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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

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

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引领实施制造强国 

• 加快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 

• 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 

• 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 

（一）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 

（二）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战略任务和重点 

  …… 

宽带普及率 37-82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52-84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27-64 

两化融合指标 



 加工要求的提升 

  - 柔性自动化（多品种、变批量） 

  - 复杂零件的加工（多坐标加工） 

 计算机技术提供支撑条件 

  - 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 

    1952年，第一代电子管数控系统（MIT） 

  - 50年代末，晶体管、分立元件 

    第二代晶体管数控系统（NC），随之出现 

    刀库，机械手、加工中心 

  - 60、70年代，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 

    基于小型机的数控系统（CNC)  

  - 基于PC技术开放式数控系统的发展，促进

了数控系统的普及 

数控系统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6%D5%CD%A8%B3%B5%B4%B2&in=21&cl=2&cm=1&sc=0&lm=-1&pn=20&rn=1


 源于美国的NGC SOSAS项目 

 （Next Generation Controller Specification 
for an Open Architecture Standard） 

 可扩展性、可移植性、可伸缩性、互操作性 

开放式数控系统 



标准框架与产品评价 

Pritschow G, Altintas Y, Jovane F, et al. Open Controller Architecture-Past, Present 

and Future[C]. In: Proc. Annals of the CIRP, 2001, 50: 46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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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Intelligent Environments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ervices 



工业4.0 – 控制系统 

PLC  

Modicon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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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嵌入式系统到信息物理系统 

（Prof. Damm Werner, Prof. Manfred Broy） 

 嵌入式系统 

 智能型嵌入式系统 

 智能及合作型嵌入式系统 

 开放式数控系统 

 面向信息物理系统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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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NSF 

 具有物理输入输出且可相

互作用的部件组成的网络 

 获取外界信息并实时做出

智能化的反应，提高计算

性能与质量，提供及时、

精确、安全可靠的服务与

控制，实现物理世界与信

息世界的整合与统一 

信息物理系统 

—  Cyber-Physical Systems（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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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的5C体系结构 
 The advanced 

connectivity that 

ensures real-time 

data acquisition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and 

information 

feedback from the 

cyber space 

 The intelligent 

data management, 

analytics and 

computational 

capability 



CPS中的数据流与信息流 



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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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化机床已成为车间标准配置 
   

网络化需求 



2015-11-12 

16 

传感器与传感器网络 

 新型传感器（微型化、智能化、
低功耗）、无线传感器网络平台为
感知加工现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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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FID识别技术 

 低成本、低功耗RFID芯片与刀具管理    

 应用于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刀具管理，可实现对每一

把刀具的识别、追踪，完成刀具信息的数字化管理，

实现加工现场的感知 



AVC（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降低由轴加速/减速产生的振动，提高加工表
面的质量 

 ITS（INTELLIGENT THERMAL SHIELD） 

  针对主轴的高精度热补偿技术，提高主轴的
转速 

 ISS（INTELLIGENT SAFETY SHIELD） 

  基于3D运动模型的加工过程防护功能 

 IPS（INTELLIGENT PERFORMANCE SPINDLE） 

  通过传感器监视主轴的各种特性 

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 

Mazak的imachine 



系统协同技术 

 整体设计，统一操作界面和工程
工具，统一事件序列和报警处理，
一体化管理 

 智能生产控制中心（Cyber 
Production Center） 

 - 计划调度模块（Scheduler） 

 - 工夹具管理模块 

  （Tool Management） 

 - 机床监控模块 

  （Machine Monitor） 

 - 编程及程序优化模块 

信息塔（e-Tower） 

   - 数控机床的信息通道 

 - 以语音、图形、视像 

   和文本的通信功能， 

   实现与上层系统的交互 



故障诊断与健康维护技术 

 在线或远程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自愈合调控与损伤智

能识别以及健康维护技术，装备的寿命测试和剩余寿命

预测技术，可靠性与寿命评估 

 基于知识服务器的远程诊断 

   - 知识服务器(KSC):利用专

家系统技术提供数控机床的

故障诊断服务 

   - 数控系统通过互联网向知

识服务器提出故障诊断服务 



功能安全技术 

 智能装备软硬件的功能安全分

析、设计、验证，控制系统整

体功能安全评估 

 控制系统功能安全 

     - 根据安全I/O或安全驱动所产

生的信号，对装置所处的状态

进行分析与评估 

     - 当装置出现危险时，使装置

进入安全模式并做出相应的反

应，以阻止危险的发生或事故

的扩散 
Bosch Rexroth's drive-based SafeMotion  

and controller-based Safe Logic systems 



2015-11-12 

22 

内容 

 数控系统发展历程 

 面向CPS的数控系统 

 蓝天数控开发实践 



沈阳高精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国内从事数控系统研发、生
产与应用的骨干企业 
  - 高档数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产业化实体 
  - 数控系统分会副理事长单位 
  - 安全控制系统标准化委员会
主任委员单位 
  - 机床电气系统标准化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单位 



“蓝天数控”系列化产品 

 为用户提供数控系统成套装置
和完整解决方案  
 产品品牌—“蓝天数控” 
 产品类型 
  - 系列化数控系统  
  - 伺服驱动单元 
  - 机床电气产品 
 产品系列 
  - 高档、中档、普及型 
 100余项国家专利，获第十三
届、十五届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 
  6项国家级新产品 



 网络化数控系统平台 



智能制造装备 

制造数据采集系统 

大数据分析系统 远程和集中的数据可视化 

物理和人的网络 

装备数据流的
提取和存储 

基于装备的算
法和数据分析 

数据共享到所
需的人和装备 

智能流回到装备 

高可靠工业互联网 

加工过程的数据回路 



 

 
         

               
     
 
 

                
 

                

 

 
     
     
 
 

    

数控车床 



     
     
 
 

 

 

加工中心 



         GMC2060u 五轴桥式动梁龙门加工中心 

5轴系统及多过程产品配套应用 



         

          
     
     
 
 

双过程动梁龙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轮胎曲面刻字机 



         

          
     
     
 
 

       TM系列数控雕铣机 

专机及自动化产品配套应用 



配套机床 
机器人生产单元 

项目名称 
传统人工操

作 
机器人生产单

元 

生产班次 两班次六人 两班次二人 

生产节拍 2.3分/件 2.1分/件 

机床利用率 65% 85% 

五年人力成本 258.75万 121.25万 

采用机器人生产单元效率提升 143% 



桁架机械手柔性加工单元 



网络化管理系统LT-DNC 

 采用B/S 与C/S架构，可

提升车间网络化与智能化

水平，为车间“两化融合

”提供解决方案 

 为操作者提供方便快捷的

同时，可让管理者实时、

准确地掌握车间加工状况 



LT-DNC网络环境 

 硬件环境 

  - 有线/无线 

  - 交换机、路由器 

  - 服务器 

  - 客户端 

  - 智能终端（手机

、PAD等） 

  - 串口服务器 

  - I/O采集器 

  - 监控大屏幕 

  - 网络视频头 

  - 其它 
串口、网口、无线、智能终端等 



LT-DNC（B/S架构） 



车间实时状态监控 



机床实时状态监控 



机床效率统计分析 



机床故障统计分析 



车间作业管理 



车间刀具管理 



车间档案管理 



LT-DNC（C/S架构） 



LT-DNC（C/S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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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车间实时状态采集系统 



工件管理 



夹具管理 



远程配置 



LT-DNC（智能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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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NC（智能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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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DNC（智能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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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