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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孪生是从数字化技术发展演变而来，成为智能制造中热点话题，但目前还存在对数字孪生模糊

甚至不同的看法。文章对比分析了人类的意识空间和计算机组成的虚拟空间在制造领域相互关

系，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研究数字化对制造业带来的技术变革，探讨数字孪生技术在智能制造中

的地位和作用，并展望了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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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win evolv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became a hot topic in smart manu-
facturing field. However，there are still vague and even different views on Digital twin. This paper com-
par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consciousness space and the virtual space com-
posed of computers in the manufacturing field. at the same time，we will study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digitization to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discus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rom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product，and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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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孪生的产生与演化

人类发明计算机进入数字时代已有 70 多年了，以

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大大增强和扩展了人类在信

息的采集、存储、计算分析等领域的能力，改变了制造

技术在机械化阶段只能利用非实时数据和以往的知识

经验进行生产制造，对制造过程的分析只能等待工作

完成后进行采集分析，形成知识在下次工作中予以指

导的传统模式。数字化使人类在制造中可以借助计算

机对状态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和高速处理，利用当前实

时数据和以往的知识( 控制算法) 进行生产控制，这大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
当前信息物理系统 CPS、工业 4. 0 以及智能制造

等各种新的概念不断涌现，其核心技术就是能根据当

前状态预测对象的发展变化，实时学习得到最优的控

制策略，从而取得最佳的生产控制效果。这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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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利用的是当前实时数据和过去的控制策略，被

动地适应被控对象的变化，而智能化利用的是来自未

来的数据和当前的控制策略，主动地引导被控对象的

变化。
如何 获 取 来 自 未 来 的 数 据，数 字 孪 生 ( digital

twin) 被认为是关键技术，得到了广泛的高度关注［1］。
全球著名的 IT 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 Gartner 连续两年

( 2016 年和 2017 年) 将数字孪生列为当年十大战略科

技发展趋势之一［2］，2017 年 12 月 8 日中国科协智能

制造学会联合体在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将数字孪生列

为了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之一，特别是西门子、
达索及参数技术公司 PTC 等这些传统的 CAx /PLM 公

司纷纷将数字孪生作为其数字化产品及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重点［3］。
数字孪生技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演变，采用

数字技术描述产品从采用简单的编码标识技术开始，

发展到今天虚实互动的数字孪生技术，可以将这个发

展分为 4 个阶段( 表 1) 。

表 1 产品数字化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技术特征
数据信息

概念抽象

静态模型

外在形象

动态模型

以虚拟实

虚实互动

以虚控实

关键技术 特征编码 几何建模 动态仿真 感知预测

第一阶段( 1946－1960) : 概念抽象

1946 年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诞生，计算机帮助

人们实现高速计算。为了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就必

须将计算对象数字化，计算过程程序化，将计算的数字

化结果存储保存。计算机真正开始了生产制造全面的

数字化进程，人们通过数字和字母的组成标识在计算

机中表示不同的实体，发展到通过数据结构技术表示

实体身份及其特征属性，这时由于还没有图形化的输

入输出工具，信息主要由数据的形式体现，只有抽象的

数字身份及特征来代表产品。
第二阶段( 1960－1980) : 外在形似

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 CAD 技术的出现，图纸上产

品的设计图形开始以图形化的形式在计算机中处理，

通过图形交互设备进行产品的几何设计，特别是 2D
到 3D 技术的发展，通过 3D 实体的建模，使设计人员

的构思直观地展示出来，产品不仅有了数字身份，还有

了与其物理实体“形”似的静态几何模型数据。
第三阶段( 1980－2011) : 以虚拟实

利用数字模型对产品的相关功能和性能进行仿真

评价，出现了所谓数字样机 DMU( Digital Mock－Up) 概

念。按照我国国家标准“机械产品数字样机通用要

求”中的规定，数字样机是对机械产品整机或具有独

立功能的子系统的数字化描述，这种描述不仅反映了

产品对象的几何属性，还至少在某一领域反映了产品

对象的功能和性能。数字样机的概念将三维模型从静

态表达展示产品几何信息上升到也能反映产品的功能

和性能的动态领域，使三维模型不仅和实体产品“形”
似而且还行为相仿，出现了现代数字孪生技术的雏形。

第四阶段( 2011－至今) : 虚实互动

“孪生”的概念在生产制造行业的应用早在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阿波罗项目［4］中采用，在该

项目中制造两个完全相同的空间飞行器，一个留在地

球上的飞行器称为孪生体，用来反映或作镜像正在执

行任务的空间飞行器的状态。在飞行准备期间，孪生

体应用于仿真验证及飞行训练，在任务执行期间，该孪

生体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和预测正在执行任务的空间飞

行器的状态，从而辅助太空中的航天员做出正确的操

作。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前只在设计制造阶段采用的原

型样机，将原型样机应用扩展到产品的实际运行阶段。
这时的孪生还是指一模一样的实体，通过设置逼真的

环境使孪生体模拟真实运行状态。

2003 年密歇根大学教授 Dr. Michael Grieves 在产

品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PLM 课 程 的 文 档 中 ( http: / /
www. egr. msu. edu /classes /ece480 /capstone /
PLMinEngineering. ppt) 提出了“与物理产品等价的虚

拟数字化表达”的概念。如图 1 所示，包括了物理空

间的实体产品、数字空间的虚拟产品及两者之间的数

据和信息过程接口，把虚拟产品从设计阶段带入到制

造和运行的全生命周期，这被认为是数字孪生概念的

雏形。但是由于当时的理论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数字

孪生技术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Michael Grieves 教授

对此概念也做过多次修改，直到 2011 年采用了“数字

孪生”这一概念来表述。特别是 2011 年美国空军制定

未来 30 年的长期愿景时，美国空军实验室 AFＲL(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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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Ｒesearch Laboratory) 与 NASA 合作提出了构建未

来飞行器的数字孪生体［4］，并定义飞行器数字孪生为

一种面向飞行器或系统的高度集成的多物理性、多尺

度性、多概率的仿真模型，能够刻画和反映物理系统的

全生命周期过程，能够利用虚拟模型、传感器数据和历

史数据等反映与该模型对应的实体功能、实时状态及

演变趋势等，由此数字孪生被广泛接受并一直延用

至今。
数字孪生概念将阿波罗项目中的孪生概念拓展到

了虚拟空间，采用数字化手段创建了一个与产品物理

实体在外表表现和内在性质相似的虚拟产品，建立了

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关联，使两者之间可以进行数

据和信息的交互，形象直观地体现了以虚代实、虚实互

动及以虚控实的理念。这种理念从小到一个产品、大
到一个车间，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复杂系统都可以建立

一个对应的数字孪生体，从而构建起一个“活的”虚拟

空间。

2 数字孪生的概念及内涵

“数字孪生”是对英文“digital twin”的一种翻译，

同时还有翻译为“数字镜像”、“数字映射”、“数字双胞

胎”以及“数字孪生体”等，从内涵上都是指“digital
twin”，为同义词。“数字孪生”为普遍接受的翻译［5］，

顾名思义，数字孪生是指针对物理空间中的“实体”，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在虚拟空间中创建一个物理实体的

虚拟模型，借助数据模拟物理实体在现实环境中的行

为，借此来实现对物理实体的了解、分析和优化，通过

虚实交互反馈、数据融合分析、决策迭代优化等手段，

为人类的生产制造活动提供新的时空维度。与“实

体”对应，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创建的虚拟模型也称为

“虚体”( 本文中虚体等同数字孪生体) 。数字孪生的

概念看似比较清晰，但其背后所代表的内涵及对智能

制造的意义却值得深入研究。
为了深入剖析数字孪生的内涵，先对我们所处的

世界进行描述。在计算机还没有出现前我们的世界由

大自然物理空间( 客观世界) 及人类大脑中的意识空

间( 主观世界) 组成，如图 2a。物理空间以其原子组成

的物理实体和其自我发展演变的自然规律展示着自己

的存在。人的大脑由物理空间中的碳基化合物细胞组

成。为了说明方便，我们将意识空间分为 3 个部分: ①
映像及感知，人们经过观察学习建立起对物理空间中

实体对象的映像感知，使我们能区别小草、大象、机床

等不同实体;②在大脑的计算分析和想象力的加工下，

形成了对物理空间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知，形成了

所谓的显性和隐形知识存储在脑细胞中; ③还有所谓

的自我意识，这是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但这不属

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计算机的出现，开启了采用二进制数字来描述和

认识物理空间的新途径，在计算机硅基电路上用比特

创造出了第三个空间: 虚拟空间( 图 2b) 。开始时在这

个虚拟空间中只能采用简单的数字、文字及图形表达

人类的知识及物理实体的抽象概念，辅助人们进行计

算分析，到逐渐替代人类完成一些自动分析和控制等

认知工作，承担一些模拟和替代大脑的工作。虚拟空

间通过知识库、数据库存储人类的显性知识，通过软件

算法运用这些知识与物理空间交互，完成相关任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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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这部分工作内容的称为数字大脑。数字大脑也可看

成是人类认知及智能在虚拟空间的数字孪生，它将人

类“无形”的智能通过数字化，转变成由比特组成“有

形”的数字大脑，使智能不再抽象，具有可复制、可重

组及可扩展等特点。
在规划设计阶段人们已利用计算机建立物理实体

的模型进行仿真，随着 CAD 及仿真技术的发展，不仅

要求“模型”在离线时更加逼真全面的代表实体，而且

在在线时能够实时反映实体的状态，特别是能提前预

测出实体的状态。数字孪生技术承担起建立这样“虚

体”任务，虚体不仅能精确表示实体的形象，而且要能

自动关联其背后的客观规律，使虚体在虚拟空间中具

有实体在物理空间中同样的特性。利用数字孪生技术

不仅能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人造实体如厂房、机器人等，

从而建立起虚拟车间、虚拟工厂，同样也能构建山河湖

海等自然资源及虚拟乡村和城市。我们将承担这部分

“有形”工作内容的部分称为数字虚体。所以广义上

讲数字孪生就是用来在虚拟空间中建立有形的物理空

间孪生体的技术。本文主要探讨生产制造中产品的数

字孪生技术。
数字孪生通过构建物理实体的虚体以及其隐含的

客观规律来表示物理空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虚拟空

间里不受时空限制地研究物理空间的发展变化，使我

们在规划设计、执行任务以及设备控制的各项工作中，

通过预设或传感器感知实时状态的变化，在虚拟空间

的时空中作用于虚体，从而引起虚体的变化，这些变化

提前传递到物理空间，物理空间就有时间选择最优的

控制方案作用到物理实体。虚体总是走在实体的前

头，提前于实体发生变化，甚至取代实体进行工作，如

虚拟驾驶培训、虚拟碰撞检测及虚拟加工仿真等，在多

个领域虚体以替代实体进行相关工作。当前计算机对

物理实体描述的精确性、计算及识别物体的快速性等

许多领域已远远超过人类。随着人机互联技术的发

展，必将打通人类的意识空间与计算机虚拟空间连接

通道( 图 2c) ，人类大脑会直接利用虚拟空间的计算速

度、孪生体的精确性以及无穷的知识储备，使人类跨入

第二次革命性的进化，实现智能的飞跃。
对数字孪生我们有以下观点:

( 1) 虚拟空间和意识空间都是在物质空间的基础

上创建，虚拟空间不是物理空间和意识空间的简单

再现。
( 2) 虚体是多物理性多尺度性等的复杂数字模

型，针对制造的不同需求，可以建立仅反映任务所需实

体某一特征的“映像”，虚体是可扩展可集成的。

( 3) 一个物理实体可以有多个处于不同时空的

“虚体”对应，而一个虚体最多只有一个实体对应，虚

体可以早于实体创建，晚于实体消亡。
( 4) 有计算机参与控制的产品，可以看成融合了

虚体的实体，甚至整个控制软件都可以看成处于物理

空间时空的一个虚体，同时对实体及其数字孪生体进

行控制。

3 从数字样机到数字孪生

从“形”似到“行”似，其关键是建模仿真技术，这

也是数字孪生的核心技术。CAD 进入 3D 实体造型后

引发了多种学科 CAE 仿真软件的诞生，如机械方面的

仿真软件特别是有限元仿真软件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

能力，往往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只能在规划设

计阶段进行应用，很难将其应用到生产控制中。还有

像汽车飞机这样包含机械、电气、热力学等多学科技术

的产品，各部分的设计只能在本学科领域的 CAE 软件

进行仿真分析，无法将产品组装完成后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仿真分析。Daimler AG 提出了通用模型接口标准

FMI( functional mockup lnterface) ［6］，旨在定义一种模

型的功能封装接口标准用以支持系统的协同设计、仿
真、测试及嵌入式软件开发，不同的建模及仿真软件通

过符合 FMI 接口标准的格式导入其他软件建立的模

型，实现协同仿真分析及虚拟测试等工作，这样就大大

提高了模型的交互性和重用性。许多支持多学科建模

仿真软件如 SimulationX、Modelica 以及 MWorks 都支

持 FMI 标准，如汽车飞机这样包含多学科技术的产品

也能进行整体的仿真验证及优化，这些技术为实现数

字孪生体全面准确仿真模拟物理实体打下基础。
从全生命周期的观点看，将制造分为规划设计、生

产制造和运行服务 3 个阶段。由于 DMU 主要应用在

规划设计阶段，用于对产品本身的功能和性能进行仿

真验证和优化，缺少对产品在生产制造和运行服务阶

段的技术支持。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 DMU 的基础

上，通过加入装配关系配置信息形成了 CDMU ( con-
figured DMU) ，通过加入功能接口定义形成了 FDMU
( functional DMU) ，特别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发起的基于

模型定义 MBD( model based definition) 技术，并在波音

787 的研制中大规模采用这种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效

益［7］。MBD 技术是将产品的所有相关设计定义、工艺

描述、属性和管理等信息都附着在产品三维模型中的

先进的数字化定义方法。MBD 将产品的设计信息、制
造信息及其他附属信息共同定义到产品的三维数字化

模型中，保障了产品数字模型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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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性。为了基于 MBD 技术支持多学科、跨部门、跨
企业的产品协同设计、制造和管理，出现了基于模型的

企业 MBE( model based enterprise) 技术，MBE 为企业

构建基于 MBD 生产制造的操作指导及应用环境。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Product Life－cycle Man-

agement) 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对产品相关数据、过

程、资源和环境进行集成管理的技术，它是一个技术的

集合，同时也是一种企业信息化的思想理念。PLM 的

技 术 体 系 由 数 字 工 具 CAx、产 品 数 据 管 理 PDM
(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和业务协同 3 个层次架构

组成。这一条技术路线被大多数人所熟知，我们通过

CAx 工具进行产品设计、仿真模拟、工艺规划及计算机

辅助制造工作，仅仅在设计阶段就有不同的设计方案

及版本，由此出现了 PDM 对这些信息进行管理，不同

部门又需要以设计模型为基础进行协同工作，这样就

出现了 PLM 这种以产品为中心的信息系统。通过大

数据对制造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提炼出相

关的知识，已成为智能制造中重要的技术路径。如何

对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进行管理已成为 PLM 面

临的重要挑战。所以除了传统 3 个层次的工作还必须

增加制造过程数据管理，才能更好地实现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
虚拟制造技术 VMT( virtual manufacturing technol-

ogy) 的目标是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能模拟出产品未来

制造全过程及其对产品设计的影响，预测产品性能、产
品的可制造性等，从而达到最好的产品设计质量、最优

的制造过程。数字化工厂 DF( digital factory) 技术可以

说是 VMT 的子集，主要针对制造环节，以产品全生命

周期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在计算机中通过构建产品、生
产资源和制造过程来模拟工厂的生产，对整个生产过

程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制造技术发展过程中沿着设计和制造两条线发

展，现在由于数字孪生技术而融合起来，形成了从概念

设计到寿命 终 结 的 产 品 全 生 命 周 期 全 闭 环 的 管 理

( closed loop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从数字

孪生的观点看，产品的数字孪生体先于物理产品诞生，

是产品的生命开始点，实体只是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

阶段。物理产品是“仿造”数字孪生体制造出来的，应

该说实体是虚体的映像才对。
数字孪生带来人类生产制造活动机制的变革，将

人们的管理控制工作从被动的根据物理事物本身的变

化来被动调整管理控制策略，发展到根据物理实体的

反馈作用于数字虚体，数字虚体提前于物理实体变化，

数字大脑( 图 3) 根据这个变化，采取最优的控制策略，

主动引导物理实体向目标方向发展变化。

4 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展望

数字孪生技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有其

不同的体现和作用，在以工业互联网为架构平台的智

能制造系统中，数字孪生技术贯穿始末起着关键的作

用，数字虚体主要生存在云平台层，其面向控制维度的

模型布置在边缘层，参与实时控制( 如图 4) 。工业互

联网由现场层、边缘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组成，我们从

这些层次及设计、生产和运维阶段的时间维度来分析

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

( 1) 设计阶段

人们在云平台中规划设计平台的支持及相关知识

库的辅助下，经过协同设计，完成产品的设计工作，创

建产品的设计模型———数字孪生体，现在这个数字孪

生体还处于原始状态，经过一系列的运动学、动力学等

多物理性方面的仿真优化( 或由第三方提供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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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确定初步的设计及加工工艺方案，然后在云平台

层中利用制造工厂的虚拟工厂进行虚拟制造，对可制

造性进行仿真验证; 利用虚拟使用环境，对可使用性进

行仿真验证。经过这些仿真验证之后，就可进入生产

阶段。这时数字孪生体含有产品实体特征和制造出自

己所需所有信息。目前支撑这个阶段的数字孪生关键

技术主要有: MBD、多物理性多尺度性仿真、高保真建

模及模型轻量化技术。
( 2) 生产阶段

生产任务通过云平台中的生产管理平台进行管

理，并将有实时性要求的调度及控制任务交于边缘层

管理控制。产品制造是虚实融合的过程，物理工厂的

数字孪生运行在云平台的虚拟空间中。物理工厂中的

设备以及由传感器组成的物联网 IoT 位于现场层，通

过低时延网络如时间敏感性网络 TSN、5G 等，以 OPC
UA 等协议标准与边缘层进行数据交换［8］，这些多源

数据需要不同的处理，一方面有些数据直接与数字孪

生体控制维度方面的模型交互，得到预测的数据，在控

制周期中完成对加工过程的优化控制，实现以虚控实;

另一方面边缘层对这些数据进行筛选和过滤，传输到

平台层，驱动云平台中的虚拟工厂同步运行( 虚实互

动) ，并存储在大数据库中，为知识挖掘提供数据源，

对加工过程进行非实时的预测及优化。这个阶段的关

键技术主要有: 多源传感数据的实时虚实融合、基于模

型的控制。
( 3) 运维阶段

厂商在提供产品时，同时提供产品的数字孪生体，用

户可在自己工业互联网虚拟空间中根据厂商提供的数字

孪生模板，创建激活产品的虚体。如是一个部件，就可在

虚拟空间中开始装配工艺、装配过程等仿真优化研究; 如

是完整产品可进行使用环境、工作过程的仿真优化，并在

使用过程中进行虚实互动。供应商、技术服务商以及用

户等都可在这个云平台上，获得产品的状态信息，从而进

行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产品在使用和维护阶段需要对

其空间位置状态、外部环境、使用状态以及健康状态进行

实时监控，并建立履历信息库，用户可通过应用层 APP 使

用这些信息。虚体在云平台上对产品的健康状况、功能

和性能进行分析和预测，提前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预警，提

供逼真的可视化手段辅助快速进行故障定位与排除。另

外在操作培训和使用指导方面，借助虚实融合技术数字

孪生也能提供更加逼真的效果。这个阶段关注的关键技

术主要有: 虚实互动及仿真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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