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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重点行动

（一）“互联网+”创业创新

1.强化创业创新支撑

2.积极发展众创空间

3.发展开放式创新

（二）“互联网+”协同制造

1.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2.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3.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

4.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互联网+ 物联网



数字化变革：哪个行业都无法抗拒



互联网×传统产业=利用网络规模经济创造价值

Industrial Age
工业时代

n Transport energy
  传输能源

n Production economies of scale
  生产型规模经济
    

n Transport information
  传输信息

n Network economies of scale
  网络规模经济

Average price of product drops  
as production is increased
产量增加降低单位产品均价
 

Supply-side economies of scale
供应方规模经济 

●

◆

Information Age
互联网时代

 Demand-side economies of scale 
       需求方规模经济

◆

network effects 
网络效应
Each new member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network
新增成员使网络不断增值

●

●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价值

n 构建新的商业模式

戴姆勒集团于2008年在德
国乌尔姆推出了名为

Car2Go的汽车共享项目。
用户可以提前半小时预定
车辆，并按照分钟计费，
还车时只需停靠在任意公
共停车位即可。

运营成本低，使用1.5到2年的时间内
即会收回成本。每辆车每天的收入
约为69.6欧元。

截至2017年，Car2Go项目在全球31个城市
已经推出了14000台车，注册会员数量已经
超过300多万人次，累积行驶里程超过2.2
亿公里。

 大都市打车难、停车难、道路拥堵、空气污染有木有？？

德国所有的Car2Go车辆均采用两
座Smart，并在部分城市使用Smart
电动汽车。车辆设计小巧环保，在

Car2Go的App上，电动汽车用户可
以方便地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充电站。

便捷

经济
效益

环保

DAIMILER  
Car2Go



案例：上汽大通C2B模式

n C2B 模式开启汽车个性化定制时代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上汽大通）2011 年成立，是上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受消费升级、汽车行业同质化产品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上汽大通于2015 年10 月率先
在国内启动汽车行业个性化定制C2B 模式的实践。

从2016年起，上汽大通以C2B业务为
核心，积极开展用户驱动的业务数
字化转型。两年间，上汽大通数字
化工程项目涵盖11大板块（包括用
户运营、交易、工程、制造供应链、
车联网、房车、企业运营、中台、
基础建设、数据、项目管理）共计
324个项目。

上汽大通的发展则由用户需求驱动，通过
C2B大规模个性化智能定制模式的做法，
用户和上汽大通直联——让用户参与车型
定义、设计开发、汽车试验、用户定价、
自由选配、（开发和使用过程中的）用户
反馈等环节。“我行”平台和“蜘蛛智选”
则是上汽大通是与用户直连的两大核心数
字产品。

上汽大通C2B 的内涵是：用户驱动
企业，以“满足用户高质量互动体
验”和“实现用户个性化产品和服
务需求”为目的，通过数字化直联，
用户参与全价值链的数据化互动和
决策，形成有温度的相互认可关系。

用户
驱动

企业
内涵

直连
用户



汽车制造数字化平台

产品研发 工艺设计 生产制造

PDM

供应商
数据

工艺成型性分析

工艺装配性分析

产品数据评审

人机工程、干涉分析

平台限制约束分析

工具通用性分析

产品工艺标准模型

产线工艺标准模型

工厂3D布局、工艺规划

工时分析、动态线平衡

生产线、工装、设备设计

三维物流虚拟仿真

工艺流程分析与优化

作业文件设计

三维工艺文件编制

工艺设计评审/检查

特性/PFMEA/CP/FLOW

焊点可达与验证

远程监控

MCP及三维规划

成本分析与管理

质量特性追踪

移动办公协同

机器人在线编程

任务管理

文档管理

流程管理

变更管理

阶段管理

权限管理

PD PS Plant simulation AWC C-3D Test manager NX/CATIA/Pro-E等 CMP Office/PDF/Project

MTM标准工时产品开发流程TS质量体系特征参数开发经验工艺标准虚拟资源

EBOM PBOM

第一期

工厂管理现
场执行

MES

ERP

DF平台是实现产品项目、生产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工艺在线设计和管理的重要手

段，项目覆盖系统集成、工具集成、工艺库管理、工程同步分析、产线工艺设计、产品

工艺设计、供应商数据交互及平台功能拓展等。

工程同步分析

DF:数字化工艺设计与管理平台

产线工艺设计 产品工艺设计 功能拓展

第二期 第三期

精益化制造（高品质生产） ！制造数据流（面向订单生产）



数字化3D技术

p点云扫描和三维建模；

p设备和工厂仿真；

p虚拟调试；

pVR交互式体验；



经典案例

项目一期
2016年6月终验收

构建制造工程IT平台

1. 计划节点管理

2. 工艺交付物管理

3. 工艺问题管理

4. ECR管理

5. 工艺文件存档

• 规范产品数据管理

• 工艺设计平台

• 车身车间虚拟验证集成

• 优化工艺数据传递

• 搭建制造资源库

• 3D工厂搭建

• 物流仿真与立体仓库

• 虚拟试生产

• 四大工艺虚拟验证集成

• 业务模式的优化

自动化工厂 数字化工厂 智能化工厂
20252016 2020

项目二期
2018年6月

项目三期

• 二维为主、局部三维工艺设

计模式 

• 有限加工仿真&部分装配过

程仿真 

• 车间纸质应用及制造执行电

子化管理 

• 全三维工艺&装配仿真 

• 虚拟产线优化及虚拟试生产 

• 工厂生产运营管理（MOM）&生产制造智能 

• 立体料库&物流控制

• 先进技术（大数据/工业云/增材制造等） 

• 智能产品、智能设计、智能工艺，

智能工件，智能物流、智能产线 

• 动态市场需求/全3D工程化/智

能产品/ 自主移动式模块化生产

单元/ 信息物理融合 

信息

化发

展路

径

项目

总体

规划

• 涵盖整个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的数字化模型，根据临时要求，

自行配置安全解决方案 

• 通过动态网络实现过程优化，

本地控制动态网络，扩展的复

杂通讯系统 
待规划

一阶段（2020年） 二阶段（2025年）



案例：多氟多企业数字化转型

图  多氟多和谐共赢产业链战略



案例：多氟多企业数字化转型

图  多氟多智能运营和数字化转型应用架构



案例：多氟多企业数字化转型

图  多氟多“5+1”平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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