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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技术概述



数字孪生基本概念

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是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运行

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

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全要素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

物理世界的实际产品、装备、建筑等全生命周期过程。数字

孪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概念，可以被视为一个或多个重要的、

彼此依赖的数字映射系统。数字孪生是指现实世界实体或系

统的数字化表现。

制造业数字孪生关键概念

• 真实制造系统属性和行为的数字化映射。

• 反映真实制造过程的实时状态。

• 真实制造过程数据的承载者。

• 为制造过程的供完整、正确的数据支持。

• 为真实制造过程提供控制决策和系统优化。

什么是数字孪生



它实现了现实物理系统向信息物理空间数

字化模型的反馈，智能系统首先要感知、

建模，然后才是分析推理。基于数字孪生

进行的各类仿真、分析、数据积累、挖掘，

甚至人工智能的应用，都能确保它与现实

物理系统的适用性。

数字孪生的重要性

数字孪生是智能制造系统的基础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的使用，将大幅推动产

品在设计与生产环节的变革。数字孪生可

成为创新的试验沙盒，让很多由于物理条

件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操作变成可能，比如

通过模拟仿真、批量复制、虚拟装配等技

术测试和完善产品概念与设计，推动创新。

数字孪生推动产品设计与创新变革

基于模型、数据、服务方面的全要素数字

化优势，数字孪生正成为工业互联网有效

实施的关键技术。同时，工业互联网业亦

成为数字孪生技术扩展应用场景的基础设

施，从制造业逐步延伸拓展至更多的工业

互联网空间。

数字孪生是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技术



洛·马公司 - 未来防务技术趋势预测 （2018）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物理
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科学、多物
理量、多尺度的仿真过程越来越精确。“数字孪生”模型
具有模块化、自治性和连接性的特点，可以从测试、开发、
工艺及运维等角度，打破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藩篱，实现产
品全生命周期内生产、管理、连接的高度数字化及模块化。

Gartner公司 - 十大战略科技发展趋势（2019）
Gartner估计到2020年将有超过200亿个连接的传感器和
端点，数字孪生将连接数十亿的实体设备。企业组织从一
开始就会实施数字孪生。它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
提高自身收集和可视化正确数据的能力，应用正确的分析
和规则，并有效地响应业务目标。

数字孪生的重要性



数字孪生技术

产品设计数字孪生 产品制造数字孪生 产品运维数字孪生

构建全三维产品数字模型，包含

三维设计模型、产品制造信息、

关联属性等，可使用数字化产品

模型，对其进行各种仿真测试和

验证。

实现基于三维产品模型的工艺设

计，形成基于数字模型的产品制

造工艺规程，实现产品制造信息

的采集和全要素重建，制造工艺

和生产线的模拟仿真，以及对生

产过程的实时监控。

实现产品上市后的维修、保养、

升级和改造。记录产品的报废/
回收数据，包括产品报废/回收

原因、产品报废/回收时间、产

品实际寿命等，为下一代产品的

设计改进和创新提供数据。

实际工程应用中，数字孪生更多针对产品设计环节与生产制造环节数字孪生，即产品设计数字孪生与产品制造数字孪生。

制造业数字孪生 - 产品全生命周期与全价值链的虚实映射



数字孪生技术

产品

数字样机

全参数化设计

数字三维标注

产品工程图纸

产品

数字仿真

运动仿真

有限元分析 CAE
制造仿真 CAM

产品

设计优化

衍生式设计

(创成式设计)
拓扑分析优化

数字产线

建模

产线全数字化

虚实要素结合

虚实结合联调

数字产线

仿真

数字产线工艺规划

工艺设计虚实联调

产线

实时监测

数字产线实时监测

产线故障诊断预测

产品设计数字孪生

产品制造数字孪生

制造业数字孪生 – 实际应用聚焦于设计孪生与制造孪生的主要环节



数字孪生产业应用

GE
为每个引擎、每个涡轮、每台核磁共振，创造了一个数字孪
生体，通过这些拟真的数字化模型，在虚拟空间调试、实验，
以让产品的运行效果达到最佳。
到2020年，预计将有10,000台燃气轮机，68,000架飞机引
擎，1亿支照明灯泡和1.52亿台汽车连入工业互联网。

AIRBUS
其多个工厂部署数字孪生，以数字孪生解决方案支持工厂
的数字化。
在物联网和大数据的背景下，使用数字孪生连接工业物体
是空客数字化战略和“未来工厂”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该战略将优化工业流程并使其进一步自动化，同时提升对
供应链的实时感知。



数字孪生人才培养



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新型人才

0504
0603

08

0702

01

主线

现 代 制 造 服 务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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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制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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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品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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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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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优势产业

数 字 化 制 造

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

“中国制造2025”以体
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
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制造为主线

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的产品数字化智能设计技术

融合先进制造、增材制造与
数字孪生的数字制造技术

中国制造业发展主线与八大战略对策

制造业人才需求



制造业人才需求
制造业新型人才缺口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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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其他

2019年制造业产值占比

269,175亿元

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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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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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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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数据来源：《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数字孪生与教育

FoM
未来智造学院

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

产业需求为导向，学科交叉为特征，工业智能为核心
国民经济的基础

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学科专业的新结构

教育教学的新质量

工程教育的新理念

分类发展的新体系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产业
Industry

教育
Education

制造业

两化融合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产业变革

德国｜工业4.0
美国｜工业互联网

中国｜中国制造2025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2025



1. 数字样机设计 - Inventor

　使用以数字样机为主的数字化设计技术，完成产品的结构设计、
电气设计，以及相关设计分析验证，得到产品数字化模型。

2. 智能优化设计 – Fusion 360

　使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化设计技术，从需求出发由工业软件开展设计
工作，从多种可行方案中选取最优解，并进一步通过仿真分析技术进行设计验证。

3. 智能制造与数字孪生 - FABDT

　为数字化设计的结果添加加工工艺信息，由生产线的各制造单元完成零部件加工、装配、质检等制造工作。这一阶段中，数字化制造平台与数字化设计平台相
对接，而生产线的各制造单元则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与数字化设计、制造平台相对接，实现“虚实结合、自动生产”。

THE FUTURE OF MAKING 未来智造学院



未来智造学院 - 数字孪生人才培养方案

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数字样机设计

- 产品设计数字孪生

- 制造装备数字化样机设计

- 制造产线数字化样机设计

- 装配工艺仿真与动画制作

Autodesk Fusion 360
智能设计优化

- 产品设计数字孪生

- 关键零部件的衍生式设计

- 目标产品计算机辅助制造

FABDT LAB
数字孪生实训柔性生产线

- 制造产线工艺规划、调试、验证平台。含6自
由度机械臂自动搬运单元、增材制造设备单
元、减材制造设备单元、视觉检测单元、坯
料库单元、自动成品库单元、废品库单元、
PLC模块单元、气动夹具单元、自动传送带
单元、电气控制柜、实时视频监控设备、安
全防护栏等构成的数字孪生实训柔性生产线
标准配置。

FABDT
数字孪生软件

- 制造设备、单元、产线全要素建模

- 制造产线虚拟工艺规划与仿真模拟

- 制造产线虚实结合联合调试

- 制造产线监控运行

主要软硬件工具



未来智造学院 - 数字孪生人才培养方案

1
数字样机设计

2
智能设计优化

3
产线全要素建模

4
产线工艺规划

5
产线联合调试

6
产线运行监控

1. 数字样机设计

制造装备数字化样机设计

装配工艺仿真与动画制作

2. 智能设计优化

关键零部件的衍生式设计

部件仿真分析与设计验证

3. 产线全要素建模

制造装备｜运动属性、驱动条件、
机电信号映射、虚拟调试与时序仿真

制造单元｜产线布局、驱动条件、
机电信号映射、虚拟调试与时序仿真

6. 产线运行监控

制造产线虚实结合监控运行

制造过程数据回溯分析

制造产线故障诊断分析

4. 产线工艺规划

物料与设备的空间位置关系定义

制造单元生产工艺流程设计

5. 产线联合调试

执行内容与输入、输出信号设置

制造单元虚实映射联合调试

主要工作任务流程



Inventor & Fusion 360 FABDT (数字孪生软件)

未来智造学院 - 数字孪生人才培养方案

模块1 - 数字样机设计

制造装备数字化样机设计

装配工艺仿真与动画制作

模块2 –智能优化设计

关键零部件的衍生式设计

部件仿真分析与设计验证

模块3 – 全要素建模

运动属性、驱动条件、
机电信号映射

虚拟调试与时序仿真

模块4 – 产线工艺规划

物料与设备的空间关系定义

制造单元生产工艺流程设计

模块5 – 产线联合调试

执行内容与输入/出信号设置

制造单元虚实映射联合调试

模块6 – 产线运行监控

制造产线虚实结合监控运行

制造过程数据回溯分析

制造产线故障诊断分析

主要工作任务流程



Digital Twin 数字孪生 - FABDT LAB

教学实践平台 数字孪生实训产线

- 增材制造设备

- CNC减材制造设备

- 6轴机械臂

- 自动传送带

- 缺陷检测设备

- 成品库

- 毛坯库

- PLC
- 电气控制柜

- 监控摄像头

- 安全护栏

数字看板

- 实际运行监视

- 虚拟运行监控

- 实时数据呈现

中央控制台

- 产线全要素建模

- 产线工艺规划

- 产线联合调试

- 产线监控运行



数字孪生软件工具 FABDT

全要素建模 产线工艺规划

产线联合调试 产线运行监控

数字孪生技术

核心能力



数字孪生软件工具 FABDT

FABDT Builder

制造系统建模与仿真

- 物料　单体件、组合件

- 产线　设备、工位、生产线

- 环境　车间厂房、道路

- 工艺　一般工艺信息输入

- 仿真　工艺流程规划与仿真

FABDT Debugger

设备与工艺调试

- 设备PLC编程

- 设备模拟调试

- 工序参数规划

- 工艺运行调试

FABDT Simulator

制造系统运行模拟

- 驱动指令接收

- 工艺执行模拟

- 运行信息反馈
FABDT Monitor

生产可视化监控

- 执行流程可视化监控

- 执行参数监控

- 场景可视化同步

- 实时数据分析

物理制造系统

- 驱动指令接收

- 运行模拟

- 信息反馈
标准设备模型文件

生产系统与工艺
数字化模型文件

数字化工艺文件



数字孪生课程体系建设

产品设计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of Product Design

制造单元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of Manufacturing Cell

制造产线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 of Production Line

• 操作、应用工业软件进行数字化设计

• 应用智能制造虚拟仿真技术

• 应用工业软件进行数字化制造

• 安装、部署、调试智能制造装备

• 智能制造单元虚实结合实时仿真与监控

• 操作、应用智能检测系统系统

• 应用智能制造装备进行智能加工

• 安装、部署、调试智能制造生产线

• 智能制造产线工艺规划与实施

• 智能制造生产线虚实结合实时仿真与监控

• 应用智能制造生产线进行智能加工

• 数字样机（使用三维设计软件建立产品数字样机并进行仿真分析）

• 智能设计（使用衍生式设计/创成式设计技术完成产品优化设计）

• 分析验证（使用仿真分析技术完成产品仿真分析与设计验证）

• 数字制造（使用数字技术完成零部件增、减材复合加工）

• 制造装备的数字孪生可视化全要素建模

• 数字模型与制造装备的要素映射

• 数字模型与制造装备的联调联试与数据维护

• 产品智能制造工艺虚拟规划与仿真

• 数字孪生产线与物理产线虚实结合联调

• 生产过程全维度可视化数字孪生监控与故障处理

课程模块 课程内容 可满足的岗位需求（工作任务）

数字孪生课程框架设计



数字孪生课程体系建设

物理设备数字化

• 制造装备数字化设计。

• 制造装备优化设计。

• 制造设备数字样机仿真。

产线全要素建模

• 虚拟装备物理属性、运

动属性定义。

• 虚拟装备虚实机电信号

映射与调试。

• 制造产线数字化布局。

产线虚实联调 产线工艺规划

• 产品与物料模型配置。

• 制造产线工艺流程规划。

• 制造产线工序执行内容

设置。

• 结合PLC进行工艺工序

联合调试。

产线监控运行

• 制造产线虚实结合监控

运行。

• 制造过程数据回溯与分

析。

• 制造产线故障诊断分析。

• 制造产线虚拟PLC配置。

• 制造产线虚拟仿真与调

试。

• 制造产线虚实结合联调。

制造产线数字孪生实训课程框架



数字孪生赛事活动



相关赛事活动

世界技能大赛

CAD机械设计、制造团队挑战、塑料模具、原型制作（传统赛项）

工业设计技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赛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世赛选拔赛：CAD机械设计、制造团队挑战、塑料模具、原型制作

国赛精选赛：CAD机械设计

全国大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

虚拟仿真赛道—工程场景数字化赛项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
虚拟仿真赛道—工程场景数字化赛项｜模块设置与考察内容

模块一　物理设备数字化 模块二　机电概念设计 模块三　工艺规划与联合调试

　　根据给定的智能制造装备框架模型，使用软件

完成工程场景物理设备的数字化转变，按照要求进

行必要的优化设计，并完成设备的装配工艺设计与

验证，输出三维数字模型文件、装配工艺文件及装

配动画。

　　分为制造装备机电概念设计和制造单元概念

设计两部分。前者要求完成物理属性与运动属性

定义，工序设置以及数字模型与物理设备之间的

虚实机电信号映射等，并通过时序逻辑运动仿真

对机电设备进行运动控制；后者要求进行各个设

备模块的布局设计、物理属性与运动属性定义以

及机电信号定义，并对智能制造单元主要设备模

块进行简单调试仿真。

　　根据给定的实际生产任务，对智能制造单元

进行虚拟工艺规划。设计生产工序的执行内容与

输入输出信号，并结合PLC进行产线的仿真运行，

从而实现对智能制造单元的虚实映射联合调试。



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大赛
虚拟仿真赛道—工程场景数字化赛项｜知识能力与分值比例

模块一　物理设备数字化 模块二　全要素建模 模块三　工艺规划与联合调试

数字样机｜物理设备数字化设计与建模

智能优化｜关键零部件的智能优化设计

虚拟装配｜装配工艺、仿真与动画制作

制造装备、单元全要素建模

制造装备｜运动属性、驱动条件、
机电信号映射、虚拟调试与时序仿真

制造单元｜产线布局、驱动条件、
机电信号映射、虚拟调试与时序仿真

工艺规划

定义物料与设备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设计制造单元生产工艺流程

联合调试

设置执行内容与输入、输出信号
实现制造单元虚实映射联合调试

30%
物理设备数字化

20%
制造单元全要素建模

30%
工艺规划与联合调试

20%
制造装备全要素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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