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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蒋泓怡 文/摄

新闻背景： 5G 开启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新时
代，工业互联网则是 5G 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去
年 11 月，工信部出台《关于印发“ 5G+工业互
联网” 512 工程推进方案的通知》。通知提
出，到 2022 年，我国将突破一批面向工业互联
网特定需求的 5G 关键技术，“ 5G+工业互联
网”的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打造 5 个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载体和公共服务能力；
加快垂直领域“ 5G+工业互联网”的先导应
用，内网建设改造覆盖 10 个重点行业；打造一
批“ 5G+工业互联网”内网建设改造标杆、样
板工程，形成至少 20 大典型工业应用场景；培
育形成 5G 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互促共进、
倍增发展的创新态势，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伴随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全面推进，今
年以来，桂林围绕工业振兴战略目标，加快推进
“ 5G+工业互联网”项目建设和应用，推动工
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
上实现融合发展，全市产业发展正迎来新的“聚
变”。

5G 与工业互联网相融，叠加倍

增效应释放

7 月 21 日，记者来到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
公司，该公司的金工车间智能产线是我市“ 5G
+工业互联网”应用试点。步入金工车间，记者
看到：偌大的厂房里仅有两名工人在现场监管，
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上
料、切割、折弯、组合、焊接、下料……

记者注意到，在切割工序，这条生产线采用
激光切割，比传统的气体切割效率更高，误差更
小；而在焊接工序，几台机器人正在运作，负责
焊接变压器中的金工件、夹件和小车等部件。

“在这里，工人只负责检查、排除机器异常
情况等工作。”金工车间班长季税锋介绍，
金工件焊接对精度要求较高，产品误差
不能超过 2 毫米，人工焊接的误差
相对较大，通过使用机器人焊
接，不仅可以有效减小误差，
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季税锋说，现在工厂里
的工人其实也算是程序员，
全自动化生产线需要按使用
手册进行编程才能运转，焊
接机器人在编程后，经过人
工示教后便能开始批量工
作。

接着，记者又来到钣金柔
性生产线，只见自动化生产线一
侧有一个编程中心，里面有几名程
序员正在忙碌地操作电脑，负责数控
冲床和钣金生产线的编程工作，保障生产
安全高效地进行；生产线上仅有一名工人在输入
操作指令，整条生产线也是自动运转的。

该生产线组长刘辉介绍，钣金柔性生产线包
括自动化生产线和手工生产线两条。其中自动化
生产线每班需要工人 2 名，每班次可生产钣金
80 张；手工生产线每班需要工人 16 名，每班次
生产钣金 50 张。

“工业互联网和智能产线在节约人工成
本、产能提效方面彰显了巨大优势，但其对网
络带宽提出了更高要求。”该公司智能科技研
究院院长耿潇介绍，金工车间智能产线+5G 应
用试点项目基于新一代 5G 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
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
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由
基础数据平台、智能产线设备、 5G 通讯网络、
智能系统四个层面构成。项目中涉及的金工产
线智能制造过程，实现由人工管理向信息智能
化管理转化，通过 5G 技术、数据自动采集技术
和工业条码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可视化，生产
质量实现可追溯。

耿潇表示，在 5G 和工业互联网两项技术加
持下，通过信息化提升了工业互联网水平，使得
车间的设计、生产节拍更加合理和智能化，并在
原有自动化生产线基础上生产效率提升 20% ，
总产值提升 30% 。同时，产品质量也得到提
升，一次交验合格率≥ 98 . 5% ，不良品率降低
30% ，运行事故减少 70% 以上，能源利用率提
高 20% 。

新技术应用场景迅速拓展延伸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桂林版“新基
建”的加速推进，我市 5G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逐
步完善，这为“ 5G+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打
下坚实基础，目前，“ 5G+工业互联网”正在
越来越多工业企业得到应用。

7 月 24 日，记者来到桂林陈氏大家庭食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食品工业生产企
业，并在全市开设有一批产品零售门店。“目
前，公司正致力于基于公有云的全流程协同智
慧门店系统建设。”该公司 IT 部经理谢宗荣介
绍，公司在全市拥有 80 多家门店，分布于六城
区和阳朔、兴安、永福三县。在过去，各门店
缺货时，需要手写记录再电话通知公司生产
部，而生产部需要安排专人手工进行统计处
理，工作量极大，但效率低，也容易出差错。
今年以来，公司依托“ 5G+工业互联网”技

术，把原有的普通门店建设为智慧门店，并装
备有烘焙 365 门店收银系统；同时，基于阿里
云服务器在公司总部建设云数据处理中心，各
门店出现缺货时，店员即可通过烘焙 365 门店
收银系统发送信息，系统将各个门店的信息汇
总后传输到生产部，然后生产部根据需求进行
生产，并将产品运送到各个门店，大大提升了
生产和经营效率。

谢宗荣表示，公司现正在桂林经开区建设一
个新的生产中心，预计明年建成。新中心的生产
车间将全面使用“ 5G+工业互联网”技术，届
时，这一技术将全面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他说，“ 5G+工业互联网”项目将有助于公司
形成完整、有序、高效的现代化智能制造体系，
提升现代化企业管理水平，为实现高层次品牌竞
争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前，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推进 5G
+工业全自动化信息采集追溯项目建设。据介
绍，该项目将依托 5G 技术建设生产管理平台，
实现产品追溯管理，建设数字化、透明化智能工
厂，逐步实现公司智能制造战略。其中，在生产
车间内建设独立的工业以太网，通过配置路由
器、汇聚交换机多级端口隔离，隔离示教机间的
网络流量等技术手段将现场所有生产设备接入车
间局域网内。由于 5G 端对端时延小于 20 毫
秒，可靠性 100% ，可更好地保障生产稳定性，
有效降低运维成本。

桂林市中天机械有限公司则正在建设基于
5G 的智慧立体停车场项目，该项目是在公司原
有智慧停车库的基础上，采用 5G 技术，对系统
进行提升，从而提升产品的整体可靠性、便捷
性。

广西桂水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恭城发电分公
司实施了水电站智能化(少人值守)改造工程项
目。项目内容包括兰洞、峻山水电站智能化改
造及水电站集控中心建设。该项目实现基于 5G
+的智能水电站改造后，水电站可减少值守人
数，优化技术人才结构，提高企业技术力量，
减少各水电站值守工人的待遇支出，减少大宽
带网络建设费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促进生产要素高效协同，助企

业数字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支
撑， 5G 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演进升级的重要
方向，二者都是实现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驱动力量。 5G 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发展，
将推动制造业从单点、局部的信息技术应用向数
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变，也为 5G 开辟更为
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有力支撑桂林工业振兴、
网络强市建设。”市工信局大数据产业融合科科
长伍耿鸿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我市正加速推进
以 5G 为代表的“新基建”建设，在此背景下，
全市工业互联网正迎来多方加速布局。作为 5G
最主要的应用场景，“ 5G+工业互联网”将是
产业融合的重要方向，可以进一步促进各生产要
素间的高效协同，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
级。

伍耿鸿认为，在传统工业时代，生产设备、
原材料和能源是工业生产的三个基本要素。传统
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实际就是企业利用生产设
备、原材料和能源进行物质生产的历史，每一次
生产设备、原材料和能源领域的技术革命都催生
了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力飞跃。近年来，随着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生产设备及零部
件以无线方式实现了与互联网或其他终端设备之
间的互联，由此衍生出工业互联网。但在 4G 时
代，受网络带宽影响，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受到一
定限制。 5G 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等特
征，其逐步普及后，工业互联网迎来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伍耿鸿介绍，目前，我市投资在 400 万元
以上的“ 5G+工业互联网”项目有 7 个，工信
部门将积极为各企业做好服务工作，助力项目早
日建成投产。同时，工信部门将引导企业继续加
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促进提速降
费。在条件适宜时，还将举办相关培训班，引导

企业加快相关项目建设和技术改造力度。工信部
门将联合相关部门抢抓机遇、前瞻布局、高点定
位，全力推进“ 5G+工业互联网”项目建设发
展，以实际行动投身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大
潮，为我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基础支撑，为全市工业振兴和打造国际旅游
胜地升级版提供有力支撑。

桂林加快推进“5G+工业互联

网”应用或产生虹吸效应

“‘ 5G+工业互联网’是实现将数据作为
新生产要素的关键步骤和核心支撑，将对我市工
业发展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伍先福接受
采访时说，这种影响会因企业嵌入工业互联网
的阶段不同而不同。

在初始阶段，企业一般以价值链的某个链
条嵌入工业互联网平台，并与其传统生产要素
相结合而催生出系列工业大数据。同时，企业
各价值链环节所产生的无序大数据可通过工业
互联网实现数据的有序化处理，进而通过有序
化工业大数据的存储与交易、对价值链单环节
的改善、大数据累积后衍生的知识创新等路
径，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在中级阶段，企
业将其完整的价值链嵌入工业互联网，研发、
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均可通过工业
互联网实现价值链的整合创新。在高级阶段，
企业所在行业的全要素、全价值链、全生命周
期等供需资源均可通过工业互联网进行无缝对
接，平台上任一企业均可根据其比较优势对既
有平台资源进行动态重组，由此衍生出大规模
定制、网络协同生产、无边界生产、服务型制
造、后市场服务等新生产模式，即对工业互联
网平台上的供需多维资源进行全要素、全价值
链、全生命周期的重新配置和优化，将彻底扭
转企业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低端的命运，
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伍先福认为，推进“ 5G+工业互联网”
技术转型，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桂林
有着相对较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础，加
快“ 5G+工业互联网”技术转型在广西乃至
西南地区均具较好的比较优势。首先是虹吸效
应，“ 5G+工业互联网”在桂林工业产业中
率先推广应用，将吸引周边地区的资本、技
术、劳动力等优势要素资源在桂林聚集，逐渐
形成以工业互联网平台集聚为路径的桂林工业
产业网络，并在特定区域形成相应产业集群；
其次是整合效应，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可不断优化其优势价值链链条，并利用平台组
合其劣势价值链环节，使融入平台的各价值链
环节生产要素实时进行动态组合，以实现其整

体效益的最优化；最后是极化效应，率先推广
应用 5G+工业互联网的地区，可通过动态累
积规律不断强化其网络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
应，而“ 5G+工业互联网”发展相对滞后的
地区，则可能长期陷入优势生产要素资源不
足、集聚动力不强的困境。

伍先福表示，“ 5G+工业互联网”技术
转型对桂林经济发展具有拉动效应，将能较大
幅地提升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带动全市
经济长足发展。此外，还可强化工业产业的技
术内核和创新动能，形成技术驱动的创新价值
链，驱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第一、三
产业发展，实现桂林现代产业体系的持续优化
与动能有序转换。

关注“5G+”系列报道

5G+工业互联网，桂林产业期待“聚变”

▲在“5G+工业互联网”加持下，君泰福公司金工车间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在君泰福公司的钣金柔性自动化生产线旁，设有一个编程中心。

▲在君泰福公司的钣金柔性自动化生产
线，工人的主要工作是为系统输入程序。

▲依托“ 5G+工业互联网”技术，大家庭公司
把原有的普通门店建设为智慧门店。

▲在“5G+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机器人在我市工业生产领域愈发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