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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简化的三要素为：采
得到，传得出，挖得准

应用软件是工业互联网的神经中
枢和大脑，复杂的应用系统集成
将会是实施中最大的难题

企业应平衡考虑当期效益与长远
发展，中、小企业要打好自动化
及数字化基础，为实现更高层面
的工业互联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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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为企业更好地经营发展，适应未来经营模式提供了一种手段，其

概念已从生产现场的互联互通，转向未来以产品生命周期为核心的产业价值链的整

体协同。认为需要充分激发企业的原动力，并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及所处阶段，循序

渐进地完成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此外，还指出了工业互联网并不是企业经营的万能

钥匙，只是企业发展道路上的又一个辅助工具或指导理念。

工业互联网；工业4.0；企业发展

Industrial Internet helps the enterprise to better develop and adapt the

business model. At present,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Internet has changed from the

production site connectivity to overall synergy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Driving force

of the enterprise should be simulated and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process should be

implemented step by step. However, industrial Internet is not the master key, but

the auxiliary tool or guiding philosoph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industrial Internet; industry 4.0;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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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互联网的实施要求

随着先进制造技术理念的不断发

展及世界各国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重视，工业互联网、工业 4.0 等概念

也不断演绎发展，尽管出发点及侧重

点有所不同，但其思想本质及发展框

架体系逐步趋于一致，为工业企业发

展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及未来蓝图。

狭义的工业互联网侧重于生产

现场人、机器、产品等互联互通，机器

与机器，机器与人，机器与产品间协

同工作，使得企业生产过程达到最

优；广义的工业互联网则是围绕产品

全生命周期中不同企业资源的整合，

实现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使用维护

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服务，在

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的同时，重构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体

系，是制造及管理模式的转变。

其实，工业互联网所隐含的部分

先进制造技术及理念，如网络制造，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全球制造、精

益 /准时生产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或

21世纪初就已提出，只是部分理念受

限 于 当 时 的 科 技 水 平 无 法 完 全 实

现。当前工业互联网的实施同样存

在一个企业内部小环境与外部科技、

经济发展大环境相匹配的问题。

（1）从企业自身来说，工业互联

网的实施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优化

的过程，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设施基

础。一般来说是从局部的单元自动

化、数字化开始，在此基础上通过联

网集成逐步实现整体智能化。任何

方案都不可能使企业一步跨入工业

互联网，特别是当前中国整个制造业

水平比较低，很多企业所处的阶段还

是在半自动化层面，有的传统产业还

在手工阶段，这如何能向工业互联

网、智能化工厂转型？因此，企业首

先要清楚的了解自己当前是否具备

一定的基础条件，实施工业互联网要

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目标，想一步到

位、一劳永逸的实现“跨越式”发展是

不现实的。

（2）从外部环境来说，工业互联

网的实施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

它与国家整个经济市场大环境、国民

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素质等息息相

关。即便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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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业互联网也还存在着标准化、

工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网络安

全保障等技术难题 [1]，不可能一蹴而

就。首先，政府或科研机构、行业协

会层面需要在理论概念、参考架构、

商业模式、样板点建设及技术标准化

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指导蓝图；其次，

联网为数据的流动提供了可能，为相

关设备之间、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

与产品之间等集成交互提供了管道，

但随之而来是海量的市场、需求、研

发、生产、物流、售后以及管理等数据

的爆发性增长，现有的宽带基础设施

还不足以完全支撑工业领域应用，需

要为企业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基础宽

带服务；最后，工业网络中的数据中

往往包含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等关

键信息，以及联网设备的状态和控制

信息等，安全形势严峻，需要在网络

安全技术及法律法规上不断完善，为

工业互联网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2 工业互联网的实施考虑
（1）先易后难，分步实施

笔者认为工业互联网简化的三

要素就是：采得到，传得出，挖得准。

•采得到，是指利用各类传感

器，能够获取到想要得到的各类数

据，作为上层应用分析的基础；

•传得出，是指采集到的数据可

以在设备间及上级应用系统间自由

传递；

•挖得准，是指在海量的数据中

能够利用行业知识和数据模型，分析

得出想要的结论或规律，指导相关系

统联动。

连接只是工业互联网的第一步，

数据是工业互联网要获得的内容，而

应用软件则是工业互联网的神经中

枢和大脑，复杂的应用系统集成将会

是实施中最大的难题。建议工业互

联网实施步骤如下：

•首先实现产线、车间的设备联

网，实现数据流的“小循环”，促进单

元及车间自动化，数字化；

•然后逐步扩展到整个工厂及

企业，实现数据在企业内部的“大循

环”，实现工厂数字化、企业数字化，

进一步集成各应用系统，实现企业内

部的统一协调；

•进一步，向价值链集成方向上

下游延伸，促进外围相关企业联网，

如供应链、物流、代理销售、售后、用

户等，实现数据流的“价值链贯通”。

（2）激发企业的原动力

试点样板点的树立是必不可少

的，既可以提高重点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又可以为其他摸索中的单位提供

样板点和建设运营经验。但政府应

尽量避免出现类似机器人产业粗放

“概念补贴”的问题，对真正能够起到

带头示范效应的行业企业可以适当

补贴。不过任何技术革新都需要企

业的原动力，只有企业在充分的市场

竞争过程中认识到在其发展过程中

已经或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遇到某

些方面的瓶颈或威胁，需要采用新技

术或理念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时，才会

投入资源，以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

也只有这样的技术革新才会最终取

得成功，单靠政府热心推动和单方面

补贴不一定会取得良好效果，要避免

“上热下冷”的状态，最了解企业当前

发展瓶颈的应该是企业自己。

（3）有实力的企业先行

如前所述，工业互联网的实施需

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自动化或数字化

基础，工业互联网要解决的也不仅仅

是互联互通问题，更重要的是互联互

通后，各单元产生的海量数据的挖掘

处理，以及对分散的各应用系统的统

一集成，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

经营活动统一协调管理。因此企业

要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投入到

网络安全，网络基础设施，应用系统

集成和人才培养、储备等环节当中。

此外，由于行业间差异较大，样

板点也只能用来参考，不同行业甚至

是行业内不同企业的具体解决方案

应该都是定制的。实施企业需要对

自己的信息化有一定的规划能力，了

解当前企业所处阶段及制约发展的

信息化瓶颈，有明确的阶段性实施目

标，才可能有的放矢，完全依靠外部

咨询公司的规划实施，最终很可能导

致水土不服。

3 结束语
随着工业互联网概念的扩大及

理论的填充完善，不断有新的内容会

加入其中，使得目前的工业互联网概

念同工业 4.0 类似，成为一个分层的

复杂理论体系，即机器、车间、工厂、

企业，乃至产业链协同的大系统，其

理论概念体系也许会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不断的补充完善，甚至可能在不

久的将来，使用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将

不足以支撑这个体系。

因此，企业不必为概念所拖累，

应结合自身实力及所处阶段，兼顾长

期发展，在当期效益与长远发展中平

衡考虑，优先解决当前自身发展瓶颈

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要打好

自动化及数字化基础，为实现更高层

面的工业互联网做好准备，循序渐

进，逐步实施，绝不能拔苗助长，白白

浪费学费。

总之，工业互联网并不是当前阶

段解决中国所有企业经营发展的万

能钥匙，任何技术手段及理念只是一

个辅助工具，最终还是要以用户需求

及市场服务为导向，以产生经济效益

为核心，绝不能为了联网而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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