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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能将
语音直接打印成小纸条的转换机，外
形如小巧的钢琴音乐盒大小；能够储
存太阳能的低成本小台灯，可以让山
区儿童更便捷地使用……8 月 26
日，2019“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的
部分作品在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进行了展示。这些各具创意的工业
设计，涵盖生活的很多方面，其中有
不少产品非常暖心。

2019“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由
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 2019 智博会）组委会主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重庆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巴南区政
府承办，是2019智博会重要赛事之
一，旨在广泛集聚国内外优秀设计
资源，提升我市工业创新氛围和能
力，打通成果孵化渠道，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自
4月启动，截至7月31日共收到来自
意大利、匈牙利、日本、韩国等10个
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的参赛队伍提

交的作品3207件，其中日用品类（创
新设计）649件，机电类（产品设计）
984件，机电类（概念设计）1574件。

重庆日报记者在N2馆大赛作
品展区看到一款外形小巧的绿色“心
灯”，顶部是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和开
关，十分简洁。设计方北京东西元素
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他
们为山区儿童专门设计的一款公益
产品，“没有充电口，可保证安全。可
以用来做学习灯，也可以把顶部拆下
来当手电筒。”

目前，该公司借助支付宝公益平
台进行众筹，已经给新疆、四川、云
南、甘肃、青海等地的山区儿童送去
25000多盏“心灯”。

除了“心灯”，展示区还有不少针
对老人、儿童的暖心设计作品。比如
一款坐便器辅助设施，在坐便器上加
装液压系统，垫圈下4根液压杆可垂
直或倾斜升降，帮助起坐困难的老人
独立完成如厕动作。

8月28日，本次大赛将在重庆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颁奖典礼。

本报讯 （记者 崔曜）8月 26
日，中新工业App创新应用大赛决
赛在国博中心S1综合展区国家馆新
加坡馆进行。蘑菇物联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研发的工厂空压站云智控
节能管理系统（App）摘得桂冠；深圳
市极维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极维
度云MES获得第二名；两家重庆企
业——重庆忠县东正电气有限公司带
来的“天天发电”App和富力诚科技
有限公司打造的“精匠制造MOM智
能制造运营管理系统”并列第三名。

决赛环节，每位参赛者有20分钟
的介绍时间，向现场评委及嘉宾讲述
App的项目主题、应用功能、成果和
推广策略等内容。比赛还设置了10
分钟时间的答疑环节，由参赛者现场
回答专家评委的提问。

据了解，作为中新两国合作举办
的工业互联网领域大赛，本次赛事由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阿里云
创新中心（重庆）、重庆飞象工业互联
网有限公司协办。

让设计融入爱心和公益
2019“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28日颁奖

中新工业App创新应用大赛举行
两家重庆企业并列第三名

经过3个月的选拔，6个工业互
联网App最终挺进决赛。

历经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从
1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参赛者跨
过了重重挑战，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App大比拼，比的是谁能解决企业的
痛点，比的是参赛者对蓝海市场的洞
悉，也比的是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

瞄准企业痛点

冠军企业蘑菇物联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研发的工厂空压站云智控
节能管理系统（App），瞄准了空压站
的痛点——耗电。“工厂的空压站就
相当于写字楼的中央空调，占到了整
个工厂耗电量的40%左右。”该公司
总经理沈国辉介绍。

要解决这个痛点，蘑菇物联公司
首先需实现空压站信息的数字化，每
台设备的能耗情况整理到一张报表

上来体现。通过分析能耗，App可以
自动调节各个设备的参数，达到整体
节能的效果。

“如果企业用了你们的App，没
有降低能耗呢？”有评委问道。

“我们承诺总体节能5%，少1个
百分点，我们就减少企业20%的费
用；如果没有效果，我们的系统不收
费。”沈国辉的回答赢得满场掌声。

寻找蓝海市场

“开发‘天天发电’App之前，我
们做了充足的前期市场调查。”重庆
忠县东正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正电气）负责人张扬表示，不查不知
道，一查吓一跳，我国有接近一半的
中小水电站处于停运或者半运行状

态，换成产值有将近4000亿元的水
电站投资处于闲置状态。

“帮大型水电站开发远程监控
系统（App），东正电气没这个能
力。中小水电站才是我们的目标客
户，‘天天发电’App一上线就大受
欢迎。”张扬说，中小水电站大都处
于偏远山区，企业很难招到长期值
守的员工。

张扬告诉在场嘉宾，有了这套系
统，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里，水电站
负责人都可以通过手机观测到电站
设备的运行状况，降低了用工成本。

工业App需要更长时
间适应市场

大赛评委之一、重庆邮电大学自

动化学院院长王平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工业互联网App将对制造业
产生深远影响。

王平认为，工业App可以实现
技术的结构化、数字化和模型化，形
成覆盖工业产品研发、生产和运维全
过程的完整知识图谱。每个工业
App都有细分市场，小巧灵活，同时
能整合其他App，解决复杂问题。王
平以打车软件为例，用户可以在车辆
呼叫同时调用其他App，完成导航、
支付、互动沟通等服务。

不过，与打车软件等商业类
App不同，工业App需要更长时间
来完善软件功能以及适应市场。王
平说，打车软件有一些延迟问题不
大，而一个电厂的智能控制App，哪
怕只延迟1秒都会带来不可估计的
财产损失。

本报记者 崔曜

痛点上下功夫 市场中找蓝海
纵 深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杨骏）8
月26日，2019智博会FPGA智能创新
国际大赛(以下简称“FPGA创新大赛”)
总决赛在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落下帷
幕。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路
过关斩将摘得桂冠，喜获100万元大
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祖相出席
活动。

本次FPGA创新大赛是本届智博
会的主题赛事之一，由智博会组委会
与英特尔公司主办，西永微电园、海云
捷讯等承办，共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
的400多支创新团队报名，在北京、上
海、武汉、深圳四大分赛区历时数月层
层筛选后，最终产生12强参加总决赛
角逐。

大赛评审团由英特尔技术专家、
产学研专家及创投机构组成，从项目
初筛、复筛到分赛区决赛层层把关，与
参赛团队进行全方位交流，并对他们
进行专业指导。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清锋时代科技公司、上海品奇数码
科技公司分别获得本次比赛的冠、亚、
季军。

“整个参赛团队所涉领域的丰富

性让我收获很多。”深圳鲲云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牛昕宇说，本
次大赛参赛队伍涉及芯片建构以及产
品应用、产品落地方案等众多领域，通
过此次大赛，不同领域的团队加深交
流，有利于FPGA整个产业链形成一
个更好的生态。

不止是冠军，其他参赛队伍也有
收获。首次参加FPGA创新大赛的上
海品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斩获本次
比赛的季军，更在本次智博会开幕当
天收获了大批订单。“我们的‘人机交
互触控桌’在智博会展馆获得大量关
注，目前已被预订70多台，销售额达
到100多万元。”上海品奇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CEO陆飞说。

“本次大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
FPGA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应用，
对于国内FPGA生态来说是一个很好
的拓展机会。”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
中心总经理张瑞介绍，本次大赛全程
为参赛队伍搭建平台，为创新项目链
接生态资源，加速了创新项目与产业
发展对接。据悉，未来3年英特尔预
计将在重庆培养超过1万名FPGA开
发者。

8月25日，智博会主题赛事之一，
2019智博会FPGA智能创新国际大
赛（下称FPGA创新大赛）半决赛顺利
结束。

西永微电园作为本次大赛的承办
方，为本次大赛的举办提供了不少支
持。当日，西永微电园公司副总经理
陈昱阳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重庆日报：西永微电园是基于什
么原因，参与承办本次 FPGA 创新大
赛的？

陈昱阳：去年12月，英特尔FP-
GA中国创新中心落户西永微电园。
根据规划，该创新中心落户后，其重要
任务之一，便是打造重要的行业赛事，
培育行业生态。

FPGA创新大赛，西永微电园积
极参与和支持，也是园区和英特尔合

作的一次具体实践。
重庆日报：西永微电园为本次大

赛提供了哪些服务？
陈昱阳：主要来说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提供资金支持。比如大赛优胜
队伍的奖金、分赛区的经费支持等。

二是为参赛队伍营造一个更好的
比赛环境。比如，在制度上，西永微电
园与英特尔方面积极沟通，形成了公
平公正的制度，如现场评分、邀请公证
机构、准许现场质疑等。

三是给参赛队伍提供更好的发展
条件。凡是参加这次大赛的队伍，西
永微电园都为其提供了导师指导，他
们也可以免费使用西永微电园的软硬
件设施，包括办公室、住宿等。我们还
组织了20多家投资机构参与，为参赛
队伍的融资提供机会。

重庆日报：整体来看，FPGA大赛
的情况如何？

陈昱阳：从四大分赛区，到今天的
半决赛，西永微电园都派人全程跟踪，

了解比赛的详细情况。
从各方反馈来看，本次大赛的质

量是很高的。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00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多
方筛选后，我们选出了400多支队伍
进入各大分赛区参赛。

从数量上看，本次大赛是FPGA
行业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化赛事，
非常具有影响力。从质量上看，大赛
的参赛团队质量也很高，基本代表全
球FPGA领域最高水平。本次大赛的

顺利举行，也为本届智博会增光添彩。
重庆日报：FPGA大赛会为西永微

电园，乃至重庆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陈昱阳：就西永微电园来说，这次

大赛的举办，是一次产学研用一体化
的探索，也是一次战略层面经验的累
积。制造业是园区的主要产业，而这
次大赛的举行，为园区产业发展方向
提供了实践经验，有利于后期园区的
整体规划和产业布局。

同时，本次大赛是一次国际化、有

影响力的行业赛事，为这些团队来到
西永微电园、进驻重庆埋下了种子。

比如，在分赛区时，所有的参赛企
业，或多或少都对西永微电园、对重庆
发展大数据智能化的情况进行了了
解。而在半决赛，这些队伍来到重庆，
对重庆的整体情况又有了更直观的了
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次大赛
也提高了西永微电园以及重庆的知名
度。

另一方面，晋级半决赛，包括一些
在分区赛时表现优秀的队伍，我们都
在积极地与之对接、洽谈，希望他们能
够与西永微电园、与重庆进一步合作。

比如园区已列了一个优秀参赛队
伍的清单，并有专人与清单中的队伍
联系，争取早日把这些优秀的队伍请
进来，助力重庆打造FPGA生态高地。

FPGA 创 新 大 赛 落 幕
深圳鲲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摘得桂冠

FPGA创新大赛将为重庆带来更好行业生态
——专访西永微电园公司副总经理陈昱阳

本报记者 杨骏 王丽 实习生 余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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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杯”工业设计大赛上,市民体验“标签打印机”。 特约摄影 钟志兵

8月26日，中新工业App创新应用大赛现场，参赛选手阐述参赛项目。 重报集团记者 任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