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制造技术应用
大赛2017成功举办

2017年3-4月

asia

www.emasia-china.com

中 国 电 子 制 造 技 术 的 权 威 杂 志

专题文章

32  工业4.0下德国企业的“精益观”

38  速造网：加速硬件创新

MCI (P) 113/11/2016   ISSN 2010-4243

P10

EMCCHINA  Mar-Apr Cover 2017.indd   1 17-4-13   下午10:42





 2017年3-4月  | www.emasia-china.com 1

Publisher

Kenny Fu,  kenny.fu@contineochina.cn

EDITORIAL

Executive Editor

Chen Yan Peng,  yanpeng.chen@contineochina.cn

SALES & AD ADMIN

Assistant Sales Director

Caroline Yee, caroline.yee @contineomedia.com

Marketing Manager (Beijing)

Jenny Chen, jenny.chen@contineochina.cn

Admin Executive

Koeshan Chan, koeshan.chan@contineomedia.com

PUBLISHING SUPPORT

Production Manager

Pauline Goh, pauline.goh@contineomedia.com

Design Manager

Sophia Hao, sophia.hao@contineochina.cn

Circulation & Database Manager 

Ophilia Leung, ophilia.leung@contineomedia.com

Circulation Executive

Ficus Zhang ficus.zhang@contineomedia.com 

Web Operations Executive

Franco Nelo M. Sevilleja, franco@contineomedia.com

FINANCE

Finance Manager (Beijing)

Lisa Liu, lisa.liu@contineochina.cn

Finance & Admin Executive (Beijing)

Carol Xue, carol.xue@contineochina.cn

CEO

Raymond Wong, raymond.wong@contineomedia.com

Published by: 

Contineo Media Pte Ltd

61 Ubi Avenue 1, #05-17 UB Point 

Singapore 408941 

 • TEL (65) 6521 9777  |  FAX (65) 6521 9788   

Advertising Agency: 

Contineo Media (Beijing) Co., Ltd

7-2-062,Jianwai Diplomatic Compound,No.1 Xiushui 

Street,Jianguomen wai,Chaoyang District,100600 China

• TEL: +8610-8532 6052  |  FAX: +8610 8532 3973

asia

ISSN 2010-4243 www.emasia-china.com

27

EM Asia-China is published four times a year by Contineo Media Pte Ltd, located at 61 Ubi Avenue 1, #05-17 UB Point, Singapore 408941. 
All rights reserved. Please address all subscription mail to EM Asia-China at the above address, or Fax (65) 6521 9766.  For annual 
air-speeded subscriptions for non-qualified subscribers, please contact Circulation department at circulation@contineomedia.com. 
EM Asia-China Volume 14, Number 2.

Contents 目录

COVER STORY 

电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2017成功举办

封面特写10

SPECIAL REPORT    
2017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催生产业发展新

动能

特别报道06

NEWS CHINA 中国新闻02

INDUSTRY INFORMATION 业界动态04

FEATURES    
工业4.0下德国企业的“精益观”

叶庆 —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工业电子生产部经理

速造网：加速硬件创新

张海程 — 北京电通纬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专题文章32

38

自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使欧美国家尝到了忽视
实体经济的“苦果”。之前欧美国家掀起“去工业化”或者全球化浪
潮，随着制造业外移，重点发展金融、房地产和服务业，虚拟经济迅
速膨胀，结构性矛盾凸显。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虚拟经济的脆
弱性被暴露的一览无遗。为了解决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攀升的问
题，欧美国家相继开始加速“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回归”。

速造网：为中小电子科技企业提供协同设计支持、快速原型支持
和敏捷制造支持，帮助客户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快速走向市场，从而推
动中小电子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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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三个不同、五个要点

在日前召开的“2017中国半导体

市场年会——暨第六届集成电路产业

创新大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

息司集成电路处副处长龙寒冰表示，

市场驱动力、创新要素的转变和全球

格局竞争变化是集成电路发展的三个

不同，集成电路未来下一步发展要重

视“五个要点”。

第一个要更加注重开放发展，我

们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加强国际合

作。第二个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按

照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按照创新链部

署资金链，着力培育企业创新主体，

面对颠覆性技术变革时机，力争提前

完成。第三个要更加注重聚焦发展，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部署。制定重点

集成电路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提升计

划，智能传感行动计划等。第四个更

加注重协同发展。要围绕重大需求加

强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组织协调。推动

产业生态环境的建立与完善；推动重

大生产力布局建设，加强产业资本与

金融资本合作，推进18号文件和4号文

件相关政策细则进一步出台，进一步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五个更加注

重合理布局发展，产业链各个环节都

要拉进来，包括加快存储芯片规模化

量产，大力发展特色制造工艺等等。

工信部：筹划部署人工智能的顶层设

计和发展战略

近日，2017年人工智能－计算

机视觉产业创新大会在京召开，工信

部信软司副司长朱皖在会议上表示，

全球范围内围绕争夺人工智能技术产

业制高点的竞争已经展开，中国在数

据保有量、应用场景、计算资源和软

件开发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

她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

门共同策划部署人工智能重大国家战

略，加强标准化工作，组织编制人工

智能发展的白皮书和产业生态地图，

引导社会围绕重点领域加大投入。

朱皖表示，现阶段人工智能发

展正呈现出理论、技术和应用创新并

举的特征，很多技术已经走出了实验

室，以各种应用形式逐渐渗透到工作

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部分技术仍

有一些局限，但是已经表现出巨大的

应用潜能，人工智能成为了信息技术

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内外夹攻

中国大陆集成电路（半导体）产

值不足全球7％，市场需求却接近全

球1/3。在连续4年与原油进口额并列

最大进口商品、以及内部倾全力投资

半导体产业之际，中国半导体产业发

展，出现内有产能过剩之虞、外有可

能招致美国更严格审查的难题。

根据中国半导体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进口额依然高达

2,271亿美元，连续4年进口额超过2,000

亿美元，与原油并列最大进口产品。与

此同时，其半导体出口金额为613.8亿美

元，贸易逆差达1,657亿美元。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强度远不足

近年来，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需求

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回顾2016年，

中国集成电路市场延续了这一发展势

头，市场规模达到11985.9亿元，同比

增长8.7%，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

增速上，均继续领跑全球。

虽然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在近

一两年大幅增长，但与全球水平仍存

在极大差距。尽管近几年国内国际半

导体市场需求低迷，但产业投资依然

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16年，全

球20大半导体厂商的新增投资合计达

到354亿美元，约为当年国内集成电路

产业实际投资额的10倍，同比增速则

达到了17%的水平，增速约为全球半

导体市场规模增速的6倍。可以说，无

论是从市场需求增速，还是产业规模

现状，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强度

行业要闻：
乘OLED东风 大陆触控显示产业

链强势崛起

中科院石墨烯/高分子导热复合材

料获新进展

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开拓光伏等产

业商机

台湾IC设计产业恐陷入10年失落

从三家国内LED企业布局看智能

照明未来

工信部推进制造领域标准化 完善

体系助推智能化升级

2018年大陆面板厂市占率或超越

台湾与韩国

合肥将建设国内首条高精度硅光

工艺平台

武汉存储器和网络安全 两大国家

级基地融合发展

芯片进口量仍在增加 亟需提升集

成电路自给率

LED产业格局改变 中国化趋势加强

国产AMOLED飞速发展

AMOLED显示屏最新市场趋势及

面板厂商策略

山东“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到2020年光伏装机量

达1000GW

台湾半导体过去十年营收增6成利

润增1倍

2016年台湾面板产品出口总值

2406亿元 年减12.1%

供过于求：中国出口印度太阳能

市场萎缩

2016年北京市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增长45%

2017年大陆电视市场恐衰退

6个项目集中签约入驻成都芯谷 总

投资38亿

1 0 n m “ 助 攻 ” 台 湾 晶 圆 代 工 

2017年产值预涨7.4%

国家电网投4.57亿元为湖北省捐

建光伏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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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远远不足。

合肥“十三五”：到2020年 集成电路

产业产值将达500亿

3月初，合肥晶合集成电路有限

公司首批进口设备顺利抵达合肥综合

保税区，尽管只是实验设备，但也意

味着离生产设备的正式搬入和正式投

产已经不远。蓬勃发展的集成电路产

业，正成为合肥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根据《合肥市“十三五”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市集

成电路产业产值将达到500亿元，成为

国内有影响力的综合型产业园区。

半导体产业强劲复苏 集成电路加速国产化

半导体产业协会(SIA)6日发布的

报告显示，全球半导体市场在2017年

迎来良好开局，受中国市场强劲表现

的推动，1月份全球芯片销量同比增

长13.9%，达到306亿美元，增幅创

2010年11月以来最高。报告显示，1

月面向中国市场的芯片销售同比增

长20.5%，面向美国市场的销售增长

13.3%，对日销售增长12.3%，对欧

销售增长4.8%。全球电子制造业景

气度正在持续稳定升温，从数据上来

看，我国芯片的进口量在不断增加。

随着更多终端的智能化，将继续为全

球电子消费需求带来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每年消费的

半导体价值超过1千亿美元，占全球

出货总量的近1/3，但中国半导体产值

仅占全球的6%～7%。中国的许多用

于装配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其

他设备的芯片、半导体等严重依赖进

口。随着集成电路消费的不断增长，

产品的国产化迫在眉睫。

中国消费电子规模逐年攀升 全球占比

超两成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全球消

费电子的重心逐渐倾向于中国，中国

消费电子规模在全球的占比逐年攀

升，2016年达到21.6%，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尤其是电视产业链行业，

中国已成为全球面板生产基地、整机

生产基地以及彩电出货大国。这是北

京商报记者从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与奥维云网

（AVC）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电视

产业领袖峰会”上获得的最新数据。

会上发布的《中国电视产业创新

发展报告》指出，随着消费层级的变

化，消费需求正在发生从“有”到“

优”的转变，需要企业从“供给侧改

革”出发，深度挖掘消费需求，深度

依靠技术创新。电视机已经进入新技

术应用爆发期，技术迭代越来越迅

速，而电视产品创新的源动力就在中

国，曲面、无边框、量子点、智能等

高端产品都在中国市场广受欢迎，同

时中国自主品牌正在加速海外扩张。

我国新型显示行业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27%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

长吴胜武4月9日在在深圳召开的2017

中国（国际）平板显示产业大会上表

示，2016年我国新型显示行业销售收入

达2013亿元，全球市场占有率达27%。

我国作为全球电子制造业生产

基地，个人计算机、手机、电视机产

量均居全球第一，世界显示器件制

造中心也正加快向国内转移。目前

我国新型显示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2011-2016年，我国全行业年均

专利申请量达9000件，累积申请专利

超过5.6 万件。与此同时，我国新型显

示行业的产业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16

年我国新型显示行业销售收入达2013亿

元，同比增长20%；出货面积0.53亿平

方米，同比增长16.5%，全球市场占有

率由“十二五”初的3.9%增至27%。

目前，国内面板产线共41条，其中已

建成产线26条，在建15条。各类液晶

面板供应能力均明显提升，32英寸及

以下国产自给率达72.3%。EM

制造商信息：
东贝2016年营收超18亿，今年调

整产品以提升毛利率

紫光获1500亿元投融资支持 将发

展集成电路业务

瑞丰光电2016年营收11.8亿，增

速近三成

晶科电力成功签订20MW渔光互

补光伏电站代运维协议

武汉华星光电350亿投建LTPS- 

AMOLED项目 开启柔性显示新时代

木林森拟40亿元收购明芯光电

100％股权 加速海外布局

利亚德强势进军VR产业，力争

2019年营收突破140亿

利润增长率从30%下滑到0.4% 华

为也发现赚钱越来越难

小米印度市场最大挑战是供应和

制造问题

长电有望成大陆首家挤进全球前3

的封测厂

欧普照明合力行业巨头，全面发

力商业照明服务

国星光电2016营收逾24亿，2017

年Q1预增

利亚德2016年营收43.76亿，净利

润再翻倍

涨势迅猛 小米手机印度销量预计

可突破1800万台

晶科在美取得商业太阳能用户融

资方案

联电大陆厂抢进28纳米 攻手机晶

片市场

联芯科技设立上海全资子公司 聚

焦芯片产品研发

京东方产线布局完整 彰显龙头企

业地位

台积电南京浦口12吋晶圆厂下半

年移入生产机台

蓝思科技松山湖基地5月正式投产 

今年产值预计将达30亿元

彩虹股份去年亏损高达2.73亿 液

晶玻璃基板国产化之路既阻且长

台积电今年出货估增10％，Q3营

运弹升

欲知详情，请浏览 
www.emasi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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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4年薄膜太阳能电池市场将超

300亿美元

未来几年，对提高能源效率的

严苛要求加上偏远地区的增长电力需

求，将推动薄膜太阳能电池市场增

长。此外，加大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

全球努力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望促

进行业发展。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GlobalMarket-

Insights的报告，到2024年，薄膜太阳

能电池市场价值估计将超300亿美元。

由于引进新技术，零部件成本降低，

都将在未来推动市场增长。全球范围

内越来越多的进行降低能耗的研发活

动将进一步推动薄膜太阳能电池行业

的增长。

未来三年：全球新增半导体产线62条 

中国占26条

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及各地

方政府产业基金的政策引导及资金支

持下，2016年多个集成电路项目在国

内陆续开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开增

产线为15条（包括现有产线扩产项目），

将于2018年陆续建成投产。SEMI预

计，2017－2020年间，全球将新增半

导体产线62条，其中26条新增产线在

中国大陆，占42%。

去年全球手机出货量达15亿台

日前，根据全球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最新调研显示，中国品牌

手机在2016年的出货量达到了新高，

总体环比上升高达9%。其中金立、华

为、OPPO、vivo等品牌名列前位。报

告指出，在2016年全年总体出货量环

比增长2.3%，中国品牌环比增长6%

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市场竞争依旧

激烈。

从出货量上看，全球手机出货数

值依然可观：201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

货量接近15亿台，其中中国品牌出货总

量为4.65亿，贡献了接近全球出货量的

三分之一，其中华为、OPPO、vivo、

金立等几个品牌占领了中国品牌出货总

量的58%，占领了半壁江山。

2017年全球电视面板市场预计增长8％

近日，市场机构IHS Markit表示，2017

年电视面板面积需求预计将达143亿平方

米，较2016年增长8％，至于整体显示器面

板的面积需求则增长6%。业内分析指出，

电视面板面积需求的增长并非整体电视面

板出货量增长所带动，主要是因为消费者

对更大尺寸电视的需求，导致电视面板的

平均尺寸加大。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彩电向

大尺寸发展趋势明显，2016年彩电市

场的明星尺寸为55英寸，市场份额为

23.9%，较2015年增长8.4个百分点，

成为2016年彩电市场增幅最大的尺

寸。此外，2016年65英寸市场份额为

4%，较2015年增长2个百分点；2016

年55+英寸电视的市场份额为31.8%，

较2015年增长10.4个百分点。

光学感测技术至2025年市场规模复合

增长率估24%

由于三星Galaxy S8、苹果新一代

iPhone将搭载虹膜辨识与3D Sensing等

光学感测技术，将刺激红外线LED市场

出现新一波爆发性成长。

根据TrendForce LED研究（LE-

Dinside）最新发布的“2017红外线

LED/红外线雷射与感测元件应用市

场报告”显示，2017年红外线LED

与红外光雷射元件在虹膜及脸部辨识

应用的市场规模将达1.45亿美元，至

2025年将可达8.27亿美元，而2017年

至2025年复合成长率（CAGR）高达

24%。

2018全球半导体组件年度出货量将突

破1兆

市场研究机构IC Insights的最新

报告指出，全球半导体组件──包括

IC与光电组件-传感器/致动器-离散

标题新闻

数据 • 预测
65寸面板2月出货逆势成长4%

半导体市场供不应求 锗金属价格7

日涨幅6%

OLED产能今年暴增四成 供应链

将明显受益 

IDC：VR、AR增速快出货量料增 

10 倍

2016年集成电路进口达2271亿美

元 国产需突破高端市场

量子点显示2020年TV应用需求上

看4100万片

半导体、面板需求旺，韩国二月

出口飙升逾20%

今年半导体资本支出将达723.05

亿美元

内存与物联网等带动 全球半导体

年增率调升至7.2%

2020年全球车用显示达1.7亿片

硅基太阳能电池效率新进展：日

26.3%、德31.3%

苹果入局加剧NOR芯片缺货 预估

今年涨幅60%

2016年台湾面板产品出口总值

2406亿元 年减12.1%

2016年北京市光伏发电装机规模

增长45%

全球IC设计五十强大陆11家,市场

份额10%

观　点
龙头新增机台赶工扩产 LED芯片

涨价何时休？

LED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使行业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

与JOLED整合后 JDI要从智能机

面板市场拿走多少资源？

华尔街分析师：华为将挤掉三星 

成为苹果主要对手

价格战or质量战，LED工业照明将

何去何从？

欲知详情，请浏览 

www.emasi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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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O-S-D）──年度总出货量预

期在接下来五年将持续增加，到2018

年将首度跨越1兆颗的门坎。

2016年半导体组件出货量总计为

8,688亿颗。全球半导体组件年度出

货量将从1978年的326亿颗，在2018

年首度突破1兆颗的门坎，达到1兆26

亿；显示在四十年间全球半导体出货

量平均年成长率为8.9%，以及这个世

界对各种半导体组件越来越依赖。

2020年全球QD TV面板应用需求将达

4100万片

DIGITIMES Research认为量子点

（Quantum Dot；QD）显示技术由于

在画质上明显优于传统TFT LCD，且众

多国际大厂均加强对量子点电视（QD 

TV）的推广，预料2020年全球QD TV面

板应用需求将达4,100万片以上。

近年来液晶电视无论在画质、尺

寸、分辨率、对比、视角等均有长足

进步，但在色彩饱和度方面，受限于

背光光源的光谱，使得使用白光LED

的液晶电视色彩饱和度多仍在NTSC 

80％左右，未见大幅度提升。透过使

用量子点纳米材料在背光上的应用，

可有效提升色彩饱和度。未来，随着

QD显示技术迈向电激发光（Electro 

Luminescent；EL）方向发展，长期

而言，有机会开创出QLED此一新兴显

示技术市场空间。 

北美2月半导体设备出货19.7亿美元创

近16年新高

国 际 半 导 体 产 业 协 会 （ h o s t -

ed-news）指出，2月北美半导体设备

制造商出货金额达19.7亿美元，较1月

的18.6亿美元增加6.1%，更较去年同

期的12亿美元大增63.8%，并为2001

年4月来新高水平。

hosted-news表示，内存及晶圆

代工厂持续投资3D储存型闪存(NAND 

Flash)及1x纳米先进技术，是驱动半导

体设备出货金额持续攀升的主要动力。

厂商动态

OEM • EMS
苹果供应链台湾面板厂全军覆没 

京东方入选

英特尔拟为ARM生产芯片

飞利浦照明转型“物联网”，2017

年聚焦两大方向

苹果入局东芝半导体股权竞标

JDI增产抢市 车用面板营收要扩增

至3倍

高通、日月光合资2亿美元在巴西

设立封测厂

LG Display将给三星供应70万LED

电视面板

高端机只占三星出货量29% 指望

S8翻盘

高通首次发布面向功能机推出4G

芯片

英特尔再添一对手 高通入局PC芯

片市场

三星 3D NAND 快闪存储器新厂上

半年投产

富士通与联想集团PC业务整合计

划将推迟到下个月

三星SDI暂停西安电池厂扩建计划

三星准备淘汰平板LCD屏幕 全面

改产OLED面板

飞利浦照明携手中国移动助力智

慧城市建设

三星电子砸近70亿美元新建7mn厂

打造台湾DRAM中心 美光27亿买

下达鸿厂房

林德拟在华投资1.1亿欧元建气体

生产厂

英特尔宣布153亿美元收购特斯拉

Autopilot供应商Mobileye

德州仪器：2017半导体市场将有

高幅成长

IBM与Salesforce在人工智能领域

展开合作

ARM入侵服务器市场 与Intel再次

开战

11家半导体厂2017年资本支出预

算超10亿美元

富士通传研发下一代AI、会“思

考”

欲知详情，请浏览 
www.emasia-china.com

2016全球手机出货14.7亿部 四成都是

贴牌机

来自第三方分析公司赛诺的数据

显示，2016年全球手机出货量达到了

14.7亿部，环比增长3%。其中，中国

市场份额占比高达33%，有四成手机

来自ODM厂商。预计2018年全球手机

出货量将达15.5亿部。

按 照 品 牌 来 看 ， 2 0 1 6 年 全 球

TOP10手机品牌当中，有7家中国

手机品牌。华为、OPPO、vivo、小

米、联想、中兴以及金立。其中，华

为、OPPO、vivo排名三星、苹果之

后，为第三、第四和第五。

IHS：2022年全球车用功率半导体市

场规模将达85亿美元

调研机构IHS预估全球车用功率

半导体市场规模将由2016年的55亿美

元，增长到2022年的85亿美元。合计

2015~2022年市场规模年复合成长率

为7.5%。

IHS分析师表示，现今车辆驾驶

纷纷采用蓝牙、电信网路，或其他远

端连网方式，来提供或处理各种资

讯。这些连网设备的使用，都需要功

率半导体来分配与控制由车辆提供的

电力。

中美主导太阳能产业发展

据《卫报》报道，统计数据显

示，在中国和美国产业主导下，去年

全球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了约50%。

欧洲太阳能电力贸易机构汇编数

据显示，2016年全球新增太阳能装机

超过76吉瓦，较2015年的50吉瓦新增

装机继续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美

国的贡献最大。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为亚洲市场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太

阳能新增装机，占新增装机总量的2/3

。GTM研究机构和美国太阳能协会的

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太阳能新增装

机同比大涨95%，在所有新供电来源

中占比达39%。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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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为期三天的2017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

设备展圆满闭幕。联合同期举办的慕尼黑上海电

子展，本届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pro-

ductronica China）的展览面积和展商数量双双创下历史

佳绩。今年展会总面积达69,000平方米，同比上年增长了

6%。本届展会共吸引了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230家展商

（2016:1,088）和68,215位观众（2016年:61,455）的参与，

展商数量和观众数量同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3%和11%。

慕尼黑博览集团董事总经理Falk Senger先生对2017慕

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先进制造

技术正在迅速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

展集中展示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将

推动电子制造业向前发展，改变产业未来！”

目前全球制造业和商业环境正在经历变革。从自动化

产线到智慧工厂解决方案，今年的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

备展向观众展示了富有创造力的现代化制造业发展成果。

索铌格集团商务发展总监Martin Stier先生如此评价：“这

么多年来我们看到了展会在不断成长。今年的展会观众数量和

质量都非常好，我们不但遇到了来自中国本地汽车行业的重

要客户，还有来自欧洲的客户。”

紧跟工业4.0时代步伐，助力智能化工业生产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

转型，德国和中国分别推出了“工业4.0”和“中国制造

2025”规划。制造业的智能化浪潮融合了信息技术和人类

创造力，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在电子制造业掀起

● 来自28个国家和地域的1,230家中外展商和68,215位专业观众相聚一堂
● 联合同期举办的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展会规模达到69,000平方米
● 电子制造自动化展区盛况空前，助力业界创新“智”造
● SMT行业开年首秀，核心企业悉数到场，现场操作演示4条完整SMT产线

2017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
催生产业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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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巨大的变革。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远鹏先生

谈及这次“智”造浪潮时说：“智能制造将增强工厂生产

的灵活性，降低产品成本，改善环境可持续性，助力电子

制造业保持行业竞争力。”

今年展会中，ABB、发那科（FANUC）、费斯托

（Festo）、那智不二越（NACHI）、欧姆龙（Omron）、

优傲机器人（Universal Robots）等国际知名工业机器人和

自动化解决方案巨擘联手打造了国内最大的电子制造自动

化展示专区，并带来了各类领先的自动化创新技术和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帮助中国电子制造业生产改造升级、改进

制造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迈向工业4.0之路。

那智不二越（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机器

人事业中心营业总监刘晓兵先生评论到：“慕尼黑上海电

子生产设备展在电子行业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希望通过

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客户了解我们。今天来参观的客户非常

多，也非常专业，明年我们肯定还会再来。”

SMT产线开机演示，现场体验贴装流程
工厂标准化和自动化是工业4.0的基石，实现智慧制造

要求严格控制每个生产环节，实际生产中必须遵守标准化

操作流程，产线则需要使用高性能的生产设备。

今年，SMT表面贴装技术创新演示区带来了四条

针对不同应用领域的完整产线演示。ASM旗下SIPLACE

和DEK，与锐德热力（Rehm）和欧姆龙（Omron）联

合组线，满足智能手机、汽车电子行业的电子装配需

求；YAMAHA则继续带领旗下高性能小型印刷机，高效

模块贴片机和高端混合光学外观检查装置和Heller组线，

为观众带来消费和安防领域的电子装配解决方案。Euro-

placer、Speedprint及BTU组成的第三条产线，为观众呈现

军工、航空航天电子领域的现场贴装流程，并在现场开机

演示真实生产过程。除此之外，FUJI、JUKI、Panason-

ic、SAKI，YXLON等知名企业带来更多贴片机、AOI视觉检

测和X射线检测设备。

富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建伟先生说：“通

过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我们可以和更多的电子制造业

同行共同交流。我们见到了很多潜在的新客户，很多半导体的

厂商对我们的产品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库尔特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埃莎亚太区办事处副

总经理谢健浩评论到：“我们觉得展会非常专业，客户的质

量也比较好。我们对展会未来的发展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同期活动火爆开启，大咖云集解码行业趋势
展 会 期 间 举 办 了 多 场 行 业 论 坛 和 技 术 竞 赛 。 中 国

电子制造创新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知名机器人、自动

化、SMT等企业，发表技术演讲，现场为专业听众带来电

子制造完整方案。电子制造行业专家则在论坛现场为专业

观众答疑解惑，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与发展趋势。电

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邀请了来自EMS公司工程或工艺技术

人员组队参赛，围绕工艺改进、工程改进、如何提高一次

通过率，如何提高设备及生产线的效率和产生等，进行现

场方案评选。柔性与印刷电子产业论坛、国际线束先进制

造创新论坛也分别聚集印刷电子、汽车线束等领域的技术

创新和改进案例，邀请业内专家和企业技术高层进行面对

面的交流，为电子制造中的技术难题和发展方向指点迷津。

今年展会现场举办的“国际胶黏剂技术创新论坛”，是

国内首次关于电子行业用胶市场、技术及应用深入研讨的盛

会，聚集了国内外主流胶粘剂厂商、设备供应商，终端用户

及行业专家等，共同探讨胶黏剂在中国电子行业最新发展

趋势和机遇，深入推动中国电子用胶市场技术创新、高效

发展。

下一届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将于2018年3月

14-1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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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MAsia主办，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总协办“电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2017”比

赛全部结束，31家企业和机构组成的45支代

表队分别参赛了北京赛区、南京赛区和复决赛的角逐。

2017年2月28日，由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

和中关村雍和航星科技园协办的北京赛区比赛在中关村雍

和航星科技园举办。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邱华盛、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所四部研究室主任刘刚、北

京华航无线电测量研究所专业副总工艺师、航天科工三院

电装工艺分中心主任任华征、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

谢际伟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研究员高工郑

大安担任评委。

2017年3月7日，由南京市电子协会SMT专委会协办的

南京赛区比赛在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举办。中兴通讯

制造中心总工程师邱华盛、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刘春林、中国网安装备制造部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刘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品管部经理钱瑞霞、华为

2012实验室技术顾问，原首席工艺专家周欣担任评委。

2017年3月14-16日，由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金牌赞助的电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2017复决赛阶段的

比赛在慕尼黑电子生产设备展期间举办。天通精电新科技有

限公司工程部经理陈锦毅、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贾建军、中国中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所刘刚、伟创

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六厂设备工程经理潘明久、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钱瑞霞、中兴通讯邱华盛、南京

夏普电子有限公司SMT生产部部长吴绍贵、佰电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高级工程经理肖本仕、联想移动公司谢际伟、

德国菲尼克斯电气工业电子事业部生产经理叶庆、东方通信

制造事业部产业化部经理张校昌、天津市中环电子计算机有

限公司电子科技事业部总经理赵国忠、华为周欣担任评委。

21支分赛区的一、二、三等奖获奖队和特邀队分为两

组参加了3月14日和15日两天的复赛。经过激烈的角逐，8

支参赛队出线进入决赛，同时评出了4个最佳项目和2个中

小企业暨学术科研机构优秀方案。

巅峰对决于3月16日精彩上演！最后，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获得一等奖；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和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获得二等奖；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王世

堉队、李然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和上海

铁路通信有限公司获得三等奖。EM

电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2017
成功举办

北京赛区比赛现场 南京赛区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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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奖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SMT应用之对接物料系统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改变测试理念，提升测试效率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软硬板互联焊接改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无铅波峰焊透锡工艺问题研究解决专案

中小企业暨学术科研机构

优秀方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项目：便携式全向移动举升设备研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项目：电子信息装备大型背架机器人焊接系统搭建及应用

一等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项目：波导天线真空钎焊技术研究

二等奖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项目：SAS辅助装配系统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SMT效率提升之一人生产线

三等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项目：器件引线搪锡工艺方法改进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晶振无铅焊点可靠性提升专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近距离掩膜波峰焊接连锡问题解决专案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项目：一种无损拆装多脚插座及双列直插IC的工装

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项目：铁路信号产品追溯能力提升

获奖名单

3月16日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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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一等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颁奖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高兵（右）为二等奖获奖参
赛队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颁奖

评委

颁奖和致辞嘉宾

邱华盛
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

叶庆
德国菲尼克斯电气工业电子

事业部生产经理

张校昌
东方通信制造事业部产业化

部经理

周欣
华为2012实验室技术顾问原

首席工艺专家
评审对参赛项目进行提问

谢际伟
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

贾建军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刘刚
中国中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
四所四部研究室主任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王继国（左）为二等奖
获奖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颁奖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建军（右）为三等奖获奖
参赛队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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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所四部研究室主任刘刚（右）为三等
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颁奖

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邱华盛（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李然队颁奖

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谢际伟（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王世堉队颁奖

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战略合作伙伴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颁奖

东方通信制造事业部产业化部经理张校昌（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颁奖

腾世传媒CEO Raymond Wong致辞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高兵致辞

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杰出合作伙伴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颁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王继国致辞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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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MT效率提升之一人生产线
演讲人：宋胜岳
部门/职务：工程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是一个效率提升的项目，通过综合措施，人员需求大幅度降低，生产能力
有所下降，具有一定的智能化水平。
项目特点：
能综合采用自动化，集中管理、信息采集与远程监控措施，缺少过程数据支撑，比
如工序直通率，生产能力下降等。
改进建议：对工序的直通率、故障应急处理优先级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工作，力争人员
减少的同时生产能力不下降。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项目名称：一种无损拆装多脚插座及双列直插IC的工装
演讲人：叶忠华 / 刘俊
部门/职务：制造部党支部副书记 / 项目中心主任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使用一种小工装来大改善的一个课题，使拆卸更加方便，效率更加提高，
对生产过程中的改善有一定效果。
项目特点：
简单、有效，但需根据不同产品增加可靠性风险评估。
改进建议：夹具材料的选择和通孔清锡过程中使用惯性的技巧。

参赛队：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AS辅助装配系统
演讲人：张维丰 / 陶然
部门/职务：工业电子生产部高级工艺工程师 / 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由制造团队自主开发的一套软硬件结合的智能制造辅助系统，对生产线作
业效率的提升、防错、防呆效果明显，同时有助于后续的进一步流程改善、动作优
化和绩效评价。属于比较系统、全面改善、难度较大的项目。
项目特点：
软件与硬件相结合，系统性改善与管理系统相结合。
改进建议：SAS系统各单元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可以再清楚的展示，对插件动作的分
析还可以再深入。

参赛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近距离掩膜波峰焊接连锡问题解决专案
演讲人：李然
部门/职务：工艺技术研究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插件元件与表贴元件之间的间距缩小到1.5mm（pitch在2.0以上）。
项目特点：
分析问题思路清晰，实用工具正确，并应用标准化的模式，利用标量产设计以及工
艺设计；使用试验板进行要因确定，措施针对性非常强。
改进建议：考虑工艺窗口与设计窗口同时扩大可能更有效果，新的技术会对设计方案
产生新的影响。

参赛队、演讲人、参赛项目名称和专家现场点评（按参赛队出场顺序排列）

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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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铁路信号产品追溯能力提升
演讲人：孙杰   部门/职务：工艺技术部特殊工艺室主任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本案例的主要成果是解决了产品信息孤岛问题，通过建立物料管
理、PCBA加工、产品组装调试、成品管理、返修管理等信息采集的追溯系统，将产
品生产周期各阶段的信息与既有ERP系统相关联。
项目特点：
解决了产品追溯问题，也为未来智能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档中及时的举例说
明，极大地加深了大家对项目的了解。
改进建议：解决了产品追溯问题，也为未来智能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档中及时
的举例说明，极大地加深了大家对项目的了解。

参赛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晶振无铅焊点可靠性提升专案
演讲人：王世堉
部门/职务：工艺研究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本案针对器件失效原因，从设计、工艺、辅料、工装等环节进行改善，并
取得良好效果。
项目特点：
1、对器件失效模式和机理分析到位； 2、改善措施比较全面，效果良好。
改进建议：对元器件自身耐温性能改进的推动不足。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项目名称：器件引线搪锡工艺方法改进
演讲人：王燕清
部门/职务：微系统事业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研究方法和要因分析适当，但没有找到最终的成因。
项目特点：
典型的工艺研究解决质量问题的案例，运用了试验设计和参照了IPC标准。
改进建议：DOE对摸索最佳参数需做更细致的因子划分以找出最佳的设计和过程
参数。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项目名称：波导天线真空钎焊技术研究
演讲人：钱冰华 / 方坤
部门/职务：工艺技术研究部工程师
项目简介：
面向新一代波导天线对平面精度和表面质量的苛刻需求，开展了波导天线真空钎焊
技术研究，着重于柔性隔离层的选型优化和加载工装的设计，创新性的将石墨纸引
入真空钎焊技术体系，解决了天线表面质量控制难题；设计了多层式工装实现了分
区精确加载，解决了波导天线的平面精度控制问题。波导天线真空钎焊技术应用于
我国新一代天线的焊接，平面精度和表面质量控制达到项目需求，天线电性能全面
满足产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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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复赛
评委

邱华盛
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

陈锦毅
天通精电新科技有限公司工

程部经理

潘明久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六厂设备工程经理

吴韶贵
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SMT

生产部部长

周欣
华为2012实验室技术顾问原

首席工艺专家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
经理王继国（左一）和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
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右一）为最佳方
案获奖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左二）和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右二）颁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
理王继国致辞

评委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邱华盛（左）为
中小企业暨学术科研机构优秀方案获奖参赛队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颁奖

深圳市唯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总经理兰晓斌致辞

评委们为优胜奖获奖参赛队颁奖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
致辞

颁奖和致辞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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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

参赛队、演讲人、参赛项目名称和专家现场点评（按参赛队出场顺序排列）

参赛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薄膜电容耐温失效问题的研究及解决
演讲人：王世堉  部门/职务：工艺研究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本项目从无器件结构和材料出发，分析器件的失效机理，结合设备工艺材料
设置、工艺材料、辅助工装等角度寻找解决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
项目特点：①根因分析比较到位；②解决方案涉及要量比较全面；③根据产品不同特点
设计不同的组合，取得最佳效果。
改进建议：失效分析的准确性有待考证，项目的材料质量的改进推动不足，对改善后焊
接质量的说明和分析不足。

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MT应用之对接物料系统
演讲人：宋胜岳  部门/职务：工程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项目对SMT生产的物料流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管控，从而极大的改善备料
的效率和准确性问题，从根本上杜绝SMT错料的问题。
项目特点：①应用IT和自动化系统，节省人力，提高功效；②从生产物料的全系统进行改进。
改进建议：项目成果中对质量改进的部分介绍较少，物料系统与锡膏印刷、AOI、回流等
工序的自动对接尚未涉及。

参赛队：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Dropcable生产效率提升
演讲人：陶然  部门/职务：工业电子生产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改善生产方式，达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满足生产制造的需
求并通过PDSA循环，得到了很大的成果，是一个完整的生产性的案例。
项目特点：①生产方式的改变，根据产品的变化，由岛式作业，改为单件流方式；②充
分对作业员进行了训练，得到了更好的执行。
改进建议：①对生产流程要进行描述；②对瓶颈部分要有充分说明。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项目名称：一种植入厚膜填孔技术的薄膜工艺
演讲人：邹延珂  部门/职务：薄膜工艺线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改善生产工艺，改善产品合格率，由75%提高到100%，改善效果显著。
项目特点：①通过SWOT进行分析选择方案；②问题分析彻底，最终达到合格率100%。

参赛队：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改变测试理念，提升测试效率
演讲人：夏晓麟  部门/职务：生产技术部测试工艺技术经理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该项目从中控行业测试的单元测试和流水测试中找相同点，突破测试产品系
列界限，从减少测试设备的使用量，来达到自动测试的目的，从硬件的可拓展到软件的
可配置来打造自动测试单元。
项目特点：基于工控测试领域打造可变自动测试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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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降低A客户CCD污染率
演讲人：汪军华  部门/职务：制造事业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该项目属于QCC小组类的工作报告，总体改善成果明显，改善成果推广性
强。
项目特点：针对产品生产工艺过程的产品质量进行改善，改善成效力度，成效大。
改进建议：报告的结构与逻辑性有待优化①要因的分析与选择；②要因的关联性；③评
估判别的依据。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项目名称：线缆测试工装套件
演讲人：叶忠华
部门/职务：制造部党支部副书记
项目简介：
在小批量、多品种的军工生产中，一般都是采用手工方式对多芯电缆进行测试和质量检
验，效率比较低。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远距离测试不易，芯数较多时容易出错等困扰。项
目组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试验，研制了该套线缆测试工装，针对电缆的在线测试、远距
离测试和多芯测试等方面需求，实现了单端接入即可测试线缆通断、信号灯指示、多种
型号接插件匹配、介质强度测试等功能，经济实用。

参赛队：挪拉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自动化包装出货系统
演讲人：张锋涛  部门/职务：工程部经理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MES系统的优化，创新实现出货单据，相关自动化输出，减少人员单
据查找与人工传递，提高仓库出货稳定性。
项目特点：大数据与物流信息的结合。
改进建议：①考虑相关逆向物流后情况应对，如退货、返工；②没有JIT模式的应对。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项目名称：便携式全向移动举升设备研制
演讲人：屈彦杰   部门/职务：工艺研究室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此项目适合小区域空间内的移动，设计新颖，解决安装困难。
项目特点：针对小问题，常见难题的解决。
改进建议：设计的优化，升高采用摇臂的方式。

参赛队：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   
项目名称：通用型机器人模具的研发及应用
演讲人：冯佳琦   部门/职务：工程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设计通用型模具，减少模具费用，报告结构严谨，思路清晰。
项目特点：适合小批量单件生产，有效的防浮高。
改进建议：人工操作加工，是否有成本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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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复赛
评委

谢际伟
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

钱瑞霞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部经理

邱华盛
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

肖本仕
佰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经理

赵国忠
天津市中环电子计算机有限
公司电子科技事业部总经理

颁奖和致辞嘉宾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王继国（中）为最
佳方案获奖参赛队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右一）和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左一）颁奖

评委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谢际伟（右）为中小企业暨学术科研
机构优秀方案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颁奖

评委们为优胜奖获奖参赛队颁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王继国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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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无铅波峰焊透锡工艺问题研究解决专案
演讲人：李然
部门/职务：工艺技术研究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较完整的手法对波峰焊接工艺问题进行比较充分的分析，改善过程有
教科书般的指导作用。
项目特点：
分析考虑了设计、工艺参数、材料不同的影响程度，并对关键因子予以对策的实
施，有较高的学习价值，尤其是一些设计规则对波峰焊接设计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改进建议：对PFM处多说一些，标准化的设计与行业标准相比较。

参赛队：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MT防错追溯系统的升华
演讲人：吴彦奇 / 戴晨晨   部门/职务：第二生产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此项目将MES系统运用于保养、维护、物流等系统，分析制造流程的解决
方案。
项目特点：
夏普将防错追溯系统深度应用于制造系统，用于料架管理、物料更换以及生产管理，
使系统集成于SMT制造各个环节将LEAN的观念深入，同时使用日系的标准PDCA模
式展现。
改进建议：夏普质量水平在3500ppm，按元件数量计算已经到了2-3ppm，所以以质量
改进为衡量指标有欠考虑，应该以效率为指标，同时分析问题的依据要更加深入阐述。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项目名称：电子信息装备大型背架机器人焊接系统搭建及应用
演讲人：钱冰华 / 方坤
部门/职务：工艺技术研究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方案内容详细，验证充分，讲解清楚，项目成果显著。
项目特点：
①男女配合讲解、思路清晰、讲解流畅、展示充分；②项目分析、验证充分；③成
果显著。
改进建议：项目成果应有相当数量的验证。

参赛队

参赛队、演讲人、参赛项目名称和专家现场点评（按参赛队出场顺序排列）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致辞 评审对参赛项目进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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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波峰焊工艺改造
演讲人：韦玉祥
部门/职务：工程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总体解决问题思路清晰，利用现有工艺实现专用设备的功能，通过团队合
作，包括PCB设计，最终得以实现。
项目特点：以简单的工艺变通去实现专用设备的功能。

参赛队：北京航星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插件焊接过程中柔性架高垫片的应用
演讲人：薛守迪
部门/职务：生产工程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能抓住问题的关键痛点，通过对比试验，选择建议生产辅料，就地取材，满
足改善需要。
项目特点：小投入，大产出，可复制，可推广，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
改进建议：PPT描述要详细，对改善细节需描述准确。

参赛队：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软硬板互联焊接改善
演讲人：杨飞
部门/职务：电子制造厂工程科长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自动化改造的一个很好案例。
项目特点：系统性的设备投资达到一次性自动化改造。
改进建议：投资设备应标准化，以便于后期项目变化后，可以重新配置。

参赛队：上海铁路通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提高ATP信号整机包装质量
演讲人：孙杰
部门/职务：工艺技术部特殊工艺室主任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内容详细，可靠性验证充分。
项目特点：①解决了厚包装质量带来的质量隐患；②可靠性验证充分。
改进建议：①视频内容影响感官；②成本评估不充分。

P10-30 Cover Story  Mar-Apr 2017EMC.indd   21 17-4-13   下午10:47



www.emasia-china.com  |  2017年3-4月22

2017电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ontest 2017

参赛队：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通用存储测试自动化项目的研制
演讲人：周强
部门/职务：生产交付履行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项目具有延续性，在原有软件改进后，对测试连接进行了大幅改进，减少等
待时间，提升测试合格率和生产效率。
项目特点：整个项目延续性好，为下一步自动分配进板测试做好技术储备。
改进建议：①质量提升，成本下降方面的数据精准性需加改进；②硬连接的预连接及其
缓冲建议予以改进，提高设备寿命。

参赛队：天通精电新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自动分料和封料系统
演讲人：蒋振华
部门/职务：工程技术中心IE高级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使用SAP系统+分料设备支持多机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
项目特点：生产计划系统与设备相结合，将自动化应用于分料系统并考虑了防呆系统。
改进建议：冗余的LEAN观念看是否是多余的流程，还有，设备采购价格有些贵。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项目名称：深腔射频连接器的焊接工艺改进
演讲人：王燕清
部门/职务：微系统事业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采用激光软钎焊解决的铝材及射频连接器的深腔焊接难度，通孔的填充率达
到90%，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显著。
项目特点：①应用正交试验方法进行分析和改进；②应用激光软钎焊技术改进，实现特
种板材的焊接质量提升。
改进建议：焊点可靠性试验的样本量偏少。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项目名称：高精度千欧级多晶硅电阻工艺优化
演讲人：许帅
部门/职务：圆片部氧化课长 
项目简介：
1、通过优化多晶注入工序,降低注入剂量对电阻的影响；
2、研究多晶淀积工艺,通过对淀积过程工艺控制,得到稳定的多晶薄膜； 
3、通过对多晶电阻和多晶淀积工艺数据分析,确定最优多晶淀积设备配置条件； 
4、通过以上内容优化,2000ohmuare的多晶电阻从正负30%控制到正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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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项目：一种植入厚膜填孔技术的薄膜工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项目：MARK8涂胶显影设备产能提升

最佳方案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项目：线缆测试工装套件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项目：一种植入厚膜填孔技术的薄膜工艺

一等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项目：电子信息装备大型背架机器人焊接系统搭建及应用

二等奖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

项目：DIY机器人模具研发及应用

北京航星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插件焊接过程中柔性架高垫片的应用

三等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项目：线缆测试工装套件

获奖名单

北京赛区

评委

谢际伟
联想移动公司EMS运

营总监

郑大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

研究所研究员高工

邱华盛
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

刘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所四部研究室主任

任华征
北京华航无线电测量研究所专业副总工艺师、
航天科工三院电装工艺分中心主任，专家组组
长，航天科工工艺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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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一等奖获奖参赛
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颁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文
（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七研究所颁奖

评委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谢际伟（右）
为最佳方案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七研究所颁奖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电子学
会SMT专委会主任董恩辉致辞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
杨剑致辞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
（右）为二等奖获奖参赛队北京航星科技有限公
司颁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文
（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九研究所颁奖

评委联想移动公司EMS运营总监谢际伟（右）
为最佳方案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九研究所颁奖

航星园管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郭永喜致辞

南京市电子协会SMT专委会主任
魏子陵致辞

评审讨论最佳方案获奖项目

南京市电子协会SMT专委会主任魏子陵（右）为
二等奖获奖参赛队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颁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文
（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颁奖

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北京赛区协作方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颁发协作伙
伴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黄文致辞

颁奖和致辞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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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SMT防错追溯系统的升华

挪拉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自动化包装出货系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项目：便携式全向移动举升设备研制

一等奖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项目：SAS辅助装配系统

获奖名单

南京赛区

最佳方案奖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项目：SAS辅助装配系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项目：便携式全向移动举升设备研制

二等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项目：深腔射频连接器的焊接工艺改进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波峰焊焊接制程改善方案

评委

邱华盛
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

刘春林
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

刘强
中国网安装备制造部主任研

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钱瑞霞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部经理

周欣
华为2012实验室技术顾问原

首席工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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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一等奖获奖参赛
队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颁奖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
（左）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南京夏普电子有限
公司颁奖

评委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邱华盛（左）
为最佳方案奖获奖参赛队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
京）有限公司颁奖

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南京赛区协作方
南京市电子协会SMT专委会颁发协作伙伴奖

南京市电子协会SMT专委会主任
魏子陵致辞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RBU&Plant
副总裁及总经理陈雷（右）为二等奖获奖参赛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颁奖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
（左）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挪拉通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颁奖

评委中兴通讯制造中心总工程师邱华盛（左）
为最佳方案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研究所颁奖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RBU&Plant副总裁及总经理陈雷致辞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
杨剑致辞

评审现场抽签决定比赛顺序

南京市电子协会SMT专委会主任魏子陵（右）
为二等奖获奖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颁奖

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电子分会常务理事杨剑
（右）为三等奖获奖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研究所颁奖

EMAsia主编陈燕鹏（右）为南京赛区协作方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颁发协
作伙伴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陈铭致辞

颁奖和致辞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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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

参赛队、演讲人、参赛项目名称和专家现场点评（按参赛队出场顺序排列）

参赛队：欧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NEXELIA  EHT氮气惰性保护系统在波峰焊生产的应用
演讲人：柳金波
部门/职务：项目工程主管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目标明确，进度安排清晰，应用了质量工具对过程进行分析，达成目标效
益。
项目特点：与氮气供方合作，通过氮气应用提升工艺材料的应用效益。
改进建议：①对质量方面的提高效果没有表述，无法明确质量效果； ②原因分析的数
据尚不够充分，如温度等； ③氮气纯度的控制应详细化。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项目名称：深腔射频连接器的焊接工艺改进
演讲人：王燕清
部门/职务：微系统事业部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见3月15日复赛点评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三研究所
项目名称：XX型高功率密度模块电源测试效率的提升
演讲人：崔弋扬
部门/职务：模块电路事业部测试组副组长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自动化测试是必然趋势和发展方向，利用自动测试提高测试质量和一致
性，保证产品质量和交货日期是本项目的显著特点和目标，也符合制造智能化和工厂
化的要求。
改进建议：测试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产品可靠性和质量，自动测试系统的有效性应与之
关联。

参赛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
项目名称：便携式全向移动举升设备研制
演讲人：屈彦杰
部门/职务：工艺研究室工程师  
专家点评：
见3月14日复赛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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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南京利景盛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双面射频端连接器一次通孔回流的创新工艺案例
演讲人：徐晟晨
部门/职务：技术部经理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利用通孔回流与专用制具实现连接器一次焊接完成。
项目特点：利用钢网、印刷、制具减少连接器失效并提高质量效益。
改进建议：关键制具的展示与细化须加强。

参赛队：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MT防错追溯系统的升华
演讲人：吴彦奇 / 戴晨晨
部门/职务：第二生产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见3月15日复赛点评

参赛队：挪拉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的自动化包装出货系统
演讲人：张锋涛
部门/职务：工程部经理
专家点评：
见3月14日复赛点评

参赛队：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波峰焊焊接制程改善方案
演讲人：韦玉祥
部门/职务：工程部工程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对多种设备的定制和使用，对波峰制程进行了改善，实现了工艺材料的
费用下降，提高了工作效率。
项目特点：群焊+点焊一体化设备、焊接机器人等多种设备应用，提高整体效率和质量。
改进建议：①老设备的后续处理及其所占投比的比例，未予以明确；②建议增加技术改
进在PPT中的展示占比；③对应存在的问题如锡渣的控制，未予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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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欧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医疗产品老化测试的效率及安全性优化
演讲人：陈鼎
部门/职务：测试部/工业工程部资深测试工程师
专家点评：
项目特点：较好地使用了DMAIC六西格玛手法，关键因子的筛选有理有据，改善方向的
确定也简单明了，老化测试产能从1.06提升到1.54，改善效果比较显著。
改进建议：如果对文档质量再进一步优化，将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最佳实践。

参赛队：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MT金手指沾锡不良的防治
演讲人：张良路
部门/职务：技术部高级技师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通过管理提升，减少金手指沾锡，省去了金手指贴高温胶带工序，有一定经
济效益和推广价值。
项目特点：①通过5S管理，带来质量和效益；②采用纳米钢网；③改进钢网清洗工序，
减少沾锡。
改进建议：①增加原因分析，改善更具针对性；②缺少先进性和创新性。

参赛队：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SAS辅助装配系统
演讲人：张维丰
部门/职务：工业电子部高级工艺工程师
专家点评：
见3月16日决赛点评

参赛队：佰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特殊要求的自动焊接工艺改善
演讲人：余仁君
部门/职务：工程主管  
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基于特殊焊点的特殊要求满足ZPC标准但不满足特殊性能要求。
项目特点：解决特殊焊点的焊接。
改进建议：对焊接终止面的温度进行监控，有利于找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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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庆 — 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工业电子生产部经理

工业4.0下
德国企业的“精益观”

自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使欧

美国家尝到了忽视实体经济的“苦果”。之

前欧美国家掀起“去工业化”或者全球化浪

潮，随着制造业外移，重点发展金融、房地产和服务业，

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结构性矛盾凸显。到2008年金融危机

爆发时，虚拟经济的脆弱性被暴露的一览无遗。为了解决

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攀升的问题，欧美国家相继开

始加速“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回归”。

从“去工业化”向 “再工业化”的趋势过渡，成本偏

高和资源枯竭的问题依然无法回避，而单靠政策扶持显然

无法驱使以营利为目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企业重回制造

业。所以，在欧美国家制造业复苏、外移企业回归本土背

后同时酝酿着新工业时代的技术革命。

工业4.0的提出与发展
工业4.0是由德国政府《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所

提出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局及研

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预计达2亿欧元，旨

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

及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

客户及商业伙伴。其核心是“智能制造”（intelligent man-

ufacturing），也就是说，要把信息技术工具应用到实际生

产当中。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信息物理系统（cy-

ber-physical systems）、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以

及云计算（cloud computing）。这个理念放在德国，就是用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将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中

的中小企业有效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时做到提高

批量生产效率和高效的定制化商品生产，最后达到快速、

有效和个人化的产品供应。

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正式推

出“工业4.0战略”，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 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

构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

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众多德国公司已经开始

将这一概念引入其工业产品和软件开发及生产制造系统。

工业4.0是涉及诸多不同企业、部门和领域，以不同

速度发展的渐进性过程，跨行业、跨部门的协作成为必

然。同样是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由德国机械

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德国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

图1：德国工业4.0平台及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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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ZVEI）以及德国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

KOM）三个专业协会共同建立的工业4.0平台正式成立。

实施“工业4.0战略”的企业要遵循以下四个设计原

则：

●互通能力（interoperability）——机器、设备、传感

器以及人员通过物联网联系和沟通的能力

●信息透明（information transparency）——通过传

感器数据在信息系统创建虚拟现实世界版本的能力

●技术支持（technical assistance）——通过将信息整

合和可视化，让技术系统协助工作人员做出决策；让信息

物理系统协助工作人员执行一些对人类有安全威胁的工作

任务

●分散决策（decentralized decisions）——让信息物

理系统自主决策并执行工作任务的能力

未来工业蓝图
生产效率是制造企业首先会考虑的问题。在具体生产

流程方面，工业4.0对企业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将各种生产

资源，包括生产设备、机器人、仓储系统和生产设施形成

一个循环网络，进而通过物联网和服务应用，实现贯穿整

个智能产品和系统的价值链网络的横向、纵向的链接和

端对端的数字化集成，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智能工

厂。通过智能工厂制造系统在分散价值网络上的横向连

接，就可以在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物流、服务的过

程中，借助软件和网络的监控和交流，根据最新情况灵

活地实时地调整生产工艺，而不再是完全遵照几个月或

者几年前的计划。

通过智能工厂制造系统在工厂和企业之间业务流程上

的纵向连接，产品与生产设备之间就可以实时交换信息和

指示，端到端的透明度有利于决策优化。简单来讲，工业

4.0能够使日益复杂的制造流程变得可控，将以往不可记录

的生产细节变得可以追踪，并能在环境和需求变动中实现

可持续性的盈利。

另外，工业4.0将发展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

这些模式可以满足那些个性化的、随时变化的顾客需求。

新生产出来的智能产品将会有一个IP址，通过IP地址连到物

联网上去，从而可以在任一时间点定位、识别智能产品，

并能知道它们的“历史”、当前状态和为了实现其目标状

态的替代路线。

而从终端消费者消费所产生的需求信号，通过一个全

球性网络传递给制造商，借助大数据分析，制造商就可以

预测市场需求，甚至根据需求来定制化的生产。过去传统

的生产，包括第三工业革命之后的生产，仍然是大批量的

生产，现在可以通过软件跟智能生产设备的结合，灵活地

调整生产工序，并以一个比较合适的经济成本来制造出用

户所需要的产品。

同时，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将工人从执行端“解放”出

来，使他们能够从事更多的创新、增值活动。鉴于全球老

龄化问题引发的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日益严重，智能化生产

还允许年长的工人延长其工龄，解决“招工难”的问题。

德国拥有世界第二年老的人口，仅次于日本。在德国

许多制造公司中，员工的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年轻员工

的数量在不断地下降，而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比较

普遍。基于老龄化和虚拟经济恶性膨胀造成的教训，欧美

国家显然会比中国更有动力向工业4.0迈进。

新的工业时代孕育着新的机遇，中国能否迅速转变观

念并找到迈向工业4.0的最佳路径，也是影响未来几十年中

国经济走向的关键性问题。

工业4.0的参考架构模型（RAMI 4.0）

RAMI 4.0以一个三维模型展示了通过互联网组网的制造

系统层级、自动化系统及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工业4.0组件的

IT结构。层级本质上等同于自动化金字塔结构的层级。由于其

复杂性和新颖的三维表示法，RAMI 4.0的使用也是一大挑战。

生产制造环节在产品生命周期过程链中，仅在价值流

（value stream）维度上为一个基本环节。这里又包含了6个

部分的内容，它们是：

●数据处理（Data processing in the production）——

从无到“自动排程控制”

●M2M（Machine to machine communication）——

图2：RAMI 4.0 三维参考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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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基于软件的自动M2M网络”

●公司网络（Company wide networking with the pro-

duction）：从无到“全IT解决方案”

●信息沟通（ICT infrastructure in production）——从“

电话邮件”到“供应商及客户设计流程”

●人机界面（Man-machine interfaces）：从无到“增

强现实”

●小批量效率（Efficiency with small batches）：从“

小产线”到“多品种小批量自适应生产”

智能制造体系架构
实现工业4.0并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

长期、渐进的过程。目前，基本的技术和现有制造体系的

核心价值等均需要调整才能适应工业4.0的具体要求。

在工业4.0的生产制造模式中，对生产制造自动化又提

出了智能化、自适应和模块化的新要求。模块与模块间、

设备与设备间透明的信息交互，将大量采用基于嵌入式系

统的互联网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具有适应性的生产制造

系统又将信息技术和控制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生产

制造系统和流程具备了柔性灵活、快速重构的特点。未来

的自动化系统不但具有对大规模生产的快速适应能力，而

且还能实现对小批量、多品种定制生产的快速反应。

硬件上在设备层级将大量采用传感器、仪器仪表、条

码、射频识别等装置加强信息的采集和交互能力。软件在

控制层级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数据采集与监视控

制系统（SCADA）、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和现场总线

控制系统（FCS）等将设备和面向工厂/车间的生产管理，

包括制造执行系统（MES）的车间层级联通起来，实现面

向企业的经营管理，包括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PLM）、供应链管理系统（SCM）和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CRM）等，最终在产业链上不同企业间通

过互联网络共享信息实现协同研发、智能生产、精准物流

和智能服务等。

智能制造探索实践和精益生产
作为推动工业4.0的主力军，菲尼克斯电气集团在升

级版工业4.0平台上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集团执行副总裁

Roland Bent先生作为核心成员继续参与指导委员会工作，

主导标准化工作的推进，并带领集团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上

述四个工作组中发挥积极作用。菲尼克斯电气还积极参与

工业4.0平台试验示范项目，并在从工程到生产的数字化、

混合产线自动化、智能制造和柔性生产等四个项目中开展

创新实践，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智能互联、易于操作、

节能环保、安装简单的自动化产品。

菲尼克斯南京电子工厂中，基于小品量多品种的柔

性生产需求，搭建了柔性波峰焊和装配生产线。这里同时

生产多个品种的产品，对订单数量也没有明显的依赖。与

CELL生产单元结合，使得生产组织和计划排产更加容易，

图3：智能功能及新生产制造模式

图4：智能制造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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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最终对客户订单的响应和交付速度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大

量减少了工序间的在制品。基于菲尼克斯自动化软硬件解

决方案的智能装配辅助系统采用PLC和软件系统，通过多种

传感器和指示器，可以有效的解决手工装配中的防呆防错

和实现数据统计功能，帮助装配作业人员应对多种产品时

快速换型，调阅资料并指导工作步骤和防止人为差错。在

综合效能和成本方面取得了显著地综合竞争优势。

波峰焊混线生产
本套系统的工作流程以混线生产方式为基础，八个工

位前后分布于轨道两侧，共用四个载具提升架。在每个产

品PCB和零件装配后由载具经轨道系统送入波峰焊机器，首

先由设备读取载具上RFID中的信息识别产品随后的助焊剂

喷涂区域和喷涂量、链速、预热曲线及喷口焊接参数均可

根据产品预设程序做相应的切换，在焊接完成后返回至原

插件工位继续完成后面的装配测试和包装等工序。

这样一来，每个工位就是独立的生产单元，由元件装

配、波峰焊接、结构件装配、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和包装

等工序组成。每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可生产不同的产品，且

根据需要可以在今后继续延长轨道和扩充载具提升架数量

以扩充工位数量。

与此同时，波峰焊的利用率不再依靠单件产品的产

量，而是生产线上所有产品的总和，从而实现小批量多品

种的混线生产。每个生产单元也尽可能多地将波峰焊的前

后工序连接在一起，为One Piece Flow提供基础条件。 

CELL装配制造单元设计

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直接挑战就是生产计

划和订单的组织协调。CELL装配制造单元的方式需要将

装配制造流程或工艺流程相近的产品先做成组化（Group-

ing），在这个基础上便可以将物料、工装和设备以及人

员做相应的优化和编排，使得在产品换型时仅对物料、工

装、设备参数和程序作必要的调整。在做好工艺流程的均

衡化后，生产订单组织可以通过一张订单安排所有CELL内

工序的生产，相比传统的按照制造流程组织生产的方式大

大减少订单数量，减少搬运和降低工序间的在制品，提升

交付速度。

在生产时，生产单元内的员工一个人需要能够完成多

道工序甚至生产单元内的全部工序，并由单一工位的重复

劳动工转为多工序一体化的“多能工”，在技能提升的同

时，自主性得到增强，工作更富有挑战性和责任感，减少

图5：菲尼克斯和德国工业4.0平台试验示范项目

图6：柔性波峰焊线和装配单元

图7：混线生产和单元生产

图8：PDSA 装配制造单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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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单调性，增强了工作乐趣。为柔性的小批量多品种生产

打下了进一步的基础。

精益生产单元搭建由工艺工程师带领有经验的产线操

作员共同完成。在产品成组完成的基础上首先讨论和分析

工艺流和物料流，识别优点和不足以及潜在的质量风险，

在价值流图（VSM）的基础上共同确定生产单元的设计目

标和计划。第二步将开始做生产流程规划，根据产品的工

艺流程图、装配图和物料清单等设计信息设计产品的工艺

流和物料流，寻找最佳的材料摆放位置，在图纸上模拟出

生产精益单元的布局并做初步优化。第三部的验证阶段他

们将用常见的材料（托盘、周转箱、包装盒等）搭建工作

单元的结构模型，在将生产单元模型与整个产品的生产流

程相结合后模拟装配制造过程，此时搜集想法，讨论并实

施必要的改善。

经过多轮的模拟和改善后将制造单元的设计固化下来

并形成设计图纸与供应商讨论并下采购订单。在搭建的最

后阶段，工程师和参与设计的操作员将做试生产并对其它

员工进行培训，试产中发现的改善点用来对生产单元做进

一步的优化，最终测量标准工时和制作标准作业指导书后

固化并确保标准化的实施。

智能辅助装配系统

随着CELL单元生产方式的推广和应用，手工装配的作

业方式由单一工位的重复劳动工转为多工序一体化的“多

能工”，此时对员工技能的要求也急剧提高，特别是多步

骤装配和相似物料带来的质量挑战随之摆在眼前。多品种

小品量的生产方式更要求员工熟悉多达数十种产品的装配

顺序和识别相似物料，不发生错误装配和不遗漏装配步骤。

在SMT制程中，追溯系统和防错料系统已经可以很好

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手工装配过程也需要确保装配步骤不

出差错，将错误发生的概率特别是不可测试的错装漏装在

第一时间发现并制止。

智能辅助装配系统（简称SAS），是以PLC、PC、传

感器、执行器、数据库等软硬件为基础打造的一个辅助装

配平台，以辅助生产人员进行生产作业。

在扫描订单调用相应的程序后，结合条形码和RFID技

术对装配过程中的物料、工装、程序和工艺参数等进行检

测和配置，可以通过LED灯指示操作员按正确的顺序拿取物

料装配，具备防呆防错的功能。通过传感器和PLC通讯记录

相关作业数据，如装配效率和螺钉力矩。作业过程中，软

件实时将生产数据传输至生产管理系统，不仅完成对物料

的补料及对订单的记录和跟踪功能还可以将生产过程保留

追溯信息。在提升装配效率的同时，为工艺和质量人员提

供基础分析数据，从而解决和改善多品种、小批量模式所

带来的质量隐患，解决了手工装配环节的防呆防错和追溯

问题，也为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了

新的解决路径。

结语
制造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和客户不断提高的要求时，往

往难以将规模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和准时化的供应链对接

和整合，而成组和单元化生产方式可以高效响应客户需求

并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在单元生产中，设备和工作站被

以特定的顺序排列，通过这种排列，材料和零件能够以最

小的搬运和延误顺利的通过流程。

单元生产是精益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生

产设备和技术上采用RFID、PLC、传感器等通过软件技术

搜集和传递信息，可以将人为发生的错误予以防止并结合

MES和ERP系统监控记录生产过程，向前对接市场需求和

客户订单，向后衔接发货和物流，并在产业链上不同企业

间通过互联网络共享信息实现协智能生产、精准物料等新

的业务模式，为智能制造向工业4.0方向发展搭建良好的基

础。EM

（本文是作者根据其在2017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

展期间《电子制造创新论坛》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简介：

叶庆，菲尼克斯亚太电气（南京）有限公司工业电子

生产部经理，MBA，IPC610 CIT。

图9：智能辅助装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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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中小科技企业将成为电子制造业升级创
新的主力军

一个国家要富强，制造业必须强大！20年前，麻省理

工学院的17位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这一种

观点。

这二十年来，虽然欧美的低端制造转移到了中国等地，

但高端制造根本没有转移，而且几年前，美国推行工业互联

网，德国提出工业4.0，他们都在推动制造业回归，特别是机

器人的大面积使用，更加剧了制造业回归的速度。

2015年，受到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影

响，国内各个行业发展均放慢，有些行业甚至出现负增长。

比如钢铁行业-19.5%；煤炭行业-14.6%。电子制造业2015

年增速为7.6%，虽然增速比2014年的9.8%有明显下降，但

依然处在高水平增长，而且电子制造业属于绿色产业，污染

少，在中国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下，电子制造业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

2015年电子制造业总产值达到

11.13万亿人民币，其中，中小企业

（产值30万到4亿人民币之间，员工

几十至1千人之间）的产值达到6.3万

亿元，占据一大半（57%）江山。

相对大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具

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更充满活力，

将成为中国创新的主力军，所以这些

中小科技小企业的发展就决定了中

国产业的创新转型能否真正实现。而

国际和国内规模较大的电子制造服务

（EMS）商，如富士康、和硕、伟

创力、捷普、上海环旭、深圳开发等主要服务于大型科技企

业（如苹果、三星、华为、小米、ABB等）。服务于中小科

技企业的EMS企业的制造和管理水平都很低，这里就孕育着

一个巨大的商机，即：为数众多的中小科技企业提供高水平

电子制造服务，帮助他们快速发展。

2015年中小企业硬件制造费用达到2.5万亿人民币，服

务市场空间很大。

客户痛点调研：众多中小电子科技企业需要
产品化加速服务支持

对中小科技企业开展全流程和场景痛点调研，结果显

示，众多中小科技企业的痛点有三： 

1、研发试制周期长成本高：研发物料采购难真假难

辨，DFR/DFM经验不足，造成多次试制；

2、中小批量生产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产品可靠性得

不到保证；

张海程 — 北京电通纬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速造网：加速硬件创新

图1：中小科技创新企业产品开发全流程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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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销售难：客户需求波动大，变化快，不易

把握。

对痛点做进一步的归纳提炼，可以发现，这三点都与

产品研发流程的产品化阶段相关，痛点1本身就是在产品阶

段；痛点2最终产品的可靠性主要起决于产品的可靠性设计

水平，这是产品化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痛点3产品难卖多

是因为产品化阶段过长，导致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或竞争对

手抢先进入市场，改变了市场竞争环境。

总结归纳之：众多中小电子科技企业需要产品化加速服

务支持！ 

解决方案：创建硬件创新产品化加速服务平台

硬件创新产品化加速服务平台由天网、地网和总部平台

三部分组成：

天网

为线上部分称为速造网，实现社群交互协同设计、DFM

支持、研发物料、生产信息的互联网共享。

速造网服务平台全方位连接设计者、客户、供应商以及

智造工坊。服务平台所有的 ERP、MES和WMS等数据都存

放在云端，平台可以和设计者、客户、供货商以及智造工坊

在云端共享数据，并通过互联网应用软件协同工作。

地网

线下部分称为智造工厂集群，实现快速原型制作、通用

测试、小批试产、批量生产及产品配送的就近线下服务。

每个智造工厂规模不大，但要贴近客户，为客户提供

快捷的产品试制和生产服务，帮助客户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实现客户良好体验。在全国各地适合的城镇建立连锁加盟工

厂，每个工厂通过互联网与总部平台连接，打造智能化+ 云

终端的社区工厂，实现电子硬件的云制造。 

总部平台

为终端客户和智造工坊集群提供多方位服务支持：

为终端客户提供服务

●协同设计支持：研发工程师社区/物料优选/DFM评审 

●工艺研发支持：失效模式/回流焊热仿真/新装联工艺 

●物料开发支持：新材料认证/新供应商认证/物料购买 

●市场服务支持：产品配送/售后服务/失效分析 

为智造工厂集群提供服务

●市场营销支持：客户资源/渠道资源/品牌背书 

●生产管理支持：精益生产/员工管理/运营管理SaaS

支持

●全供应链支持：原材料/辅材/工具/仪器设备 

图2：硬件创新产品化加速服务平台

图3：天网 (速造网)实现互联网共享

图4：地网（智造工厂集群）实现分布式生产

图5：总部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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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法务支持：财务管理/法务支持/资金帮助 

通过总部平台协调天网的互联网共享和地网的分布式

生产，为中小电子科技企业提供协同设计支持、快速原型支

持、和敏捷制造支持，帮助客户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快速走向

市场，从而推动中小电子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商业模式：企业航母舰队式O2O服务平台

跨边双向服务平台模式

●依托创新的平台型服务商业模式

●紧紧围绕硬件创新创业服务

●以协同研发和敏捷制造为服务内核 

●构建中小企业硬件创新O2O服务平台

●紧密连接和协同数万家中小科技企业&高端个体用户

与智造服务企业集群 

●推动中小科技企业快速发展

 

航母舰队式智能制造O2O服务平台模式
工厂柔性化和小型化是大势所趋，它的驱动力来自两

方面：

1、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和快速化，推动制造工厂的柔性

化和小型化；

2、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智能制造技术的快速

发展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

所以，未来制造模式：小工厂+大平台=企业航母舰队！

平台运营实践
第一家旗舰企业（北京电通纬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正式运营11年，已成为北京地区高可靠性敏捷制造的标杆

企业。公司运营良好，每年都在以不同速度增长，特别是在

2015年这样整体经济环境不好的条件下还快速增长80.1%。

而且企业正在智能化升级，正在打造北京第一家面向中小科

技企业的电子智能制造服务工厂。

第二家复制企业正在建设中，将于2017年5月投产。之

后与华夏幸福合作，计划在全国多家产业园区打造智能制造

环境，推动电子产业在全国的发展。最后走向国际，在马来

西亚和印度复制服务基地。 

速造网线上整体架构目前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网络平台

测试。 EM

（本文是作者根据其在2017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

展期间《电子制造创新论坛》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图6：产品化加速服务平台的商业逻辑和产品布局

产品  天网：速造网            地网：智造工厂集群

图7：商业模式：跨边双向服务平台模式

图8：工厂柔性化和小型化发展趋势

图9：企业航母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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