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25日 责编王丹 美编 谢景豹 邮箱 dhbhn@sina.com河南重点 AⅠ·08 AⅠ·09

智能装备与智能制造之三

当河南森源遇上沈阳机床，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两大行业巨头携手深耕智能制造
“我们最看中的就是i5智能机床的智造功能！”10月21

日，在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开关厂的生产车间里，厂
长胡占楼说，“这两台i5T3.3已经使用半年多了，一次问题
都没出过。不仅加工精度高、稳定度强，还预留了接口，为我
们下一步上机器人、建数字化工厂做好准备。”

在2015年中国制造企业500强榜单中，沈阳机床和河
南森源分列第284位和344位。这两个制造业巨头“对上
眼”，缘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和使命：发展智能制造。

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的 i5智能机床，让开关
厂的工人们用起来更是
得心应手。

学习机械设计专
业，干过设计、质检等多
个岗位，有着多年制造
业工作经验的胡占楼，
对 i5 智能机床感受颇
深。中国是制造大国，
而很多制造工厂里使用
的却是进口设备，提升
机床这一工业“母机”的
质量，是中国打造制造
强国至关重要的一步。

业内人士评价，目
前，i5 机床可以满足
80%以上中国机械加工
需求，尤其是它的加工

稳定性很好，在实际应
用中表现十分出色。

“同等品质条件下，
沈阳机床又推出了包括
技术、市场、金融等一系
列的创新服务，我们当
然要选择i5智能机床。”
胡占楼说。

据了解，目前 i5智
能机床已经应用在国内
多个行业的“潮头”企业
和大批普通中小企业
中，华为、魅族、OPPO等
企业均已成为 i5客户。
其在适用性、服务性等
方面的突出优势，及提
升广大中小企业加工制
造能力的作用，已经初
步显现。（文/金晓玲）

i5在森源“水土很服”
始终坚持创新，致力抢

占技术、市场制高点，是河南
森源的最具代表性的标识。
这家创建于1992年的企业，
以电气制造、车辆制造、新能
源发电、投资物贸金融四大
产业主支撑，目前已发展成
为资产规模超200亿元的现
代化企业集团。在经济新常
态下，河南森源依然保持着
每年30%左右的高增速。

以做隔离开关起家的开
关厂，是河南森源最早成型、
成规模的分厂。目前，开关
厂的主营业务已经扩展到配
电柜、变压器成套等多个领
域。“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
我们都是国内隔离开关行业
的龙头老大。别人做不了
的，我们都能做。”胡占楼说。

这份底气，来自于强大

的技术、装备支撑。
“中国制造2025”战略一

推出，河南森源就立即组织
各个层级的专题学习和研
究。胡占楼介绍：“发现有什
么新装备，就一定要买回来
试一试。现在是森源发展智
能制造、迈向国际领先地位
的最关键时期。”

两台沈阳机床 i5智能机
床，很快就进入了开关厂车
间。车间负责人说：“这两台
i5T3.3主要用来加工轴类零
部件。原以为系统不一样，
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可一用
起来就感觉操作非常简便，
而且机床的可视化非常好。
一个工人看管两台设备，十
分轻松。半年多时间，每天
24小时不停生产，效果十分
不错。”

沈阳机床优尼斯郑州
区域总经理杨禹霖介绍，从
客户下订单到机床生产、运
输、装配，技术服务队伍全
程跟踪，确保机床质量和供
货时限。“进厂后，我们也一
直与森源保持密切联系，有
任何问题随叫随到。配合
企业智能升级，沈阳机床和
森源还将开展进一步合
作。”杨禹霖说。

去年起，开关厂开始对
机械加工设备进行大规模
改造和智能升级，提升加工
能力，以配合大量增长的客
户需求。

森源在北京、郑州、许
昌的3家工厂所需部件都由
开关厂供给，目前厂里的生

产任务已经干不过来了，急
需扩大产能。胡占楼说，这
就要求设备的加工精度和
加工能力必须跟上，甚至还
得为未来产能持续扩张打
出提前量。

i5智能机床完全可以
满足开关厂眼下及未来的
需求。“看，这就是i5智能机
床预留的接口，我们可以借
此加装机器人设备，到时候
生产能力将几何级数地提
高。”胡占楼说，“对我们来
说，i5智能机床的互联网功
能更加重要，它能将机床生
产加工产生的数据实时上
载到智能车间管理系统，这
是数字化工厂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同等品质当然优选国产

预留接口做数字化工厂

捐赠仪式后，来自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定点扶贫
村石道乡赵庄村的中学生
陈雷浩、张婷婷得到了与
张继科、丁宁同台竞技、挥
舞球拍的机会。

对阵张继科的张婷
婷，年仅12岁，但球技不
错，不仅接住了张继科多
个快球，还紧接着一记扣
杀，让张继科“始料不及”，
连续丢球，引得现场观众
叫好声一片。

两场友谊赛结束，最
终两位孩子“战胜”了世界
冠军，张继科、丁宁搂着他
们亲切合影，并赠送签名
球拍留作纪念。

其实，颇有“专业范”
的张婷婷是登封石道乡初
级中学的校乒乓球队女队
员。和很多同学一样，婷
婷家里条件一般，妈妈在
家务农，父亲外出打工，乒

乓球是她打发业余时光最
大的爱好，不久后，她还将
代表学校出征登封市中学
生乒乓球赛。

傍晚坐上回家乡的汽
车，婷婷仍紧紧地握着冠
军签名的球拍，她告诉大
河报记者，自己平时是在
校园水泥垒起来的球桌上
练球，用的是十几块钱的
球拍，每天早上趁着早操
时间练习半个小时，下午
放学后再接着训练一个小
时。

“我喜欢打乒乓球，最
喜欢张继科和丁宁，今年
奥运会我在电视上看过他
们的比赛，球打得特别
棒。我会好好努力，希望
将来能参加张继科哥哥那
样大型的比赛。”张婷婷
说，之前一直没想过能见
到他们，还能和他们打一
场球。

刘国梁率国乒“梦之队”回家乡河南做公益

速来围观！12岁山里娃挑战“科科”

国乒“梦之队”公益行占领网络头条

昨日，应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及省体育局的邀
请，刘国梁回到家乡河南，
不过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
回家看看，而是要以“公益
行”这种特殊而又有意义
的方式与家乡的亲人们见
面。

“这是我在里约奥运
会之后首次回到河南，作
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河南
人，能够看到河南的乒乓
事业发展得如此兴旺，并
为推动家乡的乒乓球事业
进步而添砖加瓦，为公益
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就我个人而言，是十分
荣耀而又倍感欣慰的。”刘
国梁说。

作为此次公益行活动
的第一站，国乒队的目的
地 是 河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张继科！”“马龙！”下
午两点半，伴随着女球迷
们的一阵欢呼，国乒“梦之

队”现身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头戴棒球帽的张继科
依旧是一副酷酷的表情，
而马龙则始终用笑容回应
着球迷。

现场之外，国乒“梦之
队”此行成了网络头条，昨
日下午，大河报微博、大河
报客户端通过文字、视频
进行全程直播，有近百万
网友关注着大河报的镜
头。

捐赠仪式在河南日报
报业大厦四楼多功能厅举
行，现场被布置成一个活
力四射的运动场。现场，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社长赵铁军在致
辞中表示，国家乒乓球队
是国人心中当之无愧的梦
之队，国乒队员赛场上霸
气无比，赛场下多才多艺，
这也使得乒乓球运动迅速
成为“网红”运动，感召着
越来越多的人。

与奥运冠军交手，“山里娃”不怯场

“科龙大战”重现奥运决赛

在国乒“梦之队”的见证下，刘国梁以个人名义为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定点扶贫村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及学校捐赠了价值3
万元的乒乓球桌等运动器材。

面对冠军，来自
偏僻山村的孩子却
丝毫不露怯，打起球
来有模有样，你来我
往多个回合，甚至还
中途由横拍换成直
拍。连现场当起裁
判和解说的国乒队
领队黄飙都不禁感
叹：“按这样的打法，
要 打 到 明 天 早 上
了！”惹得观众席阵
阵笑声。

作为此次公益行的第二
站，昨晚，刘国梁一行马不停蹄
赶往由省体育局主办的“乒动
中原”河南省第二届乒乓球大
众公开赛总决赛开幕式暨“国
乒公益行”活动现场。省体育
馆内，在300多名参赛选手以
及近3000名球迷观众的见证
下，刘国梁带领国乒队向省残
联捐赠了乒乓球拍、乒乓球、足
球和篮球等体育器材。

省体育局局长张文深告诉
记者，“乒动中原”河南省乒乓
球大众公开赛是一项立足河
南、辐射中原的全民健身品牌
赛事，经过近两年来的探索、创
新和发展，乒动中原的品牌形
象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国内已
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活动现场，主持人仍不忘
对网络红人刘国梁调侃一番。
奥运会时，刘国梁被网友送上
绰号“不懂球的胖子”，对此，刘
国梁丝毫不在意，表示这是网
友对他的喜爱和支持。而孔令

辉接受专访时“冷漠”的表情也
被网友津津乐道。孔令辉说，
对于省体育馆这块场地很有感
情，第一次夺全国冠军就是在
这里。

互动环节中，乒动中原总
决赛运动员王中琪等4人分别
向丁宁、张继科、朱雨玲、陈梦
发起挑战。但4位冠军只能手
持小球拍、平底锅和饭铲子应
战，双方滑稽对峙引来笑声满
场。另外，4名有听力障碍的乒
乓球爱好者也与国乒冠军们进
行了互动。

作为晚会的重头戏，最后
国乒几位冠军向现场观众献出
了三场表演赛，分别是朱雨玲
vs陈梦、马龙vs丁宁以及张继
科vs马龙。里约奥运会乒乓球
男单决赛，马龙曾4∶0战胜张继
科夺冠，“科龙大战”作为奥运
会决赛的重演，让现场观众大
呼过瘾。虽然只是表演赛，但
两人却拿出了奥运决赛时的劲
头。两人一局定胜负，最终马
龙以7∶4获胜。

跟冠军丁宁比赛，俺也不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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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范儿十足，“科科”一副酷酷的表情。陈梦、朱雨玲在旁边，马龙却低头看着鲜花。这是“迷妹”送的吗？

凛冽寒风中，数百名球迷闻讯赶来，将报业大
厦堵得水泄不通，很多女粉丝更是手捧着鲜花，准
备送给心中的偶像。还有“迷妹”一边走一边拍，
时刻记录下他们的表情。

公益行第 站1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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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里约奥运会赛场上，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委托大河报记者向家乡捎信儿：“奥运会后我一定回去！”昨日，他如
约回家，更是带来了一支国乒“梦之队”——女乒主教练孔令辉，奥运冠军张继科、马龙、丁宁，世界冠军陈梦、朱雨玲集体亮相郑州。

这支国乒“梦之队”在郑州掀起了“公益+乒乓”的风暴，先是到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刘国梁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定点扶贫村及
学校捐赠了价值3万元的体育器材，张继科、丁宁还与小球手在现场展开了一对一的较量。当晚，一场“科龙大战”表演赛更是重现了
奥运决赛，让3000名郑州球迷一饱眼福。

□记者 王玮皓 张丛博 文 洪波 张琮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