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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出发点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新基础：智能感知（一硬）、工业软件（一软）、泛在网络（一网）、云平台（一平台）

新要素：基于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重构工业知识沉淀、传播、复用和价值创造新体系

新业态：通过对传统产业体系的解耦重建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焊接点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制造强国来看：作为制造资源连接枢纽，加速重构生产体系、引领组织变革、优化资源配置，打造新型制造体系。

网络强国来看：推动5G、窄带物联网（NB-IoT）、软件定义网络（SDN）、时间敏感网络（TSN）等演进升级

推动要素的泛在感知、云端汇聚、高效分析和科学决策，促进传统制造体系中各环节生产要素的解耦、整合和重构，推动

涉及生产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各类资源优化配置。

技术发展的新阶段、企业竞争新赛道、产业布局新方向、规模扩张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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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互联网

消费互联网VS工业互联网

桌面端（桌面互联网）

连接对象

关键平台

政府监管

通信标准

技术效应

PC、笔记本（标准化、智能化）

主力军

移动端（移动互联网）

资金支持

APP数量

窗口期

工业互联网

时代机遇

手机、Pad、智能穿戴等 设备、产品、系统、人等

Windows、MacOS、Unix IOS、Android ？

统一标准协议，开放网络 多种协议、标准并存、封闭网络；

提高交易效率 提高生产效率

鼓励创新、加强监管（踩油门、踩刹车） 支持鼓励发展为主

制造企业互联网企业

轻资产，投资回收期短；需求洞察+流量+资本，存量资源依赖少；从线上到线下 重资产，回收期长；继承与创新，存量依赖

上千万应用软件 预计达到百万级600万+

浏览、搜索、电子商务（2000年前后） 2014-？移动OS（2008）、及时通信（2013）

美国主导，我国跟随式发展 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从跟跑到并跑

传输要求 尽力而为 实时、可靠、安全



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理解

面对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需求，构建基于云平台的数
据采集、汇集、分析服务体系，推动制造资源泛在连接、弹性供给、
高效配置。

 问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路径：数据采集、汇集、分析（描述、诊断、预测、决策）

 本质：服务体系——基于工业云的解决方案

 目标：资源高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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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本质：数据+模型=服务

数字化模型
机理模型+数据分析模型

IaaS承载（服务器、存储、虚拟化）

模型

+

=

APPAPPAPP APP APP APP APP
服务

全生命周期管理 协同研发设计 生产设备优化 企业运营决策 设备预测性维护产品质量检测

数据

软件系统
（ERP MES CAx MBD…

）

机器设备
(机床、机械臂、AGV、高炉…)

生产原料
(煤粉、矿石、橡胶…)

运行环境
（温度、压强、气象…

）

边缘计算(边缘模型)



工业PaaS平台的核心是在工业技术原理、行业知识、基础工艺、研发工具规则化、模块化、软件化基础上形成的数字化模型。

是什么

数据驱动模型 (“相关关系”)

机理模型 (“因果关系”)

理论模型集

故障模型集

部件模型集逻辑模型集

工艺模型集 仿真模型集

流体力学模型
热力学模型

空气动力学模型
…

逻辑框架
流程步骤
管理时序

…

机器学习数据分析

SVM
K-近邻
K-均值

贝叶斯
遗传算法
梯度下降

…

控制结构

神经网络 自适应、鲁棒、模糊

工业PaaS平台的核心是数字化模型

代码化编程
参数化编程
图形化编程

从哪来 怎么建

物理设备
零件模板、故障诊断
性能优化、远程运维

流程逻辑
生产运营管理
产品质量管理
排产优化管理
生产效能管理

研发工具
设计模型
工厂模型
仿真模型

生产工艺
工艺配方

工艺过程工艺参数

Matlab

Simulink

C C++ C#

怎么用

执
行

状态感知

描述
What Happend

诊断
Why Happen

预测
What will Happen

决策
How to do

实时分析 科学决策 精准执行

什么样

整体式架构

微服务架构

APP APP



从智能制造到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变与不变

变与不变 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

什么不变？
解决的核心问题 优化制造资源的配置效率

解决问题的逻辑 数据+模型=服务

什么变了？

数据从哪儿来
业务系统、产品模型
运行环境以及互联网

采集到更多各类设备和机器的数据

数据到哪儿去 本地各类烟囱式、孤立的业务系统 汇聚到云端，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

模型在哪部署
本地

固化模型
云端

云化模型+云生模型

模型怎么部署 整体式架构 整体式架构和微服务架构

结果是什么？
资源优化深度 可见、描述、分析

从描述、诊断向预测、决策不断深
入

资源优化广度
单元级、系统级

关注单一设备或某条产线的资源优化

系统之系统级
从单机设备、到生产线、到产业链、

再到产业生态的资源优化



以现实应用牵引平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快速迭代和升级

 信息通信技术每一次普及推广，总是由一批具有先导性、引领性、带动性的
“杀手级”应用牵引，推动新技术、新应用、新产业和商业模式的快速迭代
和持续演进，引爆大规模商用。

 当前，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总体还处在起步阶段，新应用、新模式正在不断
孕育演化，必须以真实的应用场景需求为牵引，优先考虑解决工业场景实际
需求“要什么”，而不只是从平台供给侧考虑“有什么”，培育一批能够引
领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功能、商业模式快速迭代的杀手级应用。

 一批高耗能、高风险隐患、高通用性、高价值的工业设备上云在近期有望成
为牵引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真实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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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业设备上云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工业体系中存在大量高资源消耗、高安全风险、低利用效率的工业设备，设备资源闲置、

能源浪费十分严重。

 炼铁高炉（近1000座）

 年消耗标准煤约3.4亿吨！

 燃煤锅炉（47万余台）

 占到全国煤炭消耗25%以上！

 内燃机（5亿台）

 石油消耗占全国近60%！

 大中型空压机（30万台）

 平均设备负载率60%左右

 数控机床（200万台）

 平均设备负载率40%左右

 风力发电

 弃电量419亿千瓦时（度）！

推动工业设备上云，通过开展运行监测、能效优化、预测性维护等服务，预计可降低炼铁高炉等设备

平均能耗1-3%，提升数控机床等设备利用率8%，降低弃风率至10%，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近500亿元!

降低能耗
1-3%

提升利用率
8%

降低弃风率
至10%



面向复杂设备优化的数据采集量巨大，云计算方案必要、可行

风电设备
• 单台设备采集1000+测量点
• 风场开发过程一轮仿真将产

生700GB数据

燃气轮机
• 单台设备有上万个数据采集点

• 一天产生500G运行数据

飞机
• 737飞行过程每30min
产生10TB数据,采集周期达微
秒级

 炼铁高炉
• 每座高炉约2000个数据点
• 每天将采集288万点数据量

 数据：高频率、大批量、高并发、长周期的数据采集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IT架构的

数据存储、处理分析能力，亟需构建基于云计算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

 模型：需要多样、精准、高效、全面的机理模型和大数据分析模型，需要第三参与。



面向复杂设备优化的数据采集量巨大，云计算方案必要、可行

工业设备上云作为一种先导性、引领性、示范性应用，将牵引工

业互联网平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带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

功能演进和规模商用。



推动工业设备上云

针对工业设备实施设备上云“领跑者”计划
 制定分行业、分领域重点工业设备数据云端迁移指南

 鼓励平台企业在线发布核心设备运行绩效榜单和最佳工艺方案

 支持建设重点工业设备运营维护资深专家资源库

炼铁高炉 工业锅炉 柴油发动机 大中型电机 大型空压机 风电 光伏 工程机械 数控机床

节能降耗“领跑者”计划 精准运维“领跑者”计划 高效发电“领跑者”计划 效益提升“领跑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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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两类工业互联网平台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定规范：制定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评价指南

树标杆：分期分批遴选10家跨行业跨领域平台

建社区：支持建设工业设备协议开放开源社区

重宣传：开展平台应用试点示范、应用现场会

促协同：研究制定工业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规范、数据迁移规范和行业准则

重引导：行业组织发布重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录，引导行业骨干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定标准：组织制定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能力规范，支持开展平台能力成熟度评价

建示范：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试点示范



建设三类工业APP

基础共性工业APP资源池

行业通用工业APP资源池

企业专用工业APP

五大领域：工业基础原理、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

两类方式：政府购买服务、建设开源社区

实现目标：加快基础共性工业APP、微服务组件的开发、汇聚和共享

两类行业：装备、轨道交通、汽车等离散行业和钢铁、冶金、石化等流程行业

两类应用：设计制造协同、生产管理优化、设备健康管理、产品增值服务、制造能力交易等离散行业通用

状态监测、故障诊断、预测预警、工艺优化、质量控制、节能减排等流程行业通用

实现目标：提升行业技术、工艺、经验等共性知识供给能力

出发点：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应用需求

参与者：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三方开发者和用户企业加强对接合作

落脚点：加快专用工业APP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发、测试、部署和应用推广



测试主体 测试内容 测试目的

跨行业跨领域平台
试验测试环境

 支持制造企业、自动化
企业、ICT企业等牵头

 开展平台功能完整性、兼容
适配性、安全可靠性等测试

 推动平台间数据可迁移、服
务可调用，促进平台规模化
应用推广

面向特定工业场景
的平台测试床

 支持制造企业、自动化
企业、ICT企业等牵头

 开展面向5G、TSN、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前沿技术应用，以及设备预测性维
护、质量检测、智能排产、能源优化等
单个场景的测试验证

 推动形成基于平台的轻量级、
模块化、低成本工业APP及解
决方案

面向特定区域的平
台试验测试环境

 支持地方工业产业集聚
区

 开展基于平台的异构设备接入、
软件工具共享、业务在线协同
等试验测试

 带动区域产业集聚和企业转型
升级

面向特定行业的平
台试验测试环境

 支持钢铁、石化、电子、
装备、汽车、轻工等行
业龙头企业

 开发一批面向设备机理和行业
经验模型的测试工具和用例，
促进工业知识沉淀和复用

 开展平台核心能力、行业解
决方案、供应链协同服务等
试验测试

开展四类验证测试
组织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工程。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是推动平台性能优化、兼容适配、规模
应用的关键手段，是加速技术产业成熟、打造协同创新生态的重要途径。



完善四大公共支撑体系

标准体系 统计监测体系

新型服务体系 安全保障体系

 发布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制定一批平台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服务标准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试验验证环境

 工业互联网平台信息报送指南和统计指标体系

 支持建立统计监测平台

 支持中介组织研究发布细分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及

应用数字地图

 研究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知识产权激励、保护机

制及相关规范政策

 推动建立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制造业新型认证服

务体系

 制定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全防护指南

 建设国家工业信息安全综合保障平台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