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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概括了智能制造的特征，对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智能制造战略作了横向比较。在此基础之上，引入自动化标 

识语 =~'Automation Markup Language这一适用于智能制造领域的数据交换格式，对语言架构，如：拓扑信息、几何与运动、逻 

辑、引用关系等均作了描述，并,'@Automation ML技术以及国内外发展睛况进展作了介绍。最后根4,~Automation ML的特最，对 

其应用于智能制造领域的前景作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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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and makes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the strategie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On this 

basis，it introduces Automation Markup Language，which is the most applicable of data exchange format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describes the architecture，such as topology information，geometry and kinematics，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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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并对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产业生态带来重 

大影响，智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已成为 

基金项 目：本文受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专项课题 “智能制造领域工业数据交换格式基础共性标准研究”(项目编号：16DZ0502300)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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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设计、 

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 

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 

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 

虚拟网络和实体生产的相互渗透是智能制造的 

本质，—方面，信息网络将彻底改变制造业的生产组 

织方式，大大提高制造效率；另一方面，生产制造将 

作为互联网的延伸和重要结点，扩大网络经济的范 

围和效应。以网络互连为支撑、智能工厂为载体、关 

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等 

特征，构成了制造业的最新形态。这种模式可以有 

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资源能源消耗。 

2 主要发达国家智能制造战略 

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 

工业化”国家战略：美国大力推动以“工业互联网”和 

“新一代机器人’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战略布局；德国 

“] ．0”计划的提出旨在通过智能制造提振制造业 

竞争力；欧盟在 “2020增长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以 

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日本、韩国等制 

造强国也提出相应的发展智能制造的战略措施，可 

见，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成为各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我国在 

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也强调了智 

能制造的重要性。在当前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 

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下，发展智能制造不仅 

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ISl，也是重塑制造业竞 

争优势的新引擎，被认为代表了制造业的未来方向。 

从软硬结合的角度看，智能制造即是一个 “虚 

拟网络+实体物理”的制造系统。美国的“工业互联 

网”、德国“] ．0”以及我国的“互联网+”战略都 

体现出虚拟网络与实体物理深度融合——即智能制 

造的特征(见表1)。 

表1 

类 别 中国制造2025 德国工业4．0 美国智能制造 

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资助， 智能制造领袖联盟一SMLC，26家公司， 

发起者 工信部牵头、中国工程院起草 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 8个生产财团，6所大学和1个政府实验 

子公司建议 室组成 

发起时间 2015 2013 2011 

定位 国家工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国家工业升级战略，第4次工业革命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一项重要内容 

工业互联网革命，倡导将人、数据和机 特点 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制造业和信息化的结合 

器连接起来，普及工业机器人 

增强国家工业竞争力，在2025年 专注于制造业
、 出口、自由贸易和创新， 目的 迈人制造业强国行列

， 建国100 增强国家制造业竞争力 提升美国竞争力 

周年时占据世界强国的领先地位 

主题 互联网+、智能制造 智能工 智能生产、智能物流 智能制造 

通过价值网络实现横向集成、工程 以“软”服务为主
，注重软件、网络、 通过智能制造

， 带动产业数字化 端到端数字集成横跨整个价值链、 实现方式 大数据等对于工业领域的服务方式的 

水平和智能化水平的提高 垂直集成和网络化的制造系统，构 
建嵌入式制造 “智能生产”系统 颠覆 

实施进展 规戈 出台阶段 已在某些行业实现 已在某些行业实现 

重点技术 制造业互联网化 CPS注 工业互联网 

实施途径 已提出目标，有具体实施途径 有部分具体途径 有具体途径 

注：自动控制技术 (数据采集、伺服驱动)、嵌入式软件技术、机器人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融合的系统，实现智 

能制造和智能工厂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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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化的工程数据交互格式 

3．1背景 

智能制造是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智能 

制造包含生产方式智能化、服务智能化、产品智能 

化、装备智能化以及产品智能化5个特点，在智能 

制造这个巨大的系统之下，所有的机器、产品、零 

部件、人员、原材料、所有的研发工具、测试验证 

平台、虚拟产品和工 所有的产品管理、生产管理、 

运营管理流程，所有的研发、生产、管理、销售员工， 

各级供应商以及成千上万的客户，都将是这一个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云端、管道、端到端的 

信息复杂的体系。在智能制造领域，信息技术与制 

造技术将达到深度融合。在不同工程工具之间的 

数据交互，在各种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将 

作为智能制造的基础，决定着智能制造的先进程度 

和智能化水平。 

3．2 Automation ML概述 

自动化标识语言(Automation Markup Language， 

以下简称AutOmatiOn ML)是一种基 于xML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识语言)架 

构的数据格式，用于支持各种工程工具之间的数据 

交换。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不同设备制造商、运营商 

工具以及不同工业领域之间，进行工程工具交互，开 

展数据交换，连接异构工具之间的数据集成，如：机 

器人控制、机械工程装置、电气设置、过程工程、过 

程控制工程、人机界面发展、PLC编程等。 

3．3 Automation ML数据格式 

Automation ML遵循面向对象的方法存储工程 

信息，并且支持以封装不同方面的数据对象来对 

实际工厂组件建模。一个对象可以包括其他子对象， 

同时这个对象也可以作为一个更大的组合或聚合的 

一 部分，对象可以描述一个信号、一个PLC、一个容 

器、一个控制阀、一个机器人、一个不同细节层面 

的制造单元，或者一个完整的生产现场、生产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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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J。 

Automation ML整合现有用来在不同领域内存储 

和交换工程信号的工业数据格式，因此在智能制造 

体系框架下，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Automation ML 

以面向对象范型的方式储存工程信息，并且允许对 

工厂的实际组成部分进行建模，将它们转化为封装 

有不同方面内容的数据对象。一个对象可包含其他 

子对象，也可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组合或聚合。如：工 

厂自动化项目中一个典型对象包含拓扑信息、几何 

信息、运动信息以及逻辑信息，而逻辑信息涵盖了序 

列、行为和控制，因此面向对象的数据结构、几何信 

息、运动信息和逻辑信息将作为工程领域中数据交 

换的一个重要焦点。另一方面，Automation ML由多 

种格式的基本库组成，包括角色类库、接口类库、系 

统单元类库，每种库又由多种库组成，既有标准化 

的，也有用户特有的，拓扑结构是Automation ML基 

本表现形式，后者的核心是联系各种数据格式的 

顶层数据格式CAEX(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exchange，计算机辅助工程数据交换格式)，这种 

分层拓扑系统是Automation MLI：t较显著的特点之 

一

。 此外，Automation M歧 持可反复使用的原型对 

象建模，可以代表很多制造商的特定产品，这也是 

Automation ML之所以受到智能制造领域欢迎的原因， 

因为Automation ML不仅是智能元件的基本格式，同 

时也能在内部加载一切相关的信息，具备极高的兼 

容性。 

3．4 Automation ML语言的基本架构 

图1是Automation ML的基本架构，包含了拓扑信 

息、几何信息、运动信息、逻辑信息的分布。 

(1)Automation ML主要定义了引用数据格式和 

工程对象之间的联系： 

— _工厂拓扑信息：工厂拓扑将工厂描述为一个 

独立工厂对象的分层结构，该对象结构可以在一定 

的细节层面上建模，比如机器人、机械臂等。这些对 

象包含属性及在其层次结构中与其他对象的关系。 

工厂拓扑作为顶层数据结构，按照符合IEC6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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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CAEX数据格式存储。作为IEC62424的延伸， 

Automation ML定义了从CAEX对象到储存在CAEX 

之外的外部文档中信息的引用； 

象接口的规范； 

— — 角色类RoleClass和角色类库：角色类用于定 

义CAEX对象抽象特征， 对用户自定义Automation 

AutomationML 

J：摇数据 

} CAEX IEC 62424 ． 
燧渤掌 霄 碍 I J赶J蠹聒甄 广 吾 ] 

工厂 拓扑信息 一t 墨 卜 PLCoI~mXML 
· 工厂 

·单元 —r可 一 r 行为 望 
·组件 序剜 
·特性 

⋯ ．{对稼A t-一 
-6m 

更多XML觥檐武 I ·关系 ● 
· 引用 r 王程僖患辩筻多方颓内释 

} 
I 

} 

图1 Automation ML基本架构 

_ 几何与运动信息：一个单独工厂对象的几何 

信息由其几何表示构成。运动信息描述了三维实体 

的物理连接和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几何信息和运 

动信息均采用COLLADA文件格式存储； 

—_逻辑信息：逻辑信息描述了动作序列以及包 

括I／O连接和逻辑变量的对象行为； 

— —

引用与关系信息：Automation MLX~~I用和 

关系做了区分。引用描述了从CAEX对象到外部存储 

信息的链接。关系描述了CAEXX~象之间的联系。 

(2)在Automation ML中，通常以封装T程信 

息不同方面的数据对象来对实际 L厂组件进行建 

模。多层次、交义结构和复杂对象网络可采用标准 

CAEX概念建模。然而，面向对象的高效建模的关键 

是包含预定义和已证实解决方案的库的运用。因此， 

CAEX为接口、角色、系统单元和实例分层结构这些 

对Automation ML很重要的元素提供了许多不同类型 

的Automation ML库。这些库包括： 

— — 接口类InterfaceClass和接口类库：接口用于 

定义Automation ML对象之间的关系。Automation 

ML标准接口类库包含一组通用自动化系统的抽象 

接口类，包括语法和语义定义，并适用用户自定义对 

M【J对象 进行 自动的语义解 释 。 

Automation MI 基本角色类库中包含 

一 组用于描述通用自动化系统的抽 

象角色类； 

_ 系统单元SystemUnit和系统 

单元类库：系统单元类库用于存储 

供应商特定的Automation ML类； 

— — 实 例 和 实 例 层 次 

InstanceHiera hv：实例分层结构 

存储了实际项日的拓扑数据，是 

Automation ML的核心。实例分层结构由Automation 

ML对象实例组成。 

(3)几何信息与运动信息按 照COLLADA 

(Collaborative Design Activity，协同设计行为)数 

据格式存储于单独文档中。因此，几何信息与运动 

信息的建模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应对象 

按~CAEX的建模且不包含任何几何信息或运动信 

息；第二部分，必须提供一个包含几何信息和运动 

信息的COLLADA文档。故而cAEX对象存储了对 

COLLADA文档的引用。 

(4)逻辑信息按~PLCopen XML数据格式存储 

于单独的文档中。因此，逻辑信息的建模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对应对象按照CAEX的建模且不包含 

任何逻辑信息；第二部分，必须提供一个包含逻辑 

信息的PLCopen XML文档。故而CAEX对象存储了 

对PLCopen XML文档的引用。 

4 关于Automation M L的标准化工作进展 

4．1国际方面 

Automation MLSI2作主要f~tIEC／TC65工业过程 

测量、测量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 

员会SC65E企业系统中的设备和集成下设的W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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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on ML(工程数据交互格式)工作组负责，该 

工作组为不同工程工具间的数据工程设计规定工程 

数据交互格式。目前SC65E已经发布了IEC62714关 

：]：Automation ML的系列标准，并明确该系列标准将 

由针X-j'Automation ML不同方面的几个部分组成。 

— — 第1部分：架构和通用要求，该部分规定了 

Automation ML的架构、工程数据的建模、类、实例、 

关系、引用、分层结构、Automation ML基本库和扩 

展Automation ML概念。它是现有和未来所有其他部 

分的基础，并且为其他子格式提供了参考机制(IEC 

62714—1：2014)； 

— — 第2部分：角色库，该部分规定了附加的 

Automation ML库(IEC627 14—2：201 5)； 

— — 第3部分：几何和运动信息，该部分描述了几 

何和运动信息的建模(IEC62714—3 Ed．1．0)； 

4部分：逻辑信息，该部分描述了与逻辑、 

序列、行为和控制相关的信息的建模； 

— — 白皮书一交互：描述TAutomation ML交互机 

制的模型； 

— — 白皮书一Automation ML及eCl@ss整合：描述 

TAutomation ML中eCl@ss的整合。 

4．2国内方面 

《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用工程数据交换格式 自 

动化标识语言 第1部分：架构和通用要求》等同采 

用IEC62714—1：2014，国家编制计划已经于2016年 

7月正式立项，计划号为20161191-T-604，由全国工 

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 

在线校准方法分技术委员会 (SAc／TCl24／SC7)主 

持编制工作。该标准将着重研究Automation ML的 

架构和通用要求，明确Automation ML的架构、工 

程数据的建模、类、实例、关系、引用、分层结构 

和Automation ML各种类型的基本库 ，该标准是 

Automation ML系列标准中最为共f生基础的基本标准。 

未来还将把IEC62714系列标准的其余部分继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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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国家标准。 

5 结 语 

Automation ML是一个整合现有不同工程工具 

的标准数据交换格式。现有的数据交换技术大多从 

专有的界面和转换器出发，从不同角度和技术层面 

来设计和研发，过于偏向于某一技术，无法与其他 

技术很好的兼容。然而要想与现有工程数据格式有 

所兼容，要能转换成任何已有的工程数据格式，要 

求极高，既要易于转换成已有数据格式，又要具备 

可推广可复制，可根植于现有工程工具。Automation 

ML提供了这种可能，既可有效高速的在成套设备、 

几何量、行为描述、电气信号和运动学等各种信号之 

间进行数据交换，又是一种可以在不同域之间开展 

基于数据格式的工程信号交换的对象。Automation 

ML将是各种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最常用 

的工具，在未来的智能制造领域将有着非常广阔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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