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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四五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解析
文 | 熊治民

中国在 2015 年提出“中国制造

2025”政策目标后，就将推动智能制

造列为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重要策略；并

于 2016 年底发布“十三五智能制造发

展规划”政策文件。在进入十四五后，

中国又在 2021 年 12 月发布“十四五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主要政策目标包

括强化关键技术、零部件、软件自主能

力，以及在各产业领域加速智能制造应

用扩散。

在此规划中，首先提出中国智能制

造发展取得成果，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系统解决方案供

货商达 40 余家；培育具有行业和区域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近 80 个；试

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 45%、

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 35%、产品不

良品率平均降低 35%

在规划中，也提出中国在推动智能

制造发展上面临的问题，包括：智能制

造发展仍存在供给适配性不高、创新能

力不强、应用深度广度不够、专业人才

缺乏，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挑战、

资源环境要素约束趋紧等。因此新的

十四五规划目标，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十四五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文件重点

到 2025 年主要发展目标

以智能制造协助企业转型升级：

7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

数字化网络化，建成 500 个以上引领

产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制造业

企业生产效率、产品良品率、能源资源

利用率等显著提升，智能制造能力成熟

度水平明显提升。

强化智能制造方案供给能力：智能

制造装备和工业软件技术水平和市场竞

争力显著提升， 市场满足率分别超过

70% 和 50%；培育 150 家以上专业

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货商。

强化支持智能制造发展与应用基础

环境：建设一批智能制造创新载体和公

共服务平台；构建适应智能制造发展的

标准体系和网络基础设施，完成 200

项以上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建成

120 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

具体执行做法 关键技术研发与系

统创新

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包括设计模拟、

混合建模、协同优化技术；积层制造增

材制造、超精密加工技术；智能感知、

人机协作、供应链协同技术；人工智能、

5G、大数据、边缘运算技术。

研发系统整合技术：包括构建智能

制造装备、生产过程相关数据字典和信

息模型，生产过程通用数据整合与跨平

台、跨领域业务互联技术；跨企业多源

信息交互和全供应链协同优化技术；智

能制造系统规划设计、建模与模拟、分

析优化技术。

推动新型创新网路建置：针对关键

制程、机床、数字分身、工业智能等重

点领域，支持产业领导企业联合产学研

界，建立制造业创新载体；鼓励研发机

构创新发展机制，加强资料共享和平台

共建；推动研发成果产业化促进组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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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建设试验验证平台，加速智能制造

装备和系统推广应用。

智能制造产业应用扩散

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引领产业

领导企业建设协同平台，带动上下游企

业同步实施智能制造，打造智能供应链；

鼓励各地方、产业开展多场景、多层级

应用示范，培育推广智能化设计、网络

协同制造、大规模定制、共享制造、智

能运维服务等新模式。

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针对典

型应用场景，推广符合中小企业需求的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协助进行设备联网、

关键制程数控化、业务系统云端化；推

动中小企业制程优化、技术装备升级；

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咨询诊断、智能

化改造、上云用云等服务。

拓展智能制造行业应用：针对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原材料、消费品制造

产业，制定智能制造实施路线图；支持

有基础的企业推动制程革新、装备升级、

管理优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建设产业

转型促进机构，办理企业经验交流、供

需对接活动。

加强智能制造方案自主供给

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包括与感知、

控制、决策、执行相关基础零部件和装

置；推动先进制程、信息技术与制造装

备整合；通过智能产线、工厂建设，带

动通用、专用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升级。

透过数位分身、人工智能应用，研制新

型智能制造装备。

研发工业软件产品：包括产品生命

周期管理系统，嵌入式工业软件及整合

开发环境，应用于各产业的整合工业软

件平台；推动工业知识软件化和架构开

源化，加快推进工业软件云化部署；透

过重大项目和产业核心企业，进行安全

可控工业软件应用示范。

建构系统解决方案：鼓励智能制造

系统 解决方案供货商与用户加强供需

互动、联合创新，开发满足典型场景和

各产业应用的解决方案；聚焦中小微企

业，开发轻量化、易维护、低成本的解

决方案；培育系统解决方案供货商，推

动规范发展，引导提供专业化、一站式

整合服务。

中国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对机床产业影响

依据上述规划内容，发展高端智能

图 1 中国机床消费金额 / 进口金额 / 进口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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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装备，以及促进智能制造方案在各

种产业应用扩散，都是中国未来重要发

展目标。

在高端智能制造装备中，机床是中

国相当重视的领域。同时机床诸多应用

领域，包括机械设备、汽车、航天、轨

道车辆、半导体、3C 产品与 5G 通讯等，

也都是中国积极推动智能制造应用的重

点产业。

然而另一方面，受到政策支持，中

国机床厂商在技术与产品方面也在持续

提升。无论是老牌国营机床企业，或是

近二十年内成立的民营厂商，都在积极

研发智能化机床；同时在核心的控制器

研发上，也逐渐展现成果。

中国庞大的机床市场，也吸引欧美

日厂商关注。中国许多高阶机床都是从

德、日进口。面对智能制造商机，近年

来日本机床厂商持续在中国设厂或扩充

中国工厂现有产品线与产能。

机会

中国是全球最大机床消费国，也是

全球最大机床生产国，但中高阶机床产

品仍相当仰赖进口。在 2011~2020 间，

中国机床进口金额约占总体消费金额

30%~40%( 图 1)。

中国机床主要进口来源，包括日本、

德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地区。

威胁

中 国 是 全 球 最 大 机 床 生 产 国。 

2011~2020 年间，机床产值平均达到

250 亿 美 元。2019、2020 年， 虽 然

受到美中贸易战及 COVID-19 肺炎疫

情影响，机床产值显著减少，但仍有

190 亿美元以上规模。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 2025 与智能

制造政策支持下，中国机床厂商持续研

发中高阶与智能化机床产品。包括大连、

秦川等老牌国营企业，以及创世纪、国

盛智科、海天精工、纽威数控、日发精机、

科德数控、海德曼、华中数控等 1990

年后成立的厂商，都陆续推出更具竞争

力的新产品。

秦 川 机 床 工 具 集 团， 在

CIMT2021 上，推出 YK3126 智能滚

齿机、BL5i 智能车床、BM8i 智能加

工中心、SK7020 智能螺杆转子磨床、

MK1620 智能端面外圆磨床等智能化



2022.7  金属板材成形

65产业 INDUSTRY

机床；这些机床都采用中国国产控制器。

以 YK3126 智能滚齿机为例，其控制

器内建 AI 芯片，能通过安装在机床的

温度、振动等感测数据，实现机台健康

状态诊断、热误差补偿、主轴振动主动

避让等功能。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除了研

发机床产品，也建构云端应用平台；透

过机台联网、数据传输、数据分析，协

助制造客户实现数字化生产管理，包括

设备状态、稼动率监控、自动化生产、

成本绩效管理等功能。该公司也成立高

阶机床品牌“赫勒 (HELER)”，推出

双工作台卧式加工中心、五轴立式加工

中心、门式立加等新产品。

华中数控推出华中 8 型数控系统

V2.4 产品，强调“高可靠、高响应、

高加工性能、高易用性、高调试便捷

性”等优点，并结合互联网与智能化。

CIMT2021 展会中，宇环数控、创世纪、

嘉泰数控、华东数控等多家机床厂商，

也展出使用华中 8 型 V2.4 系统的多款

机床，包括车床、车削中心、走心机、

加工中心、五轴机、磨床等产品。

机床发展机遇

为持续争取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商

机，需要掌握产业客户需求，透过适当

的产品组合与服务来争取商机。

以机床主要应用领域，汽车与零

部件制造为例。依据中国工信部发布

的 2021 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单位数

据，入选厂商及示范工厂项目如表 1。

这些入选的汽车与零部件示范工

厂，相关的智能制造应用项目包括：

⑴市场快速分析预测，供应链可视

化，采购策略优化，销售计划动态优化

⑵基于数字分身的制造，产品数字

化设计与仿真，离散型制程数字化设计

⑶生产计划优化，先进过程控制，

车间智能排产，精准作业派工，精益生

产管理

⑷产线弹性配置，人机协同作业，

在线运行监测与故障诊断，智能维护管

理，资产全生 命周期管理

⑸产品质量优化，智能在线检测，

质量精准追溯

⑹精准配送，物流实时监测与优化，

智能仓储

⑺污染源管理与环境监测

从这些示范工厂智能制造项目观

察，未来国内机床厂商可思考以下产品、

方案，争取中国智能制造应用商机：

⑻整合制程、产出效能仿真之机床

数字分身应用

⑼机床整合健康状态诊断与预测维

护功能

⑽机床整合在线量测及工件质量追

溯功能

⑾具备智能化生产排程、与制造执

行系统 (MES)、企业资源规划 (ERP)

信息串联之机床及产线

此外，因应 COVID-19 肺炎疫情

变化衍生的客户远距服务需求，以及日

益受到重视的能耗双控与净零碳排议

题，企业也可导入基于扩增实境的远距

机台维运、训练、专家咨询指导应用方

案；以及从提供实时能源消耗监控、提

升用电装置 ( 特别是主轴、驱动马达、

冷却系统 ) 效能、主动进行机台能源使

用优化等途径，有效减少机床电力消耗。

表 1 2021 年中国车辆领域 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公司 示范工厂项目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安徽環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濰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国六重型发动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 汽车精密锻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西安法士特传动有限公司 商用車传动系统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