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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青岛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发展工业互联网，准确把

握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对标国际先

进技术，总结青岛企业先行先试的

成功经验，科学制定印发《青岛市互

联网工业发展行动方案》。根据方

案，青岛将立足制造优势产业与品

牌基础，推进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工业各领

域深度应用，力争到2020年，培育5

个全国领先、行业主导的互联网工

业平台，打造50个智能工厂或互联

工厂，建设500条（个）自动化生产线

或数字化车间，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壮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青岛

成为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互联网工

业领军城市，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率

先走在前列。

此外，青岛还组建了互联网工业

专家咨询委员会和服务商（国际）联

盟；成立由市长挂帅的制造强市领导

小组、互联网工业发展领导小组；专门

邀请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全市

7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作了

“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转型与创新发

展”报告，连续成功举办“世界互联

网工业大会”，进一步凝聚全市上下

共识、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按照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选树典型、以

点带面，由低到高、齐头并进的推进

路径，开展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行

动，坚定不移地支持海尔、中车、酷

特智能等先行先试，建设软件定义

的智能工厂，发展数据驱动的先进

制造，构筑平台支撑的产业生态，为

打造中国产业互联网中心和工业互

联网领军城市营造良好氛围。

青岛：打造工业互联网领军城市

本报记者 徐恒

“过去三年，青岛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健全标准体系、构建开放生态，海尔获批主导制定大规模定制模式及工业互联网平台国际
标准，酷特智能牵头制定了《服装定制通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以海尔COSMOPlat、酷特云蓝、三迪时空3D智造云平台等为支撑
的跨区域、跨行业工业互联网生态圈加快形成，为青岛工业发展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注入了新动能。”近日，青岛市政府副市长张
德平在2018世界互联网工业大会上表示。

近年来，青岛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
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市级层面率先出台《青岛市互联网工业发展行动方案》《关于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政策文
件，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推进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努力打造工业互联网领军城市。

众所周知，许多中小企业通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智能制造，

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不可忽视的力量。大中小企业融通

发展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当前，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已

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简称

《意见》）明确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水平不断提升列为主要目标之一。

《意见》还指出，搭建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平台。实施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加快培育

一批基于互联网的大企业创新创业

平台、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推进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一批

制造业“双创”技术转移中心和制造

业“双创”服务平台。推进供应链创

新与应用，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专

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供应链体系。

鼓励大中型企业开展内部创业，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依法合规发起或参

与设立公益性创业基金，鼓励企业

参股、投资内部创业项目。鼓励国

有企业探索以子公司等形式设立创

新创业平台，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青岛市积

极开展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工作，不断强化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建设，一批创新能力

强、带动作用大、主业突出的标杆龙

头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普及

的理念和模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示范作用建设工业互联网，向产业

链上下游中小企业输出技术、模式

和资本；同时，引导中小企业结合其

机制灵活、结构简单、信息传递及时

准确等特点，依托大企业搭建的工

业互联网，弥补中小企业在技术水

平、人员储备、资金实力及资源整合

等方面的短板。

据悉，海尔 COSMOPalt 汇聚

了数以万计的平台主、小微主和创

客，为关联中小微企业输出众包设

计、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整体解

决方案。目前，平台注册企业超

380万家，服务企业3万多家。建成

全国领先的中小企业云服务平台，

可提供 200 多类服务，注册用户超

过 5000 户，采用 O2O 模式签约服

务机构超过100家。

服务型制造是工业化进程中制

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型产业

形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

向。发展服务型制造目的是企业从

生产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企业

转变，从卖产品向卖“产品+服务”

转变，获得更高的市场收益，提高产

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2017 年

工信部首次开展服务型制造示范遴

选工作，青岛市海尔集团公司、三迪

时空网络科技公司等 5 家企业入

选，入选数量居副省级城市前列。

近日，青岛市经信委公布了

2018 年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项目、平台）名单，认定青岛海容商

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为

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青岛红

妮数据驱动无菌内衣个性定制项目

等3个项目为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

项目，海尔模块商资源平台等11个

平台为市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

另外，青岛市海尔集团公司等 5 个

企业已获批工信部首批国家级服务

型制造示范企业（项目、平台），截至

目前，全市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项

目、平台）达24个。

“青岛市逐步呈现出制造与服务

不断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新动能加速累积的良好态势。”青岛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青岛通过

支持以智能在线监测、精准营销管

理等工业大数据应用为牵引，推动

大数据在工业企业研发、制造、远程

运维等各环节深度应用，企业依托

工业互联网拓展在线设计、在线咨

询、在线监控、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

面创新业务模式，制造业的服务化

转型在青岛全市可谓方兴未艾。

例如，青岛宝佳基于阿里云的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生产线远程监

控与调试服务平台项目，线上服务

企业 116 户（截至 2017 年 6 月），实

现了对机器人运行状态远程监控，

适时指导操作人员对工业机器人进

行正确的维护保养，机器人故障停

机率由1%降至1‰。国林环保基于

虚拟化技术，物联网、云计算、云服

务等技术，研发在线控制装置，构建

控制系统云服务平台，建设产品运

维平台、建立云服务运营机制，实时

采集臭氧流量、状态、耗能等数据实

现智能诊断和主动服务；建设新型

营销服务平台，形成从卖设备到卖

臭氧量的“计量服务”模式，实现从

制造向制造服务的转型。三利集团

建立网络监控监测监视系统，将销

往全国的供水设备进行联网，将设

备运行中的压力、电流、频率等数据

和视频图像进行实时上传，确保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实现无人值守，并

随时掌握设备运行情况，在第一时

间掌握设备故障信息，为用户提供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服务。

同规格产品大批量生产，是很

多人对制造业的基本印象。而在青

岛，这种印象已经被颠覆。在胶州的

海尔空调互联工厂内，一台台外形、

功能各异的个性化空调在这里下

线，利用空调内机总装柔性定制线，

从用户下单到个性化空调下线，最

快两小时就可完成。

青岛制造正在由大规模生产走

向大规模定制。海尔并非个例。青岛

市通过引导企业借助互联网思维与

工业互联网，积极创新生产模式、商

业模式、管理模式等，其中个性化规

模定制模式的总结提炼与行业推广

效果显著。

例如，酷特智能（红领集团）打造

酷特 C2M 平台，首先在服装定制领

域应用，平台把消费者、设计者、（原

材料）供应商、制造商、物流商等相关

方进行互联互通，用户在平台上提出

产品需求，将零散的消费需求进行分

类、整合，分发给联网运作的智能工

厂，完成个性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产成品在平台上实现直销与配送，成

为分享价值和融合跨境电商直销、智

能工厂定制与智慧物流配送的工业

互联网。酷特 C2M 平台还在相关地

区近30个行业进行示范应用。

大有电子玩具是国内最大的毛

绒玩具设计制造企业，基于精益制造

理论，应用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

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智能

研发系统、数据采集系统、智能管理

系统和 AGV 设备等，数据驱动整个

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用户可参与设

计生产等环节，实现个性化定制，成

为毛绒玩具个性化定制引领者。

此外，前丰帽艺搭建全流程、互

通互联的C2M个性化定制平台，以

“SKD+AUTO M/C+CELL”新型

生产模式为制造基础，搭配先进的

智能化自动单元生产线，结合数字

化的制造执行系统、物流配送系统

等，实现端到端集成智能化制造，依

托“多代智能细胞工厂”和只要有电

有网条件下即可复制的“客厅工

厂”，将众多中小微制帽企业融入产

业生态圈，能为终端消费者（用户）

直接提供在线定制体验服务，满足

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近几年，青岛积极支持建设纵

横兼容的产业创新平台和管控兼备

的 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产

业技术平台，用工业互联网打通创

意与制造、需求与供给的同时，融合

人机料物法环，形成产品全生命周

期全价值链的产业生态体系，一批

工业互联网先后上线，用互联网思

维和智能制造技术改进传统生产方

式，推动了优势存量制造业向价值

链高端演进，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特

色、新优势。

例如，海尔集团将互联工厂的

探索与实践，通过软件、云计算等技

术固化、云化成 COSMOPalt，初步

构建了软硬结合、管控一体、虚实融

合的行业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

版工业互联网，在连接用户的同时，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打造以工

业互联为核心的生态圈，支撑传统制

造业转型升级发展。

据海尔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了制造业，COSMOPlat 通过生态圈

模式与七大模块互联互通，赋能衣联

网、食联网、农业、房车等15个行业物

联生态，践行跨行业、跨领域生态赋

能，并复制到11个区域和20个国家，

提供大规模定制社会化服务，助推企

业转型升级。目前，产品不入库率达

到 71%，海尔 COSMOPlat 已成为全

球最大的大规模定制解决方案平台。

另外，海信手机全生命周期大数

据分析平台、三迪时空 3D 智造云平

台等为代表的行业工业互联网兴起，

逐步构建起全产业链、全价值链信息

交互与智能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三迪时空率先在

国内提出建设“基于互联网和 3D 打

印技术的智能制造云平台”，通过互

联网、互联网技术把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3D打印机、材料商、应用企业连接

起来，形成了开放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平台，促使 3D 打印技术快速应用到

了航空航天、医疗、汽车制造、模具模

型设计、文化创意等领域。

“庞大的 3D 打印智能制造云平

台，是一个高效的资源整合中枢，来

自全国的订单可以得到优化安排。”

三迪时空董事长李培学介绍说，“用

户可直接通过云平台实现打印产品

的设计、打印、后处理及物流、支付

全流程操作，正是这种基于区块链

技术的云生产模式，不仅可以将模

型数据加密处理，而且解决了传统

打印效率低、沟通成本高等缺陷。”

目前，三迪时空3D打印智能制

造云平台已经具备年产各类 3D 打

印产品及加工件3万件以上的服务

能力，可以为全国的企业和需求客

户提供加工服务，为全国的汽车、医

疗、航空航天、建筑、科研等领域快

速实现 3D 打印产业化应用。例如，

汽车领域辅助研发的金属测试件、

轮胎模具（钢片）、样车试制等，医疗

领域的个性化定制钛合金牙冠；航

空航天领域的飞机涡轮发动机等。

工业互联网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个性化规模定制模式全国领先

服务型制造逐渐成熟

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不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