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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1．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通知
简介：4月19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通
知》。通知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
指导意见》（国发〔2018〕42号，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春季农业生
产暨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主
要包括十个方面，分别是：
一、提高认识，增强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健全机制，推进农机农艺融合
三、注重规划，推进机械化信息化融合
四、加强指导，推进农机服务模式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
五、统筹协调，推进机械化生产与农田建设相适应
六、补齐短板，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七、创新引领，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全面发展
八、整合资源，推进农业机械化人才队伍建设
九、优化服务，推进农业机械化管理“放管服”改革
十、强化领导，构建合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工作格局
来源：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
发布日期:2019-04-28
全文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6/6B/Csgk0FzFdCKANE2rAAlb0Eb2a2w213.pdf

前沿资讯
1．Statistics Netherlands to use precision ag sensor data(荷兰统计
局拟采用精确农业传感器数据)
简介：荷兰统计局（CBS）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将精确农业设备收集和/或生成的数据用
于荷兰的国家统计报告。该机构表示，其目的是在数据和统计数据收集方面保持创新，
使用精确农业设备（如土壤湿度和作物传感器）以及挤奶机器人的大数据可以减轻农民
通过问卷报告数据的负担（直到现在这还是一种普遍做法）。 来自荷兰统计局（CBS）
的方法学家Ger Snijkers表示: “我们与这些发展保持一致，现在正在与一个研究小组
一起检查农民每天收集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可用于制作我们的农业统计数据。这对CBS
和农民都有很多好处。我们也在寻求与外部各方在这方面的合作。” Tim Punt调查了
一个创新农场的系统，研究这些新数据的可用性，作为他在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计量经济
学和运筹学研究的一部分。为此，埃因霍芬理工大学（TU Eindhoven）应用数据科学系
和南方农业和园艺组织（ZLTO）于2017年建立了一个关于精细农业的项目。“三个研究
问题是CBS的核心，”Punt说。“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这些传感器数据作为当
前统计数据的来源？问题二：我们还能用这些数据制作新的统计数据吗？第三个问题是:
我们如何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向农民提供信息，让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做些什么？最
后一个方面很重要，因为这样农民也会受益。我们正在努力完成数据循环。我们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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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innovation farm）合作开发了一个仪表盘原型，可以深入了解其业务的细节。”
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从理论上讲，使用这些新数据的想法很简单，”Snijkers说，“但
实际上并非如此。”Punt证实:“我们遇到了很多因素。保护隐私和信任数据的安全处
理是至关重要的。最后，我们说服了所有相关人员，这是CBS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保证。”
概念的首次证明。Snijkers强调，这项研究是第一次探索，“我们还在起步阶段，现在
已经有了概念的第一个证明。我们看到了可能性，但也面临必要的挑战。我们希望扩大
我们的网络——包括农业部门以外的网络——并希望与企业保持联系，共同努力，例如
与在该领域拥有专长的商业组织合作。通过结合不同的专业知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让
农业和商业的数据进一步发展。”
来源：Future Farming
发布日期:2019-04-23
全文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6/6B/Csgk0FzFeRKAWjoqAANP1CrOaes091.pdf

2．浙江省农科院牵手农业装备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科研机构 共建
“一所一院”助推农业“机器换人”
简介：浙江最大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牵手中国农业装备领域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科研机
构。4月12日，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成立浙江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所和中国农机院浙江分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领域的“机器换人”对全新的农业机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此次建立的农业装备研究所将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农机
服务模式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机械化生产与农田建设相适应为路径，以科技创
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为动力，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质
量发展转型。
据悉，新成立的“一所一院”将通过开门搞科研的形式，围绕创新目标，与院内的
研究部门，以及院外其他各类相关科研单位、大学、企业组建交叉学科群和科技攻关团
队，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2019～2023年期间，研究所将在发挥和
依靠现有农业装备、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学科的研究基础上，拟重点开展设施农业装备、
农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农业装备标准化与检测、特色产业装备等领域的研究，筹建海
洋渔业装备学科，谋划畜禽养殖装备学科。
省农科院院长劳红武介绍，通过15年努力，要建立1个结构合理、研发实力一流、
优势明显的农业装备研究所；完成10~20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装备产品；建立1个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农业装备综合创新平台；培育2~3个农业装备成果转化平台；孵化3~5个高
水平的农业智能装备示范应用基地，整体研发水平进入国内同类院所/院校前列。
据了解，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创立于1956年，是我国农业装备领域综合实力
最强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届时双方就联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关规划及项目落地、开展
智慧农业试点建设、农业产业科技联合创新、建设现代农业智能装备创新载体、联合培
养专业技术人才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来源：科技金融时报
发布日期:2019-04-16
全文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6/6B/Csgk0FzFd7uAC90XAAhraEppRp07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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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献
1．Comparison of Supplemental Lighting Provided by Highpressure Sodium Lamps or Light-emitting Diodes for the
Propagation and Finishing of Bedding Plants in a Commercial
Greenhouse(高压钠灯或发光二极管为商业温室中植物繁殖和种植
床提供补充照明的比较)
简介：High-quality young plant production in northern latitudes requires supplemental lighting
(SL) to achieve a recommended daily light integral (DLI) of 10 to 12 mol·m−2·d−1. Highpressure sodium (HPS) lamps have been the industry standard for providing SL in greenhouses.
However, high-intensity light-emitting diode (LED) fixtures providing blue, white, red, and/or
far-red radiation have recently emerged as a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HPS lamps for greenhouse
SL. Therefo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1) quantify the morphology and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common and specialty bedding plant seedlings grown under no SL, or SL
from HPS lamps or LED fixtures; and 2) determine whether SL source during propagation or
finishing influences finished plant quality or flowering.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t a
commercial greenhouse in West Lafayette, IN. Seeds of New Guinea impatiens (Impatiens
hawkeri ‘Divine Blue Pearl’), French marigold (Tagetes patula ‘Bonanza Deep Orange’),
gerbera (Gerbera jamesonii ‘Terracotta’), petunia (Petunia ×hybrida ‘Single Dreams White’),
ornamental millet (Pennisetum glaucum ‘Jester’), pepper (Capsicum annuum ‘Hot Long Red
Thin Cayenne’), and zinnia (Zinnia elegans ‘Zahara Fire’) were sown in 128-cell trays. On
germination, trays were placed in a double-poly greenhouse under a 16-hour photoperiod of
ambient solar radiation and photoperiodic lighting from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s providing
a photosynthetic photon flux density (PPFD) of 2 µmol·m−2·s−1 (ambient conditions) or SL
from either HPS lamps or LED fixtures providing a PPFD of 70 µmol·m−2·s−1. After
propagation, seedlings were transplanted and finished under SL provided by the same HPS
lamps or LED fixtures in a separate greenhouse environment. Overall, seedlings produced
under SL were of greater quality [larger stem caliper, increased number of nodes, lower leaf
area ratio (LAR), and greater dry mass accumulation] than those produced under no SL.
However, seedlings produced under HPS or LED SL were comparable in quality. Although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were greatest under ambient conditions, select macro- and
micronutrient concentrations also were greater under HPS compared with LED SL. SL source
during propagation and finishing had little effect on flowering and finished plant quality.
Although these results indicate little difference in plant quality based on SL source, they further
confirm the benefits gained from using SL for bedding plant production. In addition, with both
SL sources producing a similar finished product, growers can prioritize other factors related to
SL installations such as energy savings, fixture price, and fixture lifespan.
来源：HORTSCIENCE
发布日期:2019-01
全文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6/6B/Csgk0FzFapqAeGmBADT9FRmGynY1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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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ust Plant Phenotyping via Model-based Optimization(基于模
型优化的健壮植物表型分析)
简介：Plant phenotyping is the measurement of observable plant traits. Current methods for
phenotyping in the field are labour intensive and error prone. High throughput plant
phenotyping in an automated and noninvasive manner is crucial to accelerating plant breeding
methods. Occlusions and non-ideal sensing conditions is a major problem for high throughput
plant phenotyping with most state-of-the-art 3D phenotyping algorithms relying heavily on
heuristics or hand-tuned parameter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e present a novel model-based
optimization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plant physical traits from plant units called phytomers.
The proposed approach involves sampling parameterized 3D plant models from an underlying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It then optimizes, making the mass of this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pproach tru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Reformulating the phenotyping objective as a search
in the space of plant models lets us reason about the plant structure in a holistic manner without
having to rely on hand-tuned parameters. This makes our approach robust to noise and
occlusions as frequently encountered in real world environments. We evaluate our approach
for plant units taken across simulated, greenhouse and field environments. This work furthers
field-based robotic phenotyping capabilities paving the way for plant biologists to study the
coupled effect of genetics and environment on improving crop yields.
来源：2018 IEEE/RS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IROS)
发布日期:2018-10
全文链接:
http://agri.ckcest.cn/file1/M00/06/6B/Csgk0FzFafCALXcdADPspQ29-Mg447.pdf

科技报告
1．中国工程院：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
简介：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进智能制造，
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中国制造2025》从国家层面确定了
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总体战略，明确提出要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
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一、智能制造是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
（一）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烈需求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领域，必须要加快推动制造业实现质量效益提高、产业结构优化、
发展方式转变。《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智能制造表现出良好、强劲的发展势头。
据抽样调查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1815 家企业中，73%的企业有实施智能制造的强烈意
愿；又据对智能制造相关项目的调查，2015-2017 年的308个项目进行智能化改造后，
生产效率平均提高34%，能源利用率平均提高17.2%，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2%，产品研制
周期平均缩短32.4%，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29.4%；另据统计，广东、江苏、浙江等地
的智能改造技术升级资金已占当地工业投资的70%以上。实践表明，企业对智能制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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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需求，具备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基础。
（二）智能制造为中国制造业跨越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
习近平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
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习近平还指出，要推进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要以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实现根本性转变，
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主要抓手，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
要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加快制定并实施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当前，
“制造强国”进入全面部署、加快实施、
深入推进的新阶段，企业对于实现智能转型愿望迫切。
中国虽然以智能制造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但尚未形成清晰的智能制造发展战
略，特别是发展的技术路线。对于为什么发展智能制造、什么是智能制造、怎么发展智
能制造，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谋划。广大企业在智能制造的理性认识、发展方向、工
作重点、路径选择、实施策略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困惑和误区。要推动中国智能制造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把握世界技术发展趋势，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特别是发展的技术路线，明确智能制造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针和优先行动，加快推进中
国制造的智能化转型，进而实现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二、智能制造基本范式、技术路径与系统
广义而论，智能制造是一个大概念，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大系统。智能制造是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贯穿于产品、制造、服务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及相应系统的优化集成，旨在实现制造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提升企业的产
品质量、效益、服务水平，推动制造业实现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式发展。
在智能制造的演进发展中可以总结、归纳和提升出智能制造的三种基本范式，即：
数字化制造——第一代智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互联网+ 制造”或第二代智
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新一代智能制造。
（一）数字化制造
数字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的第一个基本范式，也可称为第一代智能制造。20世纪50年
代，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制造业，并逐步推动制造业由自动化向
数字化转变。数字化制造是在数字化技术和制造技术融合的背景下，通过对产品信息、
工艺信息和资源信息进行数字化描述、分析、决策和控制，快速生产出满足用户要求的
产品。
数字化制造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第一，在产品方面，数字技术在产品中得到广泛应
用，形成以数控机床等为代表的“数字一代”产品；第二，在制造方面，大量应用数字
化装备、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建模与仿真，采用信息化管理；第三，集成和优化运行成
为生产过程的突出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逐步推广应用数字化制造，推进设计、制造、管理过
程的数字化，推广数字化控制系统和制造装备，推动企业信息化，取得了巨大的技术进
步，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机器换人”、“数字化改造”，建立了一大批数字
化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众多企业完成了数字化制造升级，中国数字化制
造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
企业，还没有完成数字化制造转型。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在推进智能制造过程中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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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完成数字化“补课”，进一步夯实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
（二）“互联网+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
数字化网络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的第二种基本范式，也可称为“互联网+制造”，或
第二代智能制造，可对应于国际上推行的SmartManufacturing。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互联网技术逐步成熟，中国“互联网+”推动互联网和制造
业深度融合，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等过去相互孤立的节点被网络连接起来，通过企业
内、企业间的协同，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集成与优化，“互联网+制造”重塑制造业的
价值链，推动制造业从数字化制造发展到数字化网络化制造阶段。
“互联网+制造”主要特征为:第一，在产品方面，在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上，网络
技术得到普遍应用，成为网络连接的产品，设计、研发等环节实现协同与共享。第二，
在制造方面，在实现厂内集成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制造的供应链、价值链集成和端到端
集成，制造系统的数据流、信息流实现连通。第三，在服务方面，设计、制造、物流、
销售与维护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以及用户、企业等主体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联接和交互，制
造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走向以用户为中心。
中国工业界紧紧抓住互联网发展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互联网+制造”，制造业、
互联网龙头企业纷纷布局，将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应用于制造领域。一方面，
一批数字化制造基础较好的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升级，成为了数字化网络化制造
示范;另一方面，大量还未完成数字化制造的企业，则采用并行推进数字化制造和“互
联网+制造”的技术路线，通过“以高打低、融合发展”，完成了数字化制造的“补课”，
同时跨越到“互联网+制造”阶段，实现了企业的优化升级。
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完整阐述了数字化网络化的制造范式，提出了
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制造的技术路线。但由于这两个理论提出较早，当时新一代人工智能
还没有实现战略突破，因此他们的理论总体上还只适用于数字化网络化制造范式，并没
有进入新一代智能制造范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正是中国制造业
“换道超车”的重大历史机遇。
（三）新一代智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是智能制造的第三种基本范式，也可称为新一代智能制造，
可对应于国际上推行的IntelligentManufacturing。
近年来，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形成群体
性突破的推动下，以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群体智能等为代表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实现了战略性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
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新一代人工智能的
本质特征是具备了学习的能力，具备了生成知识和更好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了质的
飞跃。
新一代智能制造将为制造业的设计、制造、服务等各环节及其集成带来根本性变革，
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和改变社会的产品形态、生产
方式、服务模式，乃至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
一代智能制造将给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将成为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四）中国智能制造“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
智能制造的三个基本范式体现了智能制造发展的阶段性和融合性特点，三个基本范
式沿时间脉络逐一展开，既是相关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产业结合，各有其所在阶段的
特点，也都面临着当时阶段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体现着先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
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三个基本范式在技术上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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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迭代升级，通过技术融合相互促进发展，体现着智能制造发展的融合性特征。
中国应发挥后发优势，采取三个基本范式“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走
一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的智能制造创新之路，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升
级、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中国必须坚持“创新引领”，直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最先进的技术，推进先进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瞄准高端方向，加
快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因企制宜、
循序渐进地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充分利用中国推进“互联网+制造”的经
验，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打低”——采取先进的技术解决传统制造难
以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完成数字化“补课”，同时，向更高的智能制造水平迈进。
今后一个阶段，中国推进智能制造的重点是推广和大规模应用“互联网+制造”—
—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到2025年以后，随着“互联网+制造”的普及和新一代智能制造
技术的成熟，中国推进智能制造的重点将转入到大规模推广和应用新一代智能制造。
（五）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
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主要由智能产品、智能生产及智能服务三大功能系统以及工业
智联网和智能制造云两大支撑系统集成而成(见图2)。
智能产品和装备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的主体。智能产品是智能制造和服务的价值
载体，智能制造装备是智能制造的技术前提和物质基础。新一代智能制造将给产品与制
造装备带来无限的创新空间，使产品与制造装备产生革命性变化。
智能手机和智能汽车是两个典型的例证。有些产品，例如iPhoneX和华为mate 10已
经搭载了人工智能芯片，开始具有了学习功能。不久的将来，新一代人工智能全面应用
到手机上，将为智能手机带来新的革命性变化。汽车正在经历燃油汽车—电动汽车(数
字化)—网联汽车(网络化)的发展历程，将朝着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化)的方向极速前进。
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将为产品和装备的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到2035年，中国各种产品与制造装备都将从“数字一代”整体跃升成“智能一代”，升
级为智能产品和装备。一方面，将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智能产品，如智能终端、智能家
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玩具等，为人民更美好的生活服务；另一方面，着重推进重
点领域重大装备的智能升级，如信息制造装备、航天航空装备、船舶和海洋装备、汽车
和轨道交通装备、农业装备、医疗装备、能源装备等，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
如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床等，我们的“大国重器”也将装备“工业大脑”。近期的突破
重点是研制十大重点智能产品:智能工业机器人、智能加工中心、无人机、智能舰船、
智能汽车、智能列车、智能挖掘机、智能医疗器械、智能手机、智能家电。
智能生产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的主线。智能工厂是智能生产的主要载体。智能工
厂根据行业的不同可分为离散型智能工厂和流程型智能工厂，追求的目标都是生产过程
的优化，大幅度提升生产系统的性能、功能、质量和效益，重点发展方向都是智能生产
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融合将使生产线、车间、工厂发生革命性的
大变革，企业将会向自学习、自适应、自控制的新一代智能工厂进军。“机器换人”有
助于企业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智能升级，不仅能解决一线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升高
的问题，更能从根本上提高制造业的质量、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升级——生产线、车间、工厂的智能升级将成为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的一个主要战场。
流程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产能高度集中，且数字化网络
化基础较好，最有可能在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如石化行业智能工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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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运营管理新模式，可极大地优化生产，提高安全环保水
平。
离散型智能工厂将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加工质量的升级、加工工艺的优化、
加工装备的健康保障、生产的智能调度和管理，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工厂。近期突破
重点是建设十家智能工厂原型: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工、煤化工、酒醋酱油酿造、3C
加工、薄膜晶体管(TFT)制造、汽车覆盖件冲压、基于3D打印的铸造、家电制造互联工
厂。
以智能服务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和业态变革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的主题。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催生制造业实现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产业模式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转向规模定制化生产，产业形态从生产型制造向生产服务
型制造转变，完成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期突破重点是在十个行业推行两种智能
制造新模式：规模化定制在家电、家具、服装行业推广应用；远程运维服务在航空发动
机、高铁装备、通用旋转机械、发电装备、工程机械、电梯、水/电/气表监控管理行业
的推广应用。
智能制造云和工业智联网是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的重要支撑。“网”和“云”带动
制造业从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重点是“智联网”“云平台”和“网络安全”
三个方面。系统集成将智能制造各功能系统和支撑系统集成为新一代智能制造系统。系
统集成是新一代智能制造最基本的特征和优势，新一代智能制造内部和外部均呈现系统
“大集成”，具有集中与分布、统筹与精准、包容与共享的特性。
三、中国智能制造的发展战略
未来20年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
机遇，以实现制造强国为目标，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
向，科学研究制定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坚持“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形成经济、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
良性循环，实现中国制造业智能升级、跨越发展。
（一）战略目标
未来20年，中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总体将分成两个阶段来实现。
第一阶段（到2025年）：“互联网+制造”——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
模推广应用，在发达地区和重点领域实现普及；同时，新一代智能制造在重点领域试点
示范取得显著成果，并开始在部分企业推广应用。
第二阶段（到2035年）：新一代智能制造在全国制造业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中国
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总体水平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2045年把中国建成世界领先的制造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二）战略方针
未来，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必须要坚持“需求牵引、创新驱动、因企制宜、产业升级”
的战略方针，持续有力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智能转型。
1.需求牵引。需求是发展最为强大的牵引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对制造业智能升级提出了强大需求，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必须服务于制造强国建设
的战略需求，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强烈需要。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智能制
造的主体，发展智能制造必然要满足企业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同层面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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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服务需求，满足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创新驱动。中国制造要实现智能转型，必须抓住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用创新不
断实现新的超越，推动中国制造业从跟随、并行向引领迈进，实现“换道超车”、跨越
发展。
3.因企制宜。推动智能制造，必须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为中心
任务。中国的企业参差不齐，实现智能转型不能搞“一刀切”，不能“贪大求洋”，各
个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要结合企业发展实情，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自己转型升
级的技术路径。要充分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帮助和支持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智
能升级。
4.产业升级。推动智能制造的目的在于产业升级，要着眼于广大企业、各个行业和
整个制造产业。各级政府、科技界、学界、金融界要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动中
国制造业整体实现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中国制造业全方位的现代
化转型升级。
（三）发展路径
1.战略层面：总体规划—重点突破—分步实施—全面推进。国家层面要抓好智能制
造发展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明确各阶段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有条件的经济发达
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要加快重点突破，先行先试，发挥好引领、表率作用。分
步实施，重点突破的范围逐步扩大，从企业(点)，到城市(线)，再到区域(面)，梯次展
开。在此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根据不同情况，全面推进，达到普及。
2.战术层面：探索—试点—推广—普及。总结近几年推行数字化制造的经验，采用
“探索—试点—推广—普及”的有序推进模式是合理和有效的选择。探索是为了验证技
术的可行性，通过探索，可以确认技术在企业是可实施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在少数企
业进行试点。通过试点，一方面摸索出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让其
他企业实实在在地看到智能转型的好处，诱发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通过推广，扩大应
用范围，并进一步发现问题，予以改进，使技术、装备、系统解决方案越来越成熟。通
过普及，在地区、在行业、在全国全面推广应用。这样分步的循序渐进的推进模式，可
操作性强，风险小，成功率高，是一条可持续的、有效的实施路径。
3.组织层面：营造“用产学研金政”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实施有组织的创新。 智
能制造的发展一定是起源于企业的需求。因此制造企业在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它们的
愿望，必须有一批系统集成商、设备和软件供应商以及开发技术和产品的研究机构共同
形成产业群，从技术上保证成功，才能得以实现。金融机构将在发展过程中创新商业模
式，通过融资租赁、融资担保等方式，为企业在资金上保驾护航。政府将提出相应的政
策，为企业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包括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以促进
产业集群的形成，减小金融机构的投资风险，为人才引进创造优惠的条件。这样，汇集
各方力量，实施有组织的创新。
四、体制机制保障与政策建议
（一）加强和落实智能制造推进机制
进一步强化并充分发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进
一步突出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的地位，协同各部门与智能制造相关的工作，使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围绕国家战略，形成系统推进、层层落实的智能制造组织实
施领导体系。将智能制造作为经济、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的主要结合点，有效促进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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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融合、良性循环，形成“用产学研金政”协同的智能制造发展生态环境。
（二）加大对发展智能制造的财税支持
一是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围绕发展智能制造的重点环节多措并举，推动各
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计划加大对智能制造的支持力度。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
度，对当年获国家智能制造专项、工业强基专项等重大项目的企业，按照属地原则给予
专项奖励。
二是用好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推进智能制造实施。将智能制造作为技术改造的主要方
向，通过股权投资、贴息、事后奖补等方式支持企业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
推动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入成为工业投资的主体。
三是采取税收激励支持政策。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和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落实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给予税收减免。对于企业开展智能化技术改
造的项目投资列入研发加计扣除，建立留抵退税制度。对智能升级改造项目，在项目竣
工投产后，从增收的税收中拿出部分给予返还奖励。
（三）加大对发展智能制造的金融支持
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增强现代金融的服务
能力，尤其要为实体经济转变增长方式、加快结构转型、提升行业内竞争力与国际竞争
力提供助力。解决中国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金融资本“脱虚向实”。
发挥国家财政投入的引导作用，吸引企业、社会资本，建立智能制造多元化投融资
体系。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技术先进、优势明显、带动和支撑作
用强的智能制造项目优先给予信贷支持。支持金融、投资、信用和融资担保、融资租赁、
小额贷款等机构与装备制造企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用户相结合，创新融资模式和
产品，采取分期付款、融资租赁等方法，支持智能制造装备企业和新业态、新模式、新
应用的发展。鼓励建立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各类智能制造发展基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
依法创新符合智能制造的产品和业务，鼓励社会风险投资、股权投资投向智能制造领域。
提高制造业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引导和支持制造业重点领域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
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上
市、新三板挂牌融资，拓宽企业股权融资渠道。
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与智能制造相关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或以知识
产权质押作为主要担保方式的组合贷款、信用贷款以及其他非质押类贷款模式创新、贷
款产品创新，扩大对智能装备制造企业和应用企业贷款抵（质）押品范围。
（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加快与各国政府建立高级别智能制造合作对话机制。在智能制造标准制定、知识产
权等方面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国内外企业及行业组织内开展智能制造技术交
流与合作，做到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鼓励跨国公司、国外机构等在华设立智能制
造研发机构、人才培训中心，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产业园区。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
际并购、参股国外先进的研发制造等方式，掌握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逐步实现自主发展。
积极推动国际智能制造联盟建设，依托世界智能制造大会、智能制造国际会议等开展学
术交流，坚持企业主体与市场导向，实现智能制造更高水平的开放。
（五）尽快出台智能制造发展指导意见
尽快制定出台《关于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指导意见》，明确智能制造
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形势，阐明中国智能制造的总体要求、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和支撑保
障，落实智能制造优先行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智能制造，为建设制造强国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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