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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探营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小作坊变身变速器新贵，化纤厂运营成本降低 62%

传统工业碰撞智慧互联网
会迸发出多大能量
本报记者 张云山

通讯员 冯洁 徐潇卓 张潘丽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江南水乡乌镇举行。7 年间，
借着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红利，乌镇从一个朱门白壁
枕湾流的江南水乡，迅速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新兴重
镇。日前，
钱江晚报记者再次走进乌镇，感受互联网
对传统产业的赋能和重塑。据桐乡市政府相关数据
统计，2014 年至今，桐乡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长了
8 倍多，达到 2443 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产值增长
了 4 倍多，
接近 165 亿元。

工业互联网让数据产生价值
供热厂一年省煤 7200 吨
有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做媒，去年 7 月，桐昆集团

桐昆集团恒邦厂区自动化生产车间

与联想集团携手打造了浙江恒云智联数字科技有限

研发费用超收入的 10%
小作坊变身变速器新贵

公司，运行一年多，公司今年营收目标为 2 亿元，接
近一半是帮下游的中小微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在
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桐乡乌镇，越来越多
的传统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这些工厂的
“智变”

浙江鑫可传动的前身是成立于 2003

也是整个桐乡工业
“质变”
的关键一步。

年的台州椒江鑫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从

走进桐昆集团恒邦厂区自动化生产车间，偌大

最早的一家小作坊，成为现在的变速器新

的车间内员工很少，智能机械手正在进行标准作

领跑者，产品进入吉利集团、北汽集团、一

业。自动包装流水线、全自动立体仓库等一系列智

汽、东风、长安、雷诺等国内外核心供应商

能化工作系统“各司其职”。在该厂区的纺丝三车

体系，离不开公司的数字化和科技创新。

间，一台“个头不大”的 5G+AI 智能巡检机器人沿着

“我们一直觉得跟跑永远跑不过人家，
只有创新和研发，
才能弯道超车，成为领跑

导轨徐徐前进，搭载在机器人上的 5G 高清摄像头
会实时采集纺丝生产线的生产信息。
浙江恒云智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桐
昆集团信息管理部负责人许燕辉介绍，桐昆集团

扫一扫
了解身边
财经大小事

者。”鑫可传动副董事长金建华告诉记者，
公司刚转行做新能源变速器时，很多客户
“很多客户都是从世界互联网大会的

都不认可。2014 年，金建华亲自开车带着

生产线数量多，收集数据困难，再加上市场瞬息万

展示中认识我们的。我们的产品现在供不

5 台样机，到了山东一家客户那里。
“ 我们

变，此前生产排产只能凭经验拍脑袋。有了智能

应求，这些还在生产线上的变速器，
全部都

自己去给客户免费装配车，他们开始不理

排产系统，智能算法只需几分钟就可整合市场、机

已经预定出去了。
”鑫可传动副董事长金建

我们，但装上我们的变速器之后，车子噪声

台、库存、财务成本等数据，并得出最优品种排产

华告诉记者，得益于国内和国际新能源汽

很小，他们马上变了态度，
因为我们帮他们

方案。今天该厂区适合生产什么品种、需要调整

车的快速发展，项目投产不到一年，
产品很

解决了大难题，第二年为这家企业做了 7

什么品种、调整后能产生多少效益等情况将一目

快走俏市场，现在公司生产线已经满负荷

万台变速器。
”

了然。

运转。

“去年桐昆集团跟联想集团合资成立了恒云智

除了做传统的一档变速器以外，鑫可

去年，
钱报记者去鑫可传动采访时，公

传动最具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新能源二档

联，今年我们发展到 70 多名员工，营收目标 2 亿元，

司的“新能源一体化电驱动总成数字生产

变速器也即将面市。占地 6300 平方米的

其中一半是来自桐昆集团数字化订单，另一半是化

线”基地刚落成，生产线还处于试产阶段，

新能源变速器实验中心能独立完成疲劳、

纤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做的数字化项目。”许燕辉表

公司的生产线上没几个工人。今年的这条

扭矩、温升、超速性能等十八项工况实验；

示，恒云智能的发展势头很不错。

生产线的变速器就跟下饺子一样，上下料、

公司已投向的产品覆盖了 A00 级、A 级、B

恒云智联去年帮一家热电厂进行了智能化改

机加工、压装、磨合测试……新能源汽车电

级新能源系列，其变速器及集成系列品种

造 ，通 过 锅 炉 燃 烧 控 制优化 ，系统能效提升空间

驱动智能制造生产开足马力，几十道环节

1.5%，通过锅炉负荷分配优化，系统能效提升空间

自动化完成，每 85 秒就下线一台变速器，

0.5%，综合能效提升 2%以上。看似只有 2 个百分

工人也多了很多，供应给吉利、北汽、雷诺

点，似乎很不起眼。这家供热中心日耗煤 1200 吨,

等汽车企业。

扭矩从 100N·m 到 360N·m,最大转速从
6000 转提高到 16000 转。

根据公司规划，2022 年，公司的产值
将比今年增加 3 到 4 倍。这样的业绩爆

年耗原煤 360000 吨，每年节省燃煤 2%，就相当于

置身鑫可传动车间，宛如一个智能机

每年节省燃煤达 7200 吨。按年平均煤价 1000 元/

器人博览馆。
“新工厂员工数只有原来的五

发，离不开公司的长期研发投入。
“我们公司总员工不到 200 人，技术人

吨计算，年度燃煤节省经济价值达 720 万元，年度系

分之一，
生产速度没有降低，产品的质量一

员就有 50 多个，还从美国、日本引进了很

统综合经济价值可达 1000 万元以上（含燃煤、厂用

致性反而更高了。”鑫可传动工厂拥有信

多专家，技术研发团队占比达 25%。我们

电、化学药剂等）。

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物流、控制流、信息

在研发方面很舍得投入，去年研发投入

桐乡市洲泉镇某化纤工厂的智能制造模式改

流三者协同，每个零件的尺寸都会被自动

1800 万元，今年研发投入超过 2000 万元，

造中，恒云智联通过 5G、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

测量、输入系统。有了数字化的助力，
所有

明年会达到 5000 万元以上，销售收入的

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工业应用，把功能性聚

的产品都可以溯源。

10%以上用于研发。
”金建华告诉记者。

酯纤维先进工艺技术与智能制造模式相融合，实

在变速器生产线的右侧，放着两台大

鑫可传动已经建成了全自动壳体加工

现功能性聚酯纤维高质、高效产业化生产，使得该

家伙，样子很像滚筒洗衣机，不过高度有五

线 2 条，自动总成装配线 4 条，预计到 2025

项目生产运营成本降低 62%；新产品研发周期 98

米多。
“这可是国内顶尖的数字机床，每台

年实现年目标销售集成电驱动系统 30 万

天减少到 46 天，缩短 53%；人均年产值 296 万到

要 800 万元，两台就 1600 万元。”金建华告

台（套），单极变速器 20 万台（套），壳体机

360 万 ，提 高 22% ；产 品 不 良 率 由 1.2% 降 低 至

诉记者，有了自主可控的自动化生产管控

加工 40 万台（套），实现年销售收入 20 亿

0.67%，降幅 44%。

系统，公司的产品研发和品质会更高。

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