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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各位专家：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SAC/TC124) 秘书处联合机械工业仪器仪

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ITEI) 举办的“工业自

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承蒙业界关注和支持今

年已是第二十个年头。坚持研讨主题和内容前瞻

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原则，不断创新、广泛推广

和国际化氛围，被视为分享制造之成果、探讨转

型之困惑、共谋未来之发展的重要交流平台。在

步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精耕细作工业化和信息

化融合落地服务，是我们的责任，是推动中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主

承办方集国际、国内专家智慧，提出了以“高

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研讨主题，围绕构

建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关键技术装备、安全保障

技术，数字化、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平台热点展

开论述。分享国际权威标准化组织 IEC/TC65、

DKE、IEEE、ISO、IIC/ 专 家 对 智 能 制 造 信

息模型及重要标准进展的解读；OPC、ETG、

FDT、CLPA、PI、FCG、PLCopen 等 国 际 技 术

组织新技术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实践；先进制造

企业和应用领域企业交流从自动化、数字化、网

络化到智能化（智能装备、工业互联网、智能使

能技术、智能工厂、智能服务）平台方案实施经

验，协同高效的智能化控制管理和应用创新实践

成果 ; 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本届邀请近 500 位国内外专家代表出席会

议，分享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落地实践

成果，为“不闭幕”研讨会增添丰富的技术和服

务资源。值此，我代表组委会感谢演讲专家和您

的亲临参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工业自动化与

标准化”研讨会的关注和支持！也希望您留下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组委会

Distinguished experts and dear friends:

T h e  F o r u m  o n  “ I n d u s t r y  A u t o m a t i o n  a n d 

Standardization”, jointly convened by Secretariat of 

National TC124 On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of SAC (SAC/TC124) and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P.R. China （ITEI）,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support of the industry for twenty years. Adhering 

to the forward-looking, technical,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forum topics and contents, and insisting 

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extensive promotion and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the forum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sharing 

the achievements of manufacturing, discussing 

transformational confusion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epping into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nsive and detailed 

landing services for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based integration are our responsibility and the need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main organizer of the 17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has gathered the 

wisdom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xperts and 

put forward the theme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th High quality, Efficiency,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hot topics such as building an intell igent 

manufacturing standard system, key technical 

equipment, safety ensuring technology, digitization, 

systematic solutions, and service platform will be 

discussed.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at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models and important standards by 

relevant experts from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s (e.g., IEC/TC65, DKE, IEEE, ISO 

and IIC), as well as the sharing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y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organizations 

(e.g. ,  OPC, ETG, FDT, CLPA, PI,  FCG and 

PLCope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application enterprises exchange the experiences of 

implementation of platform solutions for automation,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equipment, industrial Internet, intelligent enabling 

technologies, smart factories, intelligent services), 

and their collaborative and efficient intelligent 

control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ll these have aroused great concern in 

the industry.

Nearly 500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a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forum 

to share the landing practice result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th high quality, efficiency, safety and 

security, which will add rich technology and service 

resources to the “lasting” forum. On the occasion 

of this forum, representing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 lecture experts 

and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event. Thank you for 

your long-term attention and support for the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your valuabl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highly 

appreciated.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Forum 

Organizing Committee

Li  Yumin

共话《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实践
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 2018 研讨会

Dialogue 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th High quality, Efficiency, 
Safety and Security" Practice
The 17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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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23 日 Agenda for 23rd

时  间 题  目 演讲人

上

午

9:00-9:20 致辞
国标委、科技部、工信部、北京市等主管
部门领导致辞

9:20-9:40 边缘计算参考架构 2.0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网络产品线首席产业规划师 史扬

9:40-10:20 先进数字化企业的解决方案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部总经理 卫岳歌 

10:20-11:00 e-F@ctory 助力中国企业实现价值飞跃
三菱电机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富泽 克行 

11:00-11:40 实现工业 4.0 转型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
TÜV 南德意志集团亚太区高级顾问
陈河玮（Jackie Tan）

11:40-12:20 智能制造 智造未来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智能制造业务部负责人
李凯

12:20-13:30 午餐互动交流

下

午

13:30-14:10
PROFINET 向工业 4.0 推进的现状和展
望

PROFIBUS & PROFINET 国际组织
执行主席 Peter Wenzel 

14:10-14:50
面向智能制造的工业自动化综合解决方
案 CC-Link IE

CLPA 协会 
技术部会长 有马亮司 

14:50-15:30 EtherCAT 与 TSN
EtherCAT 技术协会
中国区代表 范斌 

15:30-15:50 茶歇互动交流

15:50-16:30
恩德斯豪斯布局数字科技，助推中国智
能制造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
市场产品部经理 王雪峰 

16:30-17:10 IEC TC65 智能制造相关工作进展
国际电工委员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
会（IEC/TC65）
秘书长 Rudy Belliardi 

17:10-17:50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
——工业 4.0 国际合作关键要素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负责人
Jens Gayko

18:00 会议结束

Time Topic Speaker

Am

9:00-9:20 Greetings

Speeches delivered by leaders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9:20-9:40
Edge Computing Reference 
Architecture 2.0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Chief Industry Planner, Network Product Line,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Mr. Shi Yang

9:40-10:20
Advanced Digital Enterprise 
Solutions

Siemens (China) Co., Ltd.
Siemens Industrial Automation Department
General Manager, Mr. Joerg Westerholt

10:20-11:00
e-F@ctory Boosts Chinese 
Companies Realize Value Leaps

Executive director and general Chinese representative 
of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Chairman and General Manager of Mitsubishi Electric 
(China) Co., Ltd., Mr. Fuzawa Kyuki

11:00-11:40
Realizing Industry 4.0 
Transformation

TÜV SÜD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 (China) Co., Ltd 
Senior Consultant, Digital Services, TÜV SÜD Asia 
Pacific, Mr. Jackie Tan 

11:40-12:20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mart Future

Schneider Electric (China) Co., Ltd.
Schneider Electric's hea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business, Mr. Li Kai

12:20-13:30 Lunchtim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M

13:30-14:10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PROFINET's Advancement to 
Industry 4.0

PROFIBUS & PROFINE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ecutive Chairman, Mr. Peter Wenzel 

14:10-14:50
Integrated Automation Solution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C-Link IE

CLPA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Technical 
Department, Mr. Arima Ryoji 

14:50-15:30 EtherCAT & TSN
EtherCA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 from China, Ms. Fan Bin

15:30-15:50 Tea break,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15:50-16:30
Endress+Hauser Deploys Digital 
Techno logy  to  Boost  Ch ines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dress+Hauser (China) Automation Co., Ltd.
Market Product Manager, Mr. Wang Xuefeng

16:30-17:10
Related Work Progress of 
IEC TC65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ecretary General of IEC/TC65 on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IEC/TC65), 
Mr. Rudy Belliardi 

17:10-17:50

German Industry 4.0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 Key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dustry 4.0

Head of German Industry 4.0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Mr. Jens Gayko

18:00 End 



6 7

2018
17th

时  间 题  目 演讲人

上

午

9:00-9:40 自动化方案应对智能制造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总裁 方郑

9:40-10:20
主可控 / 安全可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技术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经理 薛百华

10:20-11:00 功能安全与网络安全
希马（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总经理 Peter Sieber 

11:00-11:40
智能制造，换道超车 
——海尔 COSMOPlat 创新与实践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高级经理 李莹

11:40-12:20
工业自动化能效
安全一体化与能效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 王麟琨 / 副总工程师 史学玲

12:20-13:30 午餐互动交流

下

午

13:30-14:10 博世工业 4.0 解决方案
博世力士乐中国
技术与工程高级副总裁 Volker Sauer
能效管理负责人 Vita Stefan Regert

14:10-14:50 智能制造中的功能安全系统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安全工程师 韩晓霞 

14:50-15:30 PLC 技术发展趋势与标准制定
PLCopen 国际组织 主席 
Rene Simon

15:30-15:50 茶歇互动交流

15:50-16:30 功能安全分类及未来发展 前 DKE 标准化主管 Ingo Rolle

16:30-17:10 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生产服务系统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柴旭东

17:10-17:20 颁发优秀演讲人证书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 李玉敏 

17:20-18:00 智能工厂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所长 欧阳劲松 

18:00 会议结束

Time Topic Speaker

AM

9:00-9:40
Automation Solut ions for Intel l igent 
Manufacturing

B&R Industrial Automation (China) Co., Ltd.
Greater China President, Mr. Fang Zheng

9:40-10:20
Master Controllable/Safe and Reliable 
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 Technology

Beijing Kyland Technology Co., Ltd 
Technical General Manager, Mr. Xue Baihua

10:20-11:00
Functional Security and Network 
Security

HIMA (Shanghai)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 Ltd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Sieber 

11:00-11:40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Lane Changing 
and Overtaking
- Haier CosmoPlat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Haier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enior Manager,
Ms. Li Ying

11:40-12:20
Energy Efficiency in Industrial Automation
Safety Integr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Deputy Director, Mr. Wang Linkun /
Deputy Chief Engineer, Ms. Shi Xueling

12:20-13:30 Tea break,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M

13:30-14:10 Bosch Industry 4.0 Solution

Bosch Rexroth (China) Co., Ltd
Senior Vice President, Mr. Volker Sauer
Energy Management Director, 
Mr. Vita Stefan Regert 

14:10-14:50
Functional Safety System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hanghai P+F Automation Trading Co., Ltd 
Security Engineer, Ms. Han Xiaoxia

14:50-15:30
PL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s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Chairman of PLCopen,
Mr. Rene Simon 

15:30-15:50 Tea break,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15:50-16:30
Functional Safety Classific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ormer standardization director of DKE,
Mr. Ingo Rolle

16:30-17:10
Cloud-based Intelligent Production 
Service System

Aerospace  C loud  Network  Techno logy 
Development Co., Ltd.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r. Chai Xudong

17:10-17:20 Issuing of Excellent Speaker Certificate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Deputy Chief Engineer, Mr. Li Yumin

17:20-18:00
Consideration and Suggestion for Smart 
Factory Construction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Director, Ouyang Jinsong

18:00 End 

会议日程  24 日 Agenda for 2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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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领导致辞摘录
Excerpts from address by leaders from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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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 杨咸武副司长

Mr. Yang Xianw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杨咸

武副司长在致辞中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

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制造业竞

争日益激烈，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以及边缘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的融合不断深化，正在引发对制造

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业形态和经营

模式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先进

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当前，世界制造业发展主要呈现出四

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智能化正在成为制

造业的关键要素和重要特征。二是服务化

促进产业模式不断变革，重塑制造业的价

值链。三是绿色化成为制造业与自然社会

协调的重要主题。四是制造业大数据和平

台成为高附加值服务的重要支撑，也是智

能制造的核心。

新形势下，中国政府提出大力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高科技创新源

头的供给能力，全面支撑引领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通过科技创新提

高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我国制造业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为此，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需求出发，找准发

展方向，科技部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要求，发布了“十三五”先进制造领

域科技创新的制造规划，为了推动这个专

项规划的落实，根据重点任务各自的定位

和特点，国家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创新引导专项等各类

科技计划渠道支持规划的落实。

杨咸武副司长表示，做大做强我国的

制造业，从根本上来说，要靠科技创新，

科技部将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努力构

建我国智能制造技术、标准和产业互动发

展的良好生态。

同时，他高度赞赏了本届研讨会“高质、

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的主题，认为主

题切中了当今智能制造的本质要求，符合

我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的方针政策。希望利用这次研讨

会的机会，能够充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

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深入研讨、分析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方

向和需求，为尽快形成我国智能制造技术

体系和产业体系，使我国真正成为制造强

国、科技强国和标准强国做出我们积极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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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工业二部 田昭莹副主任

 Mr. Tian Zhaoying, Deputy Director of Industrial Standards Department II under th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C)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田昭

莹副主任为研讨会发表致辞，他首先代表

国家标准委向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

准化”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主办单

位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124）表示感谢。田

昭莹副主任表示，研讨会从创办至今一直

得到了工业界和各位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成为国内外工业自动化领域技术

研讨和标准交流的重要平台。

接着，田昭莹副主任着重指出，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工作。党的十九大中

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判断，提出了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

量的发展，标准是核心要素之一，只有高

标准才有高质量。发展高质、高效、安全

的智能制造标准要先行，通过对标准的宣

贯和推广应用，将我国技术创新迅速扩散

并转为现实的生产力。今年研讨会的主题

“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契合了

当前产业发展的热点，以及我国创新引领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

随后，田昭莹副主任重点介绍了国标

委围绕智能制造标准化开展的主要工作：

第一，建立了比较好的智能制造的协调推

进机制，为智能制造标准化工程全面推进

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第二，全面

快速推进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建设。按照

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启动了一批

公共通用标准和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制。第

三，深化智能制造标准化交流工作。积极

参与 ISO、IEC、ITU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工

作，主动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建议，

实现了中国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的突破。

同时积极加强智能制造的双边交流。

下一步国家标准委将继续依托智能制

造标准化协调推进组，充分发挥现有多部

门协调、多标委会协作好的工作机制，不

断凝聚国内外标准化资源，共同推动智能

制造的标准化工作：完善标准化总体组标

准制修订细则，从而完善协调推进机制；

发布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18

版，指导和加强急需、核心标准的制定工作；

研究开展智能制造重点领域试点示范工作，

研制过程中的应用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加

强智能制造合作交流，参与和推进国际标

准的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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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汪宏处长

Mr. Wang Hong, Department of Equipment Industry under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重大技术装备

处汪宏处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我国经

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阶段，为紧跟世界发展趋势，构筑

竞争新优势，同时也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中国政

府将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的一个主攻方

向来进行推进。

自 2015 年起，工信部就开始推进智

能制造发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加强顶层

设计与试点示范行动，标准体系构建、系

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为抓手，智能制造

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全社会推进智

能制造的氛围逐渐形成，国际合作稳步推

进，有力推动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一

是促进产业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批具

有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初步

建成，多种典型的智能制造新模式推广应

用，带动产业改造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

二是促进智能制造的供给支撑能力显著提

升，一批关键技术装备、工业软件、系统

解决方案等实现了创新集成应用，智能制

造标准体系、工业互联网、信息安全等方

面的建设取得明显的效果；三是促进新旧

动能加速转换。

下一步工信部推进智能制造的思路，

苗圩部长已在 2018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上

明确提出了四个着力：

一是着力在补齐短板上下工夫，把提

升智能制造供给能力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

位置，加快突破智能制造核心装备和工业

软件系统，特别是要补齐基础零部件、系

统软件等卡脖子的问题；

二是着力在支持应用上下工夫，打造

细分行业的系统解决方案，强化集成创新，

另外加快打造一批公共服务平台，进一步

降低企业发展智能制造的技术门槛和成本，

推动区域和行业智能制造发展；

三是着力在夯实基础上下功夫，要加

快智能制造标准制修订与推广应用，完善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夯实工业互联网和信

息网络安全基础，深化 5G、IPV6、工业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

进技术的融合；

四是着力在扩大开放上下工夫，探索

现有的双边、多边机制，进一步加强智能

制造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继续秉承合

作、互利共赢对外开放，鼓励更多的国家

企业和机构参与到我国的制造强国和网络

强国建设中来，共同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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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智能制造与装备工业处 耿磊处长

Mr. Geng Lei, Director of Smart Manafucturing and Equipment Industry Division,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智能制造

与装备工业处耿磊处长表示，智能制造的

目标是满足多快好省，坚持目标导向，而

不是盲目跟风；坚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

而就。

耿磊处长介绍了北京近期的产业动态。

北京要求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高

精尖产业，不断增强首都新动能。去年年

底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十大高精尖文件，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

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材料、

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十大高精尖产业意见的出台，为北京

产业发展提供了路线图，也引起了广泛的

社会关注。市委、市政府出台十大高精尖

文件重要目的是在向社会传递信号，制造

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北京制造业有很

大的发展。重点发展领域是智能制造装备，

包括机器人、增材制造也包括工信部提的

五大智能装备，提出智能制造产业在 2020

年之前要打造千亿产业的产业集群。

同时，耿磊处长详细讲解了北京市经

信委发展智能制造的思路和举措：北京重

点打造智能制造的创新策源地，出标准、

当示范、育人才、出模式、共技术。其中，

出标准是要主导和制定智能制造的基础共

性标准，力争成为国家智能制造标准的创

新基地；当示范是推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和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的改造，培育智能

制造示范和标杆企业；育人才是发挥北京

的优势，完善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

体系，向外输送智能制造的人才；出模式

是通过实施示范项目，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北京智能制造的经验与模式，带动产

业智能化转型；共技术是在创新中心、系

统集成供应商方面发力，形成智能制造的

供给能力。

耿磊处长指出，下一步重点工作是加

快推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重点打造

的千亿产业集群；继续实施北京的制造

一百工程，推动一批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的建设；今年计划组建智能制造的供应

商联盟，要分区域、分行业的组织对接，

为更多有需求的工业企业提供服务。最后

诚邀各类型企业支持和参与北京的智能制

造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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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演讲报告解析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李玉敏 研究员

Interpretation on Expert Address and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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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扬先生以“边缘计算协同云计算 AI 赋能智能制造”为题，从 3 个部

分阐述了华为如何致力于 ICT 行业的附能和协同发展：第一，华为如何通过

边缘计算实现数字化、模型化和协作创新；第二，介绍华为基于“云”到“边”

的全场景化解决方案在智能制造的商业实践，例如可实现 AI 附能的边缘计

算参考架构 2.0；第三，分享由华为联合合作伙伴共同在产业推动的边缘计

算产业联盟的产业进展和所取得的成功，包括联合信通院和 AII 等信息。

卫岳歌先生以“先进数字化企业的解决方案”为题，他谈到数字化已经

走进了现代制造业，这就意味着数字化能够帮助制造业提高产能、增加效率，

同时提高灵活性。数字化还意味着以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对海量数据的

收集、加工、以及数据安全性的保护实施。他以电池生产举例，阐述了产品

设计、电化学组成设计、工厂生产等电池生产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充分体现

了西门子数字集成中心的理念和应用。同时论述了西门子数字孪生的重要概

念，即产品要有虚拟的数字孪生体，这就要求在真实产品生产的每个步骤中

都要具备相互关联性，这是极为重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产品线首席产业规划师 史扬

Network Product Line,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Chief Industry Planner, Mr. Shi Yang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西门子工厂自动化部总经理 卫岳歌 

Siemens (China) Co., Ltd. Siemens Industrial Automation Department General Manager, 

Mr. Joerg Westerh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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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富泽 克行 

Executive director and general Chinese representative of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Chairman and 

General Manager of Mitsubishi Electric (China) Co., Ltd., Mr. Fuzawa Kyuki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 TÜV 南德意志集团亚太区高级顾问 陈河玮

TÜV SÜD Certification and Testing (China) Co., Ltd 

Senior Consultant, Digital Services, TÜV SÜD Asia Pacific, Mr. Jackie Tan 

富泽 克行先生以“e-F@ctory 如何助力中国实现价值飞跃”为题，从

4 个方面阐述了三菱提出的 e-F@ctory 理念。第一，e-F@ctory 是将人、

机和 IT 相关的环境充分的协同，有效的、有机的融合之后实现的先进的智

能制造。第二，分享了三菱电机在中国同中国智能制造企业基于

理念一起实践的智能制造项目，特别举例到铁道交通项目。第三，边缘计算

在提高制造能力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数据在生产线上的使用和价值体现。

最后，他介绍了目前三菱电机在生产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包括

参数识别、系统异常诊断等。

陈河玮先生以“实现工业 4.0 转型”为题，介绍了在制造业数字转型、

工业 4.0 的背景下，超级互联互通、价值链、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利用数据、

信息技术和操作技术的聚合，可实现将工厂连接到物理信息环境。他提出，

通过智能制造成熟度指数模型，可对企业进行全链条的评估，帮助处于发展

中的企业清晰了解智能制造水平，制定适应其发展的提升策略，并提出有针

对性的整改方案及建议。这种采用有目的、增量的方式能够有效帮助和推进

企业向工业 4.0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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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 & PROFINET 国际组织执行主席 Peter Wenzel 

PROFIBUS & PROFINE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Executive Chairman, 

Mr. Peter Wenzel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智能制造业务部负责人 李凯

Schneider Electric (China) Co., Ltd.

Schneider Electric's hea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business, Mr. Li Kai

李凯先生以“智能制造，智造未来”为题，分享在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

发展的背景下，应对生产效率、能耗和质量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把透明工厂

要作为智能化的第一步，才能确保现场信息准确采集、传递。第二步要从改

造设备，搭建软件信息化平台、精益生产能力的实践入手，才能实现端到端、

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同时，他还介绍了施耐德 EcoStruxure 架构，融合

了运营层的能力、知识、解决方案，把 OT、运营技术作为核心，先软件后

硬件，先诊断后解决，可为客户提供真正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Peter Wenzel 博士以“PROFINET 向工业 4.0 推进的进展和展望”为

题，介绍了 PROFIBUS ＆ PROFINET 国际组织（以下简称 PI）是一个非盈

利的机构，在全球五大洲拥有 25 个区域性组织（RPA）和大约 1400 个会

员。他谈到，针对当前生产现场并非都支持某一个通信网络，绝大部分是多

个通信网络同时运营的现状，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的数字化进程中为用户提

供一个高度协同的通信网络，实现从传感器到云端数据的传输。作为德国

主流的工业以太网通信技术——PROFINET 一直在不断完善其体系架构，

包括我们正在推动的 TSN，OPC UA，IPv6 以及语义描述等等与经验证的

PROFINET 技术融合，收集用户案例并将其标准化，以其指导用户在工业应

用层面建立起统一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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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区代表 范斌

EtherCA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 from China, Ms. Fan Bin

CLPA 协会技术部会长 有马 亮司

CLPA Association Chairman of the Technical Department, Mr. Arima Ryoji 

有马 亮司先生以“面向智能制造的工业自动化网络综合解决方案 CC-

Link IE”为题，指出当前制造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产品生产已经从同一

种产品大批量生产的时代，转向了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变量生产。制造业

与物联网为首的 IT 技术的融合已成为业界普遍共识。对于制造业在 IT 层面

的技术应用，CC-link 协议家族提供从现场层、生产层到经营管理层的完整

解决方案，不仅能够确保整个工厂实时性的生产数据、控制数据与生产管理

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为用户提供无缝的个性化生产兼容环境，还可实现高效、

持续和安全的生产。对于未来高速网络和大容量的要求，CC-Link IE 技术已

经实现了千兆的速度，可满足未来用户的需求。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与 PI

国际组织、OPC 基金会等组织合作，开发相关的产品，致力于解决全球控

制系统混存的问题。

范斌女士以“EtherCAT 和 TSN”为题，介绍 EtherCAT 技术如何与

TSN 技术相结合。她谈到，TSN 是 IEEE 的桥接技术，是一系列标准的组

合，而由于 EtherCAT 数据针对高效率的传输，使其能够很好地适配 TSN

的高速网络，并且 EtherCAT 子网段可以与 TSN 的交换机进行连接，同时

介绍了一系列与 EtherCAT 相关的 TSN 相应标准。EtherCAT 和 TSN 结合，

主要表现为在交换机的网络中提升 EAP 的实时性能，在异构网络中将 TSN

和 EtherCAT 进行有机结合。范斌女士强调，EtherCAT 协议中子网段的

OpenMode 方式，已为 TSN 或者其他开放性、异构性网络应用预留足够的

技术延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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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工委员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会（IEC/TC65）秘书长 Rudy Belliardi

Secretary General of IEC/TC65 on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IEC/TC65), Mr. Rudy Belliardi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市场产品部经理 王雪峰 

Endress+Hauser (China) Automation Co., Ltd., Market Product Manager, Mr. Wang Xuefeng

王雪峰先生以“恩德斯豪斯布局数字科技，助推中国智能制造”为题，

谈到 E+H 在助推中国制造发展上有两大方向，一个方向是平台，另一个方

向是标准化，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他通过分享实践案例来说明 E+H 对

IoT 未来模式的探索，即底层的设备数据通过边缘设备上升到云端，再调用

这些数据，又或者利用厂家提供的能耗先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再真正利用

有效数据进行提质增效。他强调从仪表行业来看，未来也是可能走到云端去

的，这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因为现在“物”的技术已经让大家从理想回到了

现实。我们要实现数字化的飞跃，需要每一个自动化企业精诚合作，整合更

多的资源，共同推动 IoT 落地和实现。

Rudy Belliardi 先生以“IEC TC65 智能制造相关工作”为题，总结了

TC65 在 2017 年度的工作重点工作内容，指出智能制造不仅仅依赖于一种

技术，而是多种技术的集成和融合。同时他还强调 TSN 技术是一种维护性

的技术，能够同时处理多种数据流量，融合关键控制和非关键性控制，从而

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此外，他还强调对于赋能技术可用描述性、诊断性的

方式对系统进行调配，发现系统问题并做出及时调整和响应，才能创造出更

多智慧产品。未来，TC65 将建立一个新的工作组，主要用于研究互联互通

体系的可靠性，也会考虑将 TSN 技术扩展到 OPC UA 工作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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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方郑 

B&R Industrial Automation (China) Co., Ltd., Sales Director, Mr. Fang Zheng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负责人 Jens Gayko

Head of German Industry 4.0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Mr. Jens Gayko

Jens Gayko 先生以“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工业 4.0 国际合作关

键要素”为题，介绍德国标准制修订过程和近期工作。他提到，德国政府现

已成立了一个标准化理事会，主要用于协调战略和具体标准的落实。特别是

对于标准制定的实际操作，有具体的操作流程，比如启动一个项目，要先成

立标准化委员会，对该提案进行评估，然后编写草案，形成草案后还要进行

验证及修订等。同时，他还重点解析了 2017 年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

发表的三个报告：参考结构模型工业 4.0、预测性维护报告、安全标准的白

皮书的详细内容以及近期开展的活动，如为了应对数据的复杂性而设计的管

理壳分模块技术、通信协议调整等。

方郑先生以“自动化方案应对智能制造”为题，基于贝加莱过往的经验

做了基本总结，他讲到：智能制造最核心的问题是自动化，自动化当中最核

心的是什么？是数据。提出了怎样将各个信息孤岛能够通过数据完善的结合

起来；对实时性要求很高、满足效率成本的情况下采用 OPC UA 协议和设

计方案，时间敏感性网络（TSN）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在工业自动化领域，

会更多的提倡边缘计算。他介绍了贝加莱软件开发平台，核心套装软件和柔

性，过程仿真、机器仿真、自动化仿真在机器人、食品饮料、药品行业、汽

车等生产线应用，降低了成本，配方管理、云服务、更换系统的灵活性等，

企业得到了实惠，在市场上形成差异化竞争力等案例。



32 33

2018
17th

希马（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Peter Sieber 

HIMA (Shanghai)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 Ltd, General Manager, Mr. Peter Sieber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经理 薛百华

Beijing Kyland Technology Co., Ltd, Technical General Manager, Mr. Xue Baihua

薛百华先生以“自主可控的宽待总线与网络”为题，四个部分讨论了包

括芯片的格局；东土芯片和国际上相关芯片有什么样的区别；自主可控的

INTEBUS 总线的模式、结构；基于 TSN 时间调度多业务承载的交付实例。

他介绍说：自主可控的 INTEBUS 总线模式、结构，物理层采用了 OSDM

的传输模式，它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输，MAP 层实现了固定速率和可变速

率的服务，物理层和链路层体现了 TSN 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思想，应用层采

用了 OPC UA 的模式，构建了整个 INTEBUS 的总线结构，也是东土正在制

定的国际标准之一。列举了中国高铁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它甚至也会

改变全球，东土在高铁领域车载系统、地面系统等的应用模型案例，给我们

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发展基础。

Peter Sieber 先生以“功能安全与网络安全 ”为题，介绍了更多的风

险层面，怎么发现风险、应对风险，怎么降低这些风险，最重要的是管控风

险。给出或协助降低这些风险建议。功能安全、网络安全，它们关注的领域

是完全不同的，两方面实现协调统一。网络安全和功能安全是相互影响的，

因为如果没有网络安全你也就没有功能安全，所以要制定出一个好的政策策

略，Peter Sieber 先生还介绍了保护安全性三个指导原则：不管说花多大代

价都必须要去保证；要从技术层面做评估；保护这些安全措施和执行能力。

资产管理系统在市场的多种选择，技术层面或者架构层面有可能会导致出现

的失误和避免出现故障的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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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麟琨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Deputy Director, Mr. Wang Linkun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制造高级经理 李莹

Haier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nstitut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enior Manager, Ms. Li Ying

李莹女士以“智能制造换道超车——海尔 COSMOPlat 创新与实践”

为题，介绍了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对新一轮智能制造的 2 个思考，海尔人把

这 2 个思考也归结为 2 个转型，第一个是大规模制造转型为大规模的定制。

第二个是把消费者从普通的购买者转型为参与全流程设计的一个终身用户，

为用户创造终身的价值。基于这 2 个思考，海尔构建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 COSMOplat 智能制造生态平台。她提到该平台是首家引入了用户参与

全流程体验的一个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海尔真正的实现了用

户跟企业资源的零距离对接以及互联互通，共同创建了一个 COSMO 工业

新生态。同时，她还与现场代表分享了 COSMOplat 智能制造生态平台核心

模式，即大规模定制和 3 个重要特征，全周期、全流程、全生态。

王麟琨副所长以“自动工厂数字化车间能效技术与评估方法”为题，结合仪综所近年来

在承担科技部 863 项目以及工信部智能制造项目有关能效方面的成果，从工业能效的概述、

智能工厂能效的检测技术、能效优化技术以及工业能效的评估方法 4 个方面与现场代表做

了交流。他提到目前智能制造相关项目已将能效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将工业能效的理念

融入到智能制造的各个环节中。特别提到在能效监测方面，凡是跟能效相关的数据都需要采

集；能效评估要在基于有效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多尺度和多角度的评估；能效优化要从设备

级、过程级和系统级三个方面考虑如何提高能效。在智能工厂实施能效优化方面，设备级主

要是降低设备在执行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过程级和车间级主要是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和运行，

优化整个控制策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系统级和企业层面主要是通过能源管理系统实现整个

企业范围内的能效优化。能效评估方面，要从多个指标构成的体系和能效基准来实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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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力士乐中国高级副总裁 Volker Sauer

能效管理负责人 Vita Stefan Regert

Bosch Rexroth (China) Co., Ltd., Senior Vice President, Mr. Volker Sauer

Energy Management Director,  Mr. Vita Stefan Regert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史学玲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Deputy Chief Engineer, Ms. Shi Xueling

史学玲副总工程师以“安全一体化”为主题，从智能制造的安全一体化

需求出发，分析了传统工业在制定安全一体化解决方案所面临的现状和难点。

她提到在智能时代，设备实现互联，信息集成，工厂先前形成相对独立的控

制系统和保护系统的边界扩大，必将导致受攻击的可能性变大。这就要求功

能安全不仅需要系统识别所有危险，比如机械安全、电器安全、爆炸等等的

危险，还要整体考虑信息安全的威胁，并将风险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因此，

需要建立一个智能制造安全一体化的标准体系，建立具有高可信的控制系统

来保证生产正常运行，保证所有的安全保护功能正确可靠，确保工业系统的

安全。她强调，仪综所未来的目标是要建立一整套的技术体系和组织管理体

系，从而形成对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包括在不同领域建立安全的一个整体

保障体系。

Volker Sauer 先生以“博世工业 4.0 解决方案”为题，介绍博世家族

在工厂层面实现工业 4.0 的落地解决方案，通过推出互联互通试点项目来改

善供应链，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工厂之间的连接。分享了实际工厂中互联

互通的应用案例，如何在中国实施工业 4.0 解决方案，以及汽车生产过程中

物联网端口和移动终端设备进行互联。

Vita Sdefan Regert 先生与参会代表分享了数字能源管理方面的经验，

通过实现平台透明化、机器优化、对高峰载荷进行削峰处理等方法降低整体

能源成本。Vita Stefan Regert 先生还演示了能源平台系统，通过具体的数

字来介绍能源监控和预测方法。此外，通过不同阶段的载荷管理从而节约成

本，提高能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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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open 国际组织主席 Rene Simon

Chairman of PLCopen, Mr. Rene Simon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 韩晓霞

Shanghai P+F Automation Trading Co., Ltd., Security Engineer, Ms. Han Xiaoxia

韩晓霞女士以“智能制造中的功能安全系统”为题，介绍了智能制造中

的功能安全主题。她谈到，在建立功能安全系统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

查，即按照相应的规范或标准设计系统，并将安全标准作为准确权威的设计

依据。安全系统是一个闭环的系统，要有安全输入、逻辑控制、有安全输

出。韩晓霞女士从底层传感器供应商的角度，介绍了倍加福在功能安全领域

的实际应用和总线型安全系统中的错误检测机制、Safelink 安全耦合技术、

G10Safety 模块化安全等技术和产品，并分享了 Sensorik4.0 新一代传感

器技术理念和 SmartBridge、IO-Link 应用程序。

  Rene Simon 先生以“PLC 技术发展趋势与标准制定 ”为题，首先介

绍 OPC UA 建立的两个步骤，第一步是 PLC 按照 IEC 的 61131-3 标准搭建

服务器，令 PLC 外部的客户能够使用这个网络，同时也能够使外部客户接

入 AES 系统或其他系统，实现云端访问；其次 OPC UA 可以实现数据建模，

而且也有数据建模的架构，通过多方合作来明确有哪些工具可以实现这个层

级的数据传导。然后提到对于复杂的数据类型，也需要在 OPC UA 上进行

影射，而且实现完整的影射，所以需要有不同的版本，而不只是简单的一个

影射。最后介绍了 IEC61131-10 标准的优点及研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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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柴旭东

Aerospace Cloud Networ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Deputy General Manager, 

Mr. Chai Xudong

前 DKE 标准化主管 Ingo Rolle

Former standardization director of DKE, Mr. Ingo Rolle

Ingo Rolle 先生以“功能安全分类及未来发展”为题，借助三个实例（锂

电池，除烟安全防护系统，无人公交车进站和出站）介绍功能安全的新领域。

其次，针对目前争议较大的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安全性风险领域展开讨论。

最后提出对未来的畅想，会有新的应用、新的功能安全类型、不同信息安全

方面的考量，需要专门针对功能安全进行设计，存在的问题更多来源于人，

而不是技术层面，因为多数工程师不太愿意把功能安全纳入到设计工艺中。

柴旭东先生以“基于云平台的智能生产服务系统”为题从 4 方面介绍：1）

建设 Industrial 平台的背景；2）介绍平台，定位有 3 个即工业的操作系统、

工业智能引擎、开放的工业生态，应用场景有 4 种包括传统的智能化改造、

工业云、传统的设备产品、双创等，并指出核心围绕着两类流程，一类是业

务流程，即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服务等，还有一类是工艺流程，即生产线

上面的工艺流程；3）分析应用案例 ；4) 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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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镇山副所长代表“第十七届工业自动

化和标准化的研讨会”主、承办方做了总结

发言。他说：工业自动化和标准化的研讨会

已经举办了十七届，走过了 20 年，规模从

最初的每届 200 人到 300 人，到去年和今

已经达到 400 人、500 人的规模，通过这

个研讨平台，共享工业自动化、标准化的最

新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业界，甚至整个大的

智能制造领域很有特点、有认知度的交流平

台，特别是最近这四届，持续以智能制造为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石镇山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Deputy Director, Mr. Shi Zhenshan

主题，包括智能制造与安全保障技术，智能

制造基础共性与产品，从工业 2.0、3.0 到

智能制造，一直到本届的高质、高效、安全

的智能制造，这四年来，在工信部、科技部、

国家标准委以及北京市经信委等政府部门的

指导和支持下，在国内外智能制造专家、制

造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共同参与下，

通过主题演讲，现场展示记录了我们行业不

同阶段的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工程

应用取得的成果和进步，为促进智能制造的

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起到了很好的支撑

作用。

本届论坛，我们分别邀请到负责智能制

造、标准化和北京市的主管部门四位领导，

以及 23 位来自世界和全国各领先企业的专

家，围绕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主题

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华为的边缘计算和参考

模型 2.0，东土科技的主可控、安全可信的

工业互联网，海尔的 COSMOplat 创新与

实践代表了我们国家的领先成果。西门子的

先进制造企业解决方案，贝加莱、施耐德、

博世、希马（上海）等国际智能化装备和系

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同样展示了他们面向

中国市场的最新的智能制造的理念和产品、

装备，以及在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

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同样的，IEC/

TC65、EtherCAT、PLCopen、CLPA 以 及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同

样报告了他们负责的本领域最新的成果和进

展，仪综所的专家也分别介绍了智能制造有

关的能效和安全一体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每个报告都精彩纷呈，参会代表（包括参加

工信部智能制造急需人才高研班的近百名学

员）受益匪浅。为后续的深入合作交流奠定

了很好的基础，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交流必将

结出丰硕的成果。

为此，他代表大会主、承办方，代表欧

阳劲松所长向为大会贡献报告的各位专家表

示感谢！感谢所有与会代表的积极参与，正

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参与，才使我们的大会取

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百忙

中参加我们的论坛和研讨！

接下来，石镇山副所长用简短的时间介

绍了仪综所开展智能制造发展路径研究，以

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他说：围绕着高质、

高效、安全这个智能制造的主题，仪综所也

做了很多研究工作。中国工程院周济院士领

衔完成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研究报

告，提出了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等三个智能制造基

本范式，以及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中国制造

业换道超车的重要的观点，仪综所也从另外

一个视角研究了我们国家制造业产业发展的

实现路径，主要内容有：

一个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的基本矛盾发生变化角度出发，分析了当前

智能制造供给能力不平衡，制造业自动化升

级需求不充分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供需两

条主线齐发力，打赢智能制造攻坚战；构筑

五大支撑，提高智能制造供给能力；瞄准五

个突破口，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充分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的作用，多措并举，

深化行业管理和制度创新等措施。

我们这里提出供需两条主线齐发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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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实现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要从供给和需求

两个层面发力，一个要增加智能制造装备和

技术的有效供给，打造自主可控的智能制造

装备及系统战略新兴产业。二要准确把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势，实现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同时也为智能制造

装备及系统提供有效的市场，实现需求的拉

动。

第二如何提高智能制造的供给能力？我

们提出了要构筑五大支撑，一是要夯实制造

业的基础，我们讲智能制造，制造还是为本，

所以要夯实制造业的基础。二是要促进信息

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发展。三是要提升智

能制造的系统集成能力。四是要强化标准、

计量、质量、安全、网络等公共服务基础保

障。五是要探索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中的应

用。从这五个方面出发来打造我国自主可控

的智能制造装备及系统的战略新兴产业。

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巨大的投入，

大企业投入都很有限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要

实现智能化的难度就更加艰巨，为此我们提

出瞄准五个突破口，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升

级：一是智能设计是灵魂，二是智能生产过

程是主线，三是智能管理是关键，四是智能

服务是发展方向，五是智能产品是我们所有

工作的牵引。那么打造智能制造的生态，远

比建设一个个的智能工厂和数字车间更加重

要，我们应该因地制宜，引起不同企业面临

不同的制约，“两提升、三降低”的主要矛

盾和问题，要针对高质、高效、安全进行有

的放矢的智能化改造，实现制造业的智能转

型和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实现我们

国家的制造业由大变强。

以上简单报告和观点，因时间关系不再

展开，将在“不闭幕”的工业自动化与标准

化研讨会平台上共享来自业界的交流和研究

成果。

相逢即相别，我再次代表大会的组委会，

代表主、承办方再次向与会的代表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希望您留下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 2019 年第十八届研讨会再相见！

现在我宣布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

化研讨会，第二期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设计

与实践高级研修班圆满闭幕，顺利结束，谢

谢大家！

会议集锦
Highlights of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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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会单位及
相关数据分析
Part of  the Participant Units and 
Relevant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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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单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数字化工厂集团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PROFIBUS & PROFINET 国际组织 

CLPA 协会

EtherCAT 技术协会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

国际电工委员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

会（IEC/TC65）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希马 ( 上海 ) 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

博世力士乐中国

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

PLCopen 国际组织

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委员会 (DKE)

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大专院校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联合大学机器人学院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黄淮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机电学院

媒体

《MM 现代制造》

《电气技术》杂志社

《电气时代》杂志社

《电器工业》杂志社

《今日制造与升级》杂志

《流程工业》

工人日报社

工业 360 网

国际工业自动化网

控制工程网

控制网 & 自动化博览

荣格工业传媒公司

上海荣格展览有限公司

亚洲控制工程网

智汇工业网

智慧工厂

智慧中国

中国工控网

中国工业报社

中国科学报社

中国新闻网

技术组织

CSA 加拿大标准委员会

ODVA ATS.

德国 eCl@ss 协会

中国锻压协会

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
研讨会 参会单位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备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智能制造专业委员会

企业

360 企业安全集团

SGS 工业部

TÜV 南德意志大中华集团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柏盟（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方车辆研究所  

北京九思易自动化软件有限公司

北钢联（北京）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ABB 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艾立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齿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计算中心

北京北排装备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北仪创新真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车辆工程公司

北京诚信能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创合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大唐恒通机械输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迪辰创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恩易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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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达电子集团公司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北京高科印刷机械研究所

北京广利核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威莹（对外开放国际实验）技术中心

北京汉普达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科工 17 所

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

北京航天斯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浩宇三维

北京和利时股份公司

北京和隆优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宏诚博力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创致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实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机电机械设备公司

北京机电研究所

北京机科国创轻量化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先进成形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集智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

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金日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京邦达公司

北京京龙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仪仪器仪表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京仪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北京军信泉盛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康吉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康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科尔特兴业测控技术研究所

北京可视化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控制与电子技术研究所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兰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蓝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力联华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利方达真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联通公司

北京齐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工业控股公司

北京秦江高科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

北京日新科技公司

北京瑞普三元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睿盟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赛迪机器人测评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赛诺派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三维直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山威瑞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石油机械厂

北京时代山源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博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地铁运营技术研发

中心

北京市华云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银河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首科凯奇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水务局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拓四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文弘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宇蓝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天卓仁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通宇电子公司

北京同森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托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拓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网藤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控工业网关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硬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维盛新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沃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沃华慧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欣奕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龙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北京星驰恒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雄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亚邦特有限公司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计控处

北京冶自欧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易沃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印刷机械研究所

北京应用技术研究所

北京优航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远东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长征高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长征火箭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物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世勃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

北人集团公司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车云网

创联信 ( 北京 ) 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丹东东方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帝尔电子 ( 北京 ) 有限公司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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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方正集团

菲尼克斯智能制造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烽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福建上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福建顺昌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钢铁研究总院

固高伺创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英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奥泰斯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

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海格电气公司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

杭州子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二院二部

航天科工集团

航天一院十八所

航卫通用电气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好事达科技有限公司

昊华工程有限公司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省自动化研究所

河南竹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恒慧文保

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科物联有限公司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机科国创轻量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艾文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捷力拓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金隅冀东混凝土集团

金自天正股份有限公司

京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阳实业股份公司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乐普 ( 北京 )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力鸿智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智造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瀚石矿山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六方云科技有限公司

罗克韦尔自动化 ( 中国 ) 有限公司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美巢集团股份公司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北京代表处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南京诚达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南京德磊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简睿捷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能科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诺基亚科技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欧盟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

欧洲电气电子行业机构

邳州高新区管委会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

司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

山东旋几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山东鹰仪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丹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纽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三零卫士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智能制造系统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朋芯瑞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中科博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总公司北钢公司

双良龙腾光热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斯图加特展览 ( 南京 ) 有限公司

苏州辅朗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唐山阿诺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普来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居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市政府投资办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沃尔新（北京）自动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北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德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新汉（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六研究所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研华科技 ( 中国 ) 有限公司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 ）有限公司

长沙长方教学仪器有限公司 

兆联天下研究院集团

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万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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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厂研究院 北京卓易智慧科技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智库云（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

中电集团 12 研究所

中电科第十五研究所

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钢集团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全国光电测量标委会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矿业增值服务联盟

中国老科协农业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中原公司

中海油安全环保分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公司

中航泰德 ( 北京 ) 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中航泰德（北京）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中科富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院信工所

中科院遥感地球所

中煤科工北京华宇工程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常州研究院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盟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伟泰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
研讨会 相关数据分析

通过何种途径了解产品及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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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
这一话题的了解程度

是否考虑过智能制造相关实施技术、产
品及平台化方案

贵单位对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包
括机器换人）是否重视

12%

48%

40%

不太了解
有一定了解

已经考虑
正在考虑
尚未考虑

Alrady considered

Considering

Not yet很了解 A lot

Something

Little

Extent of awareness about the topic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with High quality, Efficiency, Safety 
and Security "

Whether has considered the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platform programs 
concerning smart manufacturing before?

whether attach importance to production 
automation，intelligence reconstruction(including 
replacing people with machines)?

智能制造给工厂带来的影响

生产成本会降低

技术的创新性

外包式服务的比例将增长

高技术岗位需求会增加

对劳动数量的增提需求减少

Others

Lower production cost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outsourced service

Anincrease of demand of high-tech posts

A decreas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ers needed

其他

Implication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factors

对此次研讨会活动各个环节的满意程度

Satisfaction level to each section of this forum

是
否
不清楚

Yes

No

Unclear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Dissatisfied

Satisfied

Very satisfied

其他

积极推动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制定

对示范型企业进行奖励

加强产学研结合，促进技术转化

政策扶持

Others

Policy support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moting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Rewarding demonstration enterpris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for relevant industries

如何推动智能制造发展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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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智能制造的主体
Major forces to promot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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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2017 年，机械工

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以下简称“仪综所”）承担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多项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制

定基础共性标准草案 27 项。在

项目执行期间，仪综所技术团队

走访调研了国内外近百家制造企

业，同时与国内外技术团体、标

准化组织、著名公司的技术专家

制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思考与建议

交流探讨。特别是 2017 年，我

们分别与德国工业 4.0 平台实验

室网络主管 ThomasHahn 博士、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主管

RinholdPichler 先 生、 日 本 工 业

价值链促进会 IVI 发起人日本法

政大学西冈靖之教授等资深专家

进行深入交流，这些交流引起了

我们的一些深度思考。

一方面，在实践应用上，我

国制造业水平与欧美等工业强国

相比还具有相当差距。“工业 2.0

补课、3.0 普及、4.0 示范”指出

了我国企业自动化、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

状。因此，在智能制造实施道路

上，切忌盲目跟风，企业必须明

确经济效益指标，以打好 2.0 和

3.0 基础为首要任务，找到适合

自身的实施路径。

另一方面，在以信息物理系

统（CPS）为引领的顶层设计上，

智能制造 / 工业 4.0 参考模型在

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建立。我国

智能制造系统架构（IMSA）已

列为国际上十一种智能制造参考

模型架构之一，得到国际标准认

可。更进一步，德国和日本两国

在推出参考模型之后，正在积极

延伸建立基于模型的信息空间数

据平台。因此，我国的参考模型

在指导智能制造实现与应用中还

应继续做实做深，以掌握信息物

理空间时代的主动权。

2. 我国工业 2.0，3.0，4.0

实施路线的思考

2.1. 避免误区

我国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特点明显，企业转型升级势

在必行，高质量发展是目前我国

制造业由大转强的主旋律。“中

国制造 2025”是实施制造强国

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智

能制造”是主攻方向。《智能制

造工程实施指南》、《智能制造

发 展 规 划（2016-2020 年）》 等

重要文件发布后，基于自身转型

升级需求，在相关部委及地方政

府支持下，我国企业已纷纷对原

有工厂 / 车间进行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升级改造，或者建立

新型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取

得巨大成效。

《 智 能 制 造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对“智能制造”

进行了描述：“智能制造是基于

新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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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

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

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

的新型生产方式”。但是实践来

看，“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

自执行、自适应”的制造高级阶

段对制造企业而言仍难以企及，

德国专家预测德国的工业 4.0 尚

需要 15 ～ 20 年时间来实现。因

此，鉴于我国智能制造水平参差

不齐的现状，如何规划好适用于

我国智能制造现状的发展路径成

为重点。

近 日，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刊

《Engineering》刊发了最新观点

性文章“走向新一代智能制造”，

为我国制造业智能转型指明“并

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

可见我国智能制造的顶层设计上

已深刻认识到智能制造 / 工业

4.0 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循序渐进，补齐短板，并行发

力。因此，中国制造企业在实施

智能制造过程中应“因企而异”，

避免盲目跟风和片面认识。

误区一：为了智能制造而智

能制造

由于智能制造“大热”，一

些企业盲目跟风，存在为了“智

能制造”而智能制造的现象。企

业应首先明确要达到的经济目

标——提升质量、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缩短周期、降低能耗。

根据自身的基础，针对于不同的

目标，智能制造首要解决的问题

和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不同的。

误区二：智能制造 = 无人

化

许多制造企业提出“机器换

人”、“无人工厂”的口号。机

器可代替人类的大量体力劳动，

实现高效、高质量精准制造，但

不能盲目采用“机器换人”，除

了要考虑机器与人员置换成本之

间的平衡，还需综合考虑操作场

地、信息化接口、维护成本等。

而且在 2.0、3.0、4.0 升级的长时

间内，机器或“机器人”仅仅是

一种自动化或智能化设备，其很

难独立满足日益复杂的生产要

求。

“人”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

资源，在应对定制化生产和复杂

多变生产环境方面仍处于中心地

位。特别对于现阶段“2.0 补课、

3.0 普及、4.0 示范”，人、信息

系统、物理系统的协同显得尤为

重要，智能制造仍需要人工智力

参与政策解读、法规约束、知识

积累、工匠传承、文化发扬和统

筹组织等，以实现有序生产并产

生效益，这些都是现阶段的机器

作者：欧阳劲松  刘丹  杜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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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替代的。

误 区 三： 自 动 化 + 软 件 = 

智能制造

自动化和软件是实现智能制

造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智能制造强调自动化系统和工业

软件的集成与纵横协同，并体现

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理念。除

此之外，更需要植入先进的感知

系统、控制手段、网络技术和云

计算等，进行长时间的数据收集

积累，开展数据分析和建模，并

不断迭代优化，以实现生产过程

快速有效的运行，才能支撑先进

的制造方式实现自适应，进而应

对复杂的生产环境。

误区四：互联网 + 大数据

= 智能制造

互联网和大数据只是提升智

能化的手段之一。智能制造的本

体是“制造”，制造装备和生产

过程的数字化是基础 [1]。没有

制造装备与系统的数据采集与互

联互通，互联网、云、大数据都

将是无源之水。

2.2. 梳理问题

以离散制造业为例，我们通

过调研总结，目前我国企业智能

化升级过程中常见问题如下：

（1）产品品种规格多样，

物料清单（BOM）结构复杂多变，

生产工艺随之动态调整，导致生

产计划调度困难；

（2）生产对象不一样，生

产车间可能包括铸造、锻造、表

面处理、机加、装配等车间，不

同形态的车间管理需求不同；

（3）许多企业未实施或未

应用好 MES，生产计划调度和

管理主要依靠人工，导致任务执

行进度、设备状态、物料状态等

难以跟踪；

（4）系统集成困难，ERP

和 MES 接口不开放，底层设备

的通信协议和接口不统一，有的

设备甚至不具备网络接口；

（5）制造装备类型繁多，

服役周期不同，数控机床及各种

加工装备、工业机器人、表面贴

装设备（SMT）、检测仪器和物

流系统等底层设备自动化和数字

化程度差别大；

（6）产品质量管理，许多

企业通常还是以离线检验为主，

特别针对多品种、小批量的产品

生产，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率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工人技术水平，废

品率得不到有效控制。

企业在实施智能制造过程

中，应认清基础，梳理存在问题，

明确经济目标，系统规划，才能

有计划有选择地打好自动化、数

字化基础。

2.3. 实施要点

工业 2.0 并非必须先实现 3.0

才能追求 4.0。在进行升级改造

过程中，企业应总体规划自动化、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方

案，并行推进。但这并不意味着

工业 2.0 和 3.0 的技术基础是可

以省略和跨越的。根据工业 2.0、

3.0、4.0 的主要特征，建议从制

造本体出发实现智能制造的一个

基本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 工 业 2.0 到 3.0 的 最

重要内容是采用 ERP 和 MES（两

者融合趋势明显）等生产管理系

统（或称 IT 信息系统）进行运

营和生产管理，并实现与自动化

系统（或称 OT 运行系统）的纵

向集成，推荐采用 OPCUA 解决

方案，建立设备信息模型并提供

统一接口。图中工业 4.0 阶段尚

未实现制造系统的自适应、自组

织、自决策并跨企业、跨行业、

跨地域调动生产资源等智能制造

愿景，因此将其称为准智能化。

3.0 到 4.0 的最重要内容是实现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信息

流与价值流（含物流、资金流）

的协调整合。

进一步聚焦工厂或车间内

部，针对 2.2 中的常见问题，首

要任务是补齐自动化与信息化短

板，应实现的基本功能要素如图

2 所示。同时，还应实现设计、

物流、生产运行、调度、检测等

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以及持之

以恒地建立企业各种生产资源数

据库（技术、零件、产品、工艺、

可靠性、供货商等）。

此外，安全（功能安全与信

息安全）对于信息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的保障作用需要高度重视，

必需注重研究智能化时代安全风

险防范手段，建立基于风险分析

的与国内国际标准相协调的分级

管理制度，系统的协调政策保障

体系，发挥各方面的主动性，共

建安全生态。

2.4. 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

智能制造的网络化特征包括

两方面内容，如图 3 所示。一方

面，通过物联网实现数字化车间

/ 工厂内部的纵向集成与横向集

成，如各种信息系统、智能装备、

物料、在制品、完成品甚至操作

人员等制造资源通过网络连接并

实现相互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

这部分网络包括以太网、现场总

线、工业以太网、工业无线网等。

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

云、大数据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实现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

网络协同制造，以及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智能产品的版本升

级、远程诊断和预测性维护等智

能服务，更进一步将分析结果反

馈到规划设计、产品开发、生产

优化，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闭

环控制。

2.5. 小结

历经 CAD、计算机集成制

造系统（CIMS）、制造业信息化、

两化融合、物联网、两化深度融

合、智能制造、互联网 + 等概

念的“嵌入”，我国制造业数字

化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但仍有

很多企业欠缺数字化的基础——

自动化和信息化，及由此产生的

各种数据库，另外许多企业对这

些概念的理解和实施存在偏差。

所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强教授

疾呼：“不要在落后的工艺基础

上搞自动化，不要在落后的管理

基础上搞信息化，不要在不具备

数字化网络化的基础上搞智能

化”[2]。因此，实现智能制造，

首先要打好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

的基础，再以大数据、互联网和

云等数字化网络化手段加快 4.0

进程。

图 1 工业 2.0、3.0、准 4.0 实现路线建议

图 2 数字化车间基本功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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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制造参考模型的实现

3.1. 参考模型概述

智能制造 / 工业 4.0 面向新

的生产模式，实现跨企业、跨行

业、跨地域的信息集成、应用集

成和价值集成。它是一个覆盖信

息通信（ICT）、自动化、装备、

软件等宽泛领域和技术的“超

级”系统工程，目前没有一个学

科能够完全覆盖所涉及的方方面

面，因此，需要用标准化手段来

统一认识和引领发展，普遍的实

施方法是通过制定智能制造 / 工

业 4.0 的参考模型来梳理所涉及

的相关标准，进而建立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IEC 是制定智能制造

/工业4.0国际标准的重要阵地，

在 IEC 标 准 化 管 理 局（SMB）

系统评估组 SEG7 关于智能制造

架构和模型的报告 [3] 中列出了

众多标准化组织已制定的 11 种

参考模型和参考架构，具体名称

如表 1 所示。

制定参考模型本身不是目

的，参考模型需要随着生产经营

模式和技术的发展应不断的优化

修正，再指导智能制造 / 工业 4.0

的落地实施才具有真正意义。在

此选择德国和日本两种后续指导

和应用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参考模

型进行分析。

3.2. 德国工业 4.0 参考架构模

型（RAMI4.0）

德国电工电子与信息技术标

准化委员会（DKE）于 2015 年

4 月发布了工业 4.0 参考架构模

型（RAMI4.0），如图 4 所示，

并将其提交到 IEC/TC65 工业过

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

会。现在，RAMI4.0 已成为公共

可用规范 IEC/PAS63088 发布。

RAMI4.0 以一个三维模型展示了

工业 4.0 涉及的所有关键要素，

借此模型可识别现有标准在工业

4.0 中的作用以及缺口和不足 [4]。

为方便起见，本文使用 X、Y、

Z 来区分三个轴向 [5]。

工 业 4.0 的 概 念 旨 在 以

RAMI4.0 模型为形式，制定数字

化描述规则，用来描述贯彻整个

全生命周期的技术对象和价值

链 变 化 [6]。RAMI4.0 的 提 出 并

非从零开始，其中 X 轴和 Y 轴

都是基于已有标准，但为适应

工业 4.0 需求而进行扩展。X 轴

为生命周期 & 价值链维度，在

IEC62890《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

自动化系统和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基础上，根据资产在增值链

中的使用方式，将产品生命周期

进一步划分为样机（type）和产

品（instance） 两 个 阶 段。Type

阶段与 Instance 阶段各自都有资

产的使用、维护、优化，并且相

互间有反馈形成闭环。

Y 轴为企业的层次结构维

度，在 IEC62264《企业控制系

统集成》基础上进行扩展。由于

工业 4.0 不仅关注生产产品的工

厂、车间和机器，还关注产品本

身以及工厂外部的跨企业协同

（包括质量链、价值链等的协同）

制造关系，因此，在底层增加了

“产品”层，在工厂顶层增加了

“互联世界”层。

RAMI4.0 模型的最大创新在

于 Z 轴即功能级维度，可将其

理解为一种信息建模方法，用于

对另外两个维度建模——即对生

命周期维度进行价值链建模，对

层次结构维度进行技术对象建

模。RAMI4.0 模型在此维度定义

了工业 4.0 组件来作为建模的载

体。工业 4.0 组件由资产和管理

壳组成，如图 5 所示。资产为各

种人、机、料、法、环等技术对

象，工业 4.0 组件使用“对象”

来数字化（虚拟）表示资产。多

个“小”资产可通过数字连接组

合成“大”资产。将管理壳附加

到资产上，一方面可作为对外展

示信息及提供访问的接口，另一

方面可对内进行资源管理。如此，

使用工业 4.0 组件就可对工厂层

次结构进行数字化（虚拟）表示，

建立企业各种资源库（产品库、

设备库、工艺库等），并在全生

命周期及生产管理工具中实现资

源互联互通和互操作。

RAIM4.0 在 Z 轴通信层实施

方面，推荐使用 IEC62541《OPC

统 一 架 构（OPCUA）》 标 准

[7,8]。这是因为 OPCUA 既具有

信息建模功能，又支持面向服务

（SoA）的架构并提供统一的通

信接口（TCP 和 HTTPS）。因此，

OPCUA 可用于实现工业 4.0 组表 1 智能制造相关的现有模型

图 3 智能制造的网络化概念

模型名称 制定组织
1 工业 4.0 （RAMI4.0）参考架构模型 德国工业 4.0 平台
2 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SMS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3 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 IIRA 工业互联网联盟 IIC
4 智能制造系统架构 IMSA 中国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总体组
5 物联网概念模型 ISO/IEC  JTC1/WG10 物联网工作组
6 物联网参考模型 IEEE P2413 物联网工作组
7 物联网参考模型 ITU-T  SG20 物联网及其应用
8 物联网架构参考模型 oneM2M 物联网协议联盟
9 全局三维图 ISO/TC184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10 智能制造标准路线图框架 法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 AIF
11 工业价值链参考架构 IVRA 日本工业价值链促进会 IVI

图 4  工业 4.0 参考架构模型（RAMI4.0）

图 5 工业 4.0 组件及基于工业 4.0 组件的工厂资产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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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利用 OPCUA 强大的信

息建模技术实现工厂中各种资产

的数字化描述与建模，以 UA 服

务器的形式可视化展示工业 4.0

组件的对象结构并提供统一的访

问接口，如图 6 所示。

3.3. 日本工业价值链参考架构

（IVRA）

日 本 工 业 价 值 链 促 进 会

（IVI） 于 2015 年 12 月 发 布 了

工业价值链参考架构（IVRA），

旨在自下而上地从制造业需求出

发，将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串

接”起来 [9]。面向工业需求多

样性和个性化的复杂系统（系统

的“系统”），IVRA 首先定义

智 能 制 造 单 元（SMU）， 来 表

示智能制造的一个自主单元。同

RAMI4.0 模 型 一 样，SMU 也 由

三个维度组成，但分别对应资产、

活动和管理三个视角，如图 7 所

示。不同 SMU 之间可进行互联

互通，并实现物、信息、数据、

价值等传递，最终实现生产力和

效率的极大提高。

资产视角向生产组织展示该

SMU 的资产或财产，包括人员、

过程、产品和设备四种类型，这

与 RAMI4.0 模型中的资产基本

一致。有些资产还可以在不同

SMU 之间传输。活动视角涉及

该 SMU 的人员和设备所执行的

各种活动，包括“计划、执行、

检验、改善、活动”的不断循环。

管理视角说明实施的目的，并指

出管理要素“质量、成本、交付、

环境”之间的关系。IVRA SMU

是基于日本管理学的持续改善

（Kaizen）概念提出的，SMU 的

资产和活动都应以控制质量、成

本、交期准确率、环境为目标。

因此，在每个 SMU 中通过操作

“人员、过程、产品、设备”资

产，重复进行“计划 -> 执行 ->

检验 -> 改善”的生产活动循环，

以实现提高“质量、成本、交付、

环境”评估指标。

此外，从制造业整体出发，

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具有通用的功

能和活动。因此，IVRA 还定义

了通用功能块（GFB），通过知

识 / 工程流、需求 / 供应流和企

业组织层级三个轴向进行描述，

如图 8 所示。从工程角度出发，

知识 / 工程流包含的设计信息和

工程信息，可划分为市场和设计、

构造和实现、制造执行、维护和

修复、研究和开发五个通用功能。

需求 / 供应流是指由多家企业组

成的价值链，涉及将原料转变为

最终产品并运送至终端用户的所

有活动，包括总体规划、原料采

购、制造执行、销售与物流、售

后服务。知识 / 工程流与需求 /

供应流在制造执行阶段交汇因而

具有共同的 GFB。更进一步，

智能制造通用功能分解到企业的

各个垂直层级也形成不同的功能

块，自底向上包括设备层、车间

层、部门层和企业层。

SMU 的作用是对智能制造

的总体（目标、资产和改善活动）

进行建模，GFB 则是用于描述

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具体活动及

场所。根据企业规模及部门自主

性，一个企业可由一个或多个

SMU 组成。并且，企业不一定

实现全部的 GFB。一个 SMU 对

应于一个、多个或所有 GFB。

IVI 提出 IVRA 的一个主要

目的在于分析制造过程中哪里存

在问题，并理清提供解决方案的

系统范围 [9]。因此，IVI 在定义

IVRA 模型的同时，配套实施了

一系列步骤，来推动 IVRA 在智

能制造中得以真正应用，如图 9

所示。首先基于概念化的 IVRA

统一参考架构模型，定义用户（工

厂）生产现场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经 过 AS-IS/TO-BE 分 析， 使 用

“IVI 用例器”工具来形式化描

述业务场景，最终指导在工厂中

构建实际的制造系统。这种标准

化描述的业务场景更容易取得解

决方案供应商和制造用户的一致

理解。

IVI 已经按照八大类成立了

22 个专业的工作组来收集生产

现场的各类业务场景，并建立共

享经济循环平台 Ecosystem，以

实现用户实际问题与供应商解决

方案的匹配，如图 10 所示。

3.4. 小结

智能制造 / 工业 4.0 参考模

型的初衷是为了统一认识和梳理

标准，但更应该对智能制造的

实施提供基本方法与指导。德

国 RAMI4.0 模型可应用于建立

数字化工厂各种资源库，并与

OPCUA 结合实现制造装备 / 设

备与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和

互操作。日本以工业价值链参考

架构 IVRA 为基础构建用于匹配

供应商解决方案与用户需求的共

享服务平台，及时高效地服务于

智能制造。这两个国家将参考模

图 6 工业 4.0 组件管理壳及 OPC UA 实现

图 7 工业价值链参考架构（IVRA）的智能制造单元（SMU）

图 8 工业价值链参考架构（IV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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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数据平台等形式服务于智能

制造的应用经验值得我们进行深

刻地思考与借鉴。

4. 结论与展望

我国在智能制造道路上既要

“低头看路，脚踏实地”，补好

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短板，也要“抬

头看天，搭好梯子”，用现代技

术手段，持续建好公共数据服务

平台。在 CPS 时代，基于我国

的制造业现状和发展目标，政策

引导方面需要统一认识，发挥制

度优势，实现国家资源的有效配

置和精准发力；具体实施方面特

别需要加强信息建模方法研究，

建立制造资源数据平台，积累解

决方案及应用案例，优化我国智

能制造模型实施技术路线，使我

国在 CPS 落地实践阶段掌握主

动权，避免在智能制造进程中受

制于人。

参考文献

[1 沈烈初 . 关于智能制造发展战

略的八点建议——我对中国工程

院《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研究

报告》的一些看法 . 中国仪器仪

表，2018（2）.

[2] 刘强 . 智能制造的昨天、今天

和明天 . 中国智能制造百人会筹

备会，北京，2015.

[3] IEC 标准化管理局（SMB）系

统评估组 SEG7 任务组 3 关于智

能制造架构和模型的报告（IEC-

SEG7Task Team3 Report on Smart 

Manufacturing Architectures and 

Models）.

[4] 欧阳劲松 . 德国工业 4.0 参考

架构模型与我国智能制造技术体

系的思考 .

[5] 沈烈初 . 关于 " 中国制造

2025" 与 " 德国工业 4.0" 的思

考 . 表面工程与再制造 ,2015, 

15(4):11-13.

[6] IEC/PAS 智能制造——工业

4.0 参考架构模型（RAMI4.0）.

[7] VDI/VDE/ZVEI（德国）工

业 4.0 参考架构模型（RAMI4.0）

状态报告 .

[8] Thereis no Industrie 4.0 without 

OPC UA，PCControl，2017.01.

[9] IndustrialValue Chain Reference 

Architecture (IVRA), Industrial 

Value Chain Initiative, https://iv-i.

org/wp/en/downloads/.

图 9 IVRA 在智能制造中的实现与应用

图 10 IVI 共享经济循环平台 Ecosystem 架构

作者介绍 : 欧阳劲松，享受政府津贴教授级高工，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2009

年获“IEC1906 奖”。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智能制造）专家组成员、科技部“十三五”

规划先进制造编写专家组成员、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专家咨询组成员、国家“重大科学仪器专项”总

体组副组长、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副组长、国家“智能制造与机器人重大工程专项”编写组专家、

工信部智能制造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信部“传感器与智能化仪器仪表产业发展”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国家能源局智能电网设备标准化总体工作组副组长、国家物联网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标准化

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24) 副主任委员、中国证监

会创业板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80 81

2018
17th

智能制造是当前热点话题，

也是推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主要

抓手。然而，我国智能制造目前

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

我国智能制造仍处于自动化

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初级阶

段。深度理解我国智能制造的发

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将帮助国内

企业选择实施智能制造的合适路

径和方法。

立足现状 把握趋势
——访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王麟琨副所长

实施现状

智能制造体现了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从技术层面看，

智能制造主要涵盖：工业自动化

相关技术，面向生产过程 / 车间

/ 企业管理及产品设计等工业软

件技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

技术平台的工业应用技术。

我国制造业在不同行业和地

区发展很不平衡，处于“工业

2.0、3.0”并行发展的阶段。据

王麟琨副所长介绍，仪综所技术

团队走访调研了国内外近百家制

造企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不平

衡有深刻的体会：“有很多企业

仍然大量使用人力，自动化水平

很低；有的企业制造设备实现了

自动化，但并未与信息系统互联；

也有部分企业的制造水平较高，

达到工业 3.0 甚至更高水平”。

从工业 2.0 走到 3.0，自动化技

术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使用工业

机器人、物流系统等自动化制造

装备结合先进生产工艺是智能制

造实施的基础。

工业软件是实施智能制造的

关键，“没有软件不成系统”。

工业软件如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制造执行系统 MES、企

业资源计划系统 ERP 等在智能

制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软件层面，大部分企业

已经应用了 ERP 系统，比较欠

缺的是车间管理层面的 MES 和

设 计 层 面 PLM 系 统。 我 们 调

研中发现，大部分企业没有应

用 MES 系统。”对此，王麟琨

副所长解释，“这主要是因为

MES系统定位在车间管理层面，

与生产密切相关，需要大量定制

化开发，其实施不单单是完成车

间信息化的目的，车间、企业的

管理水平决定了 MES 实施成功

与否”。

云平台、大数据等 IT 技术

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是推进我国

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契机。“但目

前看云平台、大数据在工业领域

应用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运程运

维、预测维护等方面。”从需求

侧来说，众多企业的基础条件并

不具备，一般只有在企业基础自

动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等方面达

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考虑应用上

述技术。“目前工业领域特定知

识与云平台、大数据等 IT 技术

的结合是有效实施的关键。”

技术趋势

人工智能、工业云、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是智能

制造技术发展的新动能，将对智

能制造产生深远影响。

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的重要领域和载体。目前，人

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工厂中得到了

应用，如基于图像识别、视觉检

测等技术的检测装备。“后续，

人工智能技术将在车间级运行管

理的优化，企业层面的智能决策

等发挥优势。云平台、大数据在

工业领域应用的核心是数据智能

分析，也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

通信集成技术也将推动智能

制造技术的发展。5G 移动通信

技术的出现将促使制造装备向无

线化方向发展，制造工厂的整个

体系架构可能扁平化，远程操控

现场装备及无人工厂成为可能。

TSN 技术、OPC UA 技术及它们

结合，将使得 IT 与 OT 的实时

交互成为可能。据王麟琨副所

长透露，仪综所已经把 TSN 和

OPC UA 技术、人工智能与车间

运行管理技术融合列为主要研发

方向之一。

智能制造是 IT 技术与制造

技术的融合，目的是通过先进技

术解决制造业本身的问题。我国

要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实

现智能制造，就要认清当前我国

智能制造实施现状，把握技术发

展趋势，持续推进我国制造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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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  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实现新突破
——访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标准与检测中心副主任丁露博士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历史趋势下，世界主要国家纷

纷将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作

为着力点，加大战略布局力度，

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

点，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利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变

革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

工业云平台是支撑智能制造

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提供强大

的数据传输、存储和处理能力，

帮助制造业企业对内收集和分析

大量数据，对外实现制造资源共

享和协同，进而促进企业提升产

品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创新

商业模式，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未来，智能制造要求互

联互通网络化，工业云平台是一

个重要的途径。作为新技术，国

内外基本同时起步，是我国实现

技术并跑的好机会。”机械工业

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以下简称“仪综所”）标准与

检测中心副主任丁露博士说道。

数据统计，截止 2018 年 3 月，

提供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的国内

外厂商已经超过 150 家。

百花齐放

亟待标准规范

工业云平台是智能制造的

一个热门方向。被誉为“全球

工业技术发展的风向标”的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云平台成

了标配，是否拥有功能齐全、

安全性好的工业云已成各国的

制 造 业 巨 头 们 比 拼 的 重 点，

包 括 航 天 科 工 集 团 航 天 云 网

INDICS、 海 尔 COSMOPlat、

三一重工根云，国际上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 GEPredix、菲尼克斯

ProfiCloud、 西 门 子 MindSphere

等众多国内外公司云平台产品。

当前，世界主流工业云平台

均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资源接入方

式。但由于制造资源 / 能力类型

和接入手段的差异性，缺乏统一

标准，导致企业内、企业间工业

系统互联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标准承载着科研和示范应用

成果并不断推动创新，是智能制

造创新的驱动力。“标准是经验、

技术和方法的一种总结，进而指

导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应用。”工

业云平台作为一个新技术，没有

统一的国家或国际标准。丁露博

士解释，“在国家标准方面，我

国从 2015 年开始各部委专项支

持了一些工业云平台相关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研制。但国际

上仅是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基础技术

的标准，针对工业云平台的国际

标准仍属空白。”

给予厚望

探索突破国际标准

近期，由我国提出的《智能

制造服务平台 制造资源 / 能力

接入集成要求》标准提案，经国

际电工委员会工业过程测量控

制与自动化技术委员会（IEC/

TC65） 投 票， 以 92.9% 的 赞 成

率高票通过，成为国际上首个

面向智能制造服务平台的标准

规 范， 国 际 标 准 号 为 IEC PAS 

63178。

该标准的发布为全球异构工

业云平台提供了可参照的统一制

造资源接入方式，为未来工业互

联网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现

方法。“作为 IEC 首个智能制

造服务平台国际规范标准，意义

重大。”丁露博士表示，“尤其

是由中国提出，标志着我国在智

能制造服务平台以及工业互联网

接入领域拥有了国际认可的自主

核心技术，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科

技创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主动

权。”

作为 IEC/TC65（工业测控

和自动化）国内对口标委会秘书

处单位，仪综所在国际标准化工

作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和基

础。“我们在标准制定前期与各

国专家反复沟通，阐述技术的理

念、标准的主要内容，后期协助

完善标准的文本、国际投票的流

程，争取国际支持，贡献了自己

的一份力量。目前，资源接入方

式只是我们开始的第一步，后续

基于这一标准将继续延伸、完善

工业云平台的相关技术标准，形

成相对完善的标准体系。”

厚积薄发

紧跟新技术发展

仪综所凭借前期开展的大量

基础标准研制和技术研究成果，

为企业开展应用领域的云平台相

关技术奠定了基础，有效保障技

术制定和标准研究相互衔接。“我

们承担的智能制造专项、标准、

亦庄试验验证平台产线等跟工业

云平台都有关联，目前已经在与

多家云平台企业探索如何把仪综

所的研究成果、验证平台产线与

云平台相结合，对外提供公共服

务。”

在国际标准和试验验证方

面，仪综所紧跟国际发展趋势，

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先后主导或

参与智能制造参考模型、时间敏

感网络（TSN）、智能制造设备

和系统可靠性等国际标准的制

定。“我们工作的重点是标准制

定过程中反映中国的技术诉求，

标准成型后快速地实现国内转

换、产业化和取得试验验证资格，

建立实验室，争取与国际同步开

展工作。”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

发”，以仪综所等单位组成的中

国技术研发与国际标准制定团

队，将我国的智能制造技术要求

反映到国际标准制定中，不断增

强我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和影响力，中国在智能制造国际

标准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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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业

的深入融合，智能制造日益成为

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核

心内容。以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智能制造模

式，正在成为产业发展和变革的

重要方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智

能制造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

智能制造下的工业安全，您了解吗 ?
——访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功能安全中心主任史学玲教授

也让制造系统日趋复杂，确保智

能制造安全的确保成为首要任务

智能制造生产网络的集成度

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采用通用协

议、通用硬件和通用软件，信息

安全问题日渐突出，面临更加复

杂的威胁。那么，如何正确认识

工业安全？智能制造的安全到底

是怎么回事？带着这些疑问，我

们在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

准化”研讨会现场专访了机械工

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以下简称“仪综所”）副总工

程师、功能安全中心主任史学玲

教授，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让业界更加深入的理解工

业安全。

问及业界媒体讨论的工业安

全与专业人士谈论的工业安全有

什么不一样时，史学玲教授表示，

每当听到有人谈论工业安全，她

通常是先辨别一下，大家说的是

industrial safety， 还 是 industrial 

security，“虽然中文都是工业安

全，但二者的定义和内涵是有区

别 的。” 工 业 安 全（safety） 包

含电气安全、机械安全、过程安

全、防火防爆、功能安全和工业

信息安全等等多个安全工程学

科，针对不同危险源，研究不同

的防护措施，综合实现工业安全。

“如果说的工业安全是 industrial 

security，通常他们只是想说信息

安全。”

史学玲教授介绍，国际电工

委 员 会 对 术 语 Security 和 Safety

定义有明确的描述：

351-57-07 

• Security 安保 / 安全 / 信息安全

• freedom from unacceptable risk to 

the physical units considered from 

the outside

所考虑的物理单元没有来自

外部的不可接受的风险

351-57-05

• Safety

• freedom from unacceptable risk to 

the outside from the functional and 

physical units considered 

所考虑的物理单元没有对外

部的不可接受风险

紧接着史学玲教授举了一

个 形 象 的 例 子， 进 一 步 说 明

Security 和 Safety 之 间 的 关 系。

有 A、B、C3 个人共同执行一项

保卫城市的任务，其中一个人 A

受病毒侵袭，此时会出现几种情

况：

1、A 受病毒侵袭，生病甚

至死亡，B 和 C 联手完成了保卫

城市的任务。（是 Security 问题，

但 safety 没问题）

2、A 受抵御了病毒侵袭，

仍然健康，但任务没完成，城市

毁 灭。（Security 没 问 题， 但 是

safety 问题）

3、A 受病毒侵袭，生病甚

至死亡，小组任务失败，城市毁

灭。（是 Security 问题，safety 也

有问题）

在工业 4.0 和工业物联网大

行其道的时代，史学玲教授表示，

智能制造的工业安全面临的主要

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 方 面 是 工 业 信 息 安 全

风 险， 对 应 的 是 工 业 安 全

（Security）。 智 能 化 工 业 系 统

的特点是互联互通、信息集成，

如果有一个心怀不满的员工、敌

对势力或国家利用这个特点对工

业系统进行攻击，这将是工业安

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像前面例

子中，A 会受病毒侵袭生病甚至

死亡，更可怕的是，A 可能会危

害同伴，使他们不可能去完成任

务。

另一方面是功能安全风险，

对应的是工业安全（safety）。

需要研究引入信息安全风险后，

如何建立新的安全功能进行防护

（就如 A 生病或死亡后 BC 如何

联手完成任务），同时还需要考

虑新技术引入导致智能化功能失

效引起的其它风险，需要研究如：

复杂系统的风险分析与管控、复

杂逻辑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新

技术新产品安全性可信性及公共

支撑服务体系不成熟等等问题。

最后史学玲教授强调道：“智

能制造要求互联互通、信息集成。

因此，我们要综合考虑功能安全

和信息安全，建立安全一体化体

系。”据悉，在史学玲教授带领

的仪综所技术团队正在建立智能

制造安全一体化的标准体系，目

标是通过建立具有高可信的控制

系统来保证生产正常运行，保证

所有的安全保护功能正确可靠，

确保工业系统的安全。

在智能制造背景下，工业安

全不容缺位。厘清工业安全的概

念，掌握安全的本质，才能做到

“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进而

保障智能制造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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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时代，万物进行互

联。根据华为与第三方机构合作

预测 , 到 2025 年全球网络联接

数将达到 1000 亿 , 增长幅度超

过 10 倍。未来超过 50% 的数据

需要在网络边缘侧分析、处理与

储存。

随着加入网络的设备数量不

断增加，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对

海量数据的实时分析要求越来越

高。为克服数据中心高能耗这一

当前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边缘

计算重新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赋能工业领域  边缘计算正当时
——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产品线首席产业规划专家、

边缘计算产业联盟 (ECC) 需求与架构组主席史杨先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产品线首

席产业规划专家、边缘计算产业

联盟 (ECC) 需求与架构组主席史

杨先生在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

与标准化”研讨会现场接受采访

时，肯定了边缘计算的优势日益

凸显，尤其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成

为热点。

满足行业需求 促进数字化

转型

行业数字化转型是全球的共

识和发展浪潮。数字化产生数据，

网络化实现数据的价值流动，通

过智能化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

史杨先生认为，无论是工业互联

网，还是智能制造，联接物理和

数字世界是关键，需要基于数据

和模型实现智能化服务。

行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四个关

键转变：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从

割裂转变为协作融合；运营决策

从模糊的经验化转变为基于数字

化、模型化的科学化；流程从割

裂转变为基于数据的全流程协

同；行业单边创新转变为基于产

业生态的多边开放创新。“边缘

计算作为一个开放的分布式平

台，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建立

起协作，用新一代技术如 AI、

大数据、无线技术把边缘侧物理

世界的潜能释放出来。”边缘计

算是指在靠近物或数据源头的网

络边缘侧，融合网络、计算、存

储、应用核心能力的分布式开放

平台，就近提供边缘智能服务，

满足行业数字化在敏捷连接、实

时业务、数据优化、应用智能、

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关键需

求，已经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不

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在使能行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通过将边缘计算作为统一的

联接、计算、存储和应用平台，

能够满足业务实时性，同时能够

简化边缘和云的集成，还可以降

低广域网络和云计算平台的开销

与成本。史杨先生表示，“在工

业现场，智能需要分布到网络边

缘侧，在边缘侧构建数字孪生体，

在边缘侧直接采集、感知、分析、

预测、优化、决策，实现工业现

场物的自主化和协作化，提高工

业现场的确定性和业务实时性”

建立合作平台 引领边缘计

算产业发展

业界普遍意识到了边缘计算

的重要性，众多厂商纷纷发布边

缘计算的产品和解决方案。2016

年 11 月 30 日，边缘计算产业联

盟（ECC）正式成立，旨在为边

缘计算行业建立合作平台，推动

传统产业和信息通信技术（ICT）

行业的开放与协作，培育工业最

佳实践，促进边缘计算产业可持

续发展。

针对产业需求，ECC 先后

发布了边缘计算参考架构 2.0，

提出构建模型驱动的智能分布式

开放架构，为边缘计算技术研发、

应用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方向指

引。史杨先生进一步解释，“2.0

框架不完全是 ICT 行业的视角，

是把工业人的行业知识和 ICT

的创新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提

出了跨行业和牵引行业共识的开

放架构。”基于边缘计算参考架

构 2.0，实现 OT 和 ICT 产业的

开放协作，工业界可以把工业

Know-How 进行软件封装，让产

业链的各个角色形成良好的产业

协作与互动。“华为在电子 3C

行业、工业领域的实践应用案例

证明，OT 与 ICT 的深度融合与

创新，大大提升了制造流程的质

量和效率，降低了成本。通过数

字化转型，为企业、社会带来了

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由于智能制造对于柔性生产

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及跨平台、

跨行业的应用需求越来越多，大

型实时工业通信网络为运营者带

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刚刚结束

的 2018 汉诺威工业展上，ECC

联合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AII)、

Avnu 联盟等产业组织联合发布

TSN+OPC UA智能制造测试床，

向更好实现工业现场系统的互联

互通，降低工业网络的运维成

本，实现信息实时交互迈出关键

一步。

推动产业共识 构建开放产

业生态

边缘计算作为新兴的产业，

重要的是推动产业共识。“这离

不开以边缘计算产业联盟为代表

的产业组织。”ECC 重点关注

体系架构的制定与技术路线的选

择，并通过推动标准化来带动产

业化发展。

一 方 面，ECC 与 国 际 上 关

键 水 平 类 标 准 组 织 如 IEEE、

IEC/ISO JTC1 产业组织均有深

度合作。同时，期待加强与工业

相关产业组织、标准组织的合作，

“比如说，这次研讨会的承办方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

研究所，是对口 IEC/TC65 的秘

书处单位，希望通过合作把边缘

计算推向特定的行业领域。”

另一方面，为推动产业资源

协同，ECC 充分关注开放生态

系统的构建。与工业互联网联盟

（IIC）、SDNFV 产业联盟、中

国 自 动 化 学 会（CAA）、AII、

Avnu Alliance 等组织建立正式合

作关系，在标准制定、联合创

新、商业推广等方面开展全方位

合 作。“ 未 来，ECC 将 与 业 界

更多的组织和厂商深入合作，共

建工业互联网生态，推进边缘计

算技术及参考架构的不断完善，

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制造行业数字

化转型。”



88 89

2018
17th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正蓄势

待发。不同行业的各大企业正在

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挖掘企业潜

能，大幅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

显著提高生产的灵活性、高效性

以及产品质量，以确保企业持久

不败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创新、

使用数字化方面，中国走在了世

界的前列。

在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

标准化”研讨会现场，西门子

（中国）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部

总经理卫岳歌先生接受本刊记者

西门子 助力中国企业数字化落地
——访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部总经理卫岳歌先生

采访时说道，“尽管中国一些行

业发展水平处于工业 3.0 状态，

但越来越多的用户对数字化产生

兴趣，希望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

考察、学习数字化。”在中国已

工作 4 年的卫岳歌先生，对中国

的整体印象是发展迅速，令人感

到 Amazing，“从全球来看，我

个人认为中国整个行业在数字化

的发展步伐很快。比如，汽车行

业的数字化水平较高。”数字化

转型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应对挑战

的主要战略。

提高灵活性与高效性

数字化时代，制造行业提高

生产的速度，效率和质量的过程

中更加要求提高灵活性。西门子

通过产品设计、生产规划、生产

设计到工程设计，再到执行、服

务的所谓数字双胞胎概念，帮助

中国企业实现相应生产过程中的

灵活安排、柔性制造，包括通过

新产品导入或者是通过不同批次

的生产来实现更大的灵活性，确

保生产质量可被持续追溯和改

进，最终保证企业的生产效率在

不断地提高。

为了进一步优化生产工程阶

段的效率，西门子推出了创新的

Automation Designer 工具，“无

论是西门子还是其他厂商提到数

字化概念，从设计到服务是一个

完整的链条。但实际上在设计阶

段和真正实施阶段中间缺失一个

环节，设计后并不能自动地变成

生产、执行流程的内容，”对此，

Automation Designer 工具弥补了

这一环节。通过它可以自动生成

PLC 代码，从原来只是仿真过程，

到通过仿真过程形成实际运营中

的操作代码，这对数字化制造的

实现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把

原来依靠软件工程师自己编写代

码的方式变成机器自动生成，减

少了人为错误；通过仿真的方式，

缩短发现人工编程过程中存在问

的时间；加快生产线的交付时间，

整个数字化链条效率提高。”卫

岳歌先生说，“将设计方案无缝

接入自动化设备，能够提升整个

原有工作流程大约 30% 的工程

效率。”

2018 汉诺威展会上，西门

子重点展示了基于云的开放式

物联网操作系统 MindSphere，并

在边缘计算方面推出了 Siemens 

Industrial Edge，“其中，在边缘

计算器中，用户对整个工厂数据

的预验证，使得工厂数据能够更

加高效的在各种各样环境中使

用，这是很大的一个亮点。”

积极开拓新兴产业

在以“高质、高效、安全的

智能制造”为主题的第十七届“工

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上，

卫岳歌先生以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电池为例，展示了数字化解决方

案是如何提升设计的灵活性和电

池制造效率的。包括充分整合生

产的各个阶段并建立统一的数据

基础，覆盖设计、生产规划、生

产区域的模拟、生产产品、优化

等阶段，以及时的响应市场的需

求。

卫岳歌先生表示，“过去，

西门子在中国的钢铁、冶金、矿

山等行业有骄人的成绩。今天，

我们更多是满足这些行业客户对

技术升级、数字化转型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中国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的带动下，动力电池、电

动执行机构、车身材料等需求猛

增，新兴产业得到高速增长。西

门子关注到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

车以及沿用传统驱动系统，但设

计更为个性化的需求日益增长，

“我认为，中国电动车行业将在

世界范围内是引领者，围绕新能

源电动车、动力电池等相关行业

的业务发展机遇较大。西门子将

会围绕这些业务机会跟最终用户

进行共同探讨与展开合作。”

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

近期，西门子位于北京的亚

太区首个数字化体验中心经过半

年的升级改造已全新开幕，将面

向未来持续展示西门子不断完善

的数字化企业解决方案。据悉，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

研究所（以下简称“仪综所”）

亦庄基地的西门子全生命周期示

范线与西门子数字化体验中心的

数字化企业示范线一一对应，

“西门子充分认识到，仪综所合

作的示范线有利于数字化概念的

普及。不同于西门子体验中心以

最终用户为主，参观仪综所亦庄

智能制造试验平台的客户群体广

泛，涵盖研究机构、政府官员、

高校等不同领域。”

西门子与中国教育部、高校

等有扎实的合作，通过西门子教

育部门在国内各大高校投资实验

室，提供最新设备，目的是为国

内塑造年轻的工程师。“西门子

与仪综所一直在标准化、数字化

方面保持着密切合作。同时，希

望与中国其他研究机构有更深层

次的交流与合作。”

未来，西门子希望凭借仪综

所亦庄智能制造试验平台，进

一步加强合作，包括智能制造

试验平台后续升级改造、打通

Mindsphere，以更好地服务于最

终用户、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

国内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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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

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发展综合

影响下，我国智能制造产业化正

迅速推进。但在智能制造发展过

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解

决。中国制造企业要考虑智能制

造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样

的目标，真正要解决的课题是什

e-F@ctory
中国企业智能制造的落地实践者
——访三菱电机株式会社执行董事 中国总代表，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富泽 克行先生

么？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在第

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

研讨会上有幸采访到了三菱电机

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富泽克行先生。

三菱电机作为制造行业产业

升级的重要推动者，更关注于解

决生产实际问题，为企业产生真

正的价值。富泽克行先生表示，

“三菱电机在自己工厂生产中领

悟到自动化和数据结合的重要价

值， 2003 年提出了 e-F@ctory，

解决了以前大批量生产时各个设

备之间的组网，以及网络间高速

地通信和设备间的信息互传。”

经过十多年在众多行业的实

践应用，三菱电机的 e-F@ctory

始终坚持从生产现场出发，分析

并梳理企业智能制造建设面临的

根本性问题，采取相应措施。“目

前企业在实现智能制造落地时，

是从自动化和信息化方面着手。”

富泽克行先生解释，“但如果不

改变现场生产的话，并不能真正

的实现智能化。”

据富泽克行先生介绍，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 e-F@ctory 融合了

自动化和 IT 技术，以从生产现

场出发进行经营改善为目标，充

分发挥“人、机器和 IT 的协同”，

实现柔性生产，降低供应链、工

程链的总成本，帮助企业推动并

实现智能制造，从而创造更多价

值。“把三菱电机多年的生产经

验跟相关的自动化、信息化技术

相结合，并进行输出，这是 e-F@

ctory 增加的新内容。”

谈到 e-F@ctory 中国市场的

表现，富泽克行先生表示，e-F@

ctory 和中国的制造业正好发展

到了一个好的契合点，“近几

年，智能制造在中国非常活跃，

三菱电机也在不断加速智能制造

业务在中国的落地，希望通过产

品的升级和自身智能制造的应用

探索，为客户发展智能制造提供

帮助和启发。” 作为中国 e-F@

ctory 样板工厂，三菱电机常熟

工 厂 在 设 立 之 初 则 基 于 e-F@

ctory 理念进行整体规划，不仅

实现高效生产，而且充分考虑了

降低能耗。“我们的常熟工厂已

经是众多正在转型的中国制造企

业参考的范例。” 富泽克行先

生满脸笑容地说道。                                         

现 在，e-F@ctory 已 成 为 中

国企业提升其制造和管理水平、

自身价值的最佳选择。面对中国

不少优秀企业对智能制造实施的

渴望现状，富泽克行先生给中国

企业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制定目标：根据自己

的企业状况，做未来规划的蓝

图。这个蓝图要基于对自己现有

行业、企业文化、产品定位等这

些因素的分析。

第二，了解企业现状：冷静、

客观地来分析目前自己企业的现

状，以及在整个行业内的状况如

何。

第三，规划每一步的步骤，

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这个阶段企

业须考虑到投资的时机和投资回

报率，提前规划，然后再进行下

一步。

对此，富泽克行先生进一步

补充到，仔细梳理自己企业的经

营目标，清楚实现这一目标背后

真正的驱动力和目的，进而明确

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和具体怎么

做。同时，要把这种的精神传递

到整个企业内部，让与此相关的

人员都了解目标内容，从而确保

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三菱电机也注重与

政府、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对外交

流和合作，积极参与到中国智能

制造相关的项目中。据悉，作为

工信部国家智能制造首批试点示

范项目之一，机械工业仪器仪表

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 简称：仪

综所 ) 的智能制造综合试验平台

建成并通过验收。“其中，三菱

电机 e-F@ctory 个性化相框定制

示范产线代表了日本精益制造的

技术”。这是一条可进行工业控

制网络、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

智能化产品通用技术要求、能效

评估等智能制造相关基础共性及

行业应用标准的研究与验证的示

范产线，实现了在一条产线上的

变量变种生产、产品全生命周期

管理，是真正的个性化生产。

在访谈的最后，富泽克行先

生表示，在智能制造的道路上，

e-F@ctory 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和

进化。接下来，三菱电机将结合

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以更方便的减少生产线上的

问题，实现整体价值的提升，更

有效率的促进中国制造业实现升

级转型，助力中国企业智能制造

的落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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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 4.0 为代表的新一代

工业变革正在席卷全球，几乎每

家企业都在探索尝试向工业 4.0

的转型与升级，但是，应如何转

型、哪些方面应该升级、又应如

何实现，却一直困扰着众多企业。

2018 年 5 月 23-24 日，“高

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为

主题的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

标准化”研讨会上，我们有幸采

访了 TÜV 南德意志集团数字化

服务高级顾问陈河玮先生，共同

切脉工业 4.0 转型 一企一方
——访 TÜV 南德意志集团数字化服务高级顾问陈河玮先生

探讨了工业 4.0 转型升级中“一

企一方”的重要性。

什么是工业 4.0

今天工业 4.0 这个说法已经

非常的普及，脍炙人口，甚至我

们经常会听到某某产品代表的就

是工业 4.0，或者某某技术代表

的就是工业 4.0 等等关于工业 4.0

的一些说法，但其实，这些都是

对工业 4.0 的理解的歧义。陈河

玮先生表示：“工业 4.0 是一个

概念，而工业 4.0 的转型升级就

是企业将工业 4.0 的概念融入到

企业整个 KPI 体系里面，并通

过工业 4.0 的元素提升企业方方

面面 KPI，大幅提升企业的生产

效率、敏捷性、灵活性、以及缩

短产品上市时间，使得企业获得

显著的竞争优势的过程。”

陈河玮先生表示：“在今天

万事万物都高度互联互通的发展

背景下，整个价值链中包括从原

材料到供应商、到物流，到生产、

到销售和服务等等，各种机器、

产品、零部件、人员、原材料，

各种研发工具、测试验证平台、

虚拟产品，各种工厂、生产管理、

运营管理流程，各级供应商以及

成千上万的客户，正在组成一个

前所未闻的工业领域的巨型集合

体。为了更好的分析解决如此

复杂集合体的问题，工业 4.0 参

考架构模型 RAMI4.0（Reference 

Architecture Model Industrie 4.0）

应运而生了。”

RAMI4.0 即工业 4.0 参考架

构模型，是从产品生命周期 / 价

值链、层级和架构等级三个维度，

分别对工业 4.0 进行多角度描述

的一个框架模型。也就是说，在

对工业 4.0 的分析中，需要通过

对其对象既包括工业领域不同标

准下的工艺、流程和自动化；也

包括信息领域方面，信息、通信

和互联网技术等对象、主体以及

其关系和细节的分析来实现对整

个系统的分析。

陈河玮先生表示：“在今天

万事万物都高度互联互通的发展

背景下，整个价值链包括从原材

料到供应商、到物流，到生产、

到销售和服务等等，都存在着大

量的数据交互与处理，而如何利

用这些数据，如何让这些数据融

入到整个全生命周期的超连接价

值链中，从而提升产品质量、调

整产品工艺和产品设计、降低运

营成本、改善用户体验中则是工

业 4.0 转型升级的关键。”

一企一方

即使工业 4.0 的概念理解了，

可是很多企业仍然不知道要从哪

里做起。为了实现工业 4.0 的转

型升级，不少企业配置了新的系

统、购买了新产品、增加新设备、

上新的 ERP，但由于缺乏系统

性的规划，新的元素并没有真正

融入到企业 KPI 体系中去，常

常出现新东西加了一堆，效果却

平平的尴尬局面。

陈河玮先生表示：“企业难

以有效开启他们的转型之旅，不

仅因为其对工业 4.0 的理解不深，

更重要的是没有对其现状进行过

深入的评估，没有做合理的整体

规划、没有构建完善变革实施路

线。”

为此，TÜV 南德专门推出

了 全 球 第 一 个 工 业 4.0 分 析 工

具——智能工业成熟度指数，该

工具一方面可帮助任意行业及规

模的企业更好地了解工业 4.0 概

念，评估自身设施的现状并制定

全面的转型计划；另一方面，在

转型过程中提供专业的综合测验

以覆盖工业 4.0 关键因素，平衡

理论模型的精确度与实用性，助

力企业的完美转型。与工业 4.0

和其他全球制造业升级的举措一

样，它有可能成为未来制造业的

全球标准。

陈河玮先生表示：“智能工

业成熟度指数是 TÜV 南德意志

集团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开发的，

为达到兼顾技术严谨性、实用性

以及广泛的适用性的目标，该指

数开发邀请了来自新加坡、德国

等全球多个国家的 21 位专家共

同参与，并在新加坡中小型企业

及跨国企业进行试点并积极推

行。”

据介绍，智能工业成熟度指

数由 3 个层面组成，通过 16 个

维度提供一个评估矩阵，供企业

在 1 到 2 天内评估其现有流程、

系统和结构。另外，通过评估矩

阵，分析企业当前的智能化水平，

并进行差距分析，明确企业在发

展工业 4.0 过程中需要的步骤。

陈河玮先生表示：“目前，

新加坡、西班牙、德国还有马来

西亚等全球超过 30 个公司都已

经完成了智能工业成熟度指数的

评估，而且，我们已经培训了超

过 150 个相关技术的专家。”

在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新形

势下，TÜV 南德作为全球领先

的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在智能

制造的安全保障技术领域，积极

引入国际技术，提供自己的专家

意见，对接国内需求和全球化方

向，帮助业界客户培养本地全球

化专家；为中国客户提供“一站

式”的功能安全及信息安全认证

及评估服务，通过内部资源整合

优化，将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化繁

为简，从而为客户提供“高效”“高

质”的技术服务，帮助企业更加

安全、可靠、有效的开启数字化

变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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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第一次提出透明

工厂开始，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军

企业，施耐德电气 20 多年来一

直持续地致力于对这一架构和技

术的演进和拓展。随着工业 4.0、

工业物联网、中国制造 2025 等

战略愿景的提出，施耐德电气工

业事业部智能制造业务负责人李

凯先生对透明工厂有了更为切合

实际的深入解读。

透明制造，智创未来
——访施耐德电气工业事业部智能制造业务负责人李凯先生

事实上，除了工业 4.0、中

国制造 2025，法国也提出了工

业未来的概念，即 INDUSTRY 

OF FUTURE。李凯认为，不管

提出怎样的概念，谁能帮助客户

解决问题，帮助中国客户从传统

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升级，谁才

能真正的和客户走在一起。

由于工业物联网相关技术的

出现，在底层透明的通讯和数据

采集成为可能。 但是数据采集

只是最基础的工作，“我们再次

更新透明工厂的概念，是希望把

传统透明工厂的概念做延伸”，

李凯说道，“即从关注硬件的通

讯，到更关注软的数据处理和应

用。”因此，对如今的施耐德电

气智能制造战略而言，更重要的

是如何在上层建立架构和平台，

帮助客户处理海量的数据，帮助

客户把信息准确的加工好——在

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信息用正

确的方式送给正确的人，帮助这

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五个

正确做到的话，就真正实现透明

制造的价值。”

对于智能制造的落地实施，

施耐德电气提出 3 方面的建议：

（1）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规划的时候要尽量看得长远，而

实施的时候要分步骤进行。  智

能化升级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

次企业的进化之旅。

（2）软硬结合，先软后硬：

先考虑整个生产运营体系及数字

化平台的规划，然后再根据实际

的情况考虑硬件、设备、智能化

机器人的升级，按这样的步骤来

进行，才能获得更好的实施效果；

（3）先医后药：智能化升

级的项目，不能不考虑企业的实

际情况，上来就买药，上来就上

系统。一定要先看医生，对现状

做全面的诊断，再根据实际情况

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最后去落

地实施，。采用这样的方式，客

户才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解决自

身的痛点问题。

先软后硬和整体规划，分步

实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整体规

划意味着先把整体的生产制造体

系的升级过程想清楚，包括这一

过程所需的数字化平台支撑和自

动化平台支撑。从投入的成本次

序来说，“我们建议先从整体规

划入手，首先梳理生产运营体系，

然后规划好数字化平台，再根据

实际情况引入自动化，这样的话，

对客户而言综合成本是最低的。”

采访之际，正值由全国工业

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24）秘书处

主办、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

技术经济研究所承办、中国仪器

仪表行业协会现场总线专业委员

会协办、国际电工委员会测量控

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会（IEC/

TC65) 支持的第十七届“工业自

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召开，此

次会议以“高质、高效、安全的

智能制造”为主题，立足于解决

我国制造业的瓶颈问题，精选国

内外优质解决方案，深入探讨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

先进制造技术的落地实施。“这

样的活动对整个行业而言具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我们很愿意参加

这样的活动，跟同行、客户、行

业专家多做一些碰撞，大家一起

努力找到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正确

道路，这对整个中国制造业而言

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李凯总

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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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以物联网为首的

IT 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已成为

业界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都在

以政府主导，并与企业合作推出

了相关的国家战略。在 CC-Link

协会 (CLPA) 技术部会长有马亮

司先生看来，制造业大环境的变

化下，产品生产已经从以前的同

一种产品大量生产的时代，转向

满足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根据

客户的需求向生产化的多样化的

变量生产发展。

工厂自动化主要分为生产现

CC-Link 协会解决智能制造面临的难题
——访 CC-Link 协会技术部会长有马 亮司先生

场层、生产管理层以及经营管理

层。在实际生产控制层面，如何

在保证实时性的同时，实现现场

网络与生产管理层之间网络的互

联互通，确保生产控制的高速率、

连续性和安全性，并且针对个性

化定制生产需求，实现网络系统

配置的快速调整以及最优化，成

为工业通信网络发展需要解决的

重要课题。对此，有马亮司先生

表示，CC-link 协议家族已经做

好了准备：

对应未来用户对高速网络和

大容量的要求，CC-Link IE 技术

实现了千兆的速度；对应高效、

安全、持续的生产，可以采用集

离散控制、运动控制、安全控制

功能为一体的 CC-Link IE；对应

客户量身定制的生产要求，CC-

Link IE 与 OPC UA 合作发布的

【CSP+ For Machine】配置文件

规范实现了 FA 和 IT 无缝连接

的个性化生产兼容环境；CLPA

与 PROFINET 的合作成果以及

CC-Link 协 议 家 族 将 考 虑 采 用

TSN 新技术等，解决了在全球

制造业存在的系统中多种网络混

在的问题。

CC-Link 协议家族 高效、持

续和安全的生产保障

在中国制造业向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转型的趋势下，

CC-Link 网络协议家族相关技术

在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CC-Link IE 技 术 是 CC-Link

协议家族中一种基于以太网技术

的网络通信技术，可实现从信息

层到应用层的纵向集成。其优点

是实现高速大容量的通信和系统

间的无缝融合，改善企业系统的

连通性，降低配置网络的工程

成本，以及安装和维护成本。

“CC-Link IE 的千兆工业网络具

有包容性和高度融合性，对推动

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等发展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业界增长最

快的工业以太网。”

物联网时代需要把所有的设

备联结到网络，以往因为开发成

本等原因的限制无缘网络的传统

低端设备、小型设备也开始对联

网有了需求，但相比网络的高速，

他们更关注于联网的成本和使

用的便捷性。因此，CC-Link IE 

Field Basic 应运而生，在确保与

CC-Link IE 的兼容性同时，帮助

用户更加简单地构建起网络，仅

软件即可实现通讯控制，缩短开

发时间及成本，一经推出备受市

场欢迎。

关于网络的安全，有马亮司

先生认为，需要从系统整体进行

危险分析和从设备、网络、系统

分别考虑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对此，CC-link 协会已经成立了

相关的工业以太网的工作组，进

行相关措施的制定。“CC-Link 

IE Safety 即安全通信网络功能，

它的主要特点是让不同工段的产

线实现同步停止，也可以让不同

生产线上物件搬运实现同步运

转，亦以最短的时间使生产线重

新开始运转。”

与其他协会合作 推动不同

设备、网络间的通信

现在制造业的大环境，分布

在全球各地的工厂里使用着各种

不同的网络。“网络之间必须联

合起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发

展，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

马亮司先生说道。为了满足全球

用户与设备制造商对于工厂里不

同设备、不同网络需要互通的需

求，CC-Link 协会与众多国际组

织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并陆续发

布了一些合作成果。

CC-Link 协 会 与 PI 组 织 发

布 了 CC-Link IE 和 PROFINET

互联互通“Couple”——耦合器

产品技术规范，这一技术规范发

布的意义在于用户在整合设备和

机器时，无需再头疼如何设计连

接这些不同设备和机器的不同网

关。据悉，合作伙伴赫优讯即将

发布全球第一款 Couple 耦合器

产品。

为了让设备与信息管理之间

的连接更加简单，CC-Link 协会

和 OPC 基金会共同发布了“设

备用 CSP+”的联合规范，解决

了各个设备制造厂商的设备内设

置内容、描述语言差异的问题。

“通过读入 CSP+ 的文件就可以

实现简单的设备追加，使系统的

组态会更加简单。这有助于实现

设备信息的统一处理。”

此外，CC-Link 协会为了实

现 CC-Link  IE 协议以外网络的

无缝通信，提供无缝网络通信

SLMP 协 议。“SLMP 协 议 只 需

要安装在对应其他协议的产品

上，就可以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

通信。这是我们今后准备加大力

度进行推广的一个协议。”

对于未来网络是怎么考虑

的？ 有 马 亮 司 先 生 表 示，CC-

Link 协会已经为时间敏感网络

TSN 的标准化、实用化做好了

切实的准备。TSN 技术是在以

太网中将不同的通信按照优先顺

序分割成不同的时间段，这与

CC-Link IE 将控制数据传输区域

分割开的理念相似。“我们正在

研究、开发与 TSN 技术相关的

验证测试。在 TSN 国际标准确

定之后，将按照其进程同时推出

相应的产品。”据他介绍，CC-

Link 协会中的董事会员参与了

TSN 国际标准的制定。

访谈最后谈及 CC-Link 协会

在中国的市场发展前景，有马亮

司先生表示，CC-Link 协会已经

在摩拳擦掌：“中国是发展最快、

最有发展前景的重要市场，CC-

Link 协会持续和合作伙伴、最终

用户一起，参与到中国的智能制

造市场，为中国制造业的革新和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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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蒸汽机开始，自动化彻底

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逐渐进

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可以

说，在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

自动化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未来已来，自动化正在被赋

予更多的内涵、更强的使命。

2018 年 5 月 23-24 日，“高

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为

主题的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

标准化”研讨会上，我们有幸采

访了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区

代表范斌女士，共同探讨了自动

只为更炫酷的自动化
——EtherCAT 与 TSN 的最佳匹配
——访 EtherCAT 技术协会中国区代表范斌女士

化发展新征程中集成了 TSN 的

EtherCAT 技术将带来的惊喜。

TSN 是什么？

在未来的工业网络应用中，

同一个网络中需要集成不同类

型的设备和不同类型的通信，

这些在异构网络中的设备之间

进行实时性数据交互的需求正

是时间敏感网络 (Time-Sensitive 

Networking， 简 称 TSN) 的 用 武

之地。

范斌女士表示：“与传统的

基 于‘Best effort’ 方 式 的 普 通

以太网相比，TSN 具有非常显

著的优势：在 IEEE 802.1 环境中，

TSN 可以尽可能快地转发数据

帧，并且不会因拥堵而导致丢帧。

它的原理是 TSN 会预留部分带

宽作为‘Stream’( 数据高速通

道 )，用于传输对时间确定性要

求更高的通讯，剩余的带宽用于

普通的数据传输 (‘延迟通道’)，

从而实现实时数据和普通的以太

网数据同步传输的需求。”

TSN 卓越的优势在各行各

业都相当引人瞩目，比如：体育

赛事的现场视频传输、大型音频

设施、增强现实（AR）、车载

电子设备等领域中，TSN 都能

够在不关闭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快

速更改数据流，并且，由于布线

减少而得以大大提高从模拟设备

切换到以太网或无线的灵活性，

而非常精确的时间同步将极大的

减少丢帧率以及提高系统对故障

做出快速反应的可能性。

同时，范斌女士也指出：

“TSN 不是一种现场总线技术，

它是一系列标准，并且这一系列

标准尚未完全发布。”

EtherCAT 与 TSN 的最佳匹配

TSN 的 实 时 性 是 通 过 在

TSN 中建立数据高速通道实现

的。那么，对于现场层的数据通

讯，通常是节点数众多，响应要

求快，周期性循环的通讯，如果

直接通过 TSN 连接带有 n 个节

点的系统，就要求建立 n 个数据

高速通道。这显然会影响其他类

型的数据通讯，并且在网络配置

方面也是不切实际的。

范 斌 女 士 表 示：“TSN 真

正的用意在于异构网络的搭建，

且 TSN 的两个主要性能缺陷是

无法改变的，即针对小数据量的

以太网帧处理效率以及复杂耗时

的转发过程。TSN 只是一个基

本的通信标准且不提供应用层。”

而为了将 EtherCAT 的应用

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异构网络环境

中，EtherCAT 技 术 协 会 (ETG)

将时间敏感网络 (TSN) 技术补充

到 EtherCAT 中。这种补充方式

并不是将两种技术混合，而是定

义了为使用 TSN 高速通道所做

的 适 配 性 改 变 ——“EtherCAT 

TSN 通信行规”。该行规没有

选 择 特 定 的 TSN 元 素， 为 主

站和从站网段适配器上转发的

TSN 高速通道提供所有选项。

只需要主站系统提供商集成高速

通道功能，系统集成商选择适用

于 TSN-EtherCAT 网段适配的组

件即可。并且，通信行规的方式

不会改变 TSN 标准。由于 TSN 

在 IEEE 的规范尚未完全完成，

因此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简化对

最终版 TSN 技术规范的适用性。 

ETG 一 直 积 极 参 与 IEEE 

委员会的工作，从最初期就积

极支持 TSN 的研发，并正在与 

IEEE 802.1 工作组协商相关规

范。因而，ETG 能确保从官方

渠道及时获得尚未确立的 IEEE 

802.1 规范，从而使 EtherCAT 利

用 TSN 的扩展技术几乎可以与 

TSN 的研发保持同步。

范斌女士表示：“该方案下，

通过 TSN，多个工业控制器都

可以通过以太网网络与多个不

同的 EtherCAT 网段进行实时通

讯。此过程中无需对 EtherCAT 

从站设备进行更改，即：所有具

有高性能特性的 EtherCAT 设备

协议将被完整保留。同时，TSN 

还扩展了用于控制之间通讯的

EtherCAT 自 动 化 协 议 (EAP)，

从而使得 EtherCAT 在控制层上

更具有确定性。并且，通信行规

的方案也将帮助自动化组件的制

造商、机器制造商以及技术专家

更为合理的使用 TSN。”

更炫酷的自动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自

动化应用呈现越来越复杂、越来

越庞杂的态势，一个系统、一个

网络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设备的

互相协作与集成，以及越来越多

的视频、音频、图像等多媒体及

各种传感器的输入输出与控制系

统紧密结合的全新控制要求，尤

其在一些炫酷的自动控制系统的

应用中，比如，舞台上炫酷的艺

术渲染的控制系统，汽车的无人

驾驶系统等。

范斌女士解释道，在异构网

络中涉及到机器控制 ( 多节点、

高速响应、硬实时性要求 ) 时，

EtherCAT 和 TSN 可以这样集成

使用：采用 EtherCAT 网段，每

一个 EtherCAT 网段 ( 含有多个

（下转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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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等领域的核心企业和技术

组织，华为、海尔、航天云网、

西门子、三菱电机、恩德斯豪斯

等国内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

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以及安全和能效等不同层面介绍

了应用实践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

有限公司市场产品部经理王雪峰

博士发表了以“恩德斯豪斯布局

数字科技，助推中国智能制造”

为主题的精彩演讲，重点介绍了

恩德斯豪斯在数字科技方面的最

新 研 究 成 果：“Heartbeat 心 跳

专利技术”，分享了恩德斯豪斯

在流程行业现场仪表智能检测、

安全运维以及结合仪表大数据助

推精益生产的经验和案例。

在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

标准化”研讨会的现场采访中，

王雪峰博士进一步解释到，智能

制造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由顶

层设计和产业现实相结合而发展

衍生的。这里离不开顶层引导，

也要得益于全球产业趋势变化，

还要归功于技术层面的储备，所

有的一切都在助力和支撑着智能

制造的发展和壮大。

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发展

往往伴生着市场竞争和压力，无

数的制造企业包括恩德斯豪斯都

在发展过程中找寻前进的方向和

答案。现如今随着计算机、移动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瓶

颈不断被突破，工业仪表的智能

化程度越来越高，收集反馈的数

据类型越来越多样。但从实际使

用的角度来看，企业如何结合大

数据带来的便利为生产工艺有效

增值并不容易，在摸索的过程中

需要大胆地探索和不断地尝试。

从恩德斯豪斯的视角来看，中国

智能制造主要解决 3 个维度的问

题：

第一个维度，标准先行。任

何技术的发展的都需要标准的指

引和规范。这方面恩德斯豪斯与

仪综所的全面合作就是企业积极

参与国家标准化机构推动标准制

定与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和举

措；

第二个维度，做好内功。国

家智能制造需要产业的支撑，企

业自身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恩德斯豪斯不断推动技术

的发展，不断尝试突破现有技术

的瓶颈和壁垒。进入数字化、智

能化时代，将技术结合产品满足

客户不断丰富地使用需求是恩德

斯豪斯一直不变的追寻目标。

而在践行的过程中我们倡导的

“Heartbeat 心 跳 技 术” 将 真 正

助力生产企业实现智能检测、智

能运维并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工

厂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个维度，产业合作。新

时代下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完

整覆盖整个产业链条，技术的发

展让模块化和集中度成为生产企

业最大的挑战。产业合作是企业

必然的选择。企业之间秉持开放

的态度加强相互之间技术、商贸

合作将有助于效率提升并最大程

度地降低技术变现的投入产出

比。在这方面恩德斯豪斯积极参

与各类协会、学会、标委会的工

作，非常重视与业内公司的合作

与联动，也从多年的持续投入中

不断收获信任和需要。

最后，当被问及中兴事件对

我国智能制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时，王雪峰博士表示，中兴事件

折射出几个信号：我们能看到中

国跟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虽然

在不断缩小但依然存在。在先进

制造业我们要想实现“独立自主”

还有很长的路。虽然前路漫漫，

但我们方向明确，国家政策清

晰，扶持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工业第四次革命浪潮中缩短、

赶上甚至局部超出我们与发达国

家之间技术差距是完全有可能也

是一定有机会的。回归到传统的

流程行业，我们同样看到中国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国家已经为制

造企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智能

制造”，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凭

借这股东风、踏实苦干、助推传

统行业的真正腾飞。

恩德斯豪斯布局数字科技
助推中国智能制造
——访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市场产品部经理王雪峰博士

全球新的经济形势下，工业

转型升级再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成为拉动经济复兴的重要

引擎。在由机械机械工业仪器仪

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以下简

称“仪综所”）承办的以“高质、

高效、安全的智能制造”为主题

的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

研讨会上，汇聚了国内外智能制

造、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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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主题为“高质、高效、

安全的智能制造”的第十七届“工

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在北

京举行，此次会议致力于梳理制

造业瓶颈问题，探讨智能制造落

地实践，吸引了超过 500 位行业

用户、供应商、集成商代表和研

究院所专家参会。

随着产业对智能制造的理解

与实践逐渐深入，开放互联、高

效灵活和可靠安全的智能化生产

智能制造  标准先行
——访国际电工委员会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会

（IEC/TC65）秘书长 Rudy Bell iardi 先生

对硬件设备、软件工具和信息技

术提出新要求。无论是现场设备

的互联互通，还是边缘计算和云

计算的智能应用，标准化工作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电工委

员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

员会（IEC/TC65）秘书长 Rudy 

Belliardi 先生在此次会议上进行

了精彩演讲，分别就标准化工作

意义、工作重点与 IEC/TC65 近

期进展与到会观众进行沟通交

流。

制造业正快速发生变化，系

统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而技术的

融合趋势也更加明显，具体项目

中面临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要求

从业者不能从单独的角度思考问

题，要从产品品质、可靠性、能

源效率、环境保护和工业安全等

多个角度展开。另一个显著是变

化越来越多的传感器件得到应

用，现场数据的大量产生对于数

据的分析、处理与应用提出了新

要求。此外，新技术正快速出现。

例如，针对不同类型和需求的数

据流融合所推出的时间敏感网

络（TSN）正快速成为业界的焦

点。对于此次会议所关注的智能

制造，Rudy Belliardi 先生强调智

能制造的目标是不断优化生产，

持续改善产品，大规模定制化要

求从设计、生产、分销和售后服

务等制造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上

进行重新定义与思考，联合设计

和运营反馈对于智能制造将尤为

重要。

Rudy Belliardi 先生指出，采

用信息及信息技术持续提高生产

全生命周期的生产绩效可以被视

为智能制造的一般性定义。基

于近 400 个已制定的国际标准文

件，IEC TC65 已可以对智能制

造提供全面支持，大量所需的后

续标准也将被囊括在 TC65 中。

目前，TC65 涵盖 30 个国家，拥

有近 50 个联络组织，而且将根

据需求扩大联络组织团队，以

满足智能制造的要求与发展。

TC65 具有一个高度充满活力的

专家团队，包括 58 个工作组，

650 多名专家。制定参考模型、

信息模型，确定缺失标准，协

调不同组织，识别必要的新标

准，提出适当的新工作项目提

案 (NP) 等是当前的重要工作。

Rudy Belliardi 先生强调，互联互

通的可靠性和网络安全性必须给

予足够的重视，需要让供应商保

持各自保密性的前提下开展合

作。

Rudy Belliardi 先 生 表 示，

TC65 希望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

去促进产业的发展，除了垂直层

面的自动化，还有整个生命周期

的水平层面的自动化，必须保持

整体性思维，需要与不同的供应

商和行业协会保持紧密协作，涵

盖智能制造、数字工厂、安全、

可靠性、生命周期管理等不同领

域。近年来，中国的技术标准化

工作取得了快速发展，庞大的市

场规模，丰富的制造类别，也让

中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有着自身的

优势，而中国企业和用户也必将

在智能制造的创新实践中发挥重

要作用。

EtherCAT 节点设备 )，通过 TSN

交换机建立的一个高速数据通道

与主站相连。而基于共享帧方式

的 EtherCAT 由于网络中多个从

站设备的数据可以在同一个数据

帧中传输，EtherCAT 连到 TSN

网络中后，TSN 配置将更加容

易并高效。整个 EtherCAT 网段

仅需要设置一个 TSN 的“高速

通道”，而且保证了在异构网络

中 EtherCAT 网段中所有设备与

其他类型设备及 EtherCAT 主站

的实时通讯。

范斌女士表示：“EtherCAT

和 TSN 的集成在保障了设备本

身控制性能的同时，能够更简化、

更高效的实现更多复杂的功能，

势必将给自动化未来的发展带来

更多的可能。”

EtherCAT 与 TSN 的集成堪

称“两全其美”，未来已来，

EtherCAT 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充

分准备。 

（上接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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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智能制造行业正处于

快速发展时期，中德两国政府和

企业高度重视两国在智能制造领

域展开的交流与合作，确立了政

府搭台、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共

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形成了以智

能制造为切入点、多领域合作齐

头并进的良好态势，为进一步推

动务实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从“工业 4.0”作为一个

独立部分，被明确写入《中德合

作行动纲要》，“工业 4.0”也

成为中德合作的重要内容。在近

中德加强工业 4.0 关键要素的合作
——访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主管 Jens Gayko 先生

期举办的第十七届“工业自动

化与标准化”研讨会上，德国

工业 4.0 标准化委员会主管 Jens 

Gayko 先生发表了技术演讲，并

在会议现场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

访，进一步阐述了开展工业 4.0

关键要素标准化国际合作的必要

性。

“智能制造，标准先行”已

成为中德两国的共识。据悉，智

能制造 / 工业 4.0 标准化是中德

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的重要工作领

域，成为中德两国政府、行业和

企业标准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

向。

Jens Gayko 先生首先解释了

为什么智能制造需要标准先行。

“我们最终目标是机器与机器互

联互通，将网络层与物理层相连。

若想将设备连接在一起，设备之

间需要相互沟通，需要有共同的

语言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标准

化是非常必要的，人和人、人和

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都要能进

行足够的交流。”在 Jens Gayko

先生看来，工业 4.0 不仅仅是单

一的技术，而是纵向的、技术的

集成，更关注整个工程的生命周

期，同时也需要考虑人的因素。

Jens Gayko 先生表示，在智

能制造方面，很多技术组织都参

与了标准制定，随着技术的融

合，这些参与方之间需要更多的

配合，不管是从组织还是技术角

度都有挑战，“不同组织有各自

的规则，各种监管的规范等。国

际标准组织希望避免一些冗余标

准的开发，通过协调避免资源和

努力的浪费，这需要合作伙伴相

互的协调和配合。”

在德国，发挥协调作用的是

德国工业 4.0 标准化平台。在这

一机制下，国家层面汇集专家共

同讨论，最终形成路线图，涉及

到参考架构、工业 4.0 的组建、

语义、管理壳以及用户案例等。

据 Jens Gayko 先生介绍，参考架

构是指德国电工电子与信息技术

标准化委员会 (DKE) 公布的工

业 4.0 参考架构模型（RAMI 4.0）,

对德国的工业 4.0 标准化工作进

行顶层设计，汇集产品开发、生

产全过程。“工业 4.0 的核心要

素就是工业 4.0 的组件。其中，

管理壳是重要组件。”管理壳是

对真实物理世界资产的虚拟呈

现，建立起资产生命周期的一个

数字孪生工具，让人在生产、具

体的资产利用过程中进行模拟和

调整。“管理壳随着产品在不同

层级进行设置。因此，管理壳支

持整个资产全生命周期的使用。

生产步骤仅是一个小小的环节，

考虑生产之前的设计、规划步骤

和后续的销售服务等等，能够带

来更大的价值。”

2017 年，德国工业 4.0 标准

化委员会发布 3 个报告：参考模

型研究报告、预测性维护路线图、

信息安全白皮书。其中，德国提

出的工业 4.0 参考模型和中国智

能制造标准架构有所不同，“我

们目前重点是推动双方专家达成

共识，了解双方的需求。通过比

较架构，生成对比报告，试图将

两个模型之间建立联系，在未来

实现进一步的协调，推出更适用

的架构。这是我们合作机制的一

个例子。”同时，中德双方关注

的通信协议、信息安全、预测维

护等是工业 4.0 及智能制造的关

键要素，中德专家共同绘制了相

关的标准化蓝图。“中德双方专

家共同开发了信息安全白皮书，

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谈及中国科研机构、企业在

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努

力，Jens Gayko 先生说中国在这

方面的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来自中国的专家在国际标准

化工作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领

导角色，“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

如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SAC，

类似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

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仪综所”）

的研究机构，以及来自工业企业

的专家们勇于承担责任，为国际

标准化工作做出了贡献。如仪综

所持续参与中德智能制造标准化

工作组历次会议，并承担了许多

重要工作，获得了国际上的一致

认可。”

访谈的最后，Jens Gayko 先

生对这次以“高质、高效、安全

的智能制造”为主题的研讨会给

予了高度的称赞，他认为通过研

讨会的进一步交流沟通，为中德

双方下一步将进行的工作提供了

潜在的合作话题。“预测维护将

是个重点话题。随着通信协议、

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中德双

方在无线技术 5G、通信协议的

信息安全等方面有更加深入的探

讨，让人对未来更多成功的合作

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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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贝加莱，业界都知道这

是一家以技术创新见长的公司，

在助力中国制造实现智能制造的

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引领者的角

色。在中国本土市场，贝加莱不

仅为客户带来高性能的控制技

术，更是深入应用行业，为用

户持续提供集成行业 Know-How

的集成解决。在贝加莱工业自动

化（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方

郑看来，正是持续的研发以及对

本土市场的深入理解确保了贝加

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贝加莱：在持续创新中不断精进
——访贝加莱工业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方郑先生

软件控制的一体化技术

智能制造让 IT 和 OT 融合

成为趋势，使工业现场的数据和

上层信息系统衔接。制造商更加

强调生产的效率。那究竟如何做

到智能生产，方郑认为，关键在

于软件和算法。而贝加莱软件的

核心正是 mapp。

基于丰富的行业经验，贝

加莱为客户提供在其 Automation 

Studio 平 台 基 础 上 开 发 出 来 的

mapp 模块化开发应用软件，该

软件基于软件复用和组件技术，

采用标准的 PLCopen 进行应用

的封装，可通过提高已有的行业

软件封装，对智能装备进行高效

的开发支持。“对客户而言，拿

来即用，仅仅通过简单的参数设

置就可以建立整个机器的应用软

件开发，除了工艺模块，mapp

中还包括 OEE、能耗、云服务

等与运营管理相关的模块，为运

营维护提供便捷。”

以吹灌旋一体机为例，这是

一种生产饮料瓶子的常用设备，

通过吹瓶、灌装、旋盖生产饮料。

以前，吹灌旋的机器是分成不同

厂家生产的，这就大大影响力饮

料生产的效率，为了缩短产品的

上市时间，贝加莱将三种工艺集

成在了一起。

“三种工艺的集成会带来了

全新的挑战，比如不同的工艺、

设备和步骤之间的数据如何交

换？灌装过程中的精度问题如何

解决？”方郑告诉记者，“这些

都需要软件的控制来实现，而背

后是非常复杂的算法。使用贝加

莱基于 mapp 的开发，工程师的

开发工作仅需要软件配置就可以

完成，大幅提升机器人的开发效

率。”

作为中国制造业的紧密合作

伙伴，贝加莱持续伴随着中国制

造业的发展，面对制造业用户发

展不平衡的现状，贝加莱希望通

过 mapp 软件技术让用户的应用

能力得到封装，最终在市场上形

成差异化竞争力。

生产工艺的革命性提升 

智能制造非常显著的一个特

点个性化大规模生产，这对产线

的调整带来很大挑战。以汽车生

产为例，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可

能会生产宝马 X5，也可能会生

产 MINI。制造对象的不同导致

生产线必须做出一些调整。以前，

调整生产线的办法就是改变生产

机器，但是调整设备类型或者机

械尺寸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为了

缩短上市时间，就需要尽可能用

小的改变适应尽可能大的需求的

变化。

贝加莱开发的新一代柔性电

驱输送系统 SuperTrak，致力于

解决生产中遇到的“灵活性”问

题。通过在长导轨上运动的多组

动子进行被加工对象的柔性输

送，并与机器人进行配合，可实

现生产的快速定位、CNC 跟随、

系统仿真、波动抑制等功能。“它

类似一辆高速移动的磁悬浮列

车，可以提供极为灵活的生产变

换，通过软件的设置实现速度、

位置的同步关系变化，进而实现

生产的重组 - 以适应新的变化的

订单。”方郑补充道。

目前 SuperTrak 已有多个成

功案例，包括苹果手机代工厂生

产线。这充分证明 SuperTrak 非

常适用于生产节拍快、产品批次

转换时间短的柔性生产应用环

境。在半导体制造、食品与药品

包装、饮料罐装等应用领域，

SuperTrak 可以提供最大生产灵

活性以实现最大规模定制，为原

有生产工艺带来革命性提升，充

分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如今，贝加莱立足本土，助

力中国制造实现智能化转型的发

展还在不断精进。随着 ABB 的

收购整合，贝加莱将充分利用

ABB 的资源，在持续研发投入

下，实现 1+1 ＞ 2 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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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产业

联盟理事长单位，北京东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

科技”）凭借在工业通信领域向

上层工业操作系统和底层交换芯

片的积极拓展，近年来一直着力

于打造工业互联网大格局。在以

“高质、高效、安全的智能制

造”为主题的第十七届“工业自

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上，民族

品牌企业——东土科技公司技术

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薛百华先生题

为“自主可控宽带总线与网络”

的主题演讲，介绍了东土科技在

夯实根基 打造“智造”的
自主可控完整生产链
——访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经理薛百华先生

自主可控宽带总线及网络交换芯

片方面的进展，让与会者眼前为

之一亮。

东土科技公司作为中国工业

互联网技术创新引领者、国际工

业控制技术变革者，致力于网络

化工业控制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

实践，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以太

网通信技术、基于 IPV6 的宽带

实时现场总线技术、基于网络控

制的现场控制器技术、基于云控

制的工业服务器技术以及适应网

络化控制的精密时钟技术、控制

数据安全可信等技术。“演讲中

侧重介绍了基础芯片，但其实东

土产品众多，我们强调自主可控，

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工业互联网发

展中受制于人的技术和产品，夯

实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根基，打

造自主可控的智能制造完整生产

链。”薛总在会后的现场采访中

表示。

为了打破国外品牌对现场总

线的垄断，东土科技研发了自主

可控实时Intebus宽带总线技术，

Intebus 宽带总线的体系架构是

由基于 OFDM 的物理层、数据

链路层、应用层构成，技术特点

是采用 OFDM 正交频分复用的

技术，充分利用双绞线的带宽资

源。并且两线以太网的精确时钟

同步，可基于 TSN 的调度实现

多业务承载和实时交付。据薛总

介绍，围绕 Intebus 宽带总线在

芯片上的应用发展，东土科技将

相继推出传输距离 500m、传输

带宽 100Mbit/s、TSN 调度粒度

8μs 的 Intelbus-PHY；TSN 调 度

粒度缩短至 4μs 的 Intelbus-SOC-

ARM；传输带宽提升至 200Mbit/

s 的 Intelbus-SOC-ARM；传输带

宽达 500Mbit/s、TSN 调度粒度

4μs 的 Intelbus-SOC-ARM 等多款

宽带总线产品。

为了打破国外品牌对网络

的垄断，东土科技研发了自主

可控 KD 系列网络交换芯片。

薛 总 在 演 讲 中 采 用 KD5660、

KD56848、KD5983 芯片与其他

品牌进行了数据对比，并介绍了

KD 系列芯片的众多技术特点，

如高性能纵向安全加密认证、全

报文多窗口深度报文检测 (DPI)、

支持专网通信路由协议、支持新

一代智能电网延时测量的技术标

准，以及支持 TSN 时间敏感标

准等等，这些芯片构建了工业互

联网骨干网络。

同时，在操作系统方面，东

土科技布局的 Intewell 工业互联

网操作系统 / 云平台已于去年底

举办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

发布。全球工业互联网技术目前

仅关注于控制层以上的数据应用

及分析，没有实现软件定义工业

控制（SDC）和软件定义工业流

程（SDP）；国内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则过多关注于工业制造的多

功能和综合性，二者均缺乏对工

业控制体系的统一管理和业务聚

焦。Intewell 采用全球首创基于

IPV6 的实时宽带现场总线，将

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工业控制

及智能制造的各个领域，实现软

件定义工业控制单元、软件定义

工业控制流程，广泛推进人工智

能在智能工厂和协同制造中的深

度应用，实现实时性和云服务统

一。东土科技将 Intewell 视为网

络信息化技术在制能制造领域广

泛应用的支撑平台软件，是中国

智能制造技术国产化自主可控的

核心技术。

“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是

把这些缺失的部分打通，下一步

构建硬件和软件的产业链，打造

本土适用的、可靠性强、安全性

强、效率高的智能制造产业链。”

薛总表示，“这并非东土科技一

家之力所能完成的，需要我国更

多的民族品牌联合起来，共同打

造我们自主可控的智造体系，尽

早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东土科技借助工业互联网技

术为各行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智慧工

业、智慧城市、智慧军事、智慧

能源，并做到“自主可控、技术

超越”。在第十七届“工业自动

化与标准化”研讨会上，薛总同

样跟大家分享了针对这几大领域

的几个自主可控应用案例，如自

主可控芯片在智能交通的应用、

两线以太网总线与自动化仪表的

结合应用、自主可控芯片用于生

物质能源的监控系统、成飞智能

制造信息系统中的应用等等。

访谈期间，薛总表示，虽然

制造领域处于产业链的底端，制

造业自身带来的增值是最小的，

但它是实现整个创新价值的关

键。现如今很多企业都在抢滩智

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但必须直

面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夯实制

造业的根基，了解什么才是我国

制造业发展最缺乏的、急需补课

的。作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技

术领导者、国际工业控制技术变

革者，东土科技坚信，《中国制

造 2025》要靠全国产化民族品

牌来实现，而东土科技已经用实

际行动做好了准备，芯片级的自

主可控、操作系统级的自主可控、

协议自主可控以及产品级的自主

可控，只有坚持走自主可控、安

全可信的科技强国之路，我国制

造才能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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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一直是工业生产从来

就绕不过去的话题，拥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通常，工业安全可以

分成 3 类，即功能安全、物理安

全和信息安全。在过去几十年的

时间里，功能安全在过程工业和

机器制造领域都已经深入人心，

得到了完整的规范和评估，而大

多数企业尚未重视信息安全。随

着近年来物联网、IT 技术不断

融入到工业领域，层出不穷的信

两个人的“探戈”——功能安全和信息安
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访希马（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Peter Sieber 先生

息安全事件引起了越来越多企业

的重视，信息安全成为了当前关

注的热点。

那么，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

有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在

确保功能安全的同时做到信息安

全呢？

近日，恰逢全球自动化安

全解决方案厂商——希马（上

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Peter Sieber 先生应邀参加第十七

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

会，本刊记者就此热点问题进行

了采访。

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

Peter Sieber 先生通过讲述了

一次飞行经历说明了功能安全与

信息安全两者的关系。一次飞行

途中，他突然发现飞机上的娱乐

系统重启了，此时飞机仍处于飞

行状态，那自然会担心飞机会不

会被网络攻击了？很显然，飞机

并没有出现运行故障。首先这是

视频上面的故障，而飞机上的视

频系统和机上引擎是两套独立的

控制体系。考虑一个子系统出故

障的情况下，怎么保证这个故障

是可控的，这一点很值得重视。

同时，它也说明了我们需要思考

一下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分析时首先要明确几个方

面：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所关注

的领域完全不同。功能安全更多

是对故障的管控、管理和预防，

但是对于信息安全更多考虑的是

服务是否被拒，会不会出现病毒

软件或者恶意软件，还要考虑密

码的管理体系等。而功能安全和

信息安全，不一定默认相互关联。

比如说你可能对于功能安全有一

定的要求和建议，但这并不意味

着会有对等的信息安全的保障，

因为两个系统是独立的。但是同

时，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是相互

影响的，如果没有信息安全也就

没有功能安全。

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好比

双人共舞探戈，需要协调统一才

能在功能上、应用上都保证安全。

Peter Sieber 先生透露，IEC

已经组织国际专家研究如何协

调 功 能 安 全 标 准 IEC 61508 和

工控网络与系统信息安全标准

IEC62443， 有 望 在 今 年 7 月 对

外发布技术报告结果（IEC/TR 

63069）。

实现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的

指导原则

Peter Sieber 先生坦言，同时

实现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确实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作为

全球领先的工业智能安全解决方

案的独立供应商。凭借 110 年的

行业经验，HIMA 专家团队专注

于研发定制解决方案，致力于提

高工厂的功能安全性、网络安全

性和盈利能力。HIMA 已经进军

信息安全领域，在产品自身过硬

的功能安全与网络安全的技术前

提下，目前已经推出了兼顾功能

安全和信息安全的系统架构模

型。

Peter Sieber 先生建议，要同

时实现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用

户不应局限在细节之中，而是要

从全局规划整体的安全策略。要

将安全统一起来，需要遵守三个

指导原则：

第一，功能安全的保护，信

息安全要有效的保护电的 / 电子

的 / 可编程电子系统并保证其正

常行使其安全功能，功能安全的

评估要建立在有效的网络安全措

施的基础上。

第二，实现二者的兼容性，

信息安全和功能安全功能之间要

互不干扰。 

第三，网络安全措施的保护，

在执行安全功能的时候不能够对

信息安全措施起反作用。

在这三个指导原则之下，用

户可以先把所有的相关设备清单

列出来，然后看每个设备之间是

否有相互关联性，最后找出每个

设备的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之间

的联系和影响，经过这三步就可

以为实现功能安全和信息安全奠

定好的基础。

HIMA 的“探戈”持续时间更

长

现在工业安全厂商众多，那

么作为安全领域的技术引领者，

HIMA 具 有 哪 些 优 势 呢？ Peter 

Sieber 先生给出了一个生动的回

答：HIMA 的“探戈”持续时间

更长。

在 Peter Sieber 先 生 看 来，

首先，HIMA 是一家有着百年历

史的家族企业，专注研发定制安

全解决方案，所提供的都是长生

命周期的安全解决方案，这对于

过程工业中的生命周期往往长达

15-20 年的生产装置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

其次，HIMA 现在开发的操

作系统和硬件产品，95% 都是

（下转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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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应该怎样推进？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无疑是一条切

实的路径，这意味着推进过程除

了做好整体架构，顶层框架或者

系统设计，同样需要传感器，功

能安全系统等组成单元发挥作

用，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

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韩晓霞表

示，这正是倍加福的思路。

智能制造的必经之路

根据 IEC61508 电气电子可

功能安全系统为智能制造保驾护航
——访上海倍加福工业自动化贸易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韩晓霞女士

编程控制系统安全标准，功能安

全指一个系统发生随机失效，系

统性失效，共因失效等情况时，

仍不会导致人员伤亡，重大设备

和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等严重问

题。

韩晓霞认为，功能安全和智

能制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如果说智能制造是最终目标，

那么功能安全就应该是一条必经

之路。功能安全系统必须要贯彻

到智能制造的全过程，为智能制

造保驾护航。同时，在智能制造

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

新的功能安全需求，从而它促进

功能安全系统向更深入，更全面

的方向发展。”

建立有效的功能安全系统

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功能安

全系统？韩晓霞表示应该有法可

依，有据可查。“法”指的是法

律法规，即从政策层面上规定所

有涉及到功能安全的系统，必须

按照相应的规范或标准进行设

计，否则将不允许投放市场。“据”

则是指安全标准。有了政策的支

持之后，将安全标准细化到各个

行业，让每一个制造商都能有一

个准确权威的设计依据。

在实施安全系统的过程中，

安全性与可用性的平衡是经常会

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并不是所

有的系统都要采用最高的安全等

级，而只需选择一个适用的安全

等级。在进行系统设计之前，

企业首先要对设备或者系统进

行风险评估，确定它需要的性

能、等级以及系统安全等级。

ISO12100-1 则是风险评估要遵循

的国际标准。

 “近几年，国内功能安全

标准推进力度很大，各大会议中，

众多专家都对功能安全的话题展

开深入讨论。”韩晓霞认为，机

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

究所在国内安全标准化方面进行

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安全系统的应用

所有的安全系统都不是一个

单独产品可以实现的，它一定是

个闭环系统，包涵安全输入，逻

辑控制和安全输出，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

系统安全性能的降低。针对功

能安全领域，倍加福提供面向

大型安全网络的 Safelink 安全耦

合技术，G10 Safety 模块化安全

技 术 和 产 品， 基 于 PROFINET

和 PROFIBUS 的 安 全 总 线

PROFIsafe 等多样化组合，由于

具有 TOA 认证证书，绝大部分

产品可以适用于 SIL3、PLe 的应

用场合。以 Safelink 为例，它可

以组建更大的安全网络，安全信

号和标准信号共用同一个网络，

通过 Ethermet 诊断接口进行安

全通讯，不需要额外布线。

作为传感器设备的制造商，

倍加福在开发所有功能安全产品

的时候，都会充分考虑并且严格

按照功能安全的标准来执行和设

计。这也反映出倍加福公司对功

能安全领域的投入和关注。 

自己自主开发，也就是说 HIMA

不用现成的商业软件开发，基本

上都是自有的软件系统，而且微

处理器也是自行研发的，不受微

处理器生产商的影响，所以说有

独立性也就有更高的安全性。

此外，HIMA 硬件产品内部

的 CPU 和通信电路之间采用网

关隔离，并在安全区域边界采用

防火墙隔离打造一个 HIMA 网

络安全环境，即便受到外部攻击

也不会影响到核心的重要数据。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使

用 HIMA 产品与国际标准对接，

IEC 等一些国际标准都有 HIMA

公司的参与和支持。

在采访最后，Peter Sieber 先

生引用一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

话作为总结送给大家，“当今世

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但是它之

所以危险，不是因为有恶人，而

是因为人们对于危险熟视无睹”。

所以 Peter Sieber 先生呼吁大家

一起行动起来，同时做好功能安

全和信息安全，两者步调一致才

能跳好这一支工业安全的”探戈

之舞”。

（上接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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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面对物联网的浪潮，

为了建设智能工厂，越来越多的

设备连接并产生前所未有的数

据。设备和机器不同协议间的互

联、互通、互操性成为需要业界

共同解决的挑战。为了更好的从

数据提取价值，行业正在转向

更先进的通信协议。对此，OPC

基金会和 PLCopen 国际组织加

强合作，希望通过合作提高设备、

企业间数据共享的质量和效率。

PLCopen 与 OPC UA 结合，
让设备间通信变得更容易
——访 PLCopen 国际组织主席 Rene Simon 先生

近期，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

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24）秘书处主办、机

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

究所（以下简称“仪综所”）承

办的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

准化”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PLCopen 国 际 组 织 主 席 Rene 

Simon 先生在此研讨会上发表了

“PLC 技术发展趋势与标准制定”

的精彩演讲。在研讨会现场，本

刊编辑专门采访到了 Rene Simon

先生，深入解读了 PLCopen 与

OPC UA 的具体结合。

Rene Simon 先 生 首 先 简 单

介绍了国际组织的基本情况。

PLCopen 国际组织有不同的工作

组，各工作组由 PLCopen 成员

组成，共同制定 PLCopen 规范，

使得成员能够对规范产生影响。

对于用户而言，有了基于标准化

的产品，能够减少培训成本，可

以交换产品信息。“PLCopen 的

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不是一个盈

利性的组织，类似 FieldBus 组织、

Ethernet 通信组织，都是独立于

生产商和产品的组织机构。”

Rene Simon 先生表示，越来

越多的企业和技术标准组织关注

OPC UA。“作为一项 IEC 标准，

OPC UA 是一个使得不同操作系

统和不同制造商的设备之间可以

进行数据交互的技术标准，或者

说 是 规 范。”OPC UA 是 OPC

基金会提供的新一代技术，提供

安全、可靠并独立于厂商的数据

传输，跨越制造层级、生产计划

层级和 ERP 层级。它以统一的

架构与模式，既可以实现设备底

层的数据采集、设备互操作等的

横向信息集成，还可以实现设备

到 SCADA、SCADA 到 MES、

设备与云端的垂直信息集成。

OPC 基 金 会 和 PLCopen

国 际 组 织 合 作 制 定 了 表 示

IEC61131-3 体 系 结 构 模 型 的

OPC UA 信息模型。即，将 IEC 

61131-3 标准映射到 OPC UA 信

息模型。“这次结合对于我们

双方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OPC

基金会了解传输技术，PLCopen

将工业控制器模型映射到 OPC 

UA。我们将如何传输和在语义

层面上传输什么内容结合在一

起，这对智能制造的互联互通

极其有利。”据悉，PLCopen 与

OPC 基金会联合制定的 OPC UA

功 能 块 模 型， 是 基 于 PLCopen

规范，可以在 PLCopen 的官方

网站上下载。

智能制造、工业 4.0 会要求

整合更多的标准，不仅仅是系统

之间的安全通信，而且还要有

能力对数据架构进行建模。据

Rene Simon 先生介绍，PLCopen

和 OPC UA 的 结 合 分 为 两 个

步 骤： 第 一 步，PLC 按 照 IEC 

61131-3 标准搭建服务器，借助

架构让 PLC 外部的客户使用这

个网络，同时让外部客户能够接

入到 AES 系统或者是其他的系

统，实现云端的访问；第二步，

OPC UA 可以实现数据建模，而

且也有数据建模的架构，通过双

方的合作明确哪些工具可以实现

层级的数据传导。“我们有配置

的资源作为架构，同时还有软件、

编程的功能模块帮助完成影射。

对于复杂的数据类型，也需要在

OPC UA 上面进行完整的影射。

所以你就需要有不同的版本，而

不能只是简单的一个影射”，

Rene Simon 先生强调说道。

在访谈中获悉，PLCopen 国

际组织的近期另一项重点工作

是： 将 PLCopen 的 XML 描 述

标准转变为 IEC 国际标准，预

计 2019 年完成这项工作。Rene 

Simon 先生对此解释，IEC61131-

10 是一个新的 IEC 标准，目的

是实现基于 IEC 61131-3 标准的

程序能在不同编程和调试工具间

交互，更主要的是在程序的工程

设计层面实现交互。“作为 PLC

新的标准，我们成立了新的工作

组，邀请了来自中国、德国、法

国、日本等国家的十余位专家参

与了标准制定工作。在标准制定

过程中，我们有周期性的网上交

流会，每半年一次的面对面会议。

现在已经完成了标准草案，进入

了最后的定稿阶段。接下来将实

现国际标准的定稿和发布，最后

进行标准的转化，这将依赖于仪

综所这类科研机构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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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是先进制造技术与

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作为新的

行业制高点，人工智能技术正在

进入制造领域，加速智能制造行

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智能制造

时代对功能安全的技术需求有什

么差异？人工智能下如何实现功

能安全？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新技

术的采用会给功能安全带来怎样

以前瞻的眼光洞察功能安全的发展
——访德国电工电子与信息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前标准化主管 Ingo Rolle 先生

的挑战？为此，本刊编辑专访了

德国电工电子与信息技术标准化

委员会（DKE）前标准化主管

Ingo Rolle 先生，就新应用领域

内功能安全的需求和未来发展趋

势展开了探讨。

Ingo Rolle 先生在 DKE 已经

多年从事标准制定工作，“标准

制定，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内容。

我们在许多领域制定了国际标

准，包括安全相关标准。比如，

在功能安全方面，我们有不同的

危险模型，以及用描述危险的方

式来定义物理安全和信息安全

等。”Ingo Rolle 先 生 表 示， 各

行各业都会制定标准，以指导未

来发展并限定最低准入门槛。当

今，智能制造给功能安全带来了

新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智能

化系统的功能可靠性和功能安全

性。

功能安全，是指通过合适的

技术与管理措施，把安全相关系

统的整体风险控制在要求的目标

之内。“通过采取防御性的措施

来避免和预防对于生产过程中出

现的破坏，尤其要平衡在运营过

程中不同需求模式下的技术要

求，而且还需要控制在系统内出

现的不同的风险，” Ingo Rolle

先生进一步解释，功能安全作为

一个安全保障体系，保证即便出

现意外事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

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营。“当前，

在一些新的应用领域，功能安全

有了全新的定义，这是值得我们

考虑的工作。” 

Ingo Rolle 先生在第十七届

“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

上，先后通过锂电池、建筑除烟

安全防护系统、无人公交车进出

站等三个实例，详细阐述了新的

应用领域所需要的安全功能。在

研讨会现场采访中，Ingo Rolle

先生再一次强调，“这些新的发

展领域是 DKE 技术层面不熟悉

的新领域，最终可能会回到自动

化技术层面，但现在有必要研究

这些新应用领域，对功能安全进

行分类。”据他介绍，新的领域

是指在 IEC61508 中仍缺乏具体

实施的共识、在标准上没有明确

指引、只有少数企业有相关支持

且把系统安全性具体的举措视为

机密不分享给行业的应用领域。

“与平时熟悉的加工产业、机械

生产案例不一样，具有自己的特

性。”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中国和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在自动驾驶领域遥遥领先。

自动驾驶过去几年吸引了不少人

的眼球，安全性是其非常重要

的要素。人工智能技术参与其

中，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安全。

在 Ingo Rolle 先生看来，不管借

助人工智能实现什么程度的自动

化，都离不开功能安全，这样才

能保证可靠的运营。功能安全需

要风险分析，研究所有不同场景、

不同序列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

在此基础之上，把分析出来的所

有风险点有针对性的制定预防措

施。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完整的

预测系统的后果、行为，这成为

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的使

用，对智慧工厂的的行为预测同

样存在难度。集各种新兴技术和

智能系统于一体的智慧工厂，拥

有不同的制造模块，并以不同的

方式调配。当生产工艺进行调整

时，模块重新组建开始新的生产

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

需要重新调试。预测人工智能会

有怎样的行为，成为了功能安全

设计上的一大挑战。“现在，存

在的挑战不是在运营上，主要是

调试后我们不能事先预测，进而

无法充分分析存在的安全风险。” 

Ingo Rolle 先生指出， “做风险

分析时如果有人工智能的因素，

会让功能安全系统的设置出现盲

区。截止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方

案来处理这一问题。”

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机

会。把功能安全嵌入到系统设计

之中，对未来设计具有关键性的

意义。未来，功能安全会有新的

应用、新的功能安全类型、不同

的信息安全方面的考量，需要专

门针对功能安全进行设计。“目

前，存在的问题更多来源于人，

而不是技术层面，因为工程师不

愿意把功能安全纳入到设计工艺

中。希望未来工程师能够进行开

放的交流讨论，加强彼此之间的

合作，尤其是把针对这些新领域

安全系统的经验进行分享，而非

闭门造车。”

Ingo Rolle 先生总结，功能

安全正变得更加重要，并将成为

常规要求。有了坚实的质量和可

靠性，功能安全才能带来更广泛

的好处，进而推动全行业的质量

和可靠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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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来支撑

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尤

其是搭建新的智能制造系统，已

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

向，这也促使国内外巨头企业纷

纷出手布局。据媒体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止 2018 年 3 月，国内

外能提供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

的 厂 商 已 经 超 过 150 家。 2017

年，航天云网的工业互联网云平

台 INDICS 重磅发布，在群雄逐

鹿的云平台市场，作为新玩家的

工业互联网云平台 INDICS，
探索制造转型的新路径
——访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柴旭东先生

INDICS 如何冲出重围，异军突

起？针对上述疑问，航天云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柴旭东

给予了解答。

助推制造转型的平台

与其他平台相比，雄厚的

制造根基是 INDICS 最明显的优

势。柴总表示，航天科工是大型

高科技企业，它的研制模式决定

了该领域的设计技术难度大，学

科专业门类广，并具备典型的大

协作、大配套、多品种、小批

量、柔性化生产的特点，对于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本身就具有强

烈的诉求。航天数字化工业体系

建设实践，加上航天云网平台应

用积累，因此有了工业互联网云

平台 INDICS 的诞生。

从技术角度，INDICS 是众

多体系架构共同支撑的结果，而

对于用户而言，可以将其简单地

理解为“工业操作系统”，就像

电脑的 Windows，手机的 IOS 或

者安卓，向下支持工业设备，各

种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可以接入

平台，基于平台开发各种智能的

应用，构建新的制造系统。工业

大数据，工程模型，知识机理和

智能算法等智能引擎，结合工业

的实际应用模型，构建相应的工

业 APP，从而支持整个制造生

命周期的应用。

 INDICS 支撑智能制造、协

同制造、云制造三类制造模式。

柴总告诉记者，云制造就是更加

社会化的协同制造。而一直以来

合作伙伴的寻找，不同角色的协

作配合完全依靠传统的经验，没

有一个标准的平台去支撑整个价

值链的整合和集成。“INDICS

通过云端打通了虚拟与现实的产

业发展脉络，构建线上线下联动。

不管是设计能力，制造能力，生

产能力，还是实验能力检测能力，

都可以连接到云端共享，任何企

业，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

只要具备优秀的创意，都有可能

通过智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

造的方式生产出超一流的产品。”

云平台混战 标准先行

目前市面上的各类工业云平

台百家争鸣，各有专长，但有一

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工业互联网

有效运作的前提一定是制造资源

和制造能力接入。如果各类云平

台的制造资源 / 能力类型和接入

手段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统一标

准，就会导致企业内部、企业之

间工业系统互联的难度增大、成

本提高，只能望云兴叹，但难以

落地。

年初，航天云网牵头的《智

能制造服务平台 制造资源 / 能

力接入集成要求》发布，这标志

着我国在智能制造服务平台接入

领域拥有了国际认可的自主核心

技术，为全球异构工业云平台提

供了可参照的统一制造资源接入

技术方案，提升了我国在相关国

际标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标准是战略的制高点。”

柴总表示，“该标准解决了当前

从设备到服务如何接入云平台的

核心问题；另外，也把云制造的

原创理论，通过工业互联网云平

台的形式固化下来，未来在航天

科工的实践过程中，以及对外企

业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实施。”

而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成为国际

标准的过程中，机械工业仪器仪

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也给予了

多方面的支持，为我国智能制造

的发展提供可操作性指引。仪综

所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特别是标

准化方面有深厚的沉淀和能力，

“也正是基于我们双方的强强联

合，才使得国际上首个面向智能

制造服务平台的标准规范顺利发

布。”

积极打造应用范例

INDICS 由于领先的技术水

平，更为丰富的平台功能和应用

场景，推广应用的速度与成效优

势十分明显。自平台上线运行以

来，注册企业数达到近 160 万户，

中小微企业占比超过 90％，私

营企业占比超过 90％。平台上

发布云制造需求近四千亿，形成

制造订单业务超过一千亿，目前

已接入云平台的设备达到 70 万

台，成为业界成长最快的云平台。

除了航天科工，目前有十余

个重点行业在 INDICS 平台上开

展相应的业务和工作。柴总将基

于平台的应用分为四大类主要场

景。第一，进行智能化改造的企

业，可以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

构建它的智能工厂。第二，通过

和地方政府合作，打造当地的工

业云平台。第三，是当前最为普

遍的应用，即通过产品和设备接

入云平台，支撑运营和预测性维

护。第四，INDICS 平台支撑双创，

小微企业可以用云上丰富的制造

资源、制造能力，来解决自己企

业运行过程中的不足，促进企业

的成长。

作为第十七届“工业自动化

与标准化”研讨会的演讲企业，

柴总除了对于会议的组织及安排

表示充分的认可，他也希望借此

机会，让业界对航天云网工业互

联网云平台 INDICS 平台有更深

入的了解，未来产业各界围绕智

能制造、智能生产与服务，开展

更多元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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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测控系统Security
& Safety“度”及实现

智能制造基础共
性技术与产品

回归：用户的量化
需求及实现

智能制造与安全
保障技术

从工业2.0、3.0
到智能制造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第九届

第十一届

第十三届

第十五届

第十届

第十二届

第十四届

第十六届

不闭幕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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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7
——从工业 2.0、3.0 到智能制造 研讨会
The 16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2017
-From Industry 2.0 , 3.0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重大装备处 汪宏处长
Mr. Wang Hong, Department of Equipment Industry under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标准协会主席 Bruce Kraemer
Mr. Bruce Kraemer, Past President of IEEE Standards Association
3. 国际电工委员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会 IEC/TC65
主席 Ingo Weber
Mr.Ingo Weber, Chairman of IEC/TC65

4. 2017 现场图片 / The forum, 2017

5. 2017 现场图片 / The foru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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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十五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6
——智能制造基础共性技术与产品 研讨会
The15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6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Safety & Security Technology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张荣瀚 调研员
Zhang Ronghan, Researcher of the Department of Equipment Industry 
under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国际电工委员会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委员（IEC/TC65 ）秘书
长 Rudy Belliardi 先生

Mr. Rudy Belliardi, Secretary-General of IEC/TC65

3.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所长 欧阳劲松 教授
Professor Ouyang Jinsong, President of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P. R. China (ITEI)

4. 2016 第十五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合影
Experts of the 15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2016

5. 2016 现场图片 / The forum, 2016

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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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5
——智能制造与安全保障技术 研讨会
The14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5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Safety & Security Technology

1. 2015 国家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 副司长  杨咸武 先生
Mr. Yang Xianw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gh-tech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2. 2015 巴斯夫（BASF）德国集团 副总裁 Andreas Wernsdörfer 先生
Mr. Andreas Wernsdörfer, Vice President of BASF, 2015

3. 2015 EtherCAT 自动化技术国际组织  Martin Rostan 先生
Mr. Martin Rostan from the EtherCAT Technology Group, 2015

4. 2015 第十四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合影
Experts of the 14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2015

5. 2015 现场图片 / The foru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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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十三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4
——回归：用户的量化需求及实现 研讨会
The13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4
- Restoration: User Quantified Requirements and the Realization

1. 2014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机械处 处长 王建宇 先生
Mr. Wang Jianyu, Chief of Division of Machinery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Equipment Industry of MIIT, 2014

2. 2014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主任 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沈阳
自动化研究所  所长 于海斌  先生

Mr. Yu Haibin, Directing Member of SAC/TC124,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uncil of Chinese Association of Automation and Director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3. 2014 ABB（中国）有限公司 副总裁  王中丹 女士
Ms. Wang Zhongdan, Vice President of ABB (China) Ltd., 2014

4. 2014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高海东 先生
Mr. Gao Haidong, Chief Engineer of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2014

5. 2014 现场图片 / The forum, 2014
11 2

5

3 4
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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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3
——再论测控系统 Security & Safety“度”及实现 研讨会
The13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4
-Suitability & Realization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Security & Safety

1. 2013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副局长 刘强 先生
Mr. Liu Qiang, Deputy General Director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2013

2. 2013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 戴红 主任
Ms. Dai Hong, Director of Industrial Standards Department II of th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2013

3. 2013 IEC/TC65 委员会 主席  Roland Heidel 先生
Mr. Roland Heidel, Chairman of IEC/TC65, 2013

4. 2013 国际自动化协会  Andre Ristaino 先生
Mr. Andre Ristaino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utomation, 2013

5. 2013 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 张云贵 副主任
Mr. Zhang Yungui from Automation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2013

11 2

5

3 4 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十一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2
——测控系统 Security & Safety 及应用 研讨会
The11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2
- Security & Safety and Application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1. 2012 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 Pierre Kobes 博士
Dr. Pierre Kobes from Siemens China, 2012

2.  2012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总公司 林融 先生
Mr. Lin Rong from Sinopec Engineering Incorporation, 2012

3. 2012 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 马欣欣 女士
Ms. Ma Xinxin from North China Power Engineering Co., Ltd., 2012

4. 2012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赵春风 先生
Mr. Zhao Chunfeng from Phoenix Contact (China) Holding Co., Ltd., 2012

5. 2012 第十一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合影
Experts at the 11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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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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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1
——高端智能装备中测控技术与应用 研讨会
The10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1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Advanced Intelligent Equipment

1.  2011 IEC/TC65 专家 
Experts from IEC/TC65, 2011

2.  2011 ABB（中国）有限公司 曾硕巍 博士
Dr. Zeng Shuowei from ABB (China) Ltd., 2011

3.  2011 总装工程设计研究院 刘长荣 先生
Mr. Liu Changrong from the Center for Engineering Design and Research under the 
Headquarters of General Equipment, 2011

4.  2011 第十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合影
 Experts at the 10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2011

5. 2011 现场图片
The foru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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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九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10
——高可用性和高安全性控制系统与装备制造业 研讨会
The 9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10
-High Availability & High Safety Control System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1.  2010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罗安 先生
Mr. Luo An,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Beijing Hollysys Co., Ltd., 2010

2. 2010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薛百华 先生
Mr. Xue Baihua from Beijing Kyland Technology Co., Ltd., 2010

3. 2010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华镕 先生
Mr. Hua Rong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2010

4.  2010 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黑伟亮 先生
Mr. Hei Weiliang from Schneider Electric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2010

5. 2010 现场图片
The foru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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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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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9
——先进测控技术与节能减排 研讨会
The 8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9
-The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and Energy Saving & Emission Reduction

1. 2009 欧洲电气电子行业协会 Huhle 先生
Mr. Huhle from Europea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Industrial Association, 2009

2. 2009 欧洲工程行业协会 Hester Jansen 女士
Ms. Hester Jansen from the European Engineering Industries Association, 2009

3. 2009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 Jean-Jacques Marchais 先生 
 Mr. Jean-Jacques Marchais from Schneider Electric, 2009

4. 2009 上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邱唯力 先生
Mr. Qiu Weili from Endress+Hauser Shanghai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2009

5. 2009 第八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部分专家合影

Experts of the 8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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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七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8
——功能安全标准化与应用技术 研讨会
The7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8
- International Functional Safety Standardization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1. 2008 德国莱茵 TÜV 集团 Stephan Häb 先生
Mr. Stephan Häb from German TÜV Rheinland Group, 2008

2. 2008 霍尼韦尔（中国）有限公司 李木德 先生
Mr. Li Mude from Honeywell China, 2008

3. 2008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王旭光 先生
Mr. Wang Xuguang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2008

4. 2008 德国电子纺织品精密机械职业保险联合会 俞林 博士
Dr. Yu Lin from German Institution for Statutory Accident Insurance 
and Prevention in the Precision Engineering, Electrical and Textile 
Industries (BGETF), 2008

5. 2008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王春喜 博士
Dr. Wang Chunxi from ITEI,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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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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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7
——安全、集成、协同：自动化技术新热点 研讨会
The6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7
-New Focuses on Automation Technology: Safety,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1. 2007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曾鹏 研究员
Mr. Zeng Peng, Researcher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

2. 2007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杨建东 先生
Mr. Yang Jiandong from Siemens China, 2007

3. 2007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窦连旺 博士
Dr. Dou Lianwang from Siemens China, 2007

4. 2007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罗安 先生
Mr. Luo An,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Beijing Hollysys Co., Ltd., 2007

5. 2007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黄松杰 先生
Mr. Huang Songjie from Rockwell Automat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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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五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6
——安全控制中的工业网络技术及其应用 研讨会
The5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6
-Industrial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Safety & Security Control

1. 2006 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赵明生（右一）与演讲嘉宾交谈 
Zhao Mingsheng (the first from the right),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Machine-Building Industry, talking to speakers, 2006

2.  2006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张小虞  先生
Mr. Zhang Xiaoyu,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2006

3. 2006 IEC SC65C  WG11 项目组长 Ludwig Winkel 先生 
Mr. Ludwig Winkel, Head of IEC SC65C/WG11, 2006

4. 2006 IEC SC65C  WG12 项目组长 Valérie Demassieux 女士
Ms. Valérie Demassieux, Head of IEC SC65C/WG12, 2006

5. 2006 德国 TÜV Rheinland 集团 Joachim Iden 先生 
Mr. Joachim Iden from German TÜV Rheinland Group,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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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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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5
——工业通信系统和安全控制技术集成解决方案 研讨会
The 4th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5
-Integrated Solution of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Safety & Security Control Technology

1. 2005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政策法规司 处长 邬燕云 先生
Mr. Wu Yansha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cy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2005

2.  2005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主任助理 宿忠民 先生
Mr. Su Zhongmin, Director Assistant of SAC, 2005 

3. 2005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所长 薛一平 先生
Mr. Xue Yiping, President of ITEI, 2005

4. 2005 AS-i 国际协会 秘书长 Rolf Becker 先生
Mr. Rolf Becker, Secretary-General of A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05

5. 2005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杨大汉 先生
Mr. Yang Dahan from Siemens Chin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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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第三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4
——中国工业信息化与测控技术网络化 研讨会
The3rd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4
-IT and NW in China

1. 2004 中国科学技术部 副秘书长 李健 先生
Mr. Li Jia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4

2. 2004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司 司长 周建平 先生
Mr. Zhou Jianping,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2004

3. 2004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主任助理 宿忠民 先生
Mr. Su Zhongmin, Director Assistant of SAC, 2004

4. 200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薛德林 先生
Mr. Xue Delin,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2004

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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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2003
——工业自动化网络的未来 研讨会
The2nd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2003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Network

1. 2003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主任助理 宿忠民 先生
Mr. Su Zhongmin, Director Assistant of SAC, 2003

2. 2003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业司 副司长 周建平 先生
Mr. Zhou Jianp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2003

3. 200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 蔡惟慈 先生
Mr. Cai Weici,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2003

当时出席会议的部分领导及专家
With some leaders and experts at the forum back then

1

3

2

第一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1998
——现场总线的标准化与中国工业自动化 研讨会
The1st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1998
-Fieldbus standardization and Automat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China

第一届“工业自动化与标准化”研讨会 合影
Picture of the 1st Forum on "Industry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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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办单位
Introduction of Organizing and
Undertaking Units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
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
National Technical Committee 124 on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C/TC124)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的运作受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SAC）领导，并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CMIF）的业

务指导。其工作范围是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SAC/TC124 undertakes the technical works of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AC),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and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 (CMIF). 

国际对口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TC65“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30“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主要工作包括：制定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用通信网

络协议标准，各类仪器仪表、执行机构、控制设备标准和安全标准。

SAC/TC124 is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nd revising the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for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as the counterpart in China of the IEC/TC65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TC30 “measurement of fluid flow in closed 

conduits”. Its main tasks include: developing various instruments, actuators and control equipment standards for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safety standards, industrial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system 

integration standards, digital factory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related standards.

标委会目前下设 10 个分委会，分别是 SC1“温度、物位、机械量仪表及结构装置分委会”，

SC2“控制仪表及装置、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分委会”，SC3“压力仪表分委会”，SC4“工业

通信（现场总线）及系统分委会”，SC5“可编程序控制器及系统分委会”、SC6“分析仪器

及分析技术分委会”、SC7“工业在线校准方法分技术委员会”、SC8“智能记录仪表分技术

委员会”、SC9“石油产品检测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和 SC10“系统及功能安全分技术委员会”。

标委会现有委员和顾问 508 名，分布在全国各有关行业。
SAC/TC124 currently consists of 10 sub-committees, namely SC1 “Sub-committee of Temperature, Mechanical Value, 

Level and Structural Devices”, SC2 “Sub-committee of Control Meter and Devices, Industrial Control Computer 

System”, SC3 “Sub-committee of Pressure Meter”, SC4 “Sub-committe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Fieldbus) and 

System”, SC5 “Sub-committee of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and System”, SC6 “Sub-committee of Analytical 

Instruments”, SC7 “Technical Sub-committee of Industrial Online Calibration Method”, SC8 “Technical Sub-

committee of Intelligent Recording Instruments”, SC9 “Technical Sub-committee of Petroleum Products Testing 

Instrument” and SC10 “Technical Sub-committee of System and Functional Safety”. At present, SAC/TC124 has nearly 

500 members, distributed across all relevant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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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
经济研究所（ITEI）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P. R. China (ITEI)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简称“仪综所”）成立于 1980 年，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事业单位。从事传感器及智能仪器仪表、测量控制与自动化领域基础共性与前沿

技术研究；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编制规划计划、实施行业管理提供支撑；面向社会提供标准化、检

验检测、评估评测、信息咨询、技术推广等公益性服务。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P. R. China (ITEI), founded in 1980, is a state-owned institut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SASAC). With a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basic generic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sensor 

and intelligent instrument,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ITEI aim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strategic plans. Meanwhile it also provides such non-

profit services as standardization, testing, assessment,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technology promotion, etc.

仪综所建有测量控制设备及网络质量检测中心、安全中心检验机构、控制网络及系统功能安全重

点实验室、测控设备及系统功能安全工程中心、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是全国工业过程测

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工作组、中

德智能制造标准工作组等标准化组织机构秘书处单位。目前，承担着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智能制造、

科学仪器、传感器和物联网、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等领域一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中石油、中石化、

中车、国电等企业提供服务，出版《中国仪器仪表》和《仪器仪表标准化与计量》期刊等。

In ITEI, there are Measurement Control Device and Network Quality Test Center, Functional Safety & Security 

Inspection Organization, Key Functional Safety Laboratory of Control Network and Syste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n the Functional Safety of Measurement & Control Equipment and System, National 

Demonstration Platform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Collective Notes. Meanwhile, ITEI also serves as the 

secretariat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124 on Industrial Proces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of SAC (SAC/TC 124),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tandardization Working Group of MIIT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ino-Germa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Working Group, etc. Currently, it undertakes a series of national and ministerial program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cientific instrumentation, sensor and IoT, innovation project of culture and technology, etc. 

Moreover, it provides services to such large enterprises as PetroChina, Sinopec, CRRC, State Grid and so on, and 

publishes such journals as China Instrumentation, Instrument Standardization & Metrology, etc.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技术推广中心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P.R.China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ITEI）技术推广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事测量控制

及自动化、传感器和仪器仪表、智能制造、文物保护装备、医疗设备等行业领域的技术推广业务。联合

国际、国内专业组织，通过标准宣贯、培训、研讨会、论坛、媒体、展览、定制服务等多种方式，面向应

用行业、制造企业和研究院所开展技术交流和应用推广服务。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s, the Center engages in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es of such fields as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automation, sensor and instrument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quipment, medical equipment and etc. In alliance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enter holds technology exchanges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services to application 

industr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a variety of ways: standard publicizing and 

implementation, trainings, seminars, forums, media, and exhibitions etc.

中国 PROFIBUS & PROFINET 协会

联系人：王静         联系方式：010-63405107 邮箱：pichina@vip.163.com

AS-i 中国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蒋浩然     联系方式：010-63280851 邮箱：jianghr@itei.cn

BACnet 大中华及亚洲协会

联系人：单博         联系方式：010-63488778 邮箱：Shan_bo@big-ca.org

KNX 中国用户组织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沈璞         联系方式：010-63288319 邮箱：info@knxchina.org



免责声明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推广中心非常认真地拟就了本小

册子的内容。但是，不排除文中仍有谬误。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技

术推广中心对此一概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对本小册子内容将定期加以审核，以便日

后再版时做出必要的更正。对读者提出任何改进的建议，我们深表谢意！收录于本

小册子中的应用案例，第三方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使用，均可能侵犯其所有者的权利。

版权编译、发布方所有，侵权必究。

Disclaimer 
The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of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stitute, P. R. China (ITEI) meticulously compiled this brochure. However, we do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errors and mistakes in it, for which the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of ITEI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The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will regularly 

review the brochure for necessary corrections in future publications. We will deeply 

appreciate any reader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ny third party’s use of application 

cases from this brochure, for whatever purpose, can be considered infringement upon 

the right of the owner.

The issuer reserves the copyright to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ose who infringe 

shall be held accou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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