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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作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全球首

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COSMOPlat 开放引入的资源都能
够创造增值、分享增值。目前，COS-
MOPlat 已经在全球落地了 11 个互联工
厂，生产效率提升了60%，实现了71%的
不入库率，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提
供了有效思路。

截至目前，COSMOPlat 实践已经获
得了广泛认可。早在2015年7月，海尔互
联工厂就被确定为工信部 2015 年智能制
造试点综合示范项目，是白色家电领域唯
一；2017 年 6 月，COSMOPlat 入选工信
部 2017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
示范项目；2017 年 7 月，COSMOPlat 工
业智能研究院智能制造培训基地项目入选
工信部 2017 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
项目。

而这一系列成绩和认可的获得，都
离不开 COSMOPlat 背后的三大差异化
优势。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差异化就是以用
户体验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模式，这种
模式全面颠覆了线性的大规模制造模
式，让用户参与到需求交互到产品生产
直至服务的一系列流程中，带给用户全
流程、全要素、全生态的定制体验服
务，创造用户终身价值，企业由此进入
领先的非线性的大规模定制时代。第二
个差异化在于 COSMOPlat 是一个开放
的、多边共创共享平台，全球的资源方
包括用户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二次
开发，一起去创造，实现共创共赢共
享。第三个差异化在于COSMOPlat是可
跨行业、跨领域、跨文化复制，具有全
球普适性的平台。这意味着它不仅适用
于家电业、制造业，还可以实现跨行
业、跨领域、跨文化的全面复制，各行
各业都能在COSMOPlat上提升全流程的
产业竞争力，围绕用户的美好生活体验
进行共创共享。目前，COSMOPlat 已经
成功赋能农业、房车、建陶、机械等 15
个行业物联生态，复制到11个区域和20
个国家，为它们提供大规模定制社会化
服务，助推当地企业转型升级。

标准实践：

屡次踏入国际标准“无人区”

2017 年底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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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强调，“标准体系不完
善”是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与发达国家相
比的重要差距之一。因此，完善标准体系
建设已经成为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
实现全球引领的必要手段。

在这方面，海尔COSMOPlat不仅在
智能制造领域的国家标准制定上拥有绝对
主导权，也已经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到国
际相关标准的制定当中。

迄今为止，海尔共主导参与制定 21
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仅2018年就有17
项，是数量最多的企业，标准覆盖包括大
规模定制、智能制造、智能工厂、智能生
产、工业大数据等在内的6大领域。

而在国际标准领域，2017 年 12 月 6
日，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学会
IEEE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对来自
德、美、中等多国企业的标准提案进行了
竞争性测评，最终决定由中国海尔主导制
定大规模定制的国际通用要求标准，这是
IEEE创办半个世纪以来，唯一以模式为
框架制定的国际标准。

时隔半年，全球三大标准组织之一的
ISO再次指定海尔牵头成立大规模定制研
究组，由此可见海尔COSMOPlat的工业
升级探索具备全球复制推广的可行性和价
值。2018 年11月28日，ISO 标准研究启
动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COSMOPlat 大
规模定制标准正式启动，这意味着大规模
定制模式国际标准进入由中国企业主导、
全球协同合作的时代。

除此之外，今年 9 月，由 COSMO-
Plat平台赋能的互联工厂从全球1000多家
工厂中脱颖而出，被世界经济论坛遴选为
全球首批9家灯塔工厂之一，而中国企业
的工厂仅此1家。世界经济组织表示，希
望海尔独特的中国智慧能与其他灯塔工厂
一起为制造业树立新标杆，在建设制造业
整体生态系统中发挥带头作用。

生态实践：

打造“双跨”工业互联网新生态

在 这 方 面 ， COSMOPlat 作 为 开 放
的、多边共创共享平台，积极践行“双
跨”平台建设，已经实现了衣、食、住、
行、教育等跨行业、跨领域的全面复制，
为人们定制美好生活提供平台支持。

海尔COSMOPlat为工业互联网升级配置强引擎

跨行业赋能：

衣、食、住、行、教育

衣：COSMOPlat赋能纺织行业向智
慧高端转型

当下，长期处于低端制造队列、且拥
有巨大产业体量的中国纺织产业转型需求
迫切，除了要摆脱劳动力低成本区域转移
所带来的产业影响，还要提升整体效率、
减少成本支出。

基于此，海尔 COSMOPlat 与在纺机
行业数十年深耕细作和具有深入工艺基础
的青岛纺机械强强联合，研发了纺机智慧
运维系统。该系统包括设备管理、设备运
行维护、质量管理、预测性维护等几大板
块，系统经过实时的数据采集和边缘计算
后，通过海尔COSMOPlat工业互联网平
台，实现设备的远程运维。

据统计，该系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30%、降低能耗10%，全面提高了产品质
量。当下，COSMOPlat 机械子平台正聚
焦机械工业中7大类46中类制造业，为客
户打造个性化行业解决方案。

食：COSMOPlat农业生态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

眼下，生活品质的日渐提高，健康
食物备受民众青睐，其中地标性特产最
受欢迎，但不少假地标伪产品流入市
场，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其中，作为
山东省重点扶持的“十大影响力产业集
群”之一，“金乡大蒜”在品牌价值达
到 202 亿元、产品出口 168 个国家和地
区的能力下，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品牌
增值的瓶颈，蒜农、蒜企和用户都面临
着极大的困扰。

海尔COSMOPlat 因应这一需求，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发布农业生态，并
推出 COSMOPlat 农业平台金乡大蒜样
板。通过“O+O”虚实融合的模式，
COSMOPlat 农业物联网平台在线上实现
了健康生活、一键定制，线下打造智慧农
业示范基地，种植、采收、加工、物流等
全流程并联，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高品质
食材，让农户的优质农产品能够卖得多、
卖得快、卖得贵，从而帮助客户提高种植
收益，提升县域地标农产品品牌，助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海尔COSMOPlat 联合山东金
乡打造的大蒜示范项目已有200多家加工
企业入驻，而该项目也成功实现了各方利
益的最大化。用户得到了高品质地标农产
品，获得健康保障；政府实现品牌价值提
升30%，解决了乱价问题；大蒜企业解决
了库存难题，实现供需平衡，农户收入蒜
农每亩能多赚 500 多元。目前，COS-
MOPlat 农业生态可以提供包括智慧农
业、大棚以及大田在内的多种解决方案。

2018年8月4日，海尔COSMOPlat与
国家孕婴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打
造“海尔COSMOPlat国家孕婴网绿色食品
通道”，将共同推出“海尔COSMOPlat国家
孕婴网食品专区平台”，通过生产流程、风
险预警、CMA认可实验室、消费者参与等
多个环节打造全流程透明可溯源国家级监
管保障机制，通过平台能力守护用户特别
是孕婴群体“舌尖上的安全”。

此外，东港互联农场也已经顺利成为
海尔COSMOPlat国家孕婴绿色食品通道
平台的供货基地，可以为用户提供原产地
的高质量有机大米。

住：COSMOPlat在淄博建起建陶产业
生态

在城镇化加速、装修装饰需求向高端发
展的推动下，数据显示，我国建筑陶瓷销售收
入呈增长态势，其中建筑陶瓷行业销售收入
从2010年的2544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515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6%。与此同时，
同质化、品牌弱、高耗能、周边污染严重等问
题严重困扰着建陶产业，淄博作为国内建陶
的核心产业区之一，亟需解决这些问题。

基于此，海尔COSMOPlat跨行业赋能
建陶行业，在淄博打造了行业唯一产业转
型、企业升级的专业“产业生态园”。具体
来说，COSMOPlat 提供原材料集中采购、
智能制造、物流配送、企业营销、投资孵化
于一体的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园区
打造供应链采购平台、成品交易平台、公共
服务平台等三大平台，助力建陶企业升级。

作为示范基地首批入园上平台的企业，
淄博新金亿通过接入COSMOPlat平台，打
造了全国首家建陶智能互联工厂，完成了建
陶智能互联工厂由传统产销模式向大规模定
制模式转型，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提质增
效，如水电气综合节能27%。

接下来，海尔COSMOPlat将以新金亿
建陶智能互联工厂作为样版案例，复制到将
入驻示范基地的共30多家建陶企业，推动
建陶产业从中低端到中高端、从传统制造到
用户定制化、从企业单打独斗到产业平台化
三个转型。

行：COSMOPlat用房车重新定义智慧
出行

改革开放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车子外面是世
界，车子里面是自家”的生活让不少人心驰
神往，房车旅游持续升温，并有效带动了房
车保有量的激增，仅2016-2017两年就增长
了42.9%。

其中，荣成康派斯作为全国最大的房车
生产企业，在数年的发展中已经累计了良好
的产业基础和品牌知名度，但也不可避免地
面临着市场同质化、制造成本高、采购成本
高、交货周期长以及高库存等问题。为解决
这些问题，康派斯与海尔 COSMOPlat 于
2018年1月建立合作，对企业全价值链和产
品全生命周期进行大规模定制转型升级。

COSMOPlat 从交互定制、模块采购及
智能制造三个点进行切入，围绕房车的大规
模定制，将康派斯打造成全国房车行业首个
大规模定制互联工厂样板，实现订单增幅
62%，成本降低7.3%。

在此基础上，COSMOPlat与康派斯合作
打造房车生态，用户可以一键定制智能房车和
智慧出行方案；房车企业可以复制用户全流程
参与的大规模定制互联工厂；全国房车营地可
以联结成网络，不仅提供智慧营地成套标准解
决方案，还与各攸关方共同打造营地净水、生
鲜配送、餐饮服务生态；联结房车行业上下游
供应商，引入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成为物联
网时代房车标准制定引领者。

此外，COSMOPlat 也在尝试通过康派
斯一个样板去影响并改造整个房车行业。
2018 年 9 月，在第 17 届中国 （北京） 国际
房车露营展览会、第9届中国国际房车露营
大会上，21世纪房车与海尔COSMOPlat定
智旅行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房车
产业朝着智能化、模块化、定制化等方向进
一步发展。11月15日，COSMOPlat定智与
康派斯房车之外的江铃旅居车、江铃改装、
戴德隆翠、帝盛房车、春田房车等5家企业
达成合作意向，在车载配件集约化采购，售
后服务业务，智慧房车定制推广等领域展开

深入合作，共建房车生态，助力中国房车
行业升级。

教育：COSMOPlat组建智能制造职
业教育集团

随着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增
长，高技术水平人才的重要性也愈加凸
显，为此政府陆续发布《国务院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关于深入
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和工信
部、财政部《关于印发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的通知》 等相关文件政
策，加快推进智能制造高技术水平人才体
系的建设。

然而，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不
能满足高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存在着框
架体系不完善、供需匹配不精准、产教融合
路径少等诸多痛点。为此，海尔一直在积
极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的培养模式。

目前，海尔COSMOPlat已经与西交利
物浦大学、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
工程学院等多家学院展开合作，双方充分
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资源，深度融合发
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优秀的高素
质技能人才，为工业物联网产业发展做好
人才储备。

而为进一步探索人才供给零延误以及
人才匹配零差错，海尔COSMOPlat将联合
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组建智
能制造职业教育集团，并利用智能制造领
域的技术和经验，加快推动职业教育规模
化、集约化、连锁化的办学进程，促进校际
联合与校企合作，共同打造全国专业性职
教品牌，推进全国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线上，海尔将通过线上平台整合企业
各类需求，将院校打造成开放生态，精准
匹配资源，快速迭代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

体系，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匹配；线下，借助
大规模定制示范线作为实训与创新的触点，
对人才进行理论+实操+技能鉴定，培养和
发展知识型技能人才。

下一步COSMOPlat将围绕人才培养方
案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及职业培训、
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举办职业技
能大赛等方式，进一步加速工业互联网人才
生态建设。

跨领域赋能：

G60科创走廊

覆盖长三角九地市的G60科创走廊沿线
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
域之一，其中海量的市场需求和大流量的工
业数据资源也使得它成为了我国先进制造业
基地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区。

海 尔 COSMOPlat 于 2017 年 6 月 落 户
G60科创走廊，根据战略合作协议，海尔落
户临港松江科技城，在上海及其周边部署推
广COSMOPlat平台，通过技术创新、模式
创新，输出智能制造领域的产品与服务，推
动上海、松江和G60科创走廊的离散制造业
实现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海尔COSMOPlat为松江区成为全国首
批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国家级新型工业产业示
范基地，提供平台与技术等支持。COS-
MOPlat 借助 G60 科创走廊经济、人才优
势，打造全球引领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输出
平台，为企业提供互联工厂模式、大规模定
制方案、大数据服务等八大生态服务。

落户短短 2 个月，海尔 COSMOPlat 就
向上海松江200多家企业分享了互联工厂探
索以及提供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服务。截至
2018 年 9 月，COSMOPlat 为近千家企业进
行了公开课培训，为近百家企业提供了智能
制造转型升级方面的咨询和诊断，为数十家
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并正式开始提供相关服
务。9月1日，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第一批
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专业服务机构目录正式公
布，海尔COSMOPlat成功上榜。

平台核心能力建设是跨行业、跨领域复
制的必要条件，COSMOPlat正通过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领先技术与制造结合来增强平
台能力。

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例，在海尔看
来，把人工智能技术和用户需求驱动结合到
一起，大规模定制才得以变成现实。与此同
时，人工智能技术不是单点应用，而是全流
程应用，以全流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带动其
他新技术协作，进而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从 COSMOPlat 实践的质检环节来说，
产品在线噪音检测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手
段来实现，不仅可以自主学习辨别异音和自
动管控，提升辨别的精准度，还可以总结出
改善异音的关键措施，提前预防。

至于全流程的应用，海尔互联工厂囊括
了用户定制、模块智能拣配、柔性装配等多
个智能单元，集成了COSMOPlat平台、虚
实融合双胞胎系统、RFID、智能相机等多
种智能技术，从而形成了制造与服务智能化
融合的业态模式，实现了大规模定制，使产
品生产效率和产品不入库率实现大幅提升。

1978年-201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
40 年，这 40 年是从封闭到开放的 40 年，同
样也是从落后到赶超的40年。可以肯定的
是，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也
是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唯一“试金石”。

诞生于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海尔
认为，物联网时代，用户真正需要的不是拼
价格的产品，而是可迭代的美好生活解决方
案。基于此，海尔不仅在家电领域为用户提
供全场景定制化智慧成套解决方案，也积极
将自身转型的有效经验沉淀，通过 COS-
MOPla落地到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

“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
最新数据显示，COSMOPlat 平台上聚

集了3.3亿用户、390万家供应商资源，同时
连接2600万台智能终端，为4.2万家企业提
供了数据和增值服务。

当前，工业互联网正从概念走向实践，
而借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东风，海尔
COSMOPlat不仅可以助力中国制造从传统
工业体系持续转型升级，成为企业转型升级
的“播种机”，还将通过贡献中国经验、输出
中国模式，为世界贡献一个全球引领的大规
模定制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一张“中国
名片”。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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