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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 6 个物联网项目成为“中国示范”
占据福建入选项目数的半壁江山

福州市民在福州马尾区智慧体育公园健身。

【福州晚报讯】 中国工信部不
久前公示了 2021 年物联网示范项
目，中国 179 个项目入选，其中福
建省有 11 个项目，数量仅次于北
京。在福建省入选项目中，福州市
有 6 个项目，占比超过 50%。
福州入选的 6 个项目分别为：
福建新大陆自动识别技术有限公
司的“开源鸿蒙中关键子系统的开
发与示范应用”、福建通力达实业
有限公司的“智能物联断路器”、福
建汇川物联网技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基于远程视频测量技术的
工程建设数字监理解决方案”、福
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有限公司的
“智慧物联网体育公园”、福建新大
陆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基于
可信数字身份的智慧安防小区管
理系统”、福水智联技术有限公司
的“基于 5G 技术的智慧校园用水
节水综合解决方案”。
此次入选的项目包括多个融
合应用创新类项目。比如，2 日开
园的马尾区首座智慧体育公园，位
于三环魁岐互通桥下，占地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设有老年人健身区、
青少年健身区、儿童乐园区。公园
采用太阳能供电，多数健身器材配
备屏幕，可实时显示运动时长、卡

路里、频率等数据，屏幕下方还有
可供手机充电的 USB 插口。智慧
互动大屏不仅能发布风速、PM2.5
数值、温度、湿度等气象要素，还能
实时显示运动人数。
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为智
慧体育公园提供了物联网解决方
案。实验室有关负责人说，整个园
区突出“物联网+智能化”运动体
验，园内配备智能中控中心，依托
中控系统、智能灯光杆、智能健身

器材，对运动进行智能化管理。
“基于可信数字身份的智慧安
防小区管理系统”同样与市民生活
密切相关。在福清融侨锦江等小
区，居民使用手机里的数字身份二
维码，就能完成身份认证并进入小
区，这得益于智慧安防小区管理系
统的成功应用。
福建新大陆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这套管理系统采
用网络可信认证、移动互联、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借助
公安部“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
台、现代化网络技术和信息集成技
术，将社区智能化管理、社区数字
化服务、物业数字化管理与智慧生
活有机结合起来，助力提升社会治
理现代化水平。
过去访客若要进小区，安保人
员要求登记其身份信息并打电话
向住户确认，甚至需要住户到小区
门口接人。如今有了这套智慧管

理系统，社区管理变得更加安全便
捷——访客提前在线填写预约申
请，得到受访者在线确认后，出示
数字身份二维码或通过人脸识别
验证，就能进入小区了。拜访结
束，访客刷脸或扫码离开小区，系
统会实时将访客离开的信息发给
受访者，实现闭环管理。在系统模
式下，居民也可借助网络可信凭
证，便捷出入小区。
新大陆有关负责人说，未来住
酒店、乘高铁、坐飞机、办银行业
务、去医院就医等众多要求实名、
实人、实证的应用场景，以及电子
政务、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实
现“刷脸”
“ 刷手机”的可信数字身
份认证。
记者了解到，福州拥有福建省
唯一、中国第四个国家级物联网产
业 基 地 ，集 聚 200 多 家 物 联 网 企
业，成为福建省物联网企业最密集
的区域。这里诞生了应用于“天问
一号”的星敏感器光学导航系统镜
头、中国首台光储充检智能微网系
统、全球首台“互联网+医疗”和物
联网技术的人工肾脏替代治疗设
备……未来，福州将依托产业优
势，进一步打造中国物联网产业集
聚地。
（欧阳进权 文/图）

打造8个数字化示范车间和5个智能化工厂，
建成赋能作用较强的平台8个

长乐纺织业迈向智能化高端化
自动化生产线，
纺机数据共享，
“智慧大脑”一屏掌控，数据分析优
化管理方案……近几年，长乐的新
华源科技集团正乘着数字化改革的
东风，探索出一条智能纺纱的转型
升级之路。
这只是长乐纺织业迈向智能化
高端化的一个缩影。当前，通过数
字赋能先进制造业专项行动，长乐
区现已打造了 8 个数字化示范车间
和5个智能化工厂，
建成具有一定规
模、
赋能作用较强的平台 8 个，
助力
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改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设备
自动化率不断提高。通过利用智能
化的设备和大数据化的管理软件，
不断提升车间的生产效率，降低员
工的劳动强度，减少对传统产业工
人的依赖性。
”
去年底，新华源科技集团还引
进香港中文大学技术团队，成立了
福建数纺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适用于本企业应用场景的
工业互联网纺织大数据管理平
台。这个平台的应用，相当于为企
业装上了“智慧大脑”，车间开台、
车间用工、设备运行、温湿度、产品
企业研发
产量等各类数据采集后，通过数据
大数据管理平台
服务器上传到平台，管理者可实时
日前，
记者来到新华源科技集团 了解各类数据，对生产过程进行全
看到，
宽敞整洁的生产车间里，
恒温恒 面的数字化、可视化管控。
湿的工作环境下，
一台台高速运转的
通过智能化设备应用，
数据化管
自动化机器代替了忙碌的纺织女工， 理平台配套，
新华源科技集团智能纺
偌大的车间仅需几个工人负责巡视 纱车间万锭用工可降至12人左右，
生
和简单操作。抓棉、
梳棉、
并条、
粗纱、 产效率提升30%以上，
产品品质大大
细纱、
络筒、
打包码垛，
自动化设备的 提升，
运营成本降低10%以上。
应用贯穿了纺纱工艺的全过程。
从
“中国制造”
新华源科技集团总裁陈文介
到
“中国创造”
绍：
“近几年，我们在设备智能化技

近日，
福州市政府发布 2021 年
度福州市专利奖授奖的决定。在获
金奖的4家企业名单中，
长乐企业福
建省鑫港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鑫港纺机”
）在列，
获奖的专利
名称为一种分结构的宽幅提花经编
机。
该发明专利属于在传统基础上
的一个改进型专利，
解决了本领域的
关键性、
共性技术难题。与市面上同
类产品相比，
性能优势明显。该专利
不仅通过了专家组的严格审核，
更为
鑫港纺机赢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该公司是目前福建省内少数生
产多梳贾卡经编机系列和最早生产
多梳贾卡带压纱板经编机的专业厂
家，产品总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实现了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创
造”
的华丽转身，
彻底打破了德国卡
尔迈耶公司多梳栉经编机系列产品
长期在中国的垄断地位，
对中国的纺
织装备行业总体技术水平提升也同
样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长乐区将落实奖励政
策，为企业发放福州市级奖励金额

新华源科技集团纺织大数据管理平台。
50%的配套奖金，鼓励企业继续钻
研科学技术，不断提升自主知识产
权竞争力。

长乐纺织业走出
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 5G、
云计算、
大数据、
工业互
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支点，
新型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
催
生出许多新业态、
新模式，
为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目前，长乐区纺织工业互联网
平台已服务企业近500家，
连接纺织

设备 6500 余台，
涵盖化纤、
纺纱、
织
造、染整等多个纺织细分行业。同
时，
该平台作为国家标识解析二级标
识节点（福州）的重要入口之一，
已完
成 200 多万工业互联网标识的注册
及解析。
借助新动能，长乐纺织产业实
现全供应链与产品销售的管理与优
化，平均减少 60%以上的一线操作
人员，
节约能耗 20%，
构建更贴近市
场、更精准、更快速的产品开发、制
造和销售体系，闯出一条高质量发
展之路。
（徐文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