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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工博会昨开幕

创新 智能 炫酷 浦东企业闪亮登台
的准确性。此外，GCR5 三合一操作台
集成了涂胶、搬运和拧钉三个应用，
展示
9 月 15 日-19 日，2020 中国国际工 “一心三用”，DSCR3 双臂协作机器人取
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杯、取酒、分层、引流、倒酒等一连串动作
展示我国制造业在新产业变革中迈向全
操作熟练，上演花式调酒。
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新进展新成效。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批来自浦东或
与未来科技零距离
是在浦东设立了总部或研发机构的企
业，携各自的先进技术和拳头产品亮相，
尖端科技，
最终都将照进现实，
成就
彰显浦东的“智造”力。其中包括，工业
未来生活。工博会上，
除了专业的前沿技
自动化领域的费斯托、海立集团，
机器人
术云集，不少展台也通过各种应用展示、
领域的 ABB、中科新松等。
模拟实践，让普通观众通过亲身互动，
近
距离感受创新成果，
“看到”
未来科技。
今年的工博会上，ABB 机器人以未
浦东企业拳头产品亮相
来医院、未来汽车、未来工厂为主题，分
来自德国的费斯托（Festo），
被誉为全
设三大展区，全方位展现机器人在各个
球自动化领域的
“隐形冠军”
，
在金桥已有
场景、领域的自动化柔性解决方案。
20多年的投资经历。此次展会上，
该企业
ABB 机器人全新数字化云展厅也
携最新的行业自动化解决方案亮相。
于工博会首日正式上线。扫码进入展
数字控制终端 VTEM 是 Festo 实践
厅，观众只需轻触屏幕，
就能通过机器人
数字化创新的重要里程碑，真正实现了
3D 演示、视频、图文等，领略 ABB 机器
“一阀多用”，能够满足未来高度灵活和
人在各行各业的最新应用和解决方案。
自适应的自动化控制需求，在汽车、食
品、电子等行业都已经成熟应用。本届
创新成果融入日常生活
工博会上，Festo 展示了 VTEM 在中国市
场成功落地的多个实际项目的应用，包
还有一些创新成果早已在不知不觉
括：汽车焊装车间中同步定位及可调压
中，融入日常生活。
力夹紧；电子和轻型装配行业中折弯及
国网上海浦东供电公司此次带来国
抛光工艺中的气缸多段压力和位置控制
内首个
“会思考”的电网设备数字孪生系
及软停止；食品吹塑行业大规格模具合
统展示。该系统利用传感器采集的高密
模中的软停止等。
度实时数据，建立真实设备在虚拟空间
“中国制造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顺
中的映射，准确把控设备的实时状态变
应技术发展，注重创新与实效。把握技
化；利用环形验证、专家知识以及人工智
术发展趋势是 Festo 的出发点。提升全
能技术，提供设备远程运维、设备异常趋
行业对技术发展的认识水平，鼓励创新
势预警、检修策略精准决策、设备缺陷精
实践对产业具有重要意义。”Festo 大中
确处置等智慧决策支撑。
华业务区总裁陶澎表示，中国是 Festo 集
展台工作人员介绍，就在 7 月，110
团确定的战略发展市场。
千伏博艺变电站数字孪生系统正式移交
新松协作机器人全系列产品也在此
并投入运行，博艺变电站成为浦东供电
次工博会上悉数亮相，包括七轴协作机
公司在临港新片区的第一座包含数字孪
器人 SCR 系列，六轴协作机器人 GCR
生系统的基建变电站。而早在去年，位
系列，以及复合机器人 HCR 系列等全
于张江科学城内的 35 千伏蔡伦变电站，
系列平台化多可协作机器人产品，应用
也已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了变电站数
展示覆盖教育、物流、传统制造、服务等
字化建设的初步探索。目前，这两座充
多个领域，尽显
“十八般武艺”
。
分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现场，两台 SCR5 协作机器人组成
的智慧变电站，为周边人工智能岛、药
的跟随抓取单元展示了完美默契。它们
谷、科研院所等 20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利用机器视觉定位对流水线上移动的木
提供电力保障。
块进行识别和分拣，一台机器人抓取工
未来，公司将持续聚焦张江科学城、
件，无序放置在输送线上，另一台准确抓
临港新片区，逐步将数字孪生系统的支
取，并有序码放在托盘中。据悉，
这个应
撑范围推广至全类型电网设备，推动从
用在实际生产中使机器人在生产流水线
数字孪生变电站向数字孪生能源互联网
上更快速、灵活、准确地抓取，并可以适
的跨越升级，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用于更多柔性化的产线，将大大提升产 “世界会客厅”级的供能保障。
线分拣的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分拣
相关报道见 4 版
■本报记者 须双双

▲工博会上，张江科学城携十余家企业的创新智能
成果亮相。
◀新松 GCR5 三合一操作台集成了涂胶、搬运和拧
钉三个应用，
能在狭小空间完成高度灵活作业。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浦东抗疫科技成果亮相工博会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核酸检测都需要哪些步骤呢？采
样、核酸提取、PCR 扩增检测分析。按
照目前的速度，在最核心也是最费时的
环节——PCR 扩增检测上，需要 1 个小
时以内。在昨日开幕的工博会“创新科
技馆”，传出了最新消息：PCR 扩增检测
过程最快已缩短到 5 分钟。

科技支撑疫情防控
浦东企业表现亮眼
记者了解到，凭借上海企业自主研
发的创新技术，新冠检测核酸耗时正越
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所需样本、环节

也在不断减少，
检测效果不断提升，
本届
工博会集中展示科技支撑疫情防控的
“上海答卷”，其中浦东企业表现亮眼。
上海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
上月在浦东国际机场交付。与原先送
至市区实验室相比，现在可节约两小时
的等待时间。这是国内首个采用标准
集装箱尺寸的 p2+移动式核酸检测实
验室。
记者从工博会现场获悉：截至 8 月
27 日，该实验室已检测了 6575 份样本。
同时，实验室 2.0 研发进程也已启动。未
来，
该产品还将向医院、社区乃至国外推
广，
输出中国制造的高标准、高生物安全
等级的实验室方舱解决方案，助力全球
战
“疫”
。
在“创新科技馆”内，一批在实验室

浦东足球场启动 S10 赛事专项交付
明年 4 月底正式竣工 将成为上港足球俱乐部新主场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日，上海大
雨倾盆，将金桥的那只“白瓷碗”冲洗得更
加晶莹剔透、如脂如玉。
作为中国第一座以国际最高标准建
造的专业足球场，浦东足球场于昨日启动
2020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S10）冠亚军决
赛专项验收交付工作，将于月底前完成包
括消防、卫生、结构等 8 项综合验收及场
地交付工作，迎接 10 月 31 日 S10 总决赛
的举办。2021 年 4 月底，浦东足球场将全
面竣工，届时将成为上港足球俱乐部的新
主场。
昨天上午，记者在浦东足球场外看到，
建筑的外立面、屋面幕墙安装已完成，
从空

天 气

上海
22~28℃
阵雨转雷阵雨

中俯瞰如同一只完璧无瑕的
“白瓷碗”。从
位于金槐路的足球场主队入口进入馆内，
可看到球队更衣室等已完工区域。来到共
有上下两层的看台区域，可看到上层座椅
已全部安装完毕，
成为一片红色海洋；
下层
座椅仍在安装之中。据悉，浦东足球场固
定坐席数为 33765 个，目前座椅安装已进
入收尾阶段，场馆设计还为未来赛事坐席
需求，预留了可拓展的空间。
站在看台上，场内一片轰鸣声。场芯
区域，工程车辆正在浇筑混凝土，
数十名工
人则在一旁开展场地硬化、防水等作业。
这一施工项目于昨日全部完成。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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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酸 检 测“ 无 人 化 ”
程度逐步提升
仁度生物全自动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平台现场展出了目前上市新冠核酸
产品中唯一一台全自动流水线平台。
仁度展台负责人杨胜德介绍，该平
台集提取、扩增、检测、分析于一体，
样本
进结果出，流水线作业，随到随检，90 分
钟出结果，8 小时完成 200 个样本检测。
目前已应用于 120 多家医疗机构、海关、
疾控中心等检测机构。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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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个 5G 产业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在浦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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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区打造
高品质 15 分钟生活圈
3版

浦东足球场场芯区域的硬化、
防水等作业于昨日全部完成。
□倪竹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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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中
“奉献”力量的浦东企业也集中展
示了自己的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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