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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 
通过先进的传感器，
控制和软件应用将
全球机器，设备，
机群和网络连接起
来。 

先进分析 
将基于物理世界
的分析，预测算
法，自动化和专
业领域知识结合
起来 

工作中的人 
将任何时间段工作和
移动的人员连接起来

支撑更加智能的设计，
运作，维护和更高的

服务质量和安全 

美国-工业互联网 
美国GE“工业互联网” 

− 2012年末，美国GE公司提出的关于产业设备与IT融合的概念 

− 定义：基于开放、全球化的网络，将人、数据和机器连接起来，通过对大数据的

利用与分析，升级航空、医疗装备等工业领域的智能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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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9日，根据飞机传感器回传数据，GE的监测系统显示一架准备起飞的春秋航

空飞机的二号发动机风扇振动值突然升高，GE在上海的航空客户支援中心立即向春秋航空发送

通知，并预测可能是叶片破损导致风扇振动升高，经现场排查后发现发动机的两片风扇叶片被外

物击伤，打伤的风扇叶片很快被更换，不仅避免了一次昂贵的飞机故障停场检修，而且避免了一

次潜在的飞行事故。2012年，由于GE成功的远程诊断和预测性维护，春秋航空节省了超过数十

万美元的费用，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数次飞行事故，确保其安全高效飞行。 

工业互联网应用于引擎预防性监测 

美国-工业互联网（案例） 

GE基于工业互联网的预测
性解决方案2016年收入超
过20亿美元 



我国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技术 

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是计算和通讯网络技术（ICT）

，在工业系统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应用，其所

关注的是，如何把实体（也就是传感、执行和控制

器件、产品和装备等）、信息系统、业务流程和人

员连接起来，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决策，推动生产

和运营的智能化。 

IT+CT=ICT 

2016年2月1日，成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推进工业互联网产学研

用协同发展 



 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基于全面互联而形
成数据驱动的智能，网络、数据、安全
是工业和互联网两个视角的共性基础和
支撑 

 “网络”是工业数据传输交换的支撑基
础，互联互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据”是工业智能化的核心驱动，具
体表现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和边缘计算两
点； 

 “安全”是网络与数据在工业中应用的
安全保障 

 “应用”是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价值体现 

工业互联网的体系架构 



3.1 工业网络技术 

基于802.11的广域覆盖网络 

工业现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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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信息无线感知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接入 

 设备、生产过程的泛在化感知； 

 实现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互联通信的
WSN技术； 

 工业应用的挑战： 
      抗干扰、高实时、低功耗 

 面向工业应用的WSN技术 
       WirelessHART 

ISA100.11a 
WIA-PA 
WIA-FA 
NB-IoT/5G 



WIA-PA 

面向流程工业泛在感知的低速、低功耗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 

在802.15.4 物理层基础上，实现自适应跳频、多跳高实时传输技术、高精度同步

技术，使得数据传输可靠性99%以上，网络功耗微安级。 

2011年11月，IEC/TC65投票通过，成为IEC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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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信息无线感知新技术方向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接入 



WIA-PA产品 

• 通用装置 

– WIA-PA无线温度变送器 
– WIA-PA无线压力变送器 
– WIA-PA无线差压流量变送器 
– WIA-PA无线阀位传感器 
– WIA-PA无线U型压力计 
– WIA-PA无线智能网关 
– WIA-PA无线路由器 

 

• 专用装置 

– WIA-PA无线适配器 
– WIA-PA无线水表适配器 
– WIA-PA无线IO适配器 
– WIA-PA无线振动变送器 
– WIA-PA无线示功仪 
– WIA-PA油水井远程控制器 
– WIA-PA无线RTU模块 
– WIA-PA防爆手持器 

WIA-PA无线压力变送器 

WIA-PA无线温度变送器 

WIA-PA无线差压流量变送器 

WIA-PA无线适配器 

WIA-PA无线阀位传感器 WIA-PA无线U型压力计 

WIA-PA无线IO适配器 WIA-PA无线手持器 

WIA-PA无线水表适配器 WIA-PA无线振动变送器 油水井远程控制器 WIA-PA无线示功仪 

无线RTU模块 

工业信息无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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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全流程优化、降低开采成本的重大需求 

• 油井生产状态实时感知，智能诊断 
• 抽油机实时优化控制 
• 综合地质、油藏、生产数据的优化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接入 



WIA-FA 

面向离散加工，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之间互联通信的高速无线网络技术 

在802.11 物理层基础上，实现频域轮询、动态信道调度、聚合Ack技术，使得百点规模的数据传输

时延低于10ms，可靠性99.99%以上。 

2017年7月，IEC/TC65投票通过，成为国际上首个面向工厂高速自动控制应用的无线技术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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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唯一支持千点规模工业现场应用的技术 

目前唯一支持国有加密算法加密报文的无线设备 

目前国家保密机构唯一批准的可用于涉密场景的合法无线设备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接入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Fraunhofer）发
布中国工业4.0专利

研究报告 

WSNs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Chines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have 
developed intelligent, real-time, energy-efficient, 
and reliable industrial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echnologies to improv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g. IEEE STD 802.15.4-2006. The SIA and 
th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re excellen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which cooperate closely with 
local compan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e.g. 
SAP.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是 
工业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优秀研发机构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接入 



NB-IoT 
 NB-IoT为窄带物联网 (Narrow Band - Internet of Things)，是物联网

技术的一种，具有低成本、低功耗、广覆盖等特点，定位于运营商级、
基于授权频谱的低速率物联网市场。 

 市场研究公司Machina预测，NB-IoT未来将覆盖25%的物联网连接。 
 NB-IoT已经于2016年6月成为3GPP正式标准，是NB-CIoT和NB-LTE两

种标准的融合，平衡了各方利益 
• 华为、沃达丰、高通等公司支持NB-CIoT； 
• 爱立信、中兴、三星、英特尔、MTK等公司支持NB-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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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工业网络技术-互联互通 



2017年11月9日，OPC基金会本年最重要的盛宴：OPC DAY中国站路演如约而至。OPC基金会副
主席Stefan Hoppe亲临现场，并祝贺沈自所研发的OPC UA嵌入式服务器成为中国首个通过OPC合
规性测试并得到产品认证的UA产品，他认为这将是载入OPC发展史册的成就。 

研发出中国首个通过OPC认证的产品 

3.1 工业网络技术-互联互通 



 依托工业物联网基础，打造自主IoT网关与IoT平台
，实现现场通信异构设备的快速集成与数据清洗和计算
，支撑产品在生产、服务环节数据的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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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工业网络技术-互联互通 



 普遍存在的问题 
– 多个网络带来的互联困难，上层系统读取底

层数据时至少涉及到OPC、PLC两次映射和转
换 

– 每个底层工业协议都必须使用专有网络设备 

– 系统业务改变时，网络必须重新组态配置，
无法实现即插即用 

– 网络承载业务多样，随着预测性维护、机器
视觉等业务的上线，网络的实时性难以得到
保证 

– 现场OT网络设备难以像IT网络那样得到全面
的检测、诊断和管理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当前工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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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网络的发展趋势 
– 扁平化、IP化、有线/无线混合、灵活组网 

• 技术路线 
– 时间敏感网络：一统江湖的新一代网络协议 
– 软件定义网络：实现灵活组网的重要手段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 原理：设计了面向多种工业以太网协议的适配规则库，通过软件定义的交换机识别协议，
套用适配规则库的规则进行转发，实现多协议动态组网 

• 效果：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Powerlink等工业以太网协议的设备可以通过同
一个网络进行组网，无需专有设备，可以灵活扩展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作为牵头单位，
承担2018年工
信部工业互联
网专项：《工
业软件定义网
络基础标准与
试验验证》 

软件定义网络（SDN）：解决异构网络互通问题 



• 原理：新入网的设备或新增加的传输任务，都通过北向接口向控制器提交传输任务的数据流大小和
需求，由控制器自动计算转发策略，并随时下发到交换机中执行策略 

• 优点：设备和业务的变化不会影响其他部分的网络运转，整个过程自动在线完成，实现即插即用 

动态
完成
新节
点入
网请
求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与华为联合研发的SDN

交换机系统获得第19届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创新金奖” 

软件定义网络（SDN）：解决网络自适应配置问题 



某国际主流品牌工业交换机 中科院沈自所SDIS系列交换机 

即插即用 支持两种工业协议，需要与西门子SIMATIC配合
进行手动配置 

支持Profinet、EtherCAT、Powerlink、Modbus等
四种工业协议，支持即插即用，无需手动配置 

实时保障 音频、视频、传感、控制业务混合负载达到70%
时时延超过500ms 

音频、视频、传感、控制业务混合负载超过80%时仍能
保证10ms级的实时性 

时间同步 只支持有线网络的IEEE 1588同步 支持无线组网条件下的IEEE 1588时间同步 

工业安全 只能对二、三层内容进行解析和保护 能够对工业协议内容进行解析，对寄存器和线圈操作提
供保护 

主要成果 
– 申请国际专利2项，国内专利13项。 

技术对比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当前，国内企业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

率、设备利用率等，跨设备、跨系统的协同、实时优化控制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 

A控制
系统 

B控制
系统 

B控制系统实时采集平整度、焊接厚度、焊缝形貌等信息上

传至计算机（焊缝跟踪时延毫秒级）； 

计算机通过对平整度、焊接厚度、焊缝形貌等信息的分析，

优化A系统机器人的运动轨迹； 

B控制系统接收计算机的指令协调各机器人完成新的指令； 

B控制系统的机器人控制各个轴的伺服电机进行同步控制，

完成计算机指令； 

为了满足产品质量，整个系统时延毫秒级。 

协同、实时优化控制需要IT/OT网

络都具有高实时性，且OT网络支持

异构厂商的控制系统互通。 

IT网
络 
OT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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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实时”：现有的网络技术难以解决上述难题。 

OPC UA （OPC Unified Architecture）是自动化行业用于

数据交换的互联互通标准。 

 OPC UA作为工业4.0参考架构模型（RAMI 4.0）中唯一推荐

的通信层实现方法，可以解决多源异构数据互联互通集成问题，

是异构数据交互的最通用国际标准。 

TSN（时间敏感网络：Time-Sensitive Networking） 是

IEEE802.1工作组正在开发的一套协议标准。 

 定义了以太网数据传输的时间敏感机制，提高了标准以太网的

传输实时性和确定性，有望将来代替的封闭现场总线，实现开

放的、“一网到底” 的网络。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OPC UA的协议栈过重，端到端实时
性一般在100ms以上，难以满足机
器人协作等需求。 

OPC UA的实时性挑战 

传统的TSN调度的VLAN标志需要人工配置，
难以保证分配是优化的，目前的TSN测试
床中网络负载不会超过30%。 

TSN网络的自动优化挑战 
OPC UA与TSN用于控制，已有机制主要用
于保证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安全，缺乏用于
safety的功能安全机制，面临功能安全挑战。 

功能安全挑战 

OPC UA目前主要是框架性的规范，缺乏控
制系统内部组件的互操作方式的规范。 

互操作挑战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2018年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 
《时间敏感网络（TSN）与用于工业控制的对象链接与嵌入统一架构
（OPC UA）融合关键技术标准研究与试验验证》（1450万）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旨在研发、规范出一套开源、实时、一网到底的工业网络解决方案与技术体系，提升数据传输效率，进而促进
企业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时避免由德国、美国的封闭总线导致的安全问题，做到自主可控。 

使实时性达到1ms，能够在PLC和运动控制
器内外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OPC UA的实时性挑战 

使网络调度按需求自动完成，无需人工，
且网络负载超过80%时仍能为实时业务提
供确定性保障。 

TSN网络的自动优化挑战 

满足控制业务的本质安全需求。 

功能安全挑战 

使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能够在一起组态工
作。 

互操作挑战 

3.1 工业网络技术-数据传输 



•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意义在于极大提高数据的利用率 
• 平台的基础硬件部分与成熟云平台并无太大差别 
• 核心是工业数据模型，目前只能分领域完成 

基础硬件 
（物理层） 

硬件服务器 
配置： 

共xx台服务器，每台服务器CPUxx核
xx线程】，xxG内存，xxT硬盘 

（IaaS） 
虚拟化服务 

机架式服务器 控制
台 

（Paa

S） 

平台级服务 

（Saa

S） 

应用级服务 

OpenStack 操作中心 认证中心 网络中心 

计算中心 镜像中心 存储中心 

HANA 索引服务 预处理服务 

统计服务 内存服务 

离线批处理集群 

Slaves 

Mast
er 

Hadoop 

在线内存迭代集群 

Spark 

HBa
se 

HDF
S 

MapReduce 
Slaves 

Mast
er 

Hive 

Zookeep
er 

SQL 

MLli
b 

Spark RDD 

GraphX 

Streamin
g 

YARN 
协调   CPU + 内存 + 硬盘 等资源分配 

资源预留 资源调度 资源隔离 

虚拟CPU 虚拟内存 虚拟硬盘 

石化 
物料平衡 

油田 
优化决策 

设备故障 
预警 

能源优化 
控制 

跨域搜索及语义化建模 

平台层 

应用层 

工业数据模型（石油采油、石化物料、测试设备、电梯装置） 

3.2 工业互联网平台 



3.2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 构建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
台，既需要具备涉及多个行业领
域的共性技术、知识、工具和模
型的供给能力，也需要具备数据
采集、设备互联、平台管理、应
用开发等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
我国尚缺乏类似GE、西门子等产
业巨头，目前仅有航天云网等少
数几家企业初步具备这方面基础。 

• 工业互联网平台涉及边缘层、IaaS、
工业PaaS、SaaS应用等多个方面，
目前国内企业在两个方面比较薄弱：
一是数据采集和边缘计算能力不足。
缺乏完整的数据采集集成解决方案。
二是工业PaaS服务能力不足。工业
领域的行业机理、工艺流程、模型
方法经验和知识积累不足，算法库、
模型库、知识库等微服务提供能力
不足，平台在功能完整性、模型组
件丰富性、专业化服务等方面发展
滞后。 

• 工业APP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
承载工业知识和经验、满足工业用
户特定需求的应用软件。当前，平
台企业对于工业APP如何认识和如
何培育均存在一定问题，具体表现
在：一是工业APP统计分类标准尚
不明确，产业界对工业APP内涵界
定和发展重点尚不清晰。二是工业
APP质量不高，面向多行业、多领
域、多场景的工业APP应用缺乏，
工业APP的质量效益和价值难以衡
量。三是开发者社区建设滞后，活
跃程度普遍不高。 

跨行业跨领域平
台构建能力薄弱 

平台建设技术支
撑能力亟待增强 

面向工业APP的
开发生态相对滞后 



平台比较与分析 
平台名

称 SAP HANA GE Predix IBM Bluemix 航天云网 

平台特
点 

 基于内存计算，

计算速度快； 

 数据分布式处理，

实现大数据高速

实时分析； 

 基于数据压缩，

使数据传输最小

化。 

 开源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 

 侧重工业资产

数据分析。 

 开源的公共云

开发平台； 

 支持运行几乎

所有类型的应

用； 

 可以快速创建、

部署和管理云

应用程序。 

 业务和航天科

工集团内部企

业需求匹配度

好； 

 整体技术架构

特点属于典型

的中小型门户

网站系统架构。 

平台功
能 

 端到端实时分析； 

 实时事务处理； 

 基于内存的数据

处理引擎； 

 数据分析建模； 

 数据集成服务。 

 资产联结； 

 工业数据管理； 

 工业数据分析； 

 数据可视化； 

 数据共享及发

布。 

 支持运行时； 

 支持数据管理； 

 支持移动服务； 

 支持Web程序

开发。 

 标准、专利、

软件下载服务； 

 创新创业； 

 工业品商城。 



中科云翼平台 
面向制造业需求，构建众创模式的智能制造云服务研发与应用生态环境，提供面向研发、制造、物流与产品
的互联服务。为大型制造企业、中小型制造企业和产业集群分别提供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解决方案。 

 设备互联接入：定义互联接入模型，为企业设备互联互通与
云端接入提供完备解决方案，支持接入数据实时可靠传输与
网络容灾 

 基础服务支撑：为智能制造应用提供平台级基础服务，包括
数字工厂建模服务、主数据编码服务、仿真分析服务、（大）
数据分析引擎、工作流引擎、推理及优化引擎等 

 服务资源汇聚：面向社会吸引领域专家、工业系统集成商、
APP开发者等公共服务资源，为制造企业提供众研、众创和
众运服务 

 应用开放共享：通过云市场提供覆盖制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应用服务开放平台，包含分析资源库、系统级应用、数据类
应用、维护类应用、决策类应用等 

 制造模式创新：通过制造资源的有效共享，打通制造企业供
应链与价值链，支撑企业互联化、协同化制造新模式 

作为牵头单位，承担
2018年工信部工业互联
网专项：《工业互联网边
缘计算测试床》 



中科云翼平台-大数据接入 



中科云翼平台-辽河油田注采监测与优化控制系统 



中科云翼平台-大数据分析算法库 



中科云翼平台-北方重工矿山机械监测 



内容简介 

1    工业互联网的技术体系 

2    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围绕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开展国际合作 

沈自所与SAP签署联合创新合作备忘录。经过多次交流，
结合双方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确定共同打造一条基于
工业4.0理念的智能制造示范产线。 

 

消费者 

 模型车制造商 

2015年10月19日中德两国总理周四上午举行会谈，
双方表示将推动“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
携手，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 



• 7个工站 

• 5个工业机器人 

• 2个AGV 

• 3个视觉监测系统 

• ~200个传感器 

• 100个无线模块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1） 
生产系统的硬件结构、控制网络与程序都是模块化、软件定义可重构的。 



 车型、颜色等选项自由组合的定制化模型车全
自动单件生产 

 客户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选择配置； 

 订单迅速下达至ERP系统； 

 ERP系统立刻将订单分发至MES系统； 

 MES系统将生产任务下达至控制系统； 

 通过RFID系统，每个生产单元都可以与产品“交流”，

完成个性化加工和装配； 

 车间设备生产状态和生产进度实时监控； 

 最终智能工厂快速完成了个性化配置模型车的单件生产

任务。 

智能制造示范系统 –场景（一） 



 生产系统根据订单变化动态调整结构 

 生产系统的结构模块化、可移动； 

 基于无线通信的软件定义控制网络使控制系统可以灵活重构； 

 订单数量激增时，动态服务组合引擎判断生产瓶颈； 

 定制化生产控制系统在数字工厂库中查询备用工位； 

 动态服务组合引擎自动调用备用、可移动工位； 

 可移动工位自动融入生产系统； 

 订单数量减少时，可移动工位退出生产系统。 

智能制造示范系统 –场景（二） 



 

 基于预测性维护的生产系统动态调整和快速维修服务 

 基于WIA-FA无线接入产品，采集机器人减速器的实时振动
数据以及各轴转速、力矩、故障代码等信息； 

 通过IoT网关接入WIA-FA信息汇总至IoT软件平台进行数据
清洗； 

 特征数据上传至SAP的HANA云平台进行历史数据积累、分
析、诊断和预测性维护。 

中德双方副总
理马凯、加布
里尔长时间驻
足展台 

该解决方案正
在上汽通用汽
车集团沈阳北
盛工厂测试、
推广。 

智能制造示范系统 –场景（三） 



• 2个工站 

• 3个工业机器人 

• 3个视觉识别系统 

• 1台3D打印机 

• 多个无线模块 

装配工艺流程、机器人任务调度都是模块化、软件定义可重构的。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2） 



 基于CPS动态管控的工艺流程和机器人任务在线重构 

 利用语义化建模技术将生产资源虚拟化、设备能力模型化 

 通过统一模型实现工艺到控制的自适应贯通 

 由用户自由选择装配组件，生成高度定制化产品订单 

 生产系统根据产品配置，自动生成装配工艺流程 

 根据物料供给和订单优先级，动态重构生产工艺，在线优

化机器人装配任务和程序 

 使生产系统智能、自主地适应需求的变化，提升系统智能

化和综合生产效率。 

智能制造示范系统 –场景（四） 



智能制造示范系统 –特点 

 感知无线化 

 系统模块化 

 接口标准化 

 调度智能化 

 管理云端化 

• 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 支持混线柔性生产 
• 提高生产效率和设备利用率 
• 提高生产系统快速响应能力，缩短生产周期 

价 值 

CPS管控系统 

基于WIA-FA的无线工业物联网 

面向工厂的 
高速无线 
通信 

设备互联互通 

设备信息采集 
生产信息感知 

软件定义 
控制网络 

控制系统灵活重构 
管控信息混流传输 

语义化 
建模 

构建数字工厂模型库 

打通设备互操作接口 
动态服务 
组合引擎 

生产设备即插即用 
程序、任务动态重构 

MES ERP 

云平台 

设备监测分析 电商平台 

工单管理 生产控制 
质量管理 生产分析 

订单管理 计划管理 
物料管理 主数据管理 



2016年11月16日下午，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发布了由国际权威的评审团队从全世界

征集的500余项互联网领域高水平成果中遴选出来的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其中，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与德国SAP公司联合研发的工业4.0互联制造解决方案成功入选（其它获奖单位包括：特斯拉、IBM、微软、三星、

百度、阿里、腾迅、中科院量子通信以及寒武纪芯片等）。 。该解决方案体现了两国总理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

与“德国工业4.0”对接的指导思想。 

工业4.0互联制造
解决方案 

工业4.0互联制造解决方案入选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奖 

中科院2016年
科技成果转化
亮点工作 

2016年度中国自
动化领域年度最
具价值解决方案 



荣获2017年第19届中国工业博览会创新金奖 



2017年6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中德论坛上，

李克强总理指出：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德

国SAP公司合作建设的首条“工业4.0”示范线在

沈阳落地，这是“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

4.0”对接的果实。 

关
注
此
工
作
，
建
成
我
院
在
智
能

制
造
方
面
具
有
显
示
度
的
样
板
。
 

白
院
长
重
要
批
示 

获得国家领导人认可 



国家领导人参观智能制造示范系统 
2015.12 习近平主席参观智能制造示范产线 2016.6.14 德国总理默克尔 

参观智能制造示范产线 

6月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沈阳期间实地参观了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并对生
产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沈阳自动化所所长于海斌向默
克尔总理详细介绍了这条中国国内首条工业4.0示范线。 

 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工业4.0智能制造解决

方案亮相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等
到展台详细了解了解决方案。 

工业4.0对德国也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和中国彼此学习。 



加工领域典型案例 

• 烟台杰瑞大型装备制造CPS系统（成功申报了

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     

• 实现了车间设备的联网和数据采集。 

• 弥补了ERP/MES现场生产管理中的不足，

并将与ERP、MES、CAPP进行有效集成。 



加工领域典型案例 

生产效率提升35% 



 当前存在问题： 
 单纯的OPC-PLC自动化改造无法解决生产计划调整、型号切换导致的切单/转

产的停线问题，平均每周的切单转产耗时1~2天 

 新工艺升级每年至少3次、设备更替每年近百次，导致的控制逻辑/工序操作重

置、接口配置耗时约5~12周 

 建设目标：建设国内首个光学摄像头模组（3C类电子产品）柔性装配车间 

零部件装配典型案例 

• 光学摄像头模组智能制造车间（成功申报2015工信部智能制造专项） 



 完成情况：相比OPC-PLC自动化控制系统，首次实现从生产计划到

设备命令一体化集成，大大降低控制逻辑编程时间与复杂度，同时

消除了设备断电重启、工艺操作重置的时间 

 生产计划灵活调整：通过生产节拍、物料供给方式的自动变化

来适应每天2~3次的计划调整 

 新型号快速投产：通过web化的工艺模型的自适应调整消除新

工艺部署带来的PLC(涉及300多个逻辑块、多达14层嵌套判断

逻辑)重编程、断电启停、600多个OPC变量修改重置的时间，

新工艺部署时间缩短80%以上（3个月→3周） 

 设备灵活调度：通过web互操作接口进行工序重组，实现新设

备的即插即用，实现损坏设备的快速替换。减少人力投入50%

（取消了OPC配置工作，工作量下降一半），实施效率提升1倍。 

零部件装配典型案例 



个性化定制典型案例 

 电梯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系统 

 实现电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自动化及信息的多维协同 



个性化定制典型案例 

 电梯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系统 

 机器设备网络的互联互通，实现生产过程的多要素智能化数字管理，提升整个

制造体系的输出增值效益。 

A       B       C       D 

34% 

90 

4.9 
725 

A. 生产效率提升 34% 

B. 一线操作员工从40人减为4人 

C. 库存周转天数 4.9天 

D. 制造成本降低 725万/年 



谢 谢！ 
刘意杨：13889210759 

sialiuyiyang@s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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