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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知名企业携“新品”和“尖货”参展

中联重科首日斩获15亿元订单
1150家企业同台参展，其中不乏全球工程机
械顶尖企业，5月15日， 记者在2019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上注意到， 众多参展的知名企业都
带来了“新品”和“尖货”，一些企业的明星产品更
是在开展首日即斩获大额订单。
■记者 潘显璇

甲烷动力装载机模型亮相
15日上午，全球工程机
械排名第十八位的美国凯
斯在展会现场发布了世界
第一款概念工程机械设备
模 型——
—甲 烷 动 力 概 念 轮
式装载机。
据了解，这款产品搭载
的甲烷发动机已经过市场
验证，可以提供与同类柴油

机型完全相同的性能。因
此， 虽然是概念机模型，但
已具备生产能力。
此外，凯斯甲烷动力概念
轮式装载机还动用了众多黑
科技，比如驾驶室设计广泛应
用了触摸屏和语音控制技术，
未来可刷脸进入、 无钥匙启
动、通过对话发布操作指令。
5月15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三一重工设备表演区开展
的挖掘机表演吸引了众多人围观。
记者 刘桂林 徐行 李健 唐俊 摄

挖掘机也能定速巡航

在排名第 一的 卡 特彼
勒展台，新一代微型挖掘机
对外发布。 臂架上印有
“CAT” 明显标志的这些挖
掘机，黄色引人注目。记者
在展位上了解到， 卡特3款
迷你挖掘机“黑科技”十足，
它们身板小、 但能量大。设
备处于高负载工况时，作业
人员无需多踩油门，设备可
自动根据负载状况提供动
力补偿，十分省油；迷你挖
采用短尾设计，能够轻松应
对狭窄工况，甚至能直接开
进客厅作业。
卡特迷你挖灵活可爱，
新液压大挖“气场”强大。卡
特彼勒的大挖改善了燃油
系统耐用性， 提高了燃油
效率，故障排除更为方便，
相关智能科技的运用能够

使机手效率提高45%、使设
备保养成本降低20%。在建
筑物或交通道路附近，卡
特挖掘机电子围墙功能，
可以防止挖掘机在作业时
超出操作手设置的范围，
避免触碰障碍物。此外，单
手柄行走模式及定速巡航
的智能化设计， 可大大减
轻操作人员的疲劳感。
同时 ， 卡特 彼勒 还 带
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智能
手表。 这款手表除了有查
看时间、天气、计步等功能
外， 还内置了学习中心程
序， 能帮助使用者更便捷
地学习所购机械产品的使
用和保养知识。未来，这款
智能手表还将与操控机器
实现互联， 实时检测设备
的使用情况。

集装箱式沥青站提速安装拆卸
“中国 ，我爱 你”，在 室
外展区， 一个大型设备上
所刷的字格外醒目， 并且
配上了中国龙元素， 现场
还有舞狮表演， 吸引了不
少外国友人的关注。 这是
长沙本土企业润天智科所
带 来 的 最 新 产 品 LB2500
集装箱式沥青站。
润天 智科 董 事 长 张 裕
介绍，这款设备最大的特点
是模块化设计、集装箱式结

构，设备分层可安装标准集
装箱货柜， 安装拆卸快捷、
方便，适应于国内外频繁转
场施工。“这一产品的主体
结构在展会现场搭建仅耗
时3天便完成，拖运只用了8
辆货车，而不少国内同类型
产品搭建起来需要一个月，
拖运要20辆货车。”张裕说，
产品独有的滚筒进料与燃
烧器自适应控制专利技术，
可节省燃油5%，更加环保。

中联重科首日斩获15亿元订单
本次展会，湖南工程机
械龙头企业中联重科携9大
类共66款全新产品参展，涵
盖了混凝土、 工程起重机、
建筑起重机、桩工、土方、高
空作业机械、 消防装备等9

大类产品。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当天中联重科旗下的建
筑起重机、 混凝土机械、工
业车辆等子公司 获得 众 多
客户青睐，开展首日即捷报
频传，累积签单达15亿元。

长沙论剑
央视“对话”工程机械行业大佬

工程机械未来会是人类智慧的延伸

观。

中铁重工展区， 大型盾构机吸引不少参展者围
记者 唐俊 摄

现场剪影
“
钢铁侠”成了灌篮高手
挖掘机“
写”得一手好字
跳街舞、投篮、写毛笔字、漂移……看起
来异常笨重的挖掘机等机器， 能轻松灵巧地
完成这些动作。5月15日，2019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装备表演展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演，
工程机械操作高手们开着挖掘机、 装载机等
“大块头”在现场大秀特技，让现场观众叹为
观止。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辆重型挖机以铲斗
为圆心，通过行走装置强劲的动力，在地面进
行360度的高速旋转漂移，引发现场观众一阵
阵尖叫。
在街舞秀环节， 重达23吨的装载机后轮
离开地面， 前轮则跟随音乐有节奏地一颠一
颠地前进，既灵巧又憨态可掬。
通过将蘸了墨汁的毛笔固定在挖掘机的
铲斗上，机械操作师驾驶机器，在纸上写出了
“智能雷沃”四个大字，字迹工整，获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投篮对挖掘机来说更是小儿科。 巨大的
挖掘机将篮球轻轻挑进铲斗里， 再伸到篮筐
上，轻轻一倒，篮球应声掉入篮筐，一投一个
准。记者还注意到，由于投篮互动性强，多个
参展商还特意为市民开辟了挖掘机投篮表演
和体验区。比如，在E2馆中联重科展区，观众
可以在操作师的指点下， 亲自操作挖掘机进
行投篮， 成功投进篮筐者可获得一台小挖掘
机模型作为奖励。 由于此活动新颖并且趣味
性十足，不少观展者都来此排队体验。
■记者 潘显璇

中国的“超级工程”是什
么？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如何？
5月15日，央视《对话》栏目在
长沙举行了一场全球工程机
械风云人物对话。 三一集团
总裁向文波、 柳工集团董事
长曾光安、 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飞
香、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谭顺辉等行
业大佬汇聚一堂， 探讨了行
业发展动态与趋势， 分享了
各自企业发展经历。

“
超级工程”
成就世界地位
“超级工程的特点是规
模大，技术难度大。”向文波
表示， 中国的超级工程不胜
枚举，如三峡工程、港珠澳大
桥、青藏铁路等等。而正是这
些超级工程才成就了中国这
么多有实力的工程机械装备
企业。2018年全球工程机械
制造商50强榜中， 有12个中
国企业。
“现在国外著名的企业
会将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经理郎云
介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
球工程机械产品品类最齐
全、规模最大的国家。相关数
据显示，2018年中国工程机
械产品的销量超过美国跃居
全球第一， 中国工程机械装
备也成为除了高铁外在世界
上另一张亮丽的名片。

在业界， 三一集团被冠
以“泵王”之称，柳工集团是
“装载工程机械王”， 铁建重
工和中国中铁工程装备则是
“隧道工程机械帝王”。 在这
些“王”的背后，各企业又经
历了什么？
“当时连续换了6台设备
都打不上去， 我们的售后都
不敢去工地了。” 向文波介
绍，一次在广州的某项目上，
三一的泵车无法将混凝土输
送至指定高度， 为项目带来
损失。此后，三一加大力度研
发排量大、 压力大的混凝土
输送泵。2011年， 日本北部
9.0级大地震，三一泵车证实
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大数据、智能化、电动化
是趋势
当天现场， 各位业界大
佬一致认为， 未来工程机械
装备将朝智能化、 大数据化
发展。“工程机械装备一直被
称为是人类四肢、 肩膀的延
伸， 未来还将会是人类智慧
的延伸。”曾光安认为。向文
波认为， 未来工程机械装备
行业无论是在产品上， 还是
在生产、 运营上都将实现智
能化。 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形
成。
此外， 由于环保越来越
受重视， 未来工程机械装备
产品还将向电动化发展。“因
为用电驱动没有污染。”曾光
安表示。
■记者 胡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