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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

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

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

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

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

路。



中国制造2025需要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中国制造2025》指出，“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

造强国的根本，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

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这为我国职业教育提出

了新的课题。

机器人、智能技术、3D打印技术正在引发制造业革命

性变化，而制造业升级需要提高技术水平和从业人员素

质，这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度相关。

职业教育的质量反映着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水平，近些年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教育理念、办学条

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高质量、升级版的职业教育，越发成为社会共识，也是面对经济转型升

级、企业自身发展以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内在需求。职业教育将会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为中国制造筑基，

不仅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在促进公平、稳定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才为本是《中国制造2025》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中

国制造2025》指出，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

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

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氛围，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制造业人才队伍，走人才引领

的发展道路。

人才是中国制造的根本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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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必不可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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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升级的必要性

中国制造2025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

中国制造2025将智能制造确定为主攻方向，“十三

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生产方

式向柔性、智能、精细化转变。智能制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

够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运

营成本和资源能源消耗，并促进基于互联网的众创、众包、众

筹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从生产端入手，发展智能制造，

对于我国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制造业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对于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对于发展壮大新兴

产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智能制造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制造2025”时代，工业生产将呈现前所未有的特征，真正实现工业生产的灵活性，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

资源利用率，重新定义技术、生产与人的关系，制造流程不再是一家企业的单个行为，而将实现纵向集成，生

产的上中下游之间的界限将更加模糊，生产过程将充分利用端到端的工程数字化集成，人将不仅是技术与产品

之间的中介，而更多地成为价值网络的节点，将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因此，它对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

新工业革命加速推进机器人、传感器等智能设备的应用，这无疑将给人力资源的布局带来影响。“技术的进步，

将实现少量知识型员工对传统劳动者的替代。

       新形势下，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有四大需求：

部分学校设备老旧，设备智能升级迫在眉睫

很多职业院校都有一批使用年限超过5年的老旧设备，个别设备使用年限甚至超过了10年，这些设备中有

很大部分还是价值高的数控机床，由于技术指标下降明显、故障率频发，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据了解，数控设

备在连续使用10年以后，会逐渐进入故障高发期。由于年代久远，数控系统严重落后，电气控制部分老化，配

件不易采购，维修难度大、成本高，往往迫使学校报废旧机床，重新购置机床，从而增加学校投资和成本。

近年来，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实现了重要突破，高档数控机床、高档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智能仪器

仪表、智能终端、软件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中

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技术的普及应用，作为主要制造装备的数控机床将逐步实现网络互联，实现与企业

MES、ERP等信息化软件的系统集成，因此，在职业院校开展以数控机床为基础的设备智能升级迫在眉睫！

技术技能人才

电子工程、信息

技术、机械等专

业 复 合 型 人 才

（如：产线系统

工程师、工业工

程工程师）；

智能制造的多学

科、跨领域和大

数据特性，对管

理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四是需要大量的

高端服务业从业

人员从事智能制

造的配套工作。

能 操 控 智 能 制
造、自动化设备
的 专 业 技 能 人
员；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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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数控机床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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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升级的优点

华中8型数控系统攻克了高速高精控制技术、多轴多通道技术、五轴联动技术等一批关键技术，在平台

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亮点。应用领域涉及航空航天、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船舶制造、3C（消费电子）等。

系统升级̶最强大脑华中8型，技术实现跨越

① 攻克了多轴联动、高速、高精等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实现

了对国外数控系统高档控制功能的全面覆盖

② 构建了高性能数控系统软硬件平台和新型开放式二次开发

平台，实现了数控系统内/外部设备全数字化通讯和互联，为用户

提供了多层次的深度开发手段

图1 华中8型高性能数控系统

 

NCUC总线支持高速、高精、多轴、多通道

与国外系统比华中8型连线更简单

全密封高集成度
的华中8型NC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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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8型开发平台应用架构图

设备升级̶智慧型机床，传感器遍布全身

基于华中8型多源多态加工大数据采集平台

华中8型数控系统攻克了高速高精控制技术、多轴多通道技术、五轴联动技术等一批关键技术，在平台

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技术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亮点。应用领域涉及航空航天、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船舶制造、3C（消费电子）等。

通过对数控机床状态数据的处理、建模、分析和优化实现：

a、机床运行状态智能化 b、数控加工状态智能化

基于多源数据采集智慧型数控机床

加工中心和车削中心传感器分布图

基于NCUC总线数控系统多源多态数据采集布局图

加工大数据采集平台获取数据包括

a、加工同步信息 b非同步加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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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了基于数控系统云服务平台和云计算结构数控系统的网络化技

术，实现了机器互联和数据共享，为数字化车间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通过Saas云架构实现了数控系统云服务平台，可方便的接入远程的数控系统和数控机床。平台采用

HTML5、WebSocket等网络技术实现WEB应用的数据可视化和跨平台操作，用户可通过电脑、手机、平板

等设备实现与云服务平台的远程交互。同时与平台集成的产线控制器实现了从数控系统、数控机床、车间生产

线、车间信息化管理软件（DNC、MES、ERP、PLM、CAPP、CAD/CAM等）之间的数据互联与共享，构

成了智能制造和智能生产的服务支撑平台。

“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网络化、大数据分析。从世界趋势看，工业发展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

提出的智能制造2025同样立足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管理平台升级--基于云计算的数控机床大数据中心

以数控机床CPS模型、大数据采集与存储、开放式云计算应用架构、机床互联通信协议为技术基础，实现

对数控机床24小时监控和实时数据采集，建立数控机床的“数字双胞胎”，开创了大数据在数控加工领域应用

的新途径，为机床智能化应用集成提供必要基础。

原创超越--基于指令域大数据的智能化技术

华中数控创新提出了指令域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的方法，构建了

基于指令域大数据分析的数控机床CPS模型：采集数控系统内部电控

大数据，建立运行状态数据(Y)与制造资源数据(MR)和工作任务数据

（WT）的映射关系：Y=f(WT, MR)。该CPS模型在信息空间建立物

理空间数控机床的“数字双胞胎”，实现对物理空间设备的智能反馈

控制。在上述CPS模型的基础上形成了基于指令域大数据的智能数控

系统，该系统具有数控加工工艺参数优化、数控机床健康评估等智能

化功能。

机床加工状态G指令域监测 基于指令域加工工艺参数优化

数控机床健康评估 基于二维码的专家咨询决策系统

机床加工状态G指令域监测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工艺参数智能优化

基于指令域电控数据分析的数控机床健康保障 基于二维码的专家咨询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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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升级产品实施方案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版）》中，将

智能制造系统架构自上而下映射到智能功能维度的五个层

级，形成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工业软件和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等五类关键技术标准，在应用上体现在智能

装备层、物联网层、业务系统层、数据中心层和智能展现

层。其中，大数据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依托于智能装备和

工业大数据分析软件，在面向生产过程中关键设备的智能感

知和智能维护等应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智能制造的“核心”是指智能工厂大数据，包括工厂的

人员数据、物料数据、设备数据、工艺数据、质量数据等

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集成、统计分析和应用，最终实现工

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根据设备升级情况可设计如下教学实训任务：

对学校老旧数控机床设备进行硬件翻新及系统升级，解决学校旧机床数控系统严重落后，电气控制部

分老化，维修难度大、成本高的问题，提升闲置机床利用率，减少购置机床成本。

华中数控为学校提供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及全国职业院校数控技能大赛指定的数控系统—华中8型数控

系统，并配套搭建云数控系统，开创大数据在数控加工领域应用的新途径，为机床智能化应用集成提供

必要的基础，并推动学校传统制造专业向智能制造方向发展。

云数控系统是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数控等关键

技术，围绕数控机床加工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以及机床的

智能化管理，整合国内各项领先技术而开发出的先进车

间信息化管理系统。

生产设备集成控制系统（DCS） RFID设施

数据采集与指令下达（DNC/MDC/传感器/RFID中间件）

三维工

艺设计

三维虚

拟车间

建模与

云数据中心 决策分析平台

生产控制中心

智能工厂

虚拟呈现

智能工厂多

视图、多粒度
设备状 生产绩 生产异

移动终端应用（手机、平板）

制造执行系统（MES）

智能设备

层

物联网层

业务系统层

数据中心层

智能展现层

计划

排程

执行

管控

物流

管控
质量

管控

设备工

具管控

一个典型智能制造系统应用

智能制造“大数据”培训升级

方案一：数控机床升级+云数控系统

 建设内容

 教学应用

实训设备

加工中心

数控车床

大数据采集软件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工艺优化软件

基于云服务、大数据的智能化机床

健康保障软件

实训任务

学习数控车床的工作原理

学习数控车床程序调试方法

学习数控车床运行及维护方法

了解数控车床在工业现场的实际应用

了解实时大数据的采集的基本原理

学习并掌握大数据采集软件DCAgent的使用方法，并进
行参数设置

了解基于设备实时大数据的加工工艺参数优化基本原理

学习并掌握加工工艺参数智能优化软件的使用方法，并进

行实际加工应用

了解基于设备实时大数据的机床健康保障基本原理

学习并掌握如何操作并实现机床健康保障功能，并进行实

际应用

学习并掌握机床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办法 

学习加工中心的工作原理

学习加工中心程序调试方法

学习加工中心运行及维护方法

了解加工中心在工业现场的实际应用



机床治具

智能产线总控系统网络拓扑图 线检测系统

 工作流程图如下：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在完成数控机床升级（即方案一）的基础上，通过增配数字化立体料仓、行走机器人、在线检测系

统、智能产线控制系统、安全围栏等设备建成一条或多条智能制造生产线。

方案二：数控机床升级+智能制造生产线

  建设目标

数字化立体料仓

六关节机器人

机器人夹具

改造后的车床

工业机器人第七轴

个性化产品
设计编程

工艺优化  
刀补参数

大数据采集 

第三件工件

互联网+
订单派发
料架取料

RFID读写

数控车床
机加工

加工中心
机加工

检  测 

RFID读写

料架不合格区

RFID读写

料架不合格区

RFID读写

料架不合格区

RFID读写

料架合格区

RFID读写

料架合格区

检  测 检  测 

加工中心
机加工

加工中心
机加工

数控车床
机加工

数控车床
机加工

产线总控
订单派发
料架取料

RFID读写
同步大数据 

产线总控
订单派发
料架取料

RFID读写

第二件工件 第一件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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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生产线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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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清单

序号                                 单元名称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八工位自动料仓 

HSR-JR620关节机器人 

HSR-JR612关节机器人 

加工中心机床 

车削中心 

五轴机床 

机器人底座 

机器人夹具 

机床治具 

AGV⼩车12kg 

RFID系统 

数字化总控信息管理单元 

云数控系统 

产线总控及大数据采集系统软件 

系统集成及现场安装费用 

安全防护系统 

可利用学校已升级机床

可利用学校已升级机床

在完成数控机床升级（即方案一）的基础上，通过增配五轴机床、八工位自动料仓、行走机器人、智

能产线控制系统、AGV小车、安全围栏等设备建成智能工厂。

方案三：数控机床升级+智能工厂

改造后的车床

智能产线总控系统网络拓扑图

改造后的加工中心

AGV小车

六关节机器人

八工位立体料仓

http://www.huazhongcnc.com15 http://www.huazhongcnc.com 16

 智能工厂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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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实训项目                                                                                                     实训任务 

数控机床自动开关控制实训

刀具选型与应用实训

动夹具安装、调整与应用实训

自动夹具控制实训

机器人与数控机床的自动上下料实训

数控机床数据采集与监控实训

RFID原理与应用实训

工业机器人与输送线自动上下料控制实训

工业机器人远程故障、监控与夹具安装控制实训

工位信息终端应用实训

系统运行状态监控实训

PLC编程、网络通讯实训

上位机组态监控系统建立与应用实训

人机界面的应用开发实训

机器人与数控机床集成案例应用实训

机器人与检测及清洗系统集成实训

AGV与机器人集成应用实训

机器人与料仓集成案例应用实训

加工制造系统实训

仓储物流系统实训

信息管理系统实训

系统自动化控制部分实训

系统集成应用实训

智能工厂建设完成后，可完成坯料自动上下料、自动加工、自动搬运和码垛的智能生产流程，结合生产流程及设备配

置，可按照人才培养的不同层次性，开发不同层次的综合应用实训项目。

加工工件（叶轮）参考示意图
智能工厂制造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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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改造后的机床

长春机械工业学校改造后的机床

http://www.huazhongcnc.com19

武汉第二轻工学校改造后的机床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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