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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制造型数字化车间技术架构与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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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离散制造的特点，研究数字化车间的技术架构，定义了数字化车间信息流与数据交互。为我国

离散制造企业规划和建设数字化车间提供了可参考的方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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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rete manufacturing，and technology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workshop，and information flow and data interaction of digital workshop are defined．The research provides
a guidance and basi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workshop for discrete manufacturing en-
terpri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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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速并进入深度调整，中国制

造业全面融入全球化产业链，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
制造业作为工业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在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

速发展，传统制造行业面临巨大挑战，以智能制造为代

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1－2］。
德国提出“工业 4．0”概念，其内涵是由集中式控

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生产模式转变，旨在建立一

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

式［3］。美国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是对

美国“再工业化”的贯彻实施，旨在应对先进制造业发

展的挑战，并将智能制造确定为美国制造业发展的三

大重点领域之一，意图建立并完善智能制造技术理论，

并突破智能制造关键技术［4］。英国的《英国工业 2050
计划》强调了制造业对于创新、技能、就业和经济再平

衡等方面的重要性探索重振制造业。注重制造业的整

体价值链发展，重点推进服务加再制造［5］。法国政府

推出《新工业法国战略》，包含云计算、物联网、大数

据、工业机器人以及超级计算机等 30 余项专项计划，

旨在通过创新重塑工业实力，使法国处于全球制造业

第一梯队［6］。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7］，部署全

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围绕这一战略目标《中国

制造 2025》规划中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

攻方向。
智能制造工程是《中国制造 2025》的核心，其发展

目标是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协同化的新型制造生态，

并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制造业竞争的模式，在培育发

展智能制造的道路上，数字化车间是重要的根基［8］。
以数字化车间为基础进行智能化提升，综合运用云计

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化手段，用数据连

接生产制造过程的不同流程，对生产进行规划、管理、
诊断和优化，实现产品制造的高效率、低成本和高质

量，从而达到智能制造的基本要求。因此在重点领域

推进数字化车间建设是智能制造提升先进制造能力的

重要路径。本文针对车间运行管理、基于数据字典的

资产数字化描述和信息集成，给出数字化车间的多维

度模型，从不同层面抽象提取数字化车间的核心要素，

为智能制造的具体实施工作提供参考。

* 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资助项目“高速动车组智能工厂运行管理综合标准化项目”( 20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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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车间特点与内涵

( 1) 数字化车间技术架构具有行业特征［9］。制造

业覆盖了离散制造、流程制造等不同行业以及相同行

业的不同产品，如电子产品、机械加工、装备制造、石油

化工及医药等行业。它们在研发设计、制造工艺、制造

装备、生产管理模式以及供应链等方面差异很大。如

电子产品行业能够实现较高的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

化; 而传统机械加工与装备制造行业生产链条长，一部

分关键工位扔依赖人工技能［10］，需要较好的生产管理

机制; 以石油化工医药等代表的流程制造业生产连续

性强、流程规范，但是工艺柔性小，产品种类单一。为

充分指导本行业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与改造升级，数字

化车间技术架构的规划应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
( 2) 数字化车间技术架构研究包含多重维度。数

字化车间建设及管理涉及到多方面［11］，如信息化系统

建设、网络与机房建设、车间运行管理、设备管理、物流

与供应链管理多个层面。单一的智能制造参考模型及

数字化车间模型偏向于宏观、覆盖面广，针对数字化车

间建设、管理及运营的不同阶段，需要结合多维度数字

化车间架构模型来指导工作。
( 3) 数字化车间物流自动化程度高。离散制造

型产品往往由多个零部件经过一系列不连续的工序

装配而成，企业需要合理安排工艺流程及工位、产线

的位置，增加了离散型制造生产物流组织的配套复

杂性。因此离散制造模式下物料运输与缓存的空间

与时间成本高。由此离散制造过程中的物流运输、
调度需要由 AGV 无人小车、机器人及传输带等自动

化设备将分散的仓库、工位、产线用自动化物流设备

有效连接起来。
本文的研究背景是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是典型的

离散型制造。轨道交通装备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
结构复杂、质量要求严格、产业链长及生产交付周期严

格等特点。以高速动车组、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

备产品，客户定制化需求高，并且在生产中随时会有变

动，因此制造车间可能突然接收来自设计、工艺端的变

更需求，数字化车间处理异常变更的响应处理能力十

分重要。产 品 质 量 是 轨 道 交 通 装 备 生 产 关 注 的 核

心［12］，生产过程中的材料、零部件及产品需要设置质

检点并 及 时 反 馈 质 量 状 态，并 利 用 质 量 管 理 平 台、
ＲFID 和二维码等技术使产品具备可追溯性。

2 数字化车间技术架构研究

数字化车间以生产对象所要求的工艺和设备为基

础，以信息技术、自动化和测控技术为手段，用数据连

接车间不同单元，对生产运行过程进行规划、管理、协
同、诊断和优化，实现产品制造的高质量、高效率和低

成本。
数字化车间涵盖了产品生产制造的主要过程，所

设计技术架构如图 1 所示，分为基础层和执行层。其

中数字化车间基础层包括生产制造中需要的各种制造

装备以及制造资源。制造装备主要承担制造、检验和

车间内物流等工作，采用数字化、网络化设备，具备信

息自动采集与指令执行的功能; 制造资源是在制造中

需应用到的人员、物料、工装辅具、托盘和制造检验规

程等，本身不完全具备通信能力，可具备条码、ＲFID 和

文档无纸化等技术进行标识与通信，参与数字化车间

生产制造的半自动或全自动数据交互。

数字化车间执行层主要包括车间计划与调度、制
造执行、车间质量管理、异常管理、设备管理及物流管

理 6 个模块，对制造过程中的业务、活动及资源进行管

理，实现车间制造的数字化、精益化。
业务层主要包括设计、企业资源管理等模块，并不

涵盖在数字化车间体系架构内，处于数字化车间的上

层，它们之间进行生产订单、库存量、产品数据、工艺数

据以及质检数据等信息的交互。

3 数字化车间数据交互研究

相较于传统生产模式，数字化车间具有数字化、网
络化以及系统化的特点，在生产计划与调度、质量管

理、异常处理等方面会与车间人员、制造检测装备进行

交互与反馈，从而实现车间生产制造的自决策闭环控

制。数字化车间信息流向如图 2 所示。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将生产订单下发到车间，车间

计划与调度模块依据产品工艺路线将其分解为作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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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排产下发至车间现场。工艺执行与管理模块根据

下派的作业计划参照工艺规程指导现场作业人员与装

备进行生产，并反馈执行效果。生产过程质量管理模

块按照质检点规划，采集检验结果发送给质检员或业

务层质量管理系统，进行质量监控与追溯。车间物流

管理模块接受到上层根据详细计划排产计算而得出的

物料需求，控制仓库物流装备将生产物料配送到指定

工位; 生产结束将成品入库，实现生产物料的配送与管

理。车间设备管理模块统一管理车间的制造检验设

备，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指导设备保养，记录保

养维休结果。异常管理模块监测车间制造装备的运行

参数、报警信息以及由操作人员提交的异常数据，监测

并处置、评价车间生产异常状况。最后生产过程及节

点的质检结果、物流信息、设备加工参数及设备状态等

参数将汇总至车间计划与调度模块，并形成完工报告

反馈至上层企业资源管理。

4 数字化车间信息集成研究

4．1 车间信息集成架构

系统集 成 与 数 据 交 互 是 构 建 数 字 化 车 间 的 基

础，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实现企业级软件、车间级软件

的集成与互联互通以及现场制造装备的控制和数据

采集。
图 3 所示为数字化车间信息系统架构，分为三个

部分 IT 系统层、边缘计算层、现场层以及连接它们的

数据总线和工业以太环网。
( 1) IT 系统层部署了企业业务层包括的 EＲP、

PLM 以及 QMS 系统，以及数字化车间执行层涵盖的

MES、SCADA 系统，并通过数据总线，OPCUA 等技术

进行内、外部系统集成。
( 2) 边缘计算层通过工业以太环网对车间现场设

备数据进行采集，并与 IT 系统层的软件系统进行数据

交互，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优化作用。协议处理是 OPC
UA、中间件等技术兼容 Modbus、CAN、Profinet 等各类

工业通信协议，实现数据格式转换和统一; 另一方面利

用 HTTP、MQTT 等方式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上层系

统。数据处理是在靠近设备或数据源头的网络边缘侧

进行数据预处理、存储以及分析应用，提升数据交互响

应灵敏度、优化数据交互量。

( 3) 现场层主要通过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等工

业通信网络实现对车间内设备的接入和数据采集，包

括对传感器、变送器等采集设备的接入; 对 PLC、嵌入

式系统、IPC 等通用控制设备的数据接入; 对机器人、
数控中心、检验设备及 AGV 小车等专用智能装备的

接入。
4．2 车间信息集成关键技术

( 1) 网络接口与通信协议

为执行数字化车间基础层控制设备与现场总线的

控制与通信，制造装备需具备网络接口并适配通信

协议。
网络接口主要分为串行接口、以太网口和无接口。

串行接口主要包括 ＲS－232、ＲS－422、ＲS－485 和 USB;

常见的工业以太网接口类型有: ＲJ－45 接口、SC 光纤

接口、FDDI 接口、AUI 接口、BNC 接口和 Console 接口

等; 对于无接口的设备可利用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外接

传感器或 I /O 信号采集装置获取目标数据。
通信协议主要分为通用串口协议、现场总线协议、

工业以太网口协议以及工业无线通讯协议。车间制造

装备常用通讯协议可参考表 1。
( 2) 数据采集与存储

数字化车间在企业级数据字典的架构下，结合数

据实时性需求，利用网络接口及通讯协议，进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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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与存储，并与企业业务层系统进行对接。

表 1 车间设备常用通讯协议表

通用串口协议 ＲS－232、ＲS422、ＲS－485

现场总线协议 ModBus、ProfiBus

工业以太网接口协议 Http、FTP、LSV2、OPC、OPCUA、MTConnect、MQTT

工业无线通讯协议 IEEE 802．11、IEEE 802．15．1

车间数据采集类型可以分为: 设备信息、设备状态

信息、生产运行信息、质量信息、报警信息和其他信息

等。车间制造装备数据采集分类可参照表 2。

表 2 车间制造装备数据采集类型

采集类型

大类 小类
采集内容

设备信息

标识类信息

功能类信息

设备制造商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控制系统

设备硬件码

设备 IP 地址

规格参数

范围参数

精度参数

设备状态信息 设备状态信息 运行 /待机 /关机 /故障

生产运行信息 生产运行信息
机加设备的主轴转速

关键部件的当前温度

质量信息

设备自检信息

生成的质量数据

配置是否正常

通信接口是否正常

检测结果

合格数

偏离度

报警信息 报警信息
设备加工的运行时间

设备完成加工的累计时间

其他信息

设备能耗数据

安全数据

设备实时耗电功率

关键参数的累计使用量

设备连接通常次数

误动作率

丢包率

数据存储应结合实施数据库技术与历史数据库技

术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数据库采集和储存生产现场实

时性较高的数据，支持执行层的计算应用; 历史数据库

采用关系数据库，采集和存储工艺设计、制造及质量检

验过程相关的主数据和过程数据。

( 3) 数据字典

为支持数字化车间的互联互通、提高数据的一

致性和互操作性，应建立车间级的数据字典。数据

字典应完整覆盖生产过程信息、设备状态信息、物流

信息、质检信息以及生产调度计划信息等，涵盖各类

数据的 基 本 信 息，如 名 称、语 义、结 构 以 及 数 据 类

型等。

5 结语

数字化车间是智能制造发展的重要研究方向，本

文针对离散型制造的特点，提出了包括业务层、执行

层、基础层 3 个层次的离散制造型数字化车间的技术

架构，明确定义了数字化车间的边界范围，并规划了数

字化车间内部各模块间的信息流，进一步研究了数字

化车间信息集成架构。为离散制造型企业在开展数字

化车间整体规划、建设改造过程中提供了可参考的方

向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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