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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5月 6日，由上海索辰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DEMX)、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SITI)、民营军品企业全国理事会等单位
联合主办的“工业 4.0论坛暨 DIMX产
品发布会”顺利举行。产研院院长钮晓
鸣、中德工业 4.0联盟执委会主席周向
前共同为“上海中德工业 4.0发展研究
中心”揭牌。产研院副院长石谦与上海
索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DEMX)、及上海
振华重工（集团）公司就传统制造型企业
工业 4.0 转型升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上海创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工业
4.0企业投融资签订战略性合作协议。

本次论坛特邀请原海军副司令中将
赵兴发解读军民融合创新的产业机会，
国防科工局原科技司副司长孙莉讲解智
慧院所及智能工厂的应用实践，以及德
国汉诺威工博会战略合作伙伴 --- 中
德工业 4.0联盟执委会主席周向前讲述
德国工业 4.0的最新发展现状及未来发
展空间。
与此同时，论坛同期举行了工业

4.0DIMX产品发布会，使与会者真切体
验由产研院、振华重工、索辰公司基于
全新的 DIMX系统架构联合开发的“面
向应用的大型起重设备健康监测智能
决策系统”。该系统通过大数据采集分
析与应用，对大型起重机寿命进行实时
的在线预测分析，实现其在线运行过程
的智能化维护决策。

德国工业 4.0的提出，对世界未来
工业的发展方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
研院始终对工业 4.0 的发展给予高度关
注和战略布局，并在大数据、机器人、3D
打印、数字化车间、仿真模拟等领域建立
了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与企业、投资者开
展紧密合作并服务产业和市场。本次成

立的“中德工业 4.0发展研究中心”，目的在于紧密跟踪
研究德国工业 4.0发展形势、国内外技术发展进展和产
业应用现状，为政府提供工业 4.0 战略咨询服务；同时，
集成中德企业、研究院等机构在工业 4.0领域的技术力
量，为中国企业提供工业 4.0技术解决方案。

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
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连力（上海）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二十多家企业，中科院、复旦大学
等多家著名科研院所，浦东新区相关政府机构及国内外
专业人士近 100余人。

工业大数据，是大数据应用的
难点和重点，上海通过产业共性技
术研发平台牵头，在这方面有了突
破。日前，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携手
振华重工和高科技民营企业索辰信
息，共同发布了基于工业大数据的
“大型起重设备健康监测智能决策
系统”。该系统将可促使传统制造产
业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升级，有
望在工业设备、船舶、能源、电梯等
领域推广应用。

最近，在洋山深水港码头，一座
港口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正在接受改
造：监测应力、加速度、温度、噪声等
数据的上千个传感器，正被装上这
个高 135 米、“手臂”伸展可达 130
米的钢铁“巨人”身上。

索辰信息总裁陈灏介绍，传感
器采集的数据可以反映起重机的实
时载荷和工况，这些数据传输到数
字仿真平台后，后者能构建一个动
态的物理模型，这个模型与起重机
的三维虚拟模型融合，构成信息物

理融合系统 (CPS)。通过大数据分
析，平台能计算出“虚拟起重机”上
每个点的变形情况，并通过三维仿
真预测，一旦发现关键部件出现金
属疲劳、温度异常等“亚健康”症状，
都能通过监控中心的三维虚拟模
型，及时发出故障预警，让用户及时
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该项目去年年底由上海市科委
立项，只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完成了
核心系统的研发，不到半年就推出
了产品。作为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
台的上海产研院，在促成大型国企
与中小型民营企业携手合作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

振华重工常务副总裁严云福介
绍，振华港机的大型起重设备已占
到全球市场的 70%，让这上万台设
备的故障诊断和维护实现自动化远
程控制，一直是振华的心愿，从而实
现“从卖设备向卖服务”的转型。

去年 5月，上海产研院了解到
振华重工的这一需求，当时该院与

索辰信息合建的数字仿真实验室已
在这方面有了相当的技术积累，于
是三方一拍即合，向市科委申请立
项，利用振华港机多年积累的设备
运维数据，共同开发“大型起重设备
健康监测智能决策系统”。为了让自
己的软件系统尽快用于制造业企
业，索辰信息仅用 15天时间就完成
了起重机二维模型的三维化，让新
产品在 3个月内问世。

“在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发布
的‘工业 4.0’战略报告中，CPS被视
作工业 4.0的核心。”上海产研院战
略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小丽说，通过
这套智能诊断系统的研发，产研院
决定将这种产学研合作模式扩展为
一个平台。在产品发布当天，中德工
业 4.0发展研究中心也同步成立，上
海产研院将依托平台，为企业实现
工业 4.0 战略提供解决方案，助力
“中国制造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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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诊断”系统植入起重机
产学研合作助力“中国制造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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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重工大型起重设备健康监测智能决策系
统示意图

▲“大型起重设备健康监测智能决策系统”测试
版正在外高桥码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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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应用及服务平台
面向大数据产业共性技术、

数据共享、服务模式创新和应用
需求，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
产学研机构及行业数据资源合
作伙伴，汇聚数据、技术、人才，
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机制和运营
服务体系，重点提供科技和工
程、生物医学、实验动物等领域
的数据资源共享、数据工具分
析、数据指数报告等服务，打造
数据供给方、加工方和需求方间
互动的大数据应用及服务平台，
为科技和工程领域提供数据共
享和应用创新服务，为产业技术
和行业发展提供趋势预测和布
局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和
分析支撑。

大数据应用及服务平台通
过联合行业数据资源合作伙
伴，采用“社区 + 应用 + 集群”
的模式，汇聚数据、应用服务、
企业于社区平台中，形成共享
互动的模式。实现基于“应用

链”数据汇聚融合的“直接服务
模式”以及基于“平台交易数据
和应用数据”挖掘分析的“间接
服务模式”，形成可持续的平台
运营服务机制。
目前，平台已构建了数据服

务链，面向行业应用提供“数据
商城”、“数据应用”、“数据服
务”三种服务模式，其中“数据
商城”栏目实现了数据共享与
交易模式，通过共建、共营的方
式，提供数据发布交易以及数
据定制需求的共享服务，有效
促进数据价值“活”起来；“数据
应用”汇集了大量在线数据采
集、加工、处理、展示的应用和
工具软件等，用户可以借此使
自己的数据产生更大的价值；
“数据服务”通过汇聚一系列数
据 API 以及服务接口，为应用
开发者提供支撑服务，主要包
括应用接入、数据发布、数据定
制等。截止目前，已面向社会大

众开展了 30多次大数据技术与
科技沙龙系列研讨及体验活动，
整合了生物医学、科技服务、工
程创新、实验动物等领域的数据
资源 30TB以上，数据服务类型
达 246 小类，数据服务种类达
16864类，依托平台数据资源的
直接数据服务上万次、间接数据
服务十万次，直接成果应用和技
术服务上市企业近 10家，有效
推进了上海大数据行业的领域
创新及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在食
品安全、产品质量等方面已开
展了大数据应用分析服务并取
得实效。在质量大数据方面，对
接上海市质监局的需求，主动
探索大数据在产品质量安全领
域的应用方向，开展了“上海市
产品伤害和缺陷信息监测系
统”建设，拓展了基于移动互联
网和大众参与的产品缺陷及伤
害监测反馈渠道，开发了可通

过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多
种手段进行实时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反馈的 APP产品，建立了
产品安全数据库和用户分类模
型，实现了从基础数据、有效数
据到优质数据的海量大数据积
累，设计了产品安全与质量信
息需求的智能识别、分类和分
析方法，提高了质量监管效能。
在食品安全方面，支持强化上
海市食品安全全过程从严监管
的应用示范项目，通过联合上
海轻工集团、源本检测中心、爱
森肉、光明集团等传统老字号
食品企业，健全食品全生命周
期的安全数据，积累并逐步释
放食品安全行业大数据能力，
深入探索研究大数据在食品安
全领域的价值实现。重点从溯
源、舆情、检测三个维度构建服
务体系，即，通过采集食品生
产、流通、销售等生产全链条信
息，完成对食品质量全链条的

溯源及监控；利用爬虫技术采
集互联网上大众对食品的舆情
信息，利用大数据语义分析，聚
焦民生对现有食品的关注点，
了解大众对食品问题的褒贬态
度，为政府制定政策法规以及
企业改良工序提供依据；利用
“互联网 +”的服务理念，实现检
测报告的电子化管理，让食品
检测报告在食品生产商、经销
商、检测机构、政府之间互通、
共享，也为与食品品质评判参
数阈值管理相关的大数据分析
提供数据支撑。

此外，平台在发展过程中积
极为上海大数据交易中心、大数
据试验场建设，以及国家科技资
源华东数据平台完善平台研发、
运营模式与服务机制，提供了重
要支撑，志在成为全国领先的科
技和工程领域的数据资源集聚、
加工分析、应用咨询分析的功能
型平台。

现代养老设计中心（以下简
称“养老中心”）隶属于上海产业
技术研究院，秉持“开放创新，智
慧养老”的理念，综合运用物联
网、互联网和通信领域的科技手
段，旨在构建软件与硬件相融合
的现代养老技术服务体系，为社
区、居家和机构等多种养老模式
提供现代养老服务的技术解决
方案。

老龄化是全球人口发展的
一个共同的趋势。2015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
2.2亿人，占总人口的 16%左右，
而在上海，户籍人口中 60岁以
上老人的比例更达到了惊人的
三分之一。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
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空巢”老人，占到老年人
总数的一半。中国老年人口规模
正日益增加，人口老龄化正处在
加速发展时期，但与此同时养老
市场却供不应求，尤其是空巢老
人、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更是
居家养老的短板。目前养老市场
存在的问题包括：养老服务供需
矛盾突出，服务资源匮乏；护理
需求难以满足；康复及生活照料
技术方案与产品缺乏，质量良莠
不齐；养老服务质量评估和管理
体系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个
人安全与隐私保护泄露风险巨
大等。
据有关部门估算，到 2020年，

中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
近 3亿，养老服务行业可能提供

约 1000万个就业岗位。围绕这
一社会需求，上海产研院积极研
究新型养老服务形态，探索可持
续运行的社会化智慧养老服务
模式。养老中心构建了包括现代
养老云健康平台、现代养老电子
设备筛选平台、远程医疗与咨询
服务模式等在内的现代养老技
术体系，整合智能视频、智能传
感器、智能网关等终端，面向老
年人群提供生活照料、专项护
理、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等养老
服务。通过功能强大的综合管
理、丰富的服务预约途径、优化
运营的分析系统，运用多维的技
术手段在老人及其亲属、社区及
医疗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企业
之间建立互动纽带，满足老年人

群“护、养、医、休”的实际需求，
同时有效汇聚养老服务数据，为
政府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目前，依托上海市科委“多
平台整合大数据贯通的现代养
老技术体系建设与实践”项目，
养老中心已研究开发了智慧安
老云服务平台。该平台拥有灵
活的服务预约机制，支持健康
管理、康复护理等专业性较强
的养老服务，运用基于位置的
服务技术进行养老供需对接，
并根据服务需求进行智能化的
逐级分配，对各个服务环节进
行信息化的流程管理，对服务
内容进行直观分析，为企业资
源配置提供支持。目前该平台
系统已在上海夕悦老年服务公
司等养老服务企业及机构试运
行，对 10 个服务网点的近万名
会员的养老服务进行管理，提
供上门康复、居家康复、慢病管
理、心理护理和护工服务等综
合服务，获得好评。

2016年，养老中心已启动
与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的社区
智慧安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并根据东明路街道社区的特

点，个性化定制了平台建设，建
立了辖区老人信息管理、养老
资源和服务申请管理、呼叫中
心管理、智慧养老云数据中心
等七大系统。通过项目的建设，
真正将技术落到实处，惠及社
区，发挥社会化智慧养老的示
范引领作用。

此外，养老中心还设计规划
了三层级解决方案。政府养老服
务解决方案：收集管理区域内的
养老服务需求及供给信息，进行
初步评估，并进入公办养老服务
机构入住申请排队。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解决方案：依托养老服务
机构，通过电话、微信以及网络
等途径，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
健康管理和康复护理等养老服
务。智慧养老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采用智能硬件和人工交流相
结合的方式，在养老服务过程中
采集老人生活习惯、日常行为、
身体健康指标、医院检查记录
等数据，并提供健康评测和慢
病管理等服务，形成区域老
人健康大数据，可提供更专
业的养老服务。

现代养老设计中心
探索智慧养老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