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月2日，长沙经开区三一集团18号厂房智能化制造车间，工人在泵车装配生产线忙
碌着。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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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一个新年都令人期待，但梦想可以走
得更远。 ”2012年新年到来时，三一集团18号
厂房落成， 梁稳根这样鼓励6万多名三一员
工。

三一集团流程信息化总部副总监沈军
武，是18号厂房申报国家智能制造示范车间
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18号厂房筹
建时， 其实没有想过要把它建成亚洲最大的
智能化制造车间， 只是规划建设一个亚洲最
大的工厂，但建成之时，其数字化、智能化的
程度已令人惊叹。

这源于三一集团宁乡起重事业部二期
工程“数字化工厂”成功运营的启发：相较一
期工程，二期工程物料库存占用率降低11%，
大件物流路线缩短15%，仓库日配送减少570
多次，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这些年，18号厂房外在的“模样”没什么
变化，但软件升级却在衔枚疾行。与投产初期
比，2018年18号厂房人均效率提升400%，人
均产值提高24%，制造成本节约1亿元，资产
利用率提升8%。

沈军武举例，他们将PDM（产品数据管
理）系统升级为PLM（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系统。 PLM可以将孤岛式的流程管理，转变
为集成化的一体管理。 18号厂房还在规划加
载视频技术，以期利用机器视觉理货、识别物
料等。

三一集团正在将18号厂房打造成为“灯
塔工厂”———继续大规模应用第四次工业革
命新技术，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和运营效率，
以世界领先的智能化、数字化、人性化、绿色
化，为工程机械行业做出表率，成为全球智能
制造的标杆。

沈军武说，“灯塔工厂”的打造，不把视野
局限在工厂之内， 而是着力构建一个工厂与
商业主体、 政府机构和公民社会相连的创新
体系。

《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三一集团18号厂
房，评价其“这里藏有中国工业未来的蓝图”。

“我们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所从事的事
业，不仅仅为个人带来尊严与财富、为家人带
来幸福与骄傲， 更在于能够借助难得的历史
机遇， 将中国机械装备制造业的水平和全球
地位，推向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在最
能代表人类工业文明的产业里， 为国家和民
族赢得持久的荣誉。”梁稳根多年前的豪言壮
语，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18号厂房：
工程机械行业“智”造标杆

� � � �它，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一工业城，总面积10万平方米，印有“SANY”字样
的混凝土机械、路面机械、港口机械，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下线；它，高度柔性生产，仓储
物流实现了全方位自动化，以“智慧”引领行业潮流，让中国制造成为民族骄傲，被誉为

“中国最聪明的工厂”“亚洲最大的智能化制造车间”———

18号厂房，应运而生
口述者：陈静，三一重工副总经理
时间：2019年8月10日

18号厂房2008年筹建，2012年全面投产。
起意建18号厂房，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公司

的产能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那时，受国内、国际
市场需求的双重拉动，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增速
达到历史最快。但三一集团泵车产量每个月只
有500至600台，需提产至每个月1000台，建一
座更大的、 生产效率更高的泵车制造厂房，势
在必行。

那时三一集团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很足。
业绩上来看，2007年， 三一集团实现销售

135亿元， 成为湖南省和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首
家销售过百亿元的民营企业。 产品影响力上，
三一集团成功研制了当时全球高度第一的66
米泵车、 亚洲起吊重量第一的900吨履带起重
机，超高压拖泵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创造了垂
直泵送492米的世界纪录。

2008年元旦，董事会提出了“千亿蓝图”，
即在2012年实现1000亿元的销售目标。

集团相关负责人在18号厂房建设筹备会
议上就说，要建成亚洲最大的厂房，不但要让
车里的人看得见，还要让飞机上的人也能看得
见。

18号厂房，便应运而生。
今年全年三一集团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

大关，18号厂房功不可没。
(黄利飞 整理)

亲历者说

湖南工程机械
发展提速

2010年，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产值突
破千亿元大关，坐上全国工程机械行业“头把
交椅”，产值占全国的23%、全球的7.2%。

2012年， 湖南工程机械规模企业产值合
计突破2000亿元，在全国占比超过30%。

目前，湖南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
造基地，工程机械产业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利
润比重一直位于全国前列。 三一集团、中联重
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入围2018年“全球工
程机械制造商50强”。

2019年上半年， 全省工程机械规模企业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896.89亿元 ， 同比增长
47.9%；利润128.48亿元，同比增长89.7%。

行业专家预计，工程机械行业本轮增长或
在2019年上半年达到顶峰， 下半年开始进入
新一轮调整。今年全国工程机械行业估计仍能
实现10%左右的增长。 根据对省内重点工程机
械企业调度情况和行业发展分析，预测湖南工
程机械产业的增长， 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达到15%左右。

（黄利飞 整理）

链接

� � � � 8月10日， 记者来到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三一工业城，印有“SANY”字样
的混凝土机械、路面机械、港口机械，正
源源不断地从18号厂房下线。

走进18号厂房，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
清澈宜人的喷泉； 阳光从宽阔的玻璃屋
顶照射下来，洒在高大的棕榈树上；桌、
椅、自动售货机一应俱全的休息区，温馨
敞亮；厂房内音乐声、流水声、机械加工
声，和鸣悦耳。

18号厂房已成为长沙有名的工业
旅游景点。

三一集团科威特代理商拉菲克参观
18号厂房后评价：“整洁有序到极致，能
够让人头脑‘焕然一新’，有种置身公园
里的感觉。 ”

18号厂房当然不只有“花式”外表，
其智能化程度才真正令人称奇。

新华社发文称其为“中国最聪明的
工厂”。

18号厂房有一个“聪明”的大脑———
MES（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
统），它也是智能制造的核心。

通过MES，一个订单可快速精准地
分解到每个工位。 沿着MES流程，产品
能够“了解” 自己被制造的全过程和细
节，还能回答“哪组参数被用来处理我”
“下一站我应该去哪个工位”等问题。

18号厂房仓储物流实现了全方位
自动化。

三一泵送事业部物料部主管彭明介
绍，18号厂房内的立体仓库有上万个托
盘，每个托盘上有一个条形码，记载着零
件数量、类型等信息；仓库会根据MES
下达的指令，自动存放和配送零件。偌大
的一个仓库只需8个人管理，占地面积只
是同等容量传统平面仓库的1/12， 所需
人工只是同等容量传统平面仓库的1/5。

物流，则交给了聪明的货物搬运“机
器人”———AGV（自动导引运输车）。

MES下达指令后 ， 激光引导的
AGV，自动从立体仓库取货，再将零配
件送到相应的工位。 当前方有人或障碍
物时，它还会很“灵泛”地停下避让。

高度柔性生产， 让18号厂房生产潜
能得到极大发挥。

三一重工首席信息官潘睿刚介绍，
一条传统生产线只能生产一两种车型，
18号厂房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可以生产5
至10个车型，整个厂房共可生产69种车
型，“柔性生产”水平全球领先。

在18号厂房泵车总装线上， 记者留
意到在每台泵车侧面， 都安装着一个电
脑包大小、塑料外壳的黑箱子。这个装置
和飞机上的“黑匣子”类似，用来采集泵
车的地理位置、油压、转速等运行数据。

在三一重工的企业控制中心， 点击
全国任意一台设备，“黑匣子” 传来的设
备实时位置、开工小时数、故障等信息一
目了然；连泵车每节臂架的展开角度，都
一清二楚。

2012年2月14日， 全球混凝土机械
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CEO诺伯特·肖毅
一众高管到访三一集团。在18号厂房，他
们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饶有兴趣地围绕
整个厂房走了一圈， 边观察边探讨工厂
的每一处细节。

诺伯特·肖毅，这位为普茨迈斯特服
务了27年的资深经理人赞叹：“我没见过
比这更好的工厂了。 ”

2013年11月，巴林王国最大的混凝
土公司Eastern� Readymix总经理约翰·
格林参观18号厂房时不禁赞叹：“这是我
看到过的最好的工厂，令人震撼，充分展
现了三一集团跨国企业的实力。 ”

� � � � 18号厂房筹建时，三一集团董事长
梁稳根曾这样描绘其制造场景：“所有
结构件和产品制造， 都相当精益化，车
间只有机器人和少量作业员工，装配线
能够准时生产， 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制
造现场基本没有存货……”

这是梁稳根在涟源市茅塘乡道童
村自主创业时就已开始放飞的梦想。

1989年， 在尝试多种生意都失败
后，梁稳根、唐修国、袁金华、毛中吾拿
着东拼西凑的6万元， 在一栋废弃的养
殖场建起了作坊式工厂———涟源茅塘
焊接材料厂。

资金不足， 他们自己动手建厂房，
自己焊接屋架、油漆设备、安装设备、搬
运材料……

焊接材料厂一起步就在市场上挨
了一“闷棍”，生产出来的第一批焊料因
质量不过关被客户拒收。 这让几位创业
者意识到企业发展中品质的重要，这也
是三一集团“品质改变世界”企业价值
观形成的第一步。

几年后，梁稳根走出茅塘乡，在涟
源市成立涟源焊接材料总厂。

三一老员工梁云大回忆，当时工厂
大门贴了一副对联： 创建一流企业，造
就一流人才。 一次一位省领导来考察时
建议加一个横批：“做出一流贡献”。

“三个一流”衍生出三一集团的名
字，也成为了企业宗旨和三一人的奋斗
目标。

三一集团展览馆里，中国第一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7米长臂架泵车格
外引人注目。 它再现了中国工程机械民
族品牌与国外品牌同台竞技并最终实
现逆转的一段历史。

这台泵车1998年在三一集团长沙
产业园老8号厂房下线，泵车的阀块孔，
是用摇臂钻人工“钻”出来的；臂架的连
接、转台的安装等，是在一台作业面不

到5平方米的镗床上进行的。
“比起涟源那时候的厂房，老8号厂

房要好一点，但设备工具根本谈不上先
进，阀块打孔都是用手工；后来搬进的1
号厂房， 算得上是一个现代厂房了，已
经有6台德国机床， 但仍需部分人工操
作。 ”彭百雄在三一集团工作了20多年，
主要负责阀块加工。 阀块是泵车的关键
零部件，相当于泵车的“心脏”。 阀块上
的孔，相当于心脏上的“血管”，供机油
通过，最终为泵车提供动力。

在18号厂房，阀块打孔已不需要人
工操作，全部由机器智能完成。

记者看到，在大小约0.6立方米的阀块
上，密集分布着百来个孔，孔径大小不一，
却都光滑圆润。“上了机床，一次成型，合
格率达100%！ ”彭百雄骄傲地说。

借助现代制造技术，三一泵车生产
工艺日益精良，速度也在追风逐日。

1999年，1个月只能生产几台泵车；
2000年，1个月生产50台；2003年，1个月
生产100台；2007年，1个月可生产五六百
台；如今，18号厂房1小时下线1台泵车。

2012年初，全球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
普茨迈斯特创始人施莱西特来到三一集
团，在参观18号厂房时，他半开玩笑地对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说：“看了你们这个
厂房后我就知道， 在与你们的竞争中，普
茨迈斯特早已没有什么机会了。 ”

施莱西特说：“现在西方对中国制
造还保持着20年以前的印象， 回去以
后，我要担负起‘信使’的责任，向更多
的人传播三一、传播今天的中国制造。 ”

2012年1月31日， 三一重工宣布以
逾26亿元收购有“大象”之称的普茨迈
斯特。

“龙象共舞”，这一载入工程机械发
展史册的跨国并购，使得以三一集团为
代表的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欧、美等
国际高端市场名声大振。

� � � � 7月30日， 长沙经开区三一集团18号厂房。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唐嘉余
通讯员 杨茜

在长浏高速行驶， 经过三一收费站
时， 其北面一栋全玻璃外墙的巨大厂房
扑面而来。 这，便是三一集团18号厂房，
长约1000米、宽约100米，总面积达10万
平方米。

三一集团18号厂房在业内外声名
远播，已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厂房，不仅
“块头”大，其智能化水平更是首屈一指，
被誉为“亚洲最大的智能化制造车间”
“中国最聪明的工厂”。 作为三一集团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集大成者，三一
集团18号厂房以非凡“智慧”引领行业潮
流，让中国制造成为民族骄傲。

� � � �———巴林王国最大的混凝土
公司总经理 约翰·格林

“在与你们的竞争中，普茨迈斯特早已没有什么机会了”

三一集团创业初期时的厂房。（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三一集团18号厂房，自动配送物料的AGV小
车。（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
的工厂，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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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球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创始人 施莱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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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
三一集团18号厂房

� � � � “这里藏有中国工业
未来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