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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数据的智能制造发展探究 

胡 博 

桂林国际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 

【摘要】在全球经济中，由于工业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浪潮逐渐成为智能制造系统的重要生产要素。

除了智能制造的内涵和特点，基于研发、生产流程和管理系统的设计，分析智能制造的产业、功能研究、

创新和实际应用等大型商业空间的维度数据，智能制造业、中国产业人才培养等大数据融合发展提出了一

些行动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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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global economy, due to industrial big data technology, digital tid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factor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design of R & D,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dimension 
data of large-scale commercial spaces such as 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unctional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re analyz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hina’s industrial talent training and other big data 
fusion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some ac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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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智能制造产业应

运而生，逐渐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必然趋势和主流趋

势。在转型过程中，智能制造将促进工业大数据的

广泛应用。未来，工业大数据技术将成为重要的生

产要素，是智能制造系统制造生产力、竞争力和创

新能力的重要关键之一。近年来，全球经济的数字

化浪潮、制造业的深入发展和互联网融合的政策，

推动了中国大数据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融合。整合的

数量、深度、规模和平衡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

抓住难得的机遇，将大规模工业和制造数据融入现

有制造业，特别是智能制造领域，加快创新发展，

不断提升数据能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1 智能制造的内涵及特点 
智能制造是人类专家的智能机器，是模拟人类

智能活动、信息技术实现、自学习技术、智能决策

技术、设计、制造、装配、存储和搬运的自动化技

术的高度灵活形式的集成系统。全生产流程、数字

化设计和连锁开发 产品全生命周期价值，环保、高

品质、低消耗的制造和服务。智能制造提高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生产风险，增强了生产的可持续性。

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过程智

能化。在智能制造生产过程中，必须具备自我意识、

学习、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生产需要，各系统的

组合单元可组成理想的结构。该操作模式显示出卓

越的自我调节灵活性，并且可能面临故障。自我诊

断和维修工作。二是便于资源配置。信息技术与制

造技术的深度融合，5G 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泛应用

的智能制造、研发、生产、物流等产业链环节的更

好开放共享，可带动全球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可

以在需要时以更快、更优化的配置形式随时随地生

产原材料和组件。第三，设计个性化的产品。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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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系统可以通过传感、控制、存储等技术对产品

进行操作，自我监控和自动控制数据分析，发现操

作问题和用户反馈，从而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控

制。同时，线上用户可以参与到整个制作过程中，

这将产生首个定制化的后期销售，满足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避免过多的精力。 
2 智能制造与工业大数据的关系 
企业大数据管理对行业没有直接价值，但通过

数据处理，将数据转化为人们需要的信息，数据的

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制造系统和制造系统的完美结

合，智能设备可以具有自学习和自主能力，可以通

过数据传输对信息进行智能控制。但现阶段中国制

造企业无法分析大量数据处理和有限的采购设备，

整体质量不高，最终收集到的数据信息价值不高。

因此，目标是推动智能制造企业大数据分析技术的

发展，而不是工业数据本身。企业需要关注大数据

分析技术，根据行业大数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数据

分析处理技术。工业大数据可以有效推动智能制造

的发展，成为智能制造发展的主要动力。通过管理

工业制造企业的大数据，研究人员可以从更高的层

次看到制造业的发展。而新时代的工业制造竞争，

多元化成为大生产企业关注的焦点。工业大数据可

以以不同的方式向制造组织传达各种信息。工业制

造企业研发和运营管理中数据与创新的结合，使制

造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补充产品创新的多样性，促进

制造业发展。发展。当前，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发

展迅速，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决定了制造业的发展趋

势。未来的发展更多地取决于机械设备的生产线。

企业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研发中的资源浪费。在

实际的生产、研发、物流运输到销售中，每个阶段

都容易产生大量的实时数据。这种工业大数据有着

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采购还是在生产过程中，大

数据处理分析都有利于制造业的全面发展。通过对

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组织可以更好地了解客户数

据信息、应用信息交易和后端服务。合理使用大数

据工具可以让制造商更加了解制造生产问题，并借

助工业数据处理找到解决方案，推动智能制造变革。

近年来，我国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工业大数据，

但现阶段在应用工业大数据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

题。另一方面，行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需要支撑核

心技术大数据，然而，在我产业发展的初期，制造

企业缺乏基础技术，需要升级产业化和产业发展的

现状。为推动我国工业大数据应用的智能制造，需

要对大数据进行处理，完善现有的工业数据基础设

施体系，使系统数据的管理和维护更加可靠。另外，

在我国工业大数据现阶段，数据采集设备和技术还

不成熟，使得工业大数据难以在智能制造中发挥作

用。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集成应用存在

问题。大多数组织使用的大数据平台主要是业务数

据和客户数据管理平台。数据的价值不大；互联网

数据报告的缺失，数据的其他方面，数据的收集和

处理方式都比较简单，数据不足的问题会导致智能

制造的发展。另外，企业内部的数据整合是内部信

息交流困难的原因，工业大数据的应用过程相对复

杂，企业无法改进最终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产品

质量无法保证。 .此外，工业大数据分析数据是一种

新的应用模式，这些模式适用于不断发展的技术人

才的需求。智能制造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

人才。在这一点上，制约工业大数据的大量人才短

缺就是智能制造的应用。 
3 工业大数据对智能制造的驱动作用 
（1）工业大数据的概念。工业大数据是指信息

技术在工业制造过程中的应用，从各种传感器采集

大量数据，是服务于决策问题、大数据技术和数据

应用。除了大容量数据、通用大规模、多样化和快

速的特点，工业大数据、调度、关联、制造过程、

专业影响等，还表现出多渠道、高吞吐、收敛的特

性。是相关的。在智能制造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数据。在工业技术数据采集和存储的基础上，通

过对科学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包括隐性知识的深

度挖掘、建模和管理，实现数据信息转化和知识转

化。使智能制造过程更加高效和便捷的决定。 
（2）工业大数据对智能制造的作用方式。智能

制造方法对工业大数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一是创新研发设计。用户级大数据和行业数

据，可以帮助用户收集动态数据，挖掘和分析用户

需求，帮助用户参与产品设计过程，实现定制化和

定制化设计；企业级、数字化图形、标准件库数据

等设计方法，提升智能制造产业链资源的综合管理

和协同设计能力，从而更有效地重组研发流程，提

升生产效率研发，充分利用社会创新资金和资金资

源。二是改进生产工艺。智能制造系统的核心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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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模型的使用。通过集成团聚传感器检测数据的

生产过程分析，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及时发

现故障或瓶颈，改进生产过程模拟技术，实现量产。

目标，节能降耗。在工业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智

能制造过程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加快建立现代

生产体系，具有最大的自动化、柔性化、定制化，

不断提升精密制造、先进制造和快速制造能力。三

是完善管理制度。在电子识别、物联网、互联网等

技术的支持下，大型工业企业可以更快、更方便地

获取供应链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形成更好的决策效

率，降低供应链成本。会大大减少。同时，工业大

数据可以帮助企业将数据资源整合到整个管理流程

中。基于生产、财务、管理和采购数据挖掘分析，

优化生产要素投资比例，促进科学高效的管理决策。

运营整合能力。第四，扩大工作空间。公司可以利

用传感器技术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进行数据监控，

并借助数据平台进行销售、客户数据等。在此基础

上，借助大数据技术产业，企业可以在现状分析、

预测等基础上提取深度模型产品，并可以运营故障

诊断、维修、质量控制等增值服务，实现产品和服

务便捷、在线、面对面，制造和服务行业产品的商

业价值空间正在发生变化。 
4 工业大数据在智能制造中的实际应用 
（1）销售数据行为趋势分析。工业数据应用是

制造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需要大规的数据分析技

术来收集和分析工业数据，最终生成可靠的数据报

告。工业数据在智能制造中的实际应用分为四个方

面。一是利用工业大数据了解用户的购买习惯和未

来预期，同时智能制造产品将不断升级完善，成品

将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二是利用行业数据进行

精准营销。传统的数据分析无法了解用户的实际特

征。准确的数据分析不足以进行准确的营销，但行

业数据可以准确传递信息并提高公司影响力。同样，

工业数据可以识别关键客户、关键客户和可以通过

大数据分析了解的优先事项，导航到高价值用户，

并可以提供经济效益。发展。最后，工业数据在智

能制造中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品牌发展的正确

方向，利用声誉分析和产品属性分析来了解企业定

位。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选

择准确的营销方案。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了解新

市场的智能产品，从数据分析中学习，了解用户的

新需求，提高产品对工业产品的满意度。 
（2）发展趋势预测分析。趋势预测分析、工业

大数据的智能制造应用、数据库能力建设发挥了重

要作用。制造公司通过能够预测未来时间的数据预

测模型使用大工业数据。能够以可预见的方式预测

未来的市场发展和市场需求，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

供参考数据。工业大数据预测是基于对过去数据的

分析，最后存在数据库来实现准确预测。但是大数

据的预测精度高，支持企业管理者的数据。因此，

有必要根据企业发展、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实际情况，

对数据趋势和行业分析做出完整的预测。 
5 智能制造与工业大数据结合发展的对策 
行业智能制造更新、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技术将

是提升智能制造和竞争力的重要关键。 但我国智能

制造与工业数据技术的融合大多比较浅，尤其是工

业流程复杂，工业数据应用面临诸多困难。 对此，

本文就工业数据背景下发展智能制造的措施提出以

下建议。一是重视创新突破。应用产业技术创新和

发展的基础是智能制造。如今，工业数据库技术的

发展和应用滞后于大数据。消费还需要政府科研院

所、企业、高中等主要单位的合作和技术创新。突

破工业制造过程提取、集成、仓储、数据处理和分

析等核心技术，关键是共同支持智能制造技术、实

验装备发展和新技术新装备改造。 
二是增强实用性。目前，我国智能制造产业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是大数据技术

与智能技术融合的主阵地。但从长远来看，智能制

造瞄准的是传统产业发展，涵盖中小企业等基础单

位。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对大数据技术进行未来

规划，以及跟踪和实践。智能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

化数字化生产管理水平。国家层面要求制定相关政

策和扶持措施，通过试点示范推广智能管理系统和

工业数据技术，促进产业化。三是加强人才培养。

技术创新和应用不能来自综合人才支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善于培养人才。目前，智能

制造对大数据人才的需求非常大，供给严重。主要

问题是该领域的人才必须熟悉相关知识，熟悉制造

相关专业知识。为此，为推动工业数据应用在智能

制造领域的更深层次应用，我们将着力培养和培养

技术、管理、创新等多学科人才和复合型高级管理

人才，提供现代智能制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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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工业企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广泛，工业制

造企业数据量大，工业大数据在智能制造领域的价

值非常高。通过对工业大数据的分析，企业各方面

的数据可以提供支持，包括用户需求和产品创新，

这些都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控制。工业大数据分析应

用是智能制造企业的发展趋势。企业要重视改进采

采设备，加强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

处理促进制造企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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