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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智能制造示范区提出背景 

中国·宁波 



 宁波智能制造示范区提出背景 

 通过推广应用智能制造新模式、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打造智能制

造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智能制造基础设施等举措，基本实现了本区域制

造业的智能转型，并形成了一系列有效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在全国范围内具备较强示范推广价值的区域。 

智能制造示范区 

 《“中国制造2025”宁波行动纲要》（甬党办〔2016〕84号） 

 《宁波市建设“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甬政办发〔2016〕152号） 

 全面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强化顶层设计 

基于当前宁波市智能制造产业基础和特点，研究提出宁波智能制造示范区建设的

发展目标、发展模式、重点建设领域、重点行业和生态体系，积极将宁波市打造

成为国家智能制造工程的先行区、示范区。 

示范区提出背景 



TWO 

建设思路与发展目标 

中国·宁波 



 建设思路与发展目标 

建设思路|一原则、一目标、一抓手、六注重 

 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和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持

“立足国情、统筹规划、分类施策、分步实施”的基本原则 

 以推动区域制造业智能转型和培育智能制造支

撑产业为目标，以智能制造示范区建设为抓手 

六注重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突破 

智能产品与服务研发应用 

智能制造系统集成水平提升 

智能制造新模式培育推广 

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完善 

智能制造发展环境优化 



    区域智能制造

支撑体系基本建立，

制造重点领域初步

实现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 

发展目标 

重点领域智能转型成效显著 

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取得重要突破 

试点示范及应用推广成效凸显 

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初步形成 

 - 智能制造创新体系基本形成 
 - 攻克一批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 
 - 突破一批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与系统 
 - 积累形成一批知识产权、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70% 
 -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50% 
 -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普及率达20%以上 
 - 企业运营成本、产品研制周期和产品不良品率大幅度降低 

 - 建成一批国家或省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 较2015年，实现运营成本平均降低 20% 以上 
 - 生产效率平均提高 20% 以上，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20% 以上 
 - 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 20%以上，能源利用率平均提高 10% 以上 

 - 培育形成一批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 亿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 一批主营业务收入超 50 亿元的智能制造装备和软件供应商 
 - 智能制造人才队伍基本建立 

 建设思路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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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中国·宁波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内容一：突破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 
       依托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整合国内外优势的创新能力，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攻克高档

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

流与仓储装备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不断提高装备的质量和可靠性；突破产品设计与工艺

仿真、工业控制、业务管理、数据管理等核心工业软件。依托相关优势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关

键技术装备、核心工业软件的集成创新和应用示范，加快工程应用和产业化。 



内容二：大力推广和应用智能化成套装备（生产线） 
       建成一批自动化、智能化的成套装备生产线，依托宁波市现有产业和技术优势，通过研发

创新以及对关键技术装备、智能部件（装置）进行有机组织和生产过程有效管理，实现制造过

程中底层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 

汽车零部件
的智能化生

产线 

家用电器 

纺织服装 

模具 机械基础件 文具 

新材料 
塑料制品加

工及装配 

五金件、金
属成型 

电子元器件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内容三：培育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 

       建设一批示范性的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面向行业的关键生产环节建立数字化车间，面

向产品生产全过程建立智能工厂，通过采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从数字化产品设计、

生产流程管理和调度、关键技术装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物料配送、产品仓储等各环节进行动态

优化与整合，实现制造过程从底层到管理的智能化 

汽车整车智能工厂 家用电器智能工厂 石油化工智能工厂 

汽车零部件数字化车间 机械基础件数字化车间 模具数字化车间 

电机数字化车间 电梯数字化车间 电池数字化车间 厨具数字化车间 

智能

工厂 

数字化车间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内容四：开展区域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聚焦研发、工艺、制造、物流、销售、运维服务等关键环节，依托区域制造业骨干企业，

开展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五
种智能制造新模式以及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创新应用的试点示范。 

汽车零部件离散型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 

智能成型装备远程运维

服务试点示范 
汽车整车网络协同制造

试点示范 

纺织服装大规模个性化

定制试点示范 

化工医药流程型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 

家电离散型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 

基础零部件离散型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 

高端装备离散型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内容五：促进区域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 
       支持有基础、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围绕效率、质量、研发、安全、节能等方面的瓶颈环节，

开展自动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试点应用，发展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等智能制造新模式；

建设区域中小企业智能制造云服务平台，提供在线研发设计、优化控制、设备管理、质量监控

与分析等应用服务和“一站式”的系统解决方案，服务中小企业智能化发展；探索建立龙头企

业引领带动中小企业推进自动化、信息化的发展机制，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同创新。 

 
建设中小企业云设计协作平台 

建设中小企业云制造平台 探索龙头企业构建混合云 

1 

2 3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内容六：大力发展智能产品和服务 

 鼓励企业开展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嵌入式系统、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产品（装

备）中的融合应用，加快智能家电、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仪器仪表、智能医

疗器械、智能家具等智能产品的研发、设计和产业化 

 大力发展智能注塑机、智能机床、智能工程机械等智能装备，提升装备的定位跟踪、数据

采集、信息通信、故障诊断、状态监测等功能 

 支持企业在提升产品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智能产品（装备）远程运维服务平台

以及相应的专家库和专家咨询系统，通过对智能产品（装备）上传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开

展远程无人操控、运行状态监测、工作环境预警、故障诊断维护、运行优化、使用方案推

送等智能服务 

 智能家电 

 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机器人 

 智能仪器仪表 

 智能医疗器械 

 智能家居 

 智能注塑机 

 智能机床 
 智能工程机械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内容七：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支持制造业骨干企业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联合相关装备供应商、软件供应商、信息技术

服务企业、科研院所等组建智能制造联合体，在完成企业自身智能化改造的基础上为相关

企业、行业提供服务，并发展成为专业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鼓励相关的装备制造商、软件供应商、自动化服务商等，通过能力提升、业务升级、领域

拓展等方式逐步发展成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打造一批能够为企业智能转型提供咨询服务、方案设计、装备研发、设备采购、安装维护、

检测认证等服务的专业机构 

 综合型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三维数字工厂解决方案提供商 

 离散制造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制造执行系统） 

 离散制造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机器人系统解决方案） 

 流程制造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
方案供应商（制造执行系统） 

 流程制造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操作员培训仿真系统） 

 流程制造行业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先进控制系统） 

 智能物流解决方案供应商  企业资源计划供应商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实施路径一：分类施策，推进线下智能制造的多层次发展 
       面向劳动密集型特色块状经济行业、具备自动化数字化生产条件的重点离散型或流程型制

造行业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制造新模式需求企业，分别组织实施“机器换人”技改项目、自
动化（智能化）成套装备改造试点和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等三类项目，点、线、面相结合，全方

位、多层次培育企业智能制造样板 

推进“机器换人”技术改造 

自动化（智能化）成套装备改造试点项目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规上企业智能制造诊断全覆盖项目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实施路径二：分类建设，推进线上智能制造的全方位提升 
       针对具有工业互联网需求的企业或园区、行业龙头企业，以及特色优势产业，分类建设三

类工业互联网平台，纵向、横向建设相结合，鼓励“企业上云”行动，全方位提升宁波市线上

智能制造的水平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实施路径三：支撑夯实，加强智能制造基础支撑条件建设 
       重点围绕工业互联网基础和信息安全系统薄弱、智能制造标准滞后、核心软件缺失等瓶颈

问题，建立高效可靠的工业互联网基础和信息安全系统，构建基本完善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开发智能制造核心支撑软件，形成智能制造发展坚实的基础支撑。 

加快信息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 

建设工业互联网信
息安全保障系统 

加大智能制造
基础软件开发 

开展智能制造标
准建设 

软件定义网络（SDN）、网络虚拟化、 4G/5G、
IPv6 、光纤网、移动通信网、无线局域网 

信息安全数字认证系统、工业防火墙、工业通讯
网关、工业芯片、网络交换机 

设计、工艺仿真软件；工业控制软件；数据管理
软件；系统解决方案 

基础共性、关键技术、重点行业标准与规范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实施路径四：平台打造，构建智能制造区域公共服务平台 

协同创新 工业云 检测认证 孵化转化 

打造智能制造
协同创新平台： 

建设区域工业
云服务平台： 

搭 建 智 能 制 造
检 测 认 证 服 务
平台： 

构建智能制造
孵化转化平台： 

重点企业、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

等创新资源 

推动工业软件、

数据管理、工程

服务等资源开放

共享 

国家级质检中心、

国家级产业计量

测试中心、省级

授权质检 

众 创 空 间 、 孵

化 实 验 室 、 技

术交换中心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实施路径五：人才汇聚，引进和培育智能制造各方面人才 

 大力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深入实施“3315计划”、“泛3315
计划”，支持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 

重视国外高端人才引进 强化国内人才培养 

加强智能制造学科体系建设 搭建人才服务平台 

 建立智能制造高端人才定期培训机
制；培养一批既擅长制造企业管理
又熟悉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智能制造人才库以及智能制造人才
需求预测和信息服务平台；开展智能制
造技术技能人才双元培育改革试点 

 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扩大高校专
业设置的自主权；培养一批面向先进制造
业的本科层次的信息技术应用型人才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实施路径六：金融支持，推动智能制造金融服务模式优化 

优化金融服务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设立
市场化的智能制造发展
基金 

 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创
新产品和服务方式 

 推进智能制造装备制造
企业融资租赁债权资产
证券化 

提高财税支持效益 

 深化专项、基金等科技计
划管理改革，加强智能制
造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面向符合条件的系统集成
企业、工业软件企业等，
落实相关软件产业政策 

 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FOUR 

智云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计划 

中国·宁波 



智能化转型“三步骤” 

标识清晰，操作规范 
数据准确，反馈实时 

标准化 
夯实基础 优化物流，提升效率 

完整采集，闭环管理 

精益化 
改进管理 

智能化 
提高效率 

数据分析，模型预测 
异常预警，智能运营 

工厂智能化路径 

 智云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计划 



上云的优势  

1.  控制成本、数据安全； 

       企业管理云服务提供了大量的灵活且易于安装的设置。 

       专业云平台运营商，提供多项国家级、国际级的数据安全措施，专业人员配置保证数据

安全。 

 

2. 部署迅速、响应灵活； 

       云服务系统的部署通常数周即可完成，同时不需要为基础设施升级投入额外的资金成本。 

       云服务可以快速灵活响应客户调配底层资源需求； 

 

3. 提高效率、管理透明： 

       云计算打破设备信息孤岛、快速实现信息互通、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云服务可实现数据云发布交互，实现管理可视化、扁平化。 

 智云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计划 



一“硬”NICT智云端设备物联网接口 一“网”WIFI/2G/4G/NB-IOT 

一“软”APP+智云端数据云 一“平台”EAP数据服务器平台 

一硬一网一软一平台  

智云端平台是通过一硬一软一网一平台的方式，采集企业生产现场设备和管理的实时数据。 

 智云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计划 



 智云端平台采集现场实时数据，发送到云端进行统计和分析，然后发布到显示端上。 

 EAP数据平台即可实现实时数据与企业现有信息系统的互联，也能以此基础进一步

拓展其他智能服务应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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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T智云端BOX NICT智云端工业触屏  

工业触屏则用于生产现场管理的安灯功能，采集管

理标准化数据，与设备实时数据共同奠定企业智能

化升级基础。 

智云端NICT盒子用于设备数据采集。可满足目前市面

上80%工业设备的主流控制系统（如：I/O，PLC及

CNC等）的数据采集。 

设备及管理实时数据采集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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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云端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在生产现场全面采用移动化技术以提升应用的

灵活性，而与此同时企业级移动应用要求更加安心可靠的完整解决架构及企

业商业信息的安全保障方案。 

体系化的移动互联网架构让信息更安全  

      云平台的运营商有多项数据安

全措施，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符合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国际标准

ISO27001，保障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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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  

统计分析  

报表图形  

 数 据 云 平 台 分 析 统 计  

基本配置及基本功能简介  

实施效果： 
信息化促进工业化； 
管理的可视化、扁平化； 
实时数据、统计数据、安灯信息为

决策提供依据。 

 智云端的基本配置硬件包括NICT盒子、工业触屏、数据中心；软件包括手机APP，数据云平台和电子看板。 

 基本功能：设备状态/运行/报警/产量数据和运行管理数据实时采集，统计和信息移动查看，并可生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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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配置及基本功能简介  

 智云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计划 



基本配置及基本功能简介  

 智云端-实施工业设备上云计划 



        工业互联网、MES与智能工厂的实施，设备数据采集是基础；数据平台(PAAS)是核心；

工业APP是关键。设备和生产的数据通过NICT智云端的数据互联和采集，不但可以构建各种

管理应用模块和数据分析模块，还可以在EAP数据管理平台上构建出多种APP工业服务功能模

块，进一步挖掘数据的价值。 

个性化功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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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生产质量电子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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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安灯与生产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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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C程序管理 
       DNC（Distributed Numerical Control）分布式数字控制，利用网络对联网的CNC

机床以及PLC设备进行生产控制。具体为利用网络和服务器实现CNC加工程序的远程上传、

下载、调用和管理等功能。可以根据生产任务和工艺，自动传输和执行加工程序，实现CNC

和PLC程序的网络化、智能化的通讯和管理。DNC系统提供可连接数据库的API接口，支持

ERP/MES及其他系统的对接。支持TCP/IP、RS232、CF卡网口等多种通讯连接方式。 

DNC功能 

机床/设备与服务器端的双向通讯 

程序的上传与下载 

程序统一存储与归档管理 

DNC 程序管理 

程序的用户权限管理 

程序的审批和版本管理 

兼容各型CNC和PLC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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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四大优势  构建智能工厂 

01 
移动化 

02 
易上手 

03 
场景化 

04 
易部署 

框架优势 技术优势 集成优势 部署优势 

日常业务全部采用

移动技术，扩展空

间大。 

贴近实际业务场景，

简单易学。 

针对每个角色设定个

性化的操作界面，简

洁，直观。 

现场部署全移动化，

调整灵活，不影响正

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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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云 端 效 能  

1. 通过上云解决帮助企业降低智能化改造成本，保证数据安全； 

2. 打破设备数据孤岛，实现信息互联，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3. 构建现场实时数据基础，帮助企业转变智能化过程认识，由“破立”转变为“优化”。 

4. 快速安装，灵活调整，不影响正常生产。 

5. 设备数据和管理数据相结合，实现管理可视化，扁平化。 

智 能 制 造 目 标  

20％ 20％ 2-3％ 10-30％ 

研发周期缩短 库存降低 优良品率提升 生产人员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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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期体验服务  

按会员协议提供设备数据采集硬件、工业数据建模分析、可视化管理及手机APP终端服务 

机器设备 
机床，工业机器人， 

AGV，... 

生产现场 
员工，计划，产量，

模具物料... 

运行环境 
温度，湿度，压强... 

IAAS 云基础设施（服务器、存储、网络、虚拟化） 

EAP数据服务器 
平台 

数据云平台 

EAP数据服务平台 
工业大数据系统（工业数据的分析、管理、可视化等） 

个性定制增值服务  

根据企业深度定制服务内容，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应用服务 

APP工业服务 
设
计 

生
产 

管
理 

服
务 

设备
健康
管理 

供应
链 

管理 
…… 

数据采集 

内耗
管理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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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备 
（生产装备、通用机械、工业机器人……..） 

平台针对工业企业，采用会员制。 

智云端项目植根海曙、辐射宁波乃至浙江省。 

会员可以享受数据云平台的正常运维，软件

升级，数据的云备份及其他附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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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批 企 业 考 察 名 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域 行业 

1  宁波莱特海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洞桥  电缆、五金配件 

2  宁波三龙电气有限公司 洞桥  配电设备 

3  宁波市鄞州红岩汽配厂 洞桥  汽配 

4  宁波联友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洞桥  金属冶炼压延加工 

5  宁波市金鑫轴承五金有限公司 洞桥  轴承，基础件 

6  宁波利坤电子有限公司 洞桥  电器 

7  宁波新州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洞桥  焊接设备 

8  宁波新冠联机电有限公司 洞桥  通用机械 

9  宁波共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洞桥  配电设备 

10  宁波安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洞桥  零配件 

11  宁波联绞盘有限公司 洞桥  汽配 

12  宁波莱堡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洞桥  通用机械 

13  宁波双菱减速机厂 洞桥  通用机械 

14  宁波中宸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洞桥  汽配 

序号 企业名称 区域 行业 

15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 洞桥  汽配 

16  宁波威麟马电子有限公司 洞桥  灯具 

17  宁波培源股份有限公司 洞桥  汽配 

18  宁波圣珂工具有限公司 洞桥  五金工具 

19  宁波良益铝制品有限公司 横街  日用品 

20  宁波明泉仪表有限公司 横街  水表 

21  宁波甬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横街  光电科技 

22  宁波信凯工贸有限公司 横街  气动工具 

23  宁波凹凸重工有限公司 石碶  起重机 

24  宁波思明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集士港  气门嘴 

25  宁波自由者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集士港  轮毂 

26  宁波江璐汽配工贸有限公司 集士港  轮毂 

27  宁波郎泰机械有限公司 鄞江  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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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云端平台发展规划 

一期业务范围规划：设备数据采集/联网与生产管理 
数据采集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数据统计/分析平台，结合数据进行二次开发的平台 
 

二期业务范围规划：企业服务平台 
远程支持服务平台：根据客户要求，利用云平台数据进行设备的远程诊断及维保 

技术支持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咨询、实施 

数据采集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数据统计/分析平台，结合数据进行二次开发的平台 
 

三期业务范围规划：企业资源共享平台 
设计共享平台：云端数字样机，产品设计软件共享 

资源共享平台：企业剩余产能、剩余物资整合优化 

技术共享平台：云端工业软件、技术应用、解决方案协作共享 

创新共享平台：创新过程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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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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