涪陵区袁
48 家单位和 7 家企业数据成功登上
华为涪陵云并运行良好曰两江新区袁
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
网系统项目正式启动噎噎2018 年和
2019 年袁 两届智博会包括场外专场
签约共拿下 1000 多个项目袁合计投
资超 1400 亿元遥

野重庆智能产业发展已进入快
车道遥 冶市经信委主任陈金山表示袁
野今年的 2020 线上智博会袁 会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袁 深化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遥 冶 常碧罗

数字孪生技术
越来越受重视
开车的人都怕遇到这种情况院车辆在野外突然抛

锚袁自己不会修袁附近也没维修店遥如果这辆车配有一
个数字孪生系统袁与它一同运转袁实时显示车辆各部
分运行状况袁 提前告知可能会出现的故障以进行维
护袁那么就能减少车辆意外抛锚情况的发生遥

这项功能被称为野预测性维护冶袁是数字孪生技术
的重要优势遥数字孪生是指物理空间中的对象在虚拟
空间中的数字模型袁该模型通过传感器随时获取真实
物体的数据袁并随之一起演变尧成熟甚至衰老遥利用该
模型袁人们可以对物理对象进行分析尧预测尧诊断或者
训练袁从而优化和决策遥 这个数字模型就像是真实物
体的孪生兄弟袁因而得名遥小到一颗螺丝钉袁大到一座
城市袁 物理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均可拥有数字孪生模
型遥

数字孪生将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遥结合物联
网尧5G尧大数据尧云计算尧虚拟现实等技术袁数字孪生
的应用空间正不断扩展遥数字孪生技术可以给医疗保
健和病人护理带来革命性变化袁此外袁城市管理尧智慧
农业尧教育培训等都将是数字孪生技术的重要应用领
域遥

许昌霖

重庆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15.6%

智能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