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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魅力挡不住
———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见闻 � � �机械臂上下挥舞， 机器人在展厅内

四处移动，语音识别技术将英文实时翻
译成中文……湖南企业将人工智能和
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多个领域，给人们的
生产和生活蒙上一层科幻电影般的“未
来感”。

曾被誉为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湘
军” 先锋的“长沙一号” 有了升级版
本———“中南一号”。 在人工智能展厅，
这款今年11月刚问世的新产品第一次
正式公开亮相。

湖南中南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跟“长沙一号”相比，“中南一
号”块头更大，但灵活性更高，控制精度
的误差仅在正负0.03毫米内；加长的机
械臂，让它能适应更多“工种”，承重能
力提升至210公斤。凭借性能高、成本低
的优势，问世不到1个月，“中南一号”已
经成功拿到了多家企业的订单。

“中南一号”有一个“中国大脑”，在控
制软体和算法上实现了自主研发，在综合
性能上一举打破了尖端领域工业机器人
被国外垄断的局面。

机器人并不都是冷冰冰的。湖南超能
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展出的一排机器人，
色泽鲜艳、形态可爱，屏幕上忽闪着的大
眼睛，引得不少小朋友驻足尝试。

现场， 一名5岁的小男孩面对一台

幼儿服务机器人，张张嘴，屏幕立即显
示出他的体温、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
还可以识别出小朋友是否有疱疹、外
伤，整个过程只需3至5秒即可完成。

公司产品经理王晔介绍，这是我省
第一家幼儿服务机器人，它不仅可以用
于幼儿园每日的晨检，还可以帮助幼儿
园管理小朋友的健康数据，并及时将孩
子的身体状况发送到家长的手机上。

湖南政视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到
会议、比赛签到上，不仅准确率可以达
到99.7%，确保安全可靠，杜绝比赛替赛
现象；而且效率高，几秒钟内就可完成
人脸识别、确认、打印证件等，解决会议
签到拥堵繁琐等问题。

区块链，被认为是未来技术发展趋
势。 长沙经开区打造中国地区首个区块
链产业园区———星沙区块链产业园，抢
占发展先机。 此次展会上，星沙区块链
产业园的12家签约企业齐齐亮相。

湖南网数科技是区块链领域的佼
佼者。 目前，该公司将区块链技术应用
到医疗、政务等领域。 据介绍，该公司在
湘雅医院建立的大数据医疗平台，解决
了医疗数据沉睡、 无序管理的问题，为
医院提供了疾病预防、辅助诊断、医疗
质量控制、区域大健康决策、慢性病管
理、疾病跟踪等综合服务。

� � � �京东3.5代智能配送车，能够现场编程并
完成夹笔、递笔等动作的七轴机器人……走
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和智能制造高端装备
两个主题馆，浓浓的科技感扑面而来。

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研发的
“I&Z� ROBOT”环卫智慧作业机器人，不仅
可以对垃圾进行智能识别清捡，通过机器臂
加装吸管头、洗地装置、修理剪刀，还可实现
智能定点清洗、园林裁剪、定点吸拾。

创远高新机械生产的亚洲首台切割槽天
井钻机， 让安全风险较高的矿井施工实现无
人操作、远程遥控，而且作业效率更高，传统人
工需要45天完成的60米天井施工量， 现在只
需7天。 这款产品目前已成功出口多个国家。

“大块头”有大智慧，“吃”也在变得智
能化。

绝味集团把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智慧工厂”等比例“搬”到了展厅，从原
料进厂，到拆包、解冻、卤制、包装、拣配、
发货，全部通过机器自动化完成。

产品都发往哪里？ 在绝味集团今年
下半年推出的大数据指挥中心， 记者在
显示屏上看到， 该公司在全国20个工厂
的发货情况、生产订单完成率、工厂能耗
达标率、运送在途的食品冷藏温度、销售
分析等数据，一一清晰显示，保证了食品

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这台智能售货机‘看到’你后，就会

根据你的性别、年龄等情况，推送可能适
合你的商品。 ”长城金融进军眼下正火的
新零售领域，推出了智能售货机。 除了智
能识别、按需推送，这款售货机还可以连
上线上购物平台，线上下单后送货上门。

中电互联解企业之所需，为制造企业提
供多种智能化解决方案。大至电子玻璃及光
伏玻璃制造企业， 小至鞋类个性化定制，通
过采集数据，进行分析，为企业提供全流程
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安全感———
自主可控和信息安全产业加快发展，

让看不到的危险无处遁形

科技感———
智能制造引领发展，激活新动能，抢占新高点

未来感———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让科技服务于生产，

更靠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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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
全”，进入网络安全主题馆，红色大
字映入眼帘，传递出十足的“安全
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西门子工业软件公司、深信
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等国内外重量级企业，带来
了网络安全、智能防护、安全与云
计算等领域的一系列新产品和高
端技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展位
最为醒目。 近年来，湖南省政府与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展开深度合作，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在湘企业实
现快速发展，长沙中电软件园、自主
可控计算机整机研发制造、长沙工业
云平台、邵阳电子玻璃等一大批合作
项目有序推进。

华为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覆盖
全场景人工智能的两款AI芯片，迎
来湖南首秀。 这两款AI芯片，是华
为自行研发设计， 大约指甲盖大
小，厚度仅12纳米，通过算法优化，
提高运算效率，将有助于解决人工
智能领域存在的算例不够、服务器
成本高、配套服务跟不上等“拖后
腿”问题。

大型发电系统一旦被黑客攻

破，断掉线路，遭遇瘫痪，将对国家
安全、人们生活造成极大威胁。 由
湖南省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研制
出的OPC隔离装置，其安全性比普
通防火墙更高，通过将传统防火墙
的逻辑隔离变为物理隔离，如同在
被保护区域加上“真空罩”，让传
统网络攻击“无计可施”。

自主可控及信息安全产业
链， 是我省重点培育的20条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之一。 湖南麒麟
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银
河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携手，
打通计算机整机、软件应用、云平
台三大环节， 推出党政安全可靠
自主创新云办公试点示范项目，
串起自主安全产业链， 现场引来
不少参观者驻足了解。

在信息化时代，我们生活中每
天使用的手机、智能家居、汽车是
否真的安全？

网络安全主题馆开展智能设
备破解演示、信息安全互动体验等
活动。 参观者可以现场观看智能汽
车破解、无人机破解劫持、智能音
箱破解等智能设备破解演示，还可
以进行网络透明人体验、黑客改号
体验、人脸识别体验、恶意充电桩
体验等4项互动体验， 提高个人信
息安全防范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黄婷婷

11月28日，2018中国（长沙）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在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4个主题展馆展出面积达5.4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00余家，
集中展示了我国网络安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
案、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最新成果。 本报记者现场探访，带您
近距离感受参展企业特别是湖湘智造散发的高科技魅力。

制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