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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进展情况月报 
2020 年 9 月 

一、当月总体进展情况 

1.战略咨询 

2020“双十”科技进展评选：在初评结果的基础上，

对入围终评的 15 项科技进展继续完善申报内容，准备终评

答辩相关工作；顺利完成在线申报通道、在线评选页面、

项目展示页面优化工作；将通过审核的世界智能制造科技

进展已上传到评审页面。9 月 30 日，正式启动“2020世界智

能制造科技进展”的在线评审，邀请世界范围内智能制造领

域国内外专家、院士 30 余位参与世界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

评审。 

2.技术交流 

中国科协年会分论坛“高端装备产业发展论坛高端装

备产业发展论坛”：完成总结工作。 

第三届数字中国峰会智能制造分论坛：协助筹备“第

三届数字中国峰会智能制造分论坛”的各项工作。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与南京方做好沟通，参与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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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做好承办分论坛的筹备工作。 

3.人才培养 

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 4 讲活动（3 次专场讲

座，1 次研讨会）顺利完成。第二期云课堂邀请到科大讯飞

联合创始人、轮值总裁胡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北京

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副总工程师张保全，中

国西电集团公司西电开关事业部技术中心副主任赵奔，中

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林雪萍，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李涤尘，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哈尔滨工

业大学）副主任，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孙立宁等多位业

内专家共同分享智能制造领域关键技术与应用。会议受到

广泛关注，累计观看逾 3 万人次。 

新一代信息技术丛书修订：持续开展修订工作。《大

数据导论》积极筹备疫情大数据案例；《云计算导论》等

待出版社反馈意见；《人工智能导论》二次修改排版。 

4.国际智能制造联盟 

联盟工作讨论会：9 月 14 日、9 月 16 日、9 月 23 日分

别组织召开了联盟工作讨论会（视频会议）。会议主要讨

论了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最新进展以及由联盟执行的分论坛

主题策划方案、联盟成果的发布、嘉宾邀请、观众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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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宜。 

二、重点推进情况（新闻稿） 

1.“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6 讲：看人工智

能带来的商业生态演变 

2020 年 9 月 6 日，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IMAC）组织的“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6 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邀请到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轮值总

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原副理事长胡郁作《由人工智

能颠覆式创新带来的商业生态系统演变》的讲座。本期课

程受到观众热情广泛的关注，累计观看近 4000 人次。 

 

 

科大讯飞联合创始人、轮值总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原副理事长胡郁 

 
 

胡郁先生首先从人工智能的现状和应用谈起，梳理了

人工智能迄今以来的三次发展浪潮，并对人工智能关键技

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人工智能可以分为运算智能、

感知智能、运动智能、认知智能等类别。当前运算智能是

人工智能几种类别里最强大的，远胜人类；感知智能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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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智能已经基本追上人类的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优

势；而认知智能则是人工智能的最大挑战，是近期需要突

破的目标。 

   

人工智能分类 
 

人工智能的实现路径有深度神经网络、全脑模拟、智

能动力学三类，其中深度神经网络和大数据的结合是当前

主流路径。科大讯飞采用深度神经网络，在语音识别关键

技术、语音合成关键技术和口语理解关键技术等方面实现

了技术创新。科大讯飞目前已经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

医疗、智慧城市、司法等多种领域实现应用，并取得了较

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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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 
 

商业生态系统的构造分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

每个时代都有技术颠覆性创新带来的商业生态系统重构。

在当前的智能物联网时代，人工智能能够给商业系统带来

颠覆性创新。未来可能发展出混合正交商业生态体系，即：

每一个公司都拥有自身的人工智能系统，彼此正交的不同

公司需要建立紧密的合作，在新的生态下分享知识、经验、

数据乃至利益，以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 

  

混合正交商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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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答交流环节，胡郁先生就“人工智能在制造业领

域的应用与难点、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人工智

能的核心、算法与逻辑、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劣势、人

工智能人才的培养、人机交互重点”等观众关注的问题作

了一一解答，胡郁先生专业而深刻的见解，为观众带来多

重启发与思考，赢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本次讲座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咨询处田利芳处长主持。 

 

田利芳处长主持 IMAC 云课堂 

 

2.“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7 讲，探讨先进

制造技术发展前沿与应用 

2020 年 9 月 13 日，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IMAC）组织的“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7 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邀请到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级高工

屈贤明，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副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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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张保全，中国西电集团公司西电开关事业部技术中心副

主任赵奔，全球产业观察家、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

体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林雪萍。诸位专家一起就“先进

制造技术发展前沿与应用”进行深度研讨和交流。本期课

程受到观众热情广泛的关注，累计观看近 8000 人次。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副总工程师张

保全分享了《微量铣削加工技术与应用》，首先从切削成

型的理论出发，分析了用微量铣削加工实现镜面效果的内

在原因。当切削量不断减小时，刀具以负前角切削，剪切

作用与耕犁作用并存，形成更小更短的切削。张总提出了

PCD 球刀是微量铣削加工的优选；然后从应用角度出发，

探讨了镜面微量切削实现的关键技术，即在长时间的连续

加工中，保持切削量的稳定；最后，介绍了微量铣削技术

的应用扩展，并展望了其技术前景。 

 

切削量不断减小时切屑形成机理发生变化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西电开关事业部技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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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赵奔分享了《电力装备制造业先进制造技术应

用案例》，他首先介绍了电力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挑战，然

后从先进制造技术的需求与应用角度，介绍了西电集团的

模块化设计，及精益数字化产线在计划与调度、物料需求

计划、物流管理、现场管控、运行状态图等方面的实践。 

 

先进制造技术应用——模块化设计 

在深度研讨交流环节，各位嘉宾围绕疫情后中国制造

业的发展趋势、先进技术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等观众关注

的话题进行了探讨交流，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国家制造

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

主任屈贤明就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智能制造推进难点等问

题进行了解答，中国制造业面对疫情危机表现出强大的韧

性，智能制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在推进智能制造过程

中面临着观念、基础条件、人才、金融资质四个方面的问

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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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副总工程师张

保全就镜面加工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北京精雕在机测

量将加工与测量融合，每个零部件都根据自身特征建立检

测点，实时利用检测结果来指导后续加工，实现闭环。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副总工程师张保全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西电开关事业部技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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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赵奔就模块化在设计和制造中的应用细节进行

了解答。他指出，企业要提前对影响市场和配置的需求进

行挖掘，在研发前期就把产品的需求作潜在设置，尽量通

过参数化方法把用户的需求设置在可变范围内。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西电开关事业部技术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赵奔 
 

本期讲堂还特别邀请全球产业观察家、中国科协智能

制造学会联合体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林雪萍作为嘉宾主

持参加互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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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萍主持“IMAC智能制造云课堂” 

本次直播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本次研讨会探讨了精

密加工、模块化设计、精益思想、个性化定制等先进制造

技术及概念，解答了企业在推进先进制造技术过程中面临

的困惑，为企业应用相关技术提供了参考与指导，对制造

业推进智能制造具有深刻的启发及意义，对推动我国制造

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8 讲，解读增材

制造 

2020 年 9 月 20 日，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IMAC）组织的“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8 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邀请到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涤尘教授作

《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与未来发展》的讲座。本期课程受

到观众热情广泛的关注，累计观看逾 4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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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涤尘教授作《增材制造—关键技术与未来发展》的讲座 

 

李教授由增材制造技术内涵与国内外基本状况讲起，

从材料、设计技术、软件体系、检测技术、技术标准等方

面详细介绍了增材制造基础技术。然后理论与实际结合，

阐述了金属增材制造的成形质量控制、成形效率与精度、

复合/组合制造（增减、铸造、锻造）、多材料成形、修复

成形技术的应用场景，还介绍了高性能聚合物、陶瓷零件、

复合材料构件等非金属增材制造的应用。最后分享了医疗

模型与导板增材制造技术、个性化假体增材制造技术、组

织工程支架增材制造技术、细胞打印技术等在生物医用领

域的应用。 



13 

 
金属增材制造 

 

 
生物医药增材制造 

 

在问答交流环节，李教授就“太空失重环境下大丝束

比例打印可行性、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 3D 打印在航空

航天领域的应用前景、金属增材制造内应力的问题、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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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纤维制造结构件的 3D 打印性能如何、树脂材料升温固

化对 3D 打印的影响”等观众关注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李

教授学识渊博、解答细致，为观众带来多重启发与思考，

赢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本次讲座还特别邀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咨询处处长田

利芳作为嘉宾主持参加互动研讨。 

 

田利芳处长主持“IMAC智能制造云课堂” 

 

本次直播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本期课堂内容丰富详

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涵盖了增材制造的技术、理念、

应用及前沿等多个方面，同时涉及了金属增材制造及非金

属增材制造，对制造企业推进增材制造应用提供了指导及

借鉴，对制造企业智能制造实践具有深刻的启发及意义，

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4.“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9 讲，谈多学科

融合下的机器人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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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7 日，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IMAC）组织的“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9 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邀请到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副主任，江苏省先进机器人技术

重点实验室主任，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孙立宁博士作《多学科融

合促进机器人创新发展》的讲座。本期课程受到观众热情

广泛的关注，累计观看逾 9500 人次。 

 

孙立宁教授作《多学科融合促进机器人创新发展》的讲座 

  

孙立宁教授介绍了机器人发展现状与趋势，然后分别

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互联网以及机器人与微纳米、生物

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创新出发，结合丰富的视频案例介绍了

工业机器人、医用机器人、仿生机器人、纳米机器人等机

器人前沿领域的研究现状与主要进展。他指出，机器人正

在向高性能、智能化方向发展，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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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大数据、3D 等新技术融合，应用领域不断拓宽，机遇

与挑战并存。机器人与生物、纳米技术等交叉与深度融合，

产生了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创新产品，提出了更多的科学

问题与技术挑战。 

 

学科交叉促进机器人创新发展 

 

仿生机器人 
 

在问答交流环节，孙教授就“手术机器人是否能取代

医生进行精细化手术操作、未来手术机器人是否能根据检

测结果自主手术、在非标设备及危险行业中如何应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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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仿生机器人的神经元建模能否用于知识迁移、神经元

建模能否实现深度学习、仿生机器人在家庭服务方面的进

展”等观众关注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孙教授学识渊博，

解答通俗易懂，为观众带来多重启发与思考，赢得观众的

一致好评。 

本次讲座还特别邀请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党委书记、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赵新教授作为嘉宾主持参加互

动研讨。  

 

赵新教授主持“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 

 

本次直播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本期课堂探讨了多学

科理论技术交叉融合如何促进机器人创新发展，展示了仿

生机器人、纳米机器人等机器人前沿领域的主要进展，对

制造企业进一步理解机器人的理论、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对制造企业在新场景中创新应用机器人具有深刻的启发

及意义。 

三、下月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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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略咨询 

完成“2020 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的在线评审工

作和“2020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的终评会工作。 

2.技术交流 

继续推进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南京）分论坛的组织策

划、嘉宾邀请、观众组织等工作的落实。完成“第三届数

字中国峰会智能制造分论坛”的协办工作。持续推进

“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三期活动，10 月将组织 2 次

专场讲座，1 次研讨会。 

3.人才培养 

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丛书修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