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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工智能专题序言

杨 涛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移动通

信、云计算和信息物理系统等领域的发展, 人工智能
与工业场景的融合释放了巨大潜力. 工业人工智能
得到美国、德国、中国等国家高技术公司和智库的

高度关注. 工业人工智能成为公认的提升制造业整
体竞争力的国家战略, 在 “中国制造” 和 “新一代人
工智能” 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工业人工智能的实质是将通用的人工智能技术

与具体的工业场景相结合, 实现设计模式创新、生产
智能决策、资源优化配置等创新应用. 使工业系统
具备自感知、自学习、自执行、自决策、自适应的能

力,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工业环境, 并完成多样化的工
业任务, 最终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设备性能.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工业人工智能的实

现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专题投稿论文经过同行评议
录用了 5 篇, 内容涉及工业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工业
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及应用、数据中台、面向边缘计

算应用的宽度孪生网络等方面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

势.
首先, 柴天佑院士的综述 “工业人工智能发展方

向” 结合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技术在工业革命中的作
用以及制造与生产全流程决策、控制以及运行管理

的现状和智能化发展方向的分析, 提出了发展工业
人工智能的必要性. 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涵义、
发展简史和发展方向的分析以及自动化与人工智能

研究与应用的核心目标、实现方式、研究对象与研

究方法等方面的对比分析, 提出了工业人工智能技
术的涵义. 通过对工业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的研
究对象与研究目标对比分析, 提出了工业人工智能
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与方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工业系统

中卓有成效的应用, 工业智能化成为当前工业生产
转型的一个重要趋势. 袁烨、张永、丁汉的综述 “工
业人工智能的关键技术及其在预测性维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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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提炼了工业人工智能的建模、诊断、预测、优
化、决策以及智能芯片等共性关键技术, 总结了生产
过程监控与产品质量检测等 4 个主要应用场景. 同
时, 选择预测性维护作为工业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
场景, 以工业设备的闭环智能维护形式, 分别从模型
方法、数据方法以及融合方法出发, 系统地总结和分
析了设备的寿命预测技术和维护决策理论, 展示了
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工业生产安全、降本、增效、提

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最后, 探讨了工业人工智能研
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工业 4.0 将工业制造流程以及产品质量优化从

以前依照经验和观察进行判断转变为以事实为基础,
通过分析数据进而挖掘潜在价值的完整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工业 4.0 的实现中扮演
着关键的角色. 然而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通常着眼
于日常生活、社会交流和金融场景, 而非解決工业界
实际所遇到的问题. 相比而言, 工业人工智能技术基
于工业领域的具体问题, 利用智能系统提升生产效
率、系统可靠性并优化生产过程, 更加适合解决特定
的工业问题, 同时帮助从业人员发现隐性问题, 并让
工业设备有自主能力来实现弹性生产并最终创造更

大价值. 李杰等的综述 “工业人工智能及应用研究现
状及展望” 首先介绍工业人工智能的相关概念, 并
通过实际的工业应用案例如元件级的滚珠丝杠、设

备级的带锯加工机与机器群等不同层次的问题来展

示工业人工智能架构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
“数据中台” 是一个源自国内的新近技术概念,

在华谱系统建设中, 吴信东等的论文 “从知识图谱到
数据中台: 华谱系统” 通过家谱数据的知识图谱构
建和应用, 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正式定义. 基于这个定
义和对应的七项核心功能, 提出一种用于家谱数据
分析的数据中台建设架构 HuaPu-CP (华谱系统),
并通过该架构详细介绍面向家谱领域的数据中台核

心技术, 分析数据中台构建的关键问题.
边缘计算是将计算、存储、通信等任务分配到网

络边缘的计算模式. 它强调在用户终端附件执行数
据处理过程, 以达到降低延迟, 减少能耗, 保护用户
隐私等目的. 然而网络边缘的计算、存储、能源资源
有限, 这给边缘计算应用的推广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
着边缘智能的兴起, 人们更希望将边缘计算应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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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起来,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
便利. 许多人工智能方法, 如传统的深度学习方法,
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存储资源, 并且伴随着巨大的
时间开销这不利于强调低延迟的边缘计算应用的推

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李逸楷、张通、C. L. Philip
Chen 的论文 “面向边缘计算应用的宽度孪生网络”
提出将宽度学习系统等浅层网络方法应用到边缘计

算应用领域, 并且设计了一种宽度孪生网络算法. 将
宽度学习系统与孪生网络结合起来用于解决分类问

题. 实验结果表明所提的方法能够在取得与传统深
度学习方法相似精度的情况下降低时间和资源开销,
从而更好地提高边缘计算应用的性能.
本专题的顺利完成, 离不开作者、审稿专家和

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在此, 我们表示诚挚的感
谢, 并希望本专题能给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对工业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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