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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生产线让复工复产企业生产保质
又保量，同时还带动了产业链上其它企业协
同复工

1280个
智能化改造项目

115个数字化车间

25个智能工厂认定实施

在5个领域加速智能化改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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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一大批完成智能化改造的企业在复工复产中优势明显

今年重庆将在五个领域加速智能化改造
□本报记者 夏元

日前，长安汽车渝北工厂新下线一
批汽车。同以往生产方式有所不同，这
批新车是在疫情期间，由长安汽车生产
车间流水线上的700多台工业机器人

“打主力”生产完成的。
几天后，在渝北空港临空智能制造

产业园，通过及时投用3条智能化生产
线，复产的重庆传音科技有限公司很快
制造出3000台智能手机，准备出口非
洲。

疫情期间，企业要恢复正常生产经
营，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复工复产面
临挑战，不过随着两年多来重庆大力推
动制造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那些已
投用智能化生产线的企业，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
品品质，还减少了用工和成本。智能
化，成为全市企业复工复产“加速器”，
也成为重庆工业发展重要引擎。

智能化让企业生产保质保量

“如果是前两年，疫情对企业的影
响会更大。”重庆天实精工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蒋鑫宇说，那时生产线工人较
多，很容易造成人员扎堆。

作为生产高端摄像头模组的装备
制造类企业，天实精工自2月13日复产
以来，其产品生产测试环节由以前一人
操作一台设备，升级为一人操作整条生
产线，智能化生产线带来人数减少，减
轻了企业复产压力。

2月27日，复产一周多的重庆小康
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有一批汽
车、发动机下线。

小康工业厂区几乎没有直接生产
操作的工人，在冲压、焊装、涂装、总装
等生产车间，1000多台智能机器人执
行了生产工序，实现关键工序自动化和
全时在线检测。彼时企业员工还没有
全部返岗的情况下，智能化生产线让小
康工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得到保
障，使企业复产以来收到不少订单。

实施智能化改造显现出的复产优
势，在重庆工业经济另一支柱——电子
产业中也得到体现。

目前，在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主战场”的西永微电园和两路寸滩保
税港区，惠普、英业达、纬创、翊宝等多
家智能电子终端企业都已相继复工。
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这些企业的生产

效率各有提高，特别是通过推进柔性自
动化生产线，减少了对人工的依赖，企
业在复产后很快恢复正常运营。

“去年全市共实施1280个智能化
改造项目，认定115个数字化车间和25
个智能工厂，智能化生产线让复工复产
企业生产保质又保量。”市经信委主任
陈金山表示，两年多来，智能化改造在
全市汽车、电子等重点行业中加快推
进，疫情期间，一大批完成智能化改造
的企业在复工复产中显现出优势。

智能化带动产业链协同复工

春夏之交，正是榨菜制作原料——
青菜头的采挖时节。

“受疫情影响，之前我们多处供货
地出现原料缺货，目前货源已经补齐，
企业也逐渐加大榨菜生产力度。”涪陵

榨菜集团负责人表示，实施智能化改造
投用的自动化生产线让员工无需“扎
堆”，因此在疫情期间为企业恢复生产
提供了相对比较好的条件。同时，员工
进入车间前，涪陵榨菜集团还采取体温
检测、筛查人员接触史、全面消毒、对人
员行动轨迹建立登记台账等防护措施，
使复工复产更加安全。

两个多月来，通过智能化改造降低
疫情影响，继而实现顺利复工的企业案
例在我市还有不少。

“为减少人员集聚，我们只安排了
2/3的员工上班，同样可以保证正常生
产。”位于垫江工业园区的重庆辉虎催
化剂有限公司总经理冷文俊说，企业自
2018年以来，先后投入3000多万元用
于改造智能化生产线、购置智能机器
人、建设数字化车间等。实施智能化改

造后，两年来企业用工成本减少20%，
产能提高50%。智能化改造还缓解了
企业疫情带来的用工难等问题，并通过
无人化、柔性化生产方式，实现有序复
工复产。

园区内另一家完成智能化改造的
企业——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同样实现有序复工复产。近年来该企
业累计投入3000万元，新增26台数控
设备和5条智能化生产线。完成对摩托
车轮毂生产线的智能化改造，降低人工
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让企业
应对此次疫情更加从容。

“推动已经完成智能化改造的医用
及生活物资保供企业持续生产，助力龙
头企业快速复工和配套企业加速复工，
形成产业链各环节有序复工复产，是全
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的亮点。”市经信

委副主任刘忠表示，疫情期间，全市共
派驻614个专项工作组、6000多名服务
指导人员到企业一线开展“一对一、点
对点”服务，通过智能化生产带动重点
龙头企业拉动上下游企业实现产业链
协同复工。

加速工业企业智能化进程

乘势而上，重庆实施智能化改造的
步伐正加速迈进。

在3月25日举行的2020年全市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会上，市经信委表示，
今年全市计划实施1250个智能化改造
项目，新建100个数字化车间和10个智
能工厂，加速工业企业智能化进程。

“今年受疫情影响，全市工业经济
面临不小挑战，目前我们正在千方百计
抢时间、抢进度，力争上半年全市规模

工业增加值实现增长3%。”市经信委副
主任杨丽琼表示。

为此，接下来我市将全力推进稳增
长，包括推动工业经济快速恢复，稳定
市场订单、稳定工业投资，实施“一企一
策”推动停产半停产企业复产满产等。
同时，我市还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增强产业链优势
互补、产业集群协同联动。其中，全力
建设“智造重镇”“智慧名城”，是今年全
市工业经济发展“重头戏”。

今年，我市将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建设为重点，持续壮大“芯
屏器核网”产业集群，在培育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重点支柱产业、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智能制造扩容拓面和发
展生产性服务业等5个领域加速智能化
改造进程。

□本报记者 白麟

近日，比亚迪宣布正式推出“刀片电
池”，在业内和市场上引起较大反响。而比
亚迪旗下的重庆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下称

“重庆弗迪”），作为“刀片电池”的首发工厂
和目前唯一的生产基地，也受到广泛关注。

所谓“刀片电池”，其实就是比亚迪开发
的新一代磷酸铁锂电池，形状既长且薄，如
同刀片，在空间利用率上提升了50%。据了
解，首款搭载“刀片电池”的比亚迪“汉”纯电
动车型综合工况下的续航里程可达605公
里。

这样特别的电池，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
的？4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璧山
区的重庆弗迪进行独家探访。

精度控制严格
公差比血小板直径还小

在重庆弗迪生产基地，“刀片电池”负极
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石墨和一些辅料先被
混合搅拌成浆料，再涂布到铜箔上。

铜箔以每分钟70米的速度展开，经过
涂布后送往烤箱烘干，再进行辊压。生产线
正在高速运转，但较远处看上去又像是静止
的，除非将眼睛凑到设备跟前仔细观看。

这种反差形成的原因是，生产设备在动
平衡、震动等涉及精度的控制方面，已经达
到了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水平。

这里的生产精度是，公差正负1微米，
比一粒血小板的直径还小。

正是高水准的生产精度控制，帮助“刀
片电池”实现电池包内电芯的高度一致性。

在重庆弗迪总经理钟盛看来，“刀片电
池”制造方面最大的难度在于，每个电芯都
要求几乎没有差异，以保证“刀片电池”在安
全性和能量密度方面的优异表现。“这种精
度控制，对我们生产环境以及自动化、智能
化等方面，都是全新的挑战。”

例如，“刀片电池”电池非常长，通过测

算，如果设备出现一度的角度偏差，就会造
成生产上出现一点几毫米的位移偏差。对
于“刀片电池”来说，能允许的公差只能以微
米来计算，绝对不允许到毫米这个级别。

面对种种技术难题，比亚迪的工程团队
进行了长期的攻关。由于全行业都没有现
成的设备和工艺方案，比亚迪投入了巨大的
人力物力，在过去的两年中根据产品的需要
来进行设备设计、制造和验证。

如今，比亚迪“刀片电池”的绝大部分生
产设备，例如叠片、装配、电池包PACK等全
部都是自主设计制造，并有专门工厂负责整
套装备生产。

手不能触碰
生产过程全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

“刀片电池”的负极车间，全部都处于一
个巨大的“玻璃房子”里，整个生产过程都实
现了全密封。

车间现场负责人介绍，电池生产最怕两种
东西：一是金属碎屑等异物或粉尘，一是水。

因此，生产线前端的粉料混合搅拌环
节，都是通过管道输送，整个车间按照万级
洁净室标准设置，相当于医疗级水平。

此外，这里对水分控制的要求也非常
高，多台除湿设备联合工作，保持了一个接
近于无水的干燥环境。

记者注意到，整个生产线上看不到几
个工人。从原材料来料，到成品下线全都
是自动完成，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手直接参
与”。

车间负责人表示，整个电池生产已全部
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工人只能操作设备机
器，同时对数据进行分析，绝对不能用手碰
产品或半成品，以免对电池质量造成任何可
能的影响。

钟盛介绍，“刀片电池”生产线参照工业
4.0标准，对所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全维度
监控。“任意一块电池，它用的哪一批原材
料，哪台设备生产的，生产过程各参数情况，
后来装到哪一台车上面，都通过大数据来进
行记录和分析。”

高安全性
今年计划产能10GW

“刀片电池”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在针刺实
验中表现出的高安全性。在重庆弗迪相关负
责人看来，“刀片电池”作为磷酸铁锂电池的
一种，本身材料安全性较高。此外，“刀片电
池”中加入了一些特殊的设计，包括无模组化
以及电流切断装置等。电池包里还有液冷系
统和排烟系统，在电池发热时进行排烟和降
温，同时在低温状态下也能够帮助电池升温。

在生产方面，为了更好地支持无模组化
设计，重庆弗迪采用了新的叠片工艺，加上热
压压实，既进一步提升了电池包的空间利用
率，又直接提高了“刀片电池”的结构强度。

重庆弗迪“刀片电池”今年的计划产能
为10GW。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能量密
度方面三元聚合物锂电池具有一定优势，但
在安全性等方面，“刀片电池”有优势，随着
钴等三元电池材料稀缺和成本上涨，“刀片
电池”的优势还将进一步凸显。

重庆造“刀片电池”是怎样出炉的
本报记者独家探访比亚迪“刀片电池”首发工厂和目前唯一生产基地

本报讯 （记者 夏元）4月10日，重庆
市区块链应用创新产业联盟成立发布会在市
政府新闻发布中心举行，该产业联盟由市大
数据发展局联合渝中区人民政府发起，与浪
潮、IBM、华为、腾讯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等110余家企业共同成立，将助
力我市区块链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上，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景根
元介绍，该产业联盟主题为“平台·创新·融
合·发展”，联盟将依托位于渝中区的我市首
个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建立区块链交流、合
作、创新、应用等开放平台，促进区块链产业
链上下游合作和产学研用对接合作，促进会
员单位在区块链关键技术、应用、标准等方面
进行合作，共同推动全市区块链技术和产业
创新发展。

“广泛性、专业化、多合作，是产业联盟的
三个特点。”景根元表示，由110余家国内外
知名企业组成的产业联盟涉及面广，既有
IBM、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也包含中国
移动、华为、紫光等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领军
企业，以及中国通信研究院、工信部电子第五
研究所西南分所等科研院所。在专业化方
面，联盟将发挥各成员单位优势，发布重庆区
块链公共服务平台，集聚行业资源，为我市区
块链企业建立交流、合作、创新、应用等方面
的开放环境。另外，联盟将以重庆市区块链
产业创新基地为基础，实现政府、企业、个人
协同联动合作，促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
形成一系列涉及区块链产业的标准、应用、平
台等成果。

“成立近3年的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
基地，将是产业联盟活动载体。”会上，渝中区
副区长乔宏表示，该基地位于渝中区高九路
重庆“链岛”智能产业集聚区内，目前基地已
签约入驻浪潮、IBM、忽米网等企业机构40
多家，并在去年成功接入中新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据工信部赛迪区块链研究院统
计，该基地区块链产业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
前五，进入第一梯队。

乔宏称，目前渝中区正在培育以区块链
为龙头的数字经济示范区，并发布了《重庆市
区块链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促进办法》等推动产业集聚。接下
来，渝中区将在新型智慧城市、大健康等领域开展区块链应用试
点，探索“5G+区块链”，鼓励企业探索区块链商业化应用，同时
重庆市区块链产业创新基地将组织中国区块链技术生态大会等
产业发展活动，定期举行企业研讨会、沙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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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福耀集团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智能生产线，机械手正在作业，一片片高档汽车玻璃下线装箱。（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王泸州 摄

4月8日，重庆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负极生产线上操作
收卷工序。

4月8日，重庆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负极生产线自动化涂布设
备正在运行。 本组图片由通讯员熊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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