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金鹭 通讯员 王虎羽

人类通过眼睛来认知周围的
环境，同样，智能硬件也需要一双

“眼睛”来认知周围环境。在近日落
幕的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
波赛区）上，37 个代表目前行业领
先水平的项目一一亮相。其中，不
少与机器视觉、智能检测等技术相
关的项目风头强劲，成了投资者眼
中的“香饽饽”。

“智能终端不仅能‘看得见’世
界，更能自主分析数据，做到‘看得
懂’世界。”作为慈溪“上林英才”计
划引进团队，海归博士吴炜带领的
云太基团队凭借在研发、制造智能
视觉机器人方面的深厚功底，勇夺
本次大赛特等奖。

吴炜告诉笔者，目前传统工
厂对于精密零件的检测，需要在
显微镜下靠人眼一一查看，十分
费事费力，而云太基自主开发的

一套全自动视觉检测机器人，可
以模仿人眼对产品进行 360 度检
测。“我们把 AI 技术融入工业全
自动检测，对工业产品进行多维
图像采集，快速、精准找到产品
瑕疵，帮助企业大大提高检测效
率，降低生产成本。”吴炜自豪地
说，据初步估算，一台设备至少
抵得上10个检测工人。

同样基于智能视觉技术，宁波
阿尔法鹰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出了一套“反恐系统”——只要
扫一眼，就能察觉人的内心波动，
让“图谋不轨”的人无所遁形。“通
过这套系统，机器人能采集人体面
部肌肉的振动频率和振幅，计算出
个人压力、侵略性和焦虑度等参数，
排查潜在可疑人员。”团队相关负责
人告诉笔者。和人脸识别不同，“阿
尔法鹰眼”是一种动态识别，可因时
因地因人开展工作，还会不断学习、
进步。

除了智能视觉系统开发，不少
宁波企业也开始了相关硬件产业的
布局。宁波海尔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的超高精度分析仪器，可利用近、中
红外激光光谱技术的传感设备研发，
实现对超高灵敏度气体分子的精密
检测。宁波隔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让
军工雷达技术走进生活，为智能家
居、无人驾驶车辆装上更智能的“机
器眼”……

“机器视觉风口已经来临，未
来3到5年将会实现爆发。”相关专
家指出，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
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机器视觉
市场，应用范围几乎涵盖国民经济
的各个行业。据介绍，宁波目前已
把“机器人与高端装备”列入重点
发展专项。“在未来五年内，我市将
突破共性关键技术，抢占全球高端
制造装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的潮头前沿。”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说。

甬企站上机器视觉风口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秦 羽

下雨的时候，人们会打伞、穿
雨衣，防止被淋湿。水敏性固体药
物制剂采用这个原理，“穿上”一
层名叫包衣的“保护膜”，以保证
安全到达病灶。宁波西敦医药包衣
科技有限公司在全国首创基于药物
固体制剂干法包衣的超细颗粒制剂

技术，使用静电喷枪喷涂超微化包
衣粉，大大增加超细包衣粉在制剂
芯体表面的静电沉积效率。目前，
该项技术已使“西敦医药”具备相
当于 50 万片固体药物制剂的试产
能力。

包衣是在特定设备中按特定工
艺将天然材料如糖料，或人工合成
的成膜材料涂覆在药物固体制剂芯
体的表面，使其干燥后成为紧密粘

附在表面的一层或数层厚薄、弹性
不一的多功能保护层。

目前，国内药企普遍采用湿
法包衣技术，包括溶剂包衣技术
和水性包衣技术。溶剂包衣技术
依赖有机溶剂的蒸发，耗能大、
用时长、成本高，药物制剂中残
留的有机溶剂还对病人造成严重
的毒副作用。而水性包衣技术制
备包衣膜时残留的水分会使包衣
膜 老 化 ， 影 响 固 体 制 剂 的 稳 定
性，同时无法对水敏性药物直接
进行包衣。

“西敦医药”引进加拿大西安

大略大学的祝京旭院士团队，采用
独家研发的干法包衣技术，调节药
物释放速率、突破胃液的侵蚀，让
类似阿司匹林肠溶片这样的药物真
正抵达肠道释放药效。

同时，干法包衣技术在应用过
程中，只需液体包衣材料的三分之
二，无需添置加热、通风和空调系
统，包衣过程能直接在传统的包衣
锅内进行，还能节省70%的能源成
本和 30%的时间。“这一技术从根
本上解决了现有湿法包衣技术存在
的能耗大、成本高、处理难等问
题，完美契合了水敏性药物。”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除了在固体药物制剂的包衣领

域大展拳脚外，该技术还衍生出了
具有巨大市场前景的干法包衣技术
制备渗透泵控释片、静电喷涂制备
生物相容性抗菌涂层等新技术产
品。目前，“西敦医药”正以阿司
匹林肠溶片剂、美托洛尔缓释片剂
等水敏性药物制剂为突破口，以国
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契机，抢占
水敏性药物制剂包衣市场，预计到
2020 年逐步取代现有湿法包衣技
术，将我国固体药物制剂的包衣技
术水平提升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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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宁波发展“高新”力量

延伸阅读

最前沿

创始人“初长成”

近日，宁波创业创新学院创始
人成长营卓越二期结业，40 名学
员通过一场精彩的路演，带着创业
梦想毕业。

据了解，该期成长营汇聚了来
自广州、厦门、上海、杭州、南
京、宁波等地的创业精英，其中海
归博士四人。创始人成长营是宁波
创业创新学院旗下高端的综合性创
业服务平台，致力于为创业者提供
学习、社群、融资、合作、咨询等
服务。

（张正伟 陈相昶 摄）

镇海政企“牵手”找市场

“非常好，非常实用，非常及时，
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在
镇海区近日举办的“牵手找市场”企
业供需对接会现场，宁波浙铁大风
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懿军对此次
政府部门帮助企业找市场的做法连
声说好，并决定今后更多地选择本
地企业产品。与“浙铁大风”一样，经
过近半天的洽谈，“明欣化工”“中金
石化”等近 10家企业现场达成了设
备（产品）采购意向。

想要与家门口的企业加强合
作，降低运输成本，却不知道哪家
企业合适；手中握有质量不错的产
品，却苦于找不到可以推介的区内
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以前，企业合
作往往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错失良
机。为破解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难
题，镇海首次策划、举办“牵手找
市场”活动。“‘牵手找市场’活动的
举行，目的是搭建镇海制造企业沟
通交流平台，破解供需企业信息不
对称难题，政企合力找市场。”镇海
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活动
仅仅是个开始，下一步将进一步细
分市场，通过划分行业组成小分
队，深入各镇、街道、园区，开展
小范围精准对接。同时，镇海区还
将推出“市场走亲”活动，与周边
区县 （市） 密切联动。按照计划，
今年下半年镇海区将安排 30 场政
府搭台“牵手找市场”活动。

（殷聪 陈海群 汪董）

记者 易鹤 实习生 徐诗梦

一台机器日产零件6万个

在位于宁波亚德客的生产基
地，偌大的工厂里“人迹罕见”，只有
绿色的信号灯在不停闪烁着。一根
长 3 米的铁棒放进机床里，不到几
分钟，体积仅有花生米大小的气动
配 件 本 体 就 从 机 器 里“ 吐 ”了 出
来。 如同科幻片的“无人工厂”让
人倍感振奋和新奇。

“像这样的零部件，这台机器每
天可以生产 6万个。”亚德客（中国）
华南区总经理戴家星介绍，2012 年
公司实现“机器换人”，此后平均每
年都会投入营业额的 8%至 10%到
自动化建设中去。重金技改后，无论
是生产效率还是产品精密度均有了
质的飞跃。

亚德客国际集团是全球知名专
业气动器材供货商、生产商，是气动
配件领域的“单项冠军”，去年营收
达到30.45亿元。产品广泛运用于汽
车、机械制造、冶金、电子技术、环保
处理、轻工纺织、陶瓷、医疗器械、食
品包装等自动化工业领域。

一名来自东莞的企业家在考察
亚德客车间后表示：“亚德克自动化
程度非常高，巧妙地将一条生产线
上几十个工位气动配件用到恰到好
处，这个应用的程度在机械行业达
到极高的标准。”

制造效率激增30%

1 万多平方米的注塑车间里，
极少看到工人的身影，20名技术管
理人员坐在中控电脑前，轻点鼠标就
完成了产品首检、设备养护等工作。
这番生产景象，正在奥克斯集团新投
产的智能工厂生产车间里上演。

“家电制造一般被认为是传统
产业，但如果你到我们这个新工厂
里参观过，你还会这么觉得吗？”奥
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自豪地向来
访者介绍他的最新“作品”。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传
统制造业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创业 33年、已在全球布局八大制造

基地的奥克斯集团，借此“东风”加
速了对智能制造的探索。

奥克斯集团投资23.9亿元建设
的智能化工厂今年已正式投产。在
这里，空调的注塑、电子、钣金等都
实现了智能化生产，制造效率提升
30%，产品交付期缩短30%。

空调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今非
昔比。“新经济不仅鼓励我们从线下
转到线上，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生产
模式的改变，从根本上提高质量和
效率。”郑坚江说，除智能提升生产
车间外，集团还实现生产过程透明
化，让每一台奥克斯空调都有唯一
的“身份证”。

“从自动化发展到数字化、网络
化，再到智能化，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融合，我们家电制造业也是新业态、新
经济！”郑坚江说，目前奥克斯正对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有机整
合，融入产品、制造、管理等多个环节。

定制周期缩短85%

走进雅戈尔精品西服车间，一
股“智造”新风扑面而来：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的车间里，西服、西裤像
接受检阅的“士兵”，整齐“列队”等
待被吊挂系统运送到各个工位；在
工位上，每个工人都会按照面前
PAD 提供的工艺提醒，分别对西服
面料进行收省拼侧片、前片推门等
工序；此后，吊挂系统会根据衣架上
的二维码对西服和西裤进行扫描配
对，确认颜色、尺码无误后，再成套
运送到一楼仓库。

插上信息化的翅膀之后，雅戈
尔智能车间实现了“规模化”和“个
性化”的兼容。雅戈尔生产部副总经
理章凯栋介绍，改造完成后，订单交
货周期将大幅缩短，大货生产周期
从45天缩短到32天，量体定制周期
由原先的15个工作日缩短到5个工
作日，特殊情况下单件定制周期甚
至能缩短至2天。

同时，通过智能分工，智能车间
可以实现不同工艺要求产品的“混
流”生产，正式投产后个性定制服装占
比增至30%以上，精品服装生产总量由
12万套/年提升至13万套/年，充分满
足市场个性化需求。

“互联网+”“标准化+”“机器人+” 甬城“无人车间”多起来

智能化重新诠释“宁波制造”

机 器 换 人 、 个 性 化 定 制 生
产、无人车间……如今，随着制
造到智造的改变，宁波制造业正
在迎来全面转型升级，从数量时
代向质量和效率时代加速过渡。

根据市经信委对目前 1000 万
元以上在建和新开工技术改造项
目监测分析，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
投资项目数比重已达到 80%，每个
智能制造项目平均软件和技术投
资占项目总投资比重为 35%。今年
前 5个月全市全员劳动率 24万元/
人，同比增长 5.9%，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工同比下降5.6%。目前全市拟

实施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改造的
企业已有近50家。

机器人研究专家、宁波智能
制造产业研究院院长甘中学说，
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把智能制
造总结为纵向集成、横向集成和
点对点集成。包括宁波企业在内
我国大部分企业还处在纵向集成
的中间阶段。

甘中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纵向集成实现的是车间生产
的完全自动化，解决工厂的问
题；横向集成就是产业链的集
成，从创意、研发、生产制造、

销售到服务、反馈的整个流程。
但横向集成还不能解决客户本身
的需求，只有把点对点的集成实
现了，才是工业4.0很大的进步。

“宁波到目前为止，智能化改
造有的实现了工业 2.0，有的自动
化还没实现。”浙江机器人产业集
团总裁朱春荣说，宁波智能化还
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升级
的步伐正在加快。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工程
部主任常伟认为，关键是要行动
起来，让智能制造由点到面，逐
步扩大，最后连成网形成面。

宁波智造要跑出“速度与激情”

固体药物制剂穿上紧身“防水衣”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突破纳米防水涂层技术

你可以想象在浴室中戴着蓝牙
耳机听音乐、在泳池带上手机打电
话的场景吗？最近，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突破纳米防水涂层技术，为手
机电路板和电子器件穿上一层“纳
米防水服”。这种超薄的“防水
服”兼具防水、防护、散热功能，
且对接口导电性、信号传输性和声
音传导性不产生影响。

“穿上‘防水服’的电子产品
即使屏幕和电池分离，仍然能正常
使用。”宁波材料所相关负责人说，
在设备方面，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系
列低温等离子体纳米涂层设备，解
决了涂层生产效率、质量、均匀
性、成品率及性价比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在纳米涂层工艺上，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单体功能
团合成与调控技术和涂层多尺度结
构控制技术，构建了多尺度梯度纳
米涂层体系，解决了防水、防护与
散热、透波、导通的矛盾。同时，
科研人员开发并量产了一系列针对
不同市场需求的防水纳米涂层设
备。

目前，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研制
开发的纳米涂层制备技术在高端手
机及无人机、汽车、海洋工程等领
域中广泛应用。相关技术综合指标
领先国内外同类企业，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在电子产品防水涂层领域
的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以及全球第
一。

（金鹭 高晓静 曾志翔）

如何提升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以
适应国内外市场深
刻变化的供需态
势？今年以来，我市
加 快 推 进“ 互 联
网+”“标准化+”“机
器人+”技术改造步
伐，通过智能化加
速制造业转型升
级，重新诠释“宁波
制造”，推动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

其中，最生动
的写照就是“无人
车间”“聪明车间”
多了起来。

奥克斯的“无人车间”大大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易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