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FEATURE 专题

金属板材成形  2019.4

从 2019 年汉诺威工博会
看工业之未来
文 | 黄昌夏

或许是考虑到世界工业从业者们共

同拥有着按捺不住想要洞悉未来的迫切

心情，2019 年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比往年来得更早些，但只要你亲临

现场“朝圣”，定会心生“相识恨晚”

之感。

继 2018 年的“产业集成——连接

与协作”之后，2019 年的汉诺威以“产

业集成——工业智能”为主题，再次为

世界工业圈带来一场充满尖端科技与前

沿应用的感官与思维盛宴，更增加了工

业人对未来的希冀。

一如往昔，在这个世界工业大舞台

上，许多羽翼已丰的创新应用与解决方

案，恰如冬日里的一声惊雷，响彻世界，

而另一些则可能在默默酝酿之中，却已

经悄然改变着一个行业的格局。无论哪

一种，其背后总是少不了那些先进科技

领军者与敢为天下先的行业龙头们孜孜

不倦的身影，他们正在以实际行动不懈

塑造趋势、续写未来。

昔之神技，今已寻常

对于一名工业从业者而言，最为

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那些年我们所畅想

的未来正在技术的加速进步与持续迭代

中，一一变为现实。

三维建模、虚拟仿真、AR/VR 等

技术的应用，早已不再是少数高端玩家

的独门专利，通过协作共同推出数字化

解决方案的组团作战，也已经屡见不鲜。

敢于标榜数字孪生（Digital Twin）应

图 1 2019 年汉诺威工博会首日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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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厂商数量再刷新高，虽然水平依旧

良莠不齐，亦不乏偷换概念之辈，但整

体水平与 2018 年相比，已然有着质的

提升乃至飞越。虚实结合的数字化技术

应用，已然成为数字化时代解决方案供

应商的入场券。

早在这个领域尚且处于襁褓之中时

即已先发夺人的西门子，此刻却显得惜

字如金，只是将其渗透在电动汽车制造、

生物化工等行业全价值链解决方案各个

环节之中数字孪生（Digital Twin）的

实际功能与特征一五一十地呈现出来。

例如，在电动汽车与电池组件制

造解决方案之中，西门子基于自有软

硬件系统，打造一条贯穿全产品生命

周期的数字主线，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应用于产品研发设计环节，生产

规划、工程组态与生产执行环节，以及

产品投入使用以后的实际运行环节，实

现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精准映射、信

息双向流动、闭环反馈与持续优化，同

时将机、电、软、控一体化设计与验证、

增材制造等技术应用也融于其中。数字

孪生（Digital Twin）并未浓墨重彩，

却是暗藏其中的点睛之笔。

曾经浮在半空饱受非议的区块链

（Block Chain）技术，仅仅不到一年，

便已在工业界落地生根，2018 年还在

设想如何将区块链（Block Chain）应

用于制造业供应链管理领域的 IBM，

如今已然可以将实际示范案例公之于

众，与其如出一辙的，还有 SAP。而

Fraunhofer 协会则颇具创意地将区块

链（Block Chain）应用于物流领域，

用于车辆、载具的路径与资源追溯。

在 2018 年市场上概念满天飞的市

场上始终保持静默的西门子，此刻直接

把部署在其自主研发的基于云技术的开

放物联网操作系统 MindSphere 上的区

块链 app 在食品饮料行业的落地应用案

例，捧到客户面前。区块链所具备的点

对点闭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被巧

妙地应用于在食品饮料行业的质量安全

管控与追溯方面。（详见西门子丁宁博

士原创文章：直击 2019 汉诺威博览会：

从农场到餐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食品

可信追溯）。

除了成熟应用，西门子在 Future 

图 2 西门子基于三维建模、虚拟仿真、AR/VR 等技术

为汽车行业定制开发的虚拟协同工作解决方案

图 3 西门子针对电动汽车与电池组件制造行业

提供的整体数字化解决方案

图 4 西门子与 Tronrud Engineering 等合作

伙伴联合打造食品饮料制造业数字化

解决方案（区块链被应用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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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ustry 板块中所展示的尚处于研

发过程中的试图采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通

过智能合约自动完成企业间“供应、生

产、交易”活动的设想，更加令人激赏

与期许。一幅产业集群、迷你城市、乃

至更大规模生态系统中去中心化、安全

保密的数字化交易系统的画面仿佛跃然

纸上。

不知不觉间，昔日的黑科技们，已

然开始越来越多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应用于实际之中。

人机互融，日臻成熟

盲目机器换人的喧哗与聒噪过后，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了人本思想的逐步

回归。为了更好地让机器辅助人类工作，

越来越多的机器，被赋予了感官功能，

距离“智能”又近了一步，而人机之间

更融洽的协作与交互，也进一步丰富了

智能制造的涵义。

Festo 基于应力传感器、电磁阀等

系列产品打造的仿生交互协作机器人，

是其中最为“通晓人性”的典型代表，

不但技术过硬，在材质选择方面，也充

分考虑人的安全与感官体验。除此之外，

试教与模仿功能的响应速度与准确性，

较之以往亦有显著的提升。

人机融合与协作，远不仅限于人与

机器人之间，与智能设备甚至柔性产线

之间也同样可以，橙衣军团甚至实现了

磁悬浮高速传输系统、机器人与人工之

间的有效协同工作。

素以控制技术见长的西门子，在

2018 年推出自主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基

础之上，进一步加强了人机交互与机器

驯化的功能，使机器人能够在人的指令

任务之下，不断积累学习，从而更高效

地执行工作。

当然，若以生态系统的维度审视，

机器人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元素大鳄

们的战场，远不止于此。

工业物联，价值为先

2018 年秋天，一颗明星的突然陨

落，瞬间将过去数年被街头巷尾津津乐

图 5 西门子试图采用区块链技术打造基于智

能合约的自主“产供销”生态系统

图 6 西门子自主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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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工业物联网平台”拉下神坛，让

众多自诞生之初即与之对标的友商不知

所措，甚至有些被寄予厚望的厂商的股

价如摧枯拉朽一般应声崩盘，引得市场

一片恐慌。

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

在裸泳，也知道谁是真正经得起风浪的

勇者。虽然 2019 年汉诺威的十大方向

之中，平台经济仍然赫然在列，但假大

空的标题党明显已经少之又少，大浪淘

沙之下坚守至今的，大抵是脚踏实地的

践行者，而他们向大家所展示的，也自

始至终都是如何为客户与合作伙伴们创

造价值，而并非空无一物的“平台”本身。

深知制造业特点的西门子，从来不

敢声称自己要做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平台

把其他人一股脑地整合掉，也从不论潮

起潮落，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在做的，

除了为 MindSphere 夯实基础积蓄力

量，便是构建真正合作共赢的生态系统，

并与各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小伙伴们

开展各种探索实践。

如今，MindSphere 联盟的成员数

量，已然从 2018 年初的 18 家，扩展

到现在的 90 家，全球生态合作伙伴超

过 300 个，用户数量达到 1100 个，当

前设备连接总量达到 130 万台。

这里没有所谓的裂变式暴增，只有

步步为营的积累。在满满一层楼的展示

区里，设备管理与预测性维护、异地制

造资源的综合监测与协同管控、基于海

量数据富集与分析的能效管理、云部署

的传统工业软件等等，各种在建与已发

布的工业 app，无论从数量还是功能上，

都有着长足的进步，始终不变的，是以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导向的初心。

然而，有关于 MindSphere，最大

的亮点并不在汉诺威，而是在 7000 多

公里之外的华夏大地。就在 2019 年 4

月 1 日汉诺威工博会开幕日同期，西门

子宣布 MindSphere 在阿里云上成功部

署，并正式开始在中国市场运营，莱茵

科斯特、众业达、上实龙创将成为首批

用户。广阔的中国市场与优质的客户群，

将让 MindSphere 的价值得以充分发

挥。

无独有偶，西门子 MindSphere

图 7 西门子 MindSphere 生态系统日趋壮大

图 8 西门子 MindSphere 在阿里云上成功部署并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在中国市场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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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合作伙伴，诸如

AWS、Microsoft、SAP，也都无一

例外地与生态圈中小伙伴们组合站台，

平台的概念同样弱化了很多，取而代之

的是跨专业、跨领域能力集群之间组合

与协作所打造的新模式与新应用，能

够真正将企业连接在一起的并不是平

台，而是“连接”本身所能创造的价

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诸如 Harting、

BALLUFF 这类连接器、传感器领域的

隐形冠军，没有平台，也能凭借自己小

而精的产品，实现与合作伙伴、客户之

间的紧密联系，构建小生态。

谈到价值创造，自然离不开被誉为

世界第五大能源的“数据”，由于可获

得数据量的激增所带来的质变，让我们

看到了智能的雏形。

数据驱动，智能初现

机器人终端执行机构的世界领军

企业 Schunk 展示了世界首款通过德国

法定事故保险协会（DGUV）的认证

可用于人机协作性操作的五指机器人手

SCHUNK SVH，再次开创世界抓取系

统和夹持技术领域世界之先河。

但这一次真正让人震撼的，并非其

产品的机械结构，而是基于数据分析与

机器学习的异形结构件智能抓取解决方

案。

首先通过 3D 机器视觉判断乐高积

木的几何机构，对图像数据进行解析，

并在系统中进行存储记录，然后通过数

据分析，为机械手规划最优的行动路径，

由控制器控制机械手对异形结构件进行

抓取，并对最终成败结果进行记录，为

机器学习提供足够的数据参考，通过反

复的试验，逐步提高抓取成功率。

对于数据的综合利用，远不仅

限于机器人领域，系统的智能化，甚

至能够创造更为可观的价值。例如，

Accenture 基于全套西门子软硬件系

统，通过多系统数据的综合利用，为印

度某轮胎制造商提供了高级排产算法的

优化，乃至企业整体制造策略，从而为

其实现了每年超过 200 万美元的成本节

约。

正因为目睹了数据综合利用的价值

被越来越多的案例所作证，西门子才在

图 9 西门子合作伙伴 AWS、Harting 凭借各自优势构建生态系统

图 10 Accenture 基于全套西门子软硬件系

统打造的数据综合利用解决方案助力客户实

现成本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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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发注重数字化企业整体系统集

成与数据增值服务业务的投入与开拓，

甚至在数字化工业集团层面，成立了统

筹负责覆盖所有软硬件系统的整体数字

化解决方案团队，涵盖数字化工厂咨询、

技术方案设计、整体工程实施，以及大

数据分析与定制化应用开发等完整价值

链，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客户进

行数字化转型，在完整的数据采集、富

集的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综合利用与

分析，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值，为

未来走向智能化做足准备。

西门子在数据综合利用方面有

着更深的造诣，例如本次在 Future 

of Industry 版块中所展出的另一项

“黑应用”——认知工程（Cognitive 

Engineering），通过对自动化工程组

态集成软件平台 TIA 博途中以往所积累

的不同行业的编程数据、逻辑关系与行

业特征数据进行对比与关联分析，探索

工程组态的共性规律，从而实现历史编

程信息的模块化重用，大幅降低工程组

态编程的工作时间与资源消耗。

完整的数据采集与多系统间数据的

富集，逐渐为设备与系统走向智能化奠

定起基础，而基于海量数据分析所产生

的洞见，为智能初始形态的诞生提供了

温床。但仅仅具备数据，对于实现智能

制造，乃至工业 4.0，仍然不足够……

跨界通疆，未来可期

智能制造的复杂性加速了 IT、

OT、CT 等不同领域的技术融合发展，

跨界融合趋势的深化与延续，在本次展

会上再次得以印证。

从工业大数据、边缘计算，到人工

智能、区块链，再到工业 5G、可重构

制造系统，每个厂商都基于自己在某一

个或几个专业领域的优势打造各具特色

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如 SAP、Microsoft、

Oracle 一般的软件供应商，还是如博世、

Phoenix 等自动化及关键零配件厂商，

亦或华为、CISCO、诺基亚等通讯技术

提供商，乃至如西门子一般的智能制造

准全能选手，虽然各家技术水平强弱不

一，优势及侧重点各有千秋，但大家所

谈及的话题与市场宣传的口径却是越来

越趋同。

例如，对于可重构制造系统而言，

软件供应商更多会从生产管理系统订单

管理与排产方面的先进性对生产的意义

进行诠释，通讯技术提供商则会从诸如

5G 等新一代通讯技术的高带宽、高速

率和低延时对于信息传输的重要性进行

诠释，而传统自动化设备厂商则更多会

从控制、传动、物流载具等硬件方面谈

起。

直到 2018 年，大家基本还是各说

各话，但 2019 年却有了相当程度的兼

图 11 西门子认知工程（Cognitive 

Engineering）解决方案

图 12 不同领域玩家谈可重构制造系统与工业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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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性。软件供应商越来越重视通讯方式

与信息传输的效率，通讯厂商越来越关

注硬件设备的开放性与通讯协议、接口

的设置问题，而硬件设备制造商也越来

越主动迎合 IT 系统对于开放接口与数据

传输的要求，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对

于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需求。恰恰是

这种跨专业领域之间的碰撞、交互与逐

渐融通，使得近年来针对于制造业的技

术与解决方案水平得以加速提升。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维度上。

以西门子为例，小到聚焦在研发设计领

域的机电软控一体化协同设计与验证，

大到横跨全产品生命周期价值链的研

发、设计、工艺、制造协同解决方案，

都是在跨界融合理论指导下探索实践的

结果。

西门子甚至将这种思想应用于为客

户提供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之中，基于在

广泛工业行业中的积累，西门子数字化

团队将大量跨领域的经验融会贯通，再

应用于其他行业，经常收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全球闻名的航天科工集团贵州航

天电器连接器数字化示范工厂，即是西

门子充分借鉴汽车行业与高端电子电器

行业的经验，在跨行业实践应用的并最

终获得巨大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

诚然，无论是数字化、智能制造，

还是未来的工业 4.0 愿景，都是涉及多

专业、多领域的复杂系统工程，跨领域

之间技术、知识、经验的融汇，有利于

突破瓶颈、驱动创新，进而促进工业整

体技术与解决方案水平的全面提升，在

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必将在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所引发的转型升级需求驱

动下得以延续，而我们也因此将看到更

多由跨领域整合而造就的“新物种”。

结束语

从 2013 年至今这 6 年间，汉诺威

总是能在相当程度上映射出世界工业发

展的现状与风向，我们共同见证了工业

4.0 从理念到探索，再到逐步落地的过

程，虽然其间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经历

过各种困难、波折、质疑、喧哗、躁动，

甚至攻击、谩骂，但此刻回首望去，映

入我们眼帘的俨然是一幅在工业人坚持

不懈努力与先进科技的驱动之下，整个

工业领域欣欣向荣的历史缩影，我们有

理由相信，纵然路漫漫其修远，未来工

业，仍然大有可为，饶有可期……

汉诺威工博会共有十余个展馆，

几乎覆盖所有的工业领域，包罗万象、

博大精深。由于本人学识、精力等诸多

方面的限制，仅选择了 6、7、8、9、

11、14、15、16、17 这几个勉强能看

懂的展馆浅尝辄止，实在无法面面俱到，

上述总结不过是才疏学浅的敝人一家之

浅见，若有任何偏颇谬误之处，还望各

位专家前辈不吝赐教。

图 13 航天科工贵州航天电器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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