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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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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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国智能制造

十大科技进展”初评入围 15项科技进展基础上，于 10月 23

日召开终评会，现场评选出入围的“2020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

科技进展”。9月 30日-10月 18日邀请国内外综合专家进行

“2020 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的在线评选。2020“双十”

科技进展评选评选结果，在联合体范围内公示 7 天，公示

渠道包括公众号，网站等。同时开始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的

画册和视频制作工作，并筹备 2020 科技进展的发布及论坛

活动。 

2.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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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数字中国峰会智能制造分论坛：成功举办“第

三届数字中国峰会智能制造分论坛”。 

2020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联合体、国际智能制造联盟

深度积极参与分论坛的主题策划工作，并与世界智能制造

大会组委会进行对接，制定了 12 个分论坛的总体策划方案。

由联合体和国际智能制造联盟重点参与的 4 个分论坛分别

启动嘉宾邀请等筹备工作。 

3.人才培养 

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顺利完成第二期第 10 讲和第

三期前 2讲（共 2次专场讲座，1次研讨会）活动。第二期

第 10 讲云课堂邀请到天津大学教授，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邾继贵，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秘书长

张莉；第三期第 1-2讲云课堂邀请到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山东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张世顺，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监事长、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专家委员会委员方

宪法，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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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郝玉成，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李斌教授，北京航天

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长艳，e-works 首席记者/

分析师王阳等多位业内专家共同分享面向智能制造关键技

术及企业应用实践。会议受到广泛关注，累计观看逾 2.3 万

人次。 

 

二、重点推进情况（新闻稿） 

1. “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二期第 10 讲，聚焦先

进测量技术 

2020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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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特别邀请到天津大学教授、博导，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精密

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邾继贵作《先进测量

助力智能制造》的讲座。本期课程受到观众热情广泛的关

注，累计观看逾 1.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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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继贵教授作《先进测量助力智能制造》的讲座 

邾继贵教授聚焦“先进测量技术”，从测量与高质量

制造的关系，测量技术是智能制造核心要素等多个方面介

绍了发展测量技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他还结合视

觉在线测量推动汽车制造技术进步，大空间精密测量推动

数字化装配发展这两个实践案例，阐述了测量技术在制造

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表示，多元信息感知是智能化

的核心要素，丰富高效的测量手段不可或缺；面向智能制

造的测量新方法、新技术研究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也是推

动制造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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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传感技术 

 

传感信息处理技术 

在问答交流环节，邾教授就“测量和测试的区别，测

量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如何结合？测量头如何标准化以

方便布局传感点？制造过程中零件部件是运动状态如何处

理测量的序列数据？视觉测量是否有其他方法提高测量精

度？”等观众关注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邾教授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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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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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秘书长张莉

作为嘉宾主持参加互动研讨。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秘书长张莉 
 

本次直播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本期课堂通过对汽车、

航空航天等典型制造领域的自动化制造、数字化制造以及

智能化制造发展演进过程分析，梳理了测量技术的支撑引

领作用及其规律，归纳探讨了智能制造模式下先进测量技

术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方向，这对于推动先进测量技术在智

能制造的应用具有深刻的启发及意义。 

2. “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三期第 1 讲，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智能制造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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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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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第 1 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特别邀请到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

长张世顺，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监事长、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

专家委员会委员方宪法，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

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郝玉成，一

起就“高端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应用”进行深度研讨和交

流。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以高新技术为引领，处于价值链高

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整个产业链综合竞争力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也是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

志。世界各国都将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核心技术提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的核心层面，在我国，装备制造产业也备受重视。

随着国家陆续出台的系列鼓励政策，近年来装备制造产业

迎来了快速发展，无论是产品本身，还是生产制造过程都

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机械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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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张世顺分享了《面向大型高端数控机床的智能制

造实践》。济南二机床是 2016 年国家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

项目的试点单位，完成了离散型高端数控机床智能制造数

字化车间的建设。该数字化车间先后上线了顶料杆智能生

产线、物流立体仓库等智能新装备，并对包括下料切割制

造单元、结构大件焊接、焊接群控管理系统、热处理设备

自动监控联网系统、齿轮加工单元、大件加工设备和中件

加工自动检测单元在内的制造单元进行了智能化升级，形

成了不依赖人的专业决策能力。同时集成了三维数字化研

发系统、三维数字化工艺设计系统、MES 系统、数据中心

及微机工作站、制造单元互联互通网络、安全管理可视化

及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了数字化车间信息平台，打通了

全生命周期数据链，实现了设计、工艺、生产、制造一体

化的协同应用，达到了制造过程的电子化、流程化、透明

化和无纸化。 

经过数字化车间项目的建设，济南二机床的产品研制

周期缩短了 30%，产品不良率下降了 23%，运营成本下降

20%，生产效率提升了 23%，能源利用率提高了 10.8%，设

计工艺变更效率更是提高了四倍以上，智能制造升级切实

助力了企业的提质降本增效。最后，张总对济南二机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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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智能制造要与企业

的内部管理进行有效结合。  

 

济南二车间数字化车间建设内容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

农业机械学会监事长、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专家

委员会委员方宪法，分享了《农业装备的智能化：远景-路

径-现状》。方院长指出，当今农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基于

对动植物对象的一致性措施和作业，是存在缺陷的。由于

农业气象土壤条件、病虫草害的分布和作物的成熟度等条

件存在差异，即便是同一品种、相同发育阶段的动植物个

体对象在形体、形态、色泽方面也存在差异性，因此未来

农业机械对农业作业对象执行的操作规划和路径并不具有

重复性，未来农业机械需要实现针对动植物对象的差异，

进行地点、时间、方式、数量的差异性作业，以节省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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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物质的直接投入，并减少对环境、生态的影响。

这其中，实时自主决策操控的特性将发挥巨大潜能，而动

态感知、实时分析、在线决策、精确执行是必不可少的 4

个方面。 

随后，方院长结合大量农业场景对当前农业智能化的

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并逐一分析了智能化作业已经取得

的成效和面临的难点。如植物保护方面，农药喷洒目前已

经做到根据树体形状进行计算，精确确定喷洒药量，节约

农药以保护环境；田间除草机器人能够利用 CCD 成像识别

出杂草，并能精准定位进行除草作业；收获采摘方面有套

袋机器人、采摘机器人等可以代替人工作业。方院长指出，

虽然近年我国的农业机器人发展较快，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在作业精度、速度等指标上，相比国际领先装备仍然存

在一定差距，另外产品距离实际应用，也还有很长的一段

路需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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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套袋机器人介绍 

在深度研讨交流环节，各位嘉宾围绕智能制造主题，

就关键技术与产品的国产化挑战和出路等观众关注的话题

进行了探讨交流，同时各位嘉宾对我国智能制造全产业链

提出殷切希望，期待借助自有技术的进步，使得我国的高

端智能装备产品能够更上层楼。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机械工程学会

副理事长张世顺分别就在线观众提出的清洗涂油与烘干设

备的工作过程、智能冲压产线的数字孪生模型如何建立、

二机工厂 MES 的应用与具体配置、工厂老设备如何解决数

据采集与联网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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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顺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方宪法

就丘陵地带的水稻种植和鸡鸭养殖的农业自动化应用、农

机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率、茶叶机械化生产和智能化的瓶

颈、谷物收割机械与国外的差距、大棚生产的自动化与无

人化等在线观众具体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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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郝

玉成就机器人/自动化产线与互联网的联结问题做了详细解

答。他指出，当前的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厂家考虑兼容各家

以前的产品，采用的通信规范各不相同。未来要实现设备

间的互联互通，还是需要统一通信协议，或者采用中间插

件来实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郝玉成 

本期讲堂还特别邀请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李斌教授

作为嘉宾主持参加本次研讨会。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李斌教授主持“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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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直播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几位专家在高端数控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建设、农业机械智能化现状、机

器人/自动化产线与互联等方面的精彩分享，以及问题深入

互动，对在线观众深具启发意义。 

3. “IMAC 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三期第 2 讲，航天云

网智能制造实践分享 

2020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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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第 2 讲

热烈播出。本期讲堂特别邀请到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南省、天津市智能制造专家组成员胡

长艳老师作《航天云网智能制造实践》的主题讲座。本期

课程受到观众热情广泛的关注。  

 

胡长艳老师作《航天云网智能制造实践》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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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艳老师主要分享了航天云网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实

践经验、案例、升级路径等内容。他以精益生产拉动和物

料的工具 Two Bin看板系统和某集团精益柔性装配生产线为

例，详细阐述了航天云网是如何进行智能制造的实施。他

表示，航天云网基于 LEAN的企业智能制造升级路径方法

的提出是基于精益生产的思想，主要分为业务的标准化、

流程的透明化、运作的自动化、制造的智能化四个阶段；

在实际智能制造项目实践中，最难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咨询

分析与规划设计，实施效果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

两个部分。 

 

 

Two Bin 看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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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超市、看板拉动启发 ERP、MES、WMS 整合创新 

在问答交流环节，胡长艳老师就“智能制造项目涉及

到自动化设备换人是否考虑成本—利润平衡点？以什么标

准衡量是否有必要上自动化设备？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模

型如何表达？设计方与制造方的数据如何传输和交互?中小

制造企业做智能制造的起点是什么？企业目前的智能制造

是多软件系统堆叠还是市场和工厂的联动？智能制造是否

适合所有制造业？”等观众关注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解答。

胡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细致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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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orks 首席记者/分析师王阳作

为嘉宾主持参加互动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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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首席记者/分析师王阳 

本次直播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本期课堂通过讲解航

天科工如何从传统工业出发，并结合精益生产、自动化、

信息化等手段，使得企业及集团的整体制造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分享航天云网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的实践及经验总

结，并结合智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造等具体实践案例，

阐述航天云网如何助力企业进行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这些

实践对于推动制造企业进行智能化升级具有深刻的启发及

意义。 

三、下月工作计划 

1.战略咨询 

11月 26日，在 2020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发布“2020世

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和“2020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

进展”。同期举办智能制造科技进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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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交流 

继续完善各分论坛的承办方案，推进各分论坛的嘉宾

邀请、观众组织、会议材料准备等工作的落实。国际智能

制造联盟召开产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成“第三届数

字中国峰会智能制造分论坛”的总结工作。持续推进

“IMAC智能制造云课堂”第三期活动，11月将组织 4次专

场讲座，1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