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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当前制造全球化趋势下网络化制造系统的一些基本特征，介绍了网
络化制造的基本概念及其解释，并给出一个由企业用户与网络化制造集成平台组成的网络化
制造体系结构。结合当前制造业发展的趋势，着重提出了结合网格技术的制造网络的概念，
描述了制造网络区别于传统 Internet 的一些特征。对网格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构建于网格之上的制造网络的体系结构。最后根据制造网络的特性需求，提出了一种
以网格技术为基础，建立在多代理系统协调控制框架与支撑工具基础上的制造网络的功能体
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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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生活和交流的方式，也对企业的生
产经营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企业的制造和销售范围不断扩大，全球生产、全球销售
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21 世纪的
制造企业首先要转变其制造模式来适应这股趋势。网络化制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种
先进制造模式，它提供了制造型企业在 Internet 环境下开展生产、经营和管理业务活动具体
的技术手段和方法。通过这些手段和方法，可以跨越地域限制，将原本分散的、孤立的企业
纳入到国际竞争合作环境中，成为国际制造业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
在对当前受到广泛重视的“网格”技术进行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网格技术不仅继承
了原有网络化制造系统中相关网络技术的优势，在资源共享、协同活动、网络安全、使用透
明等方面也能有效提升网络化制造系统的性能，为构建更高效的网络化制造系统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因此，本文在介绍了网络化制造的基本概念后，着重提出了一种基于网格技术的新
的制造系统——制造网络，并详细论述了它的特征与系统体系结构。
1.

网络化制造的基本概念与定义
在当前企业生产经营中心不断转变、产品设计生产管理模式日益创新、企业信息应用技
术范围不断扩大、先进制造技术不断发展和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的形势下，网络化制造
的概念及内涵也处于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网络化制造具有以下一些基
本特征[1]：
（1） 跨越局域网/广域网边界：网络化制造在 Internet、Intranet 和 Extranet 的支持下，
通过网络来组织和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突破了地理空间上的差距给企业的生产经营
和企业间协同造成的障碍；
（2） 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网络化制造技术可用来支持开展企业生产经营的
所有活动，也可以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
（3） 强调企业间的协作与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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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制造可以提高企业（企业群体）的产品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实现产品设计制造的
低成本和高速度，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4） 有多种形态和功能系统：结合不同企业具体情况和应用需求，网络化制造系统
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和应用模式，在不同形态和模式下，可以构建形成具有不同功能的多
种网络化制造应用系统；
（5） 技术内容丰富：网络化制造的研究与应用实施中涉及大量的组织、使能工具、
平台、系统实施和运行管理技术，这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既可以深化网络化制造系统的应
用，同时又可以促进先进制造和信息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系统的研究与发展。
在分析了网络化制造的基本特征之后，我们给出网络化制造的定义和解释。
网络化制造：网络化制造是企业为应对知识经济和制造全球化的挑战、实施的以快速
响应市场需求和提高企业（企业群体）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一种先进制造模式。通过采用先
进的网络技术、制造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构建面向企业特定需求的基于网络的制造系统，
并在系统的支持下，突破空间地域对企业生产经营范围和方式的约束，开展覆盖产品整个生
命周期全部或部分环节的企业业务活动（如产品设计、制造、销售、采购、管理等），实现
企业间的协同和各种社会资源的共享与集成，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地为市场提供所需的
产品和服务[2]~[5]。
网络化制造定义中所指的网络技术包括 Internet、Intranet 和 Extranet 技术；企业间协同
包括产品设计协同、制造协同、供应链协同和商务协同；社会资源包括制造资源、智力资源
和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先进制造技术与网络技术结合的先进制造模式，网络化制造为企业指
出了在网络环境下，通过企业间协同，集成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开展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结合企业具体应用需求，构建特定的基于网络的制造系统，
为企业的业务运作提供系统和工具上的支持。因此，网络化制造既包括了通用的基础性的网
络化制造模式、理论和方法，又包括结合企业具体需求构建的各种形式的网络化制造系统，
还包括一批支持网络化制造系统的规划、组织、设计、实施、运行和管理的技术。
3. 网络化制造的系统体系结构

图 1 网络化制造的系统体系结构

网络化制造系统总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企业用户以及支持它的一个网络化制造集成
平台[6]。网络化制造集成平台是一个基于网络等先进信息技术的企业间协同支撑环境，它为
实现大范围异构分布环境下的企业间协同提供基础协议、公共服务、模型库管理、使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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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管理等功能，并为企业间信息集成、过程集成和资源共享提供基于服务方式的透明、
一致的信息访问与应用互操作手段，从而方便地实现不同企业间的人员、应用软件系统和制
造资源的集成，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网络化制造系统。网络化制造集成平台又可以分成三层，
自底向上分别是：基础层、应用与使能工具层、网络化制造应用系统层。因此，网络化制造
系统的体系结构一共分四层，如图 1 所示，各个层次的功能依次如下：
（1） 基础层：主要为实施网络化制造提供基础的支持，包括基础数据库、相关的技
术基础、网络化制造相关标准与协议等；
（2） 应用与使能工具层：包括各种实施区域网络化制造所需要的应用软件系统和使
能工具；
（3） 网络化制造应用系统层：它包含了企业实施网络化制造所需的最主要的功能；
（4） 企业用户层：通过互连网络实现企业互连，在项目管理和过程管理系统的支持
下开展企业网络化制造实际应用。
上面提到的网络化制造集成平台属于基础性通用集成平台，结合具体企业的实际需求，
可以发展出多种特定的网络化制造专业化集成平台，如，构建基于 ASP 方式的支持资源共
享的网络化制造资源共享平台，支持异地协同产品开发的网络化产品协同设计平台，支持产
品销售与服务的网络化产品定制服务平台，面向区域/行业企业群体的电子商务与供应链平
台，支持虚拟企业运作的动态联盟管理平台等。
4. 制造网络的概念与特征
4.1 制造网络的基本概念
网络化制造的目的是将分散在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组织和个体中的各类资源有效地组
织起来，形成一个制造网络，通过制造网络使用户能够像目前从 Internet 上获得信息一样方
便地获得各种制造服务，并在制造网络的支持下方便地形成面向特定企业制造需求的专业化
应用系统，实现企业间的商务协同、设计协同、制造协同和供应链协同。在给出制造网络的
概念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网格技术。
网格是构筑在 Internet 上的一组新兴技术，它通过高速的网络连接地理上广泛分布的资
源（包括高速连接的异构计算机、数据库、科学仪器、文件和超级计算系统等），并且屏蔽
它们的异构性，最终实现动态的、多管理域的虚拟组织资源共享及问题解决[7]。网格是下一
代的网络，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方向，与目前的网络技术相比较，它彻底打破了数据、经验等
知识资源的地域限制、打破了已有网络计算能力的限制、打破了传统网络设计与制造协作方
式的限制，因此基于网格技术构建支持制造企业协同的制造网络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发展前
景的研究方向，下面我们给出制造网络的定义。
制造网络：制造网络是实现企业和社会资源共享和集成，支持企业群体协同运作和管理
的集成支撑环境。它基于网格和相关先进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通过网络将分散在不同企业
和社会群体中的设计、制造、管理、信息、技术、智力和软件资源通过封装和集成，屏蔽资
源的异构性和地理分布性，以透明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各类制造服务，使企业或者经营个体能
够以请求服务的方式方便地获得所有与制造相关的服务，能够像使用本地资源一样方便地使
用封装在制造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实现各类资源的集成和优化运行，并为构建面向企业协制
[2]
造特定需求的制造网络应用系统提供协同工作支持环境 。
4.2 制造网络的特征
基于制造网络，未来的企业、甚至个人能够像获得水、电、汽、Internet 上的信息一样
方便地从网上获得各种所需的制造服务，因此，从运行方式和形态上，制造网络与目前的
Internet 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制造网络旨在为企业提供的是制造服务，这有别于 Internet 提供
的信息服务，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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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动性：制造服务需要支持用户和服务之间的交互。
（2） 实时性：制造服务必须实时地反映实际设备和设计单元等的状态，并实时响应
用户提出的操作需求。
（3） 多方协同：用户应该能够集成多种不同的制造服务，通过多个制造服务之间的
协同工作满足用户需求。
（4） 周期长：与信息服务相比，某些制造服务的周期会很长。
（5） 数据量大：与 Internet 提供的页面信息相比，制造服务需要传递的数据量大。
（6） 功能与结构复杂：提供制造服务的系统的结构比较复杂。
（7） 专业化程度高：制造服务具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
（8） 知识密集：制造服务具有知识密集的特征。
（9） 用户多样化：制造服务的用户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上述区别构成了制造网络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构建制造网络需要采用先进的网
络和信息技术，如网格技术、多代理技术、标准与规范技术等。
制造网络的系统体系结构
制造网络是在 Internet 环境和网格等相关技术支持下构建的面向制造的虚拟网络，其物
理网络还是目前的 Internet。制造网络在形态和运行模式上非常类似于目前的 Internet，它采
用与 Internet 提供信息服务类似的方式为制造企业和个体提供面向制造的各类服务，并以支
持服务之间的协同来实现企业的协同。
5.1 制造网络的系统体系结构
在系统的体系结构上，制造网络呈现多层结构，如图 2 所示。每个层次的功能如下：
5.

图2

制造网络的系统体系结构图

（1） 基础网络层：基础网络层位于制造网络的最下层，它以 Internet 为核心，为制造
网络环境中的资源和企业间的互联提供基础的网络环境。
（2） 单元与基础协议层：单元与基础协议层为制造网络的构建和运行提供共性和基
础的技术支持，包括基础库、资源单元和基础协议。基础库为制造网络的运行提供共性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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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模型和资源库，包括企业模型库、制造资源库、基础数据库和知识库等；资源单元为制
造网络提供基础的单元设备、技术和软件，包括制造单元、设计单元、智力单元等；基础协
议是构建制造网络所必须遵循的协议，包括制造网络协议及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等。
（3） 资源封装层：资源封装层采用网格技术对各类独立运行的资源进行封装，将局部
资源封装成为可供网格上所有应用共享的全局资源，并通过网格技术屏蔽资源的异构性，以
一致透明的方式供应用对其进行访问。
（4） 网格中间件层：网格中间件层为实现基于网格计算的制造服务和服务协同提供基
本的功能，例如，远程过程管理、资源的协同分配、信息安全、服务质量、资源的预定与交
易等，并为开发基于网格的制造网络应用提供语言/编译器、类库、应用编程接口、集成开
发环境等。
（5） 制造网络使能层：在网格中间件提供的编程环境和网格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制造
网络使能层提供开发和运行制造网络应用系统所需要的使能工具，例如，注册管理与服务管
理工具、服务发现与服务访问工具、协同工作支持环境与集成平台、资源优化调度工具等。
在这些使能工具支持下，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开发面向特定应用需求的制造网络应用系统。
（6） 制造网络应用层：在制造网络下几层功能的基础上，根据特定企业协同应用的需
求，制造网络应用层重点开发专业化的制造网络应用系统，例如，基于制造网络的产品数据
管理系统、协同设计与制造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等，从而为企业间的协同提供实用的软件
支持工具和环境。
（7） 制造网络入口层：制造网络入口为用户提供基于 WEB 的统一的和安全的用户界
面，使不同地点、不同身份的用户能够以一致的界面访问制造网络提供的各种服务。
（8） 企业协同层：在制造网络的支持下实现企业间的协同，包括商务协同、制造协同、
设计协同和供应链协同等。实现企业协同是制造网络构建和运行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提升
企业群体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9） 制造网络运行管理系统：制造网络运行管理系统跨越制造网络的多个层次，为制
造网络的构建和运行提供支持，完成对制造网络上运行的用户和资源的管理、监控和应用协
调，包括制造网络上的用户管理、接口管理、安全管理、运行监控、资源优化调度、服务代
理管理和协调策略管理等功能。
5.2 基于多代理的制造网络软件系统功能结构
由于制造网络是一个运行在大范围分布环境下的异构系统，它包含多种企业实体、多种
运行模式，还包含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所有功能。根据协作的目的不同，这些分布式的系统之
间还要能够快速灵活地进行重构，由于不同的企业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实体，所以
组成企业间协同系统的各个企业同时还要保持自治的特性。因此，基于制造网络构建的应用
系统应该具有可重构、支持企业间协作、支持多种运作模式、保持协作企业个体自治性的特
性。
根据以上介绍的制造网络的特性需求，本节提出了一种以网格技术为基础，建立在多代
理系统协调控制框架与支撑工具基础上的制造网络的功能体系结构，见图 3。有关代理与多
代理技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文献[8]。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基于网格和多代理系统技术的制造网络由多代理系统协调框架、代
理封装接口、基础库、基于 AGENT 的使能工具集、制造网络运行管理系统、制造网络应用系
统多个软件实体组成。其中，每个资源单元、封装接口软件和经过封装形成的代理单元独立
运行在不同的计算机环境中，属于局部软件单元。而多代理系统协调框架、基础库、制造网
络运行管理系统、使能工具、制造网络应用系统则运行在全局的分布式环境中，属于全局软
件系统。
多代理系统协调框架为基于多代理系统的制造网络的构建和运行提供基础的集成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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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框架。在 Internet 环境和多代理系统协调框架的支持下，基于网格和多代理技术开发
面向不同单元和用户的代理封装接口，通过这些封装接口将每个独立的资源和用户变成具有
与其他代理单元协作能力的软件代理，如用户交互代理，智力单元代理，制造单元代理，软
件单元代理和计算单元代理等。每个单元代理具有软件代理的特性，可以自主管理自己的运
行，并且能够自主决定与其他代理的协作方式。代理封装接口软件运行在每个分布资源所处
的计算机环境中，代理封装接口软件在设计实现时需要综合应用网络、网格、代理、分布式
计算等多种技术，面向制造（智力、软件、计算）资源单元封装的接口软件首先要实现局部
资源向全局共享资源的转化（基于网格技术的基础支持工具，如 Globus 的 Toolkit 等），并
屏蔽资源的异构性，其次要实现普通的软件单元向具有智能特性的单元代理的转换，并将所
封装单元提供的服务和访问方式以符合制造网络标准和规范的格式对外发布。经过代理封装
接口软件进行封装后所形成的单元代理除了能够对外提供封装的资源能力外，还需要具有与
其他单元代理进行协调的能力，另外，每个单元代理还要维护一个供代理进行推理和决策用
的本地局部知识库。面向用户交互的代理封装接口则要为用户提供一个智能化的用户交互界
面。

图3

制造网络的软件功能体系结构

在多代理协调控制框架下，制造网络的所有基本服务功能、使能工具、应用软件系统、
平台管理工具都封装成代理，所有功能之间的协作都是代理之间的协作。企业的各项业务功
能、资源、信息都以代理能力的形式在集成平台上进行注册，不同企业的业务需求以代理的
请求方式进行发布，并根据系统中定义的代理之间的协调策略进行业务伙伴选择、业务过程
协作、业务过程管理等。不同代理之间的组合可以形成满足不同需求的制造网络特定应用，
如具有产品设计功能的代理、产品协同设计管理代理、信息服务代理、过程服务代理、以及
负责协调代理之间运行管理的协调代理就可以形成一个面向产品协同设计的多代理应用系
统。
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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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制造业是网络化、全球化、虚拟化的，它的总体目标是要达到快速设计、快速制
造、快速检测、快速响应和快速重组。本文对制造网络的概念、特性、体系结构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网格和多代理技术构建与运行制造网络系统的基本设想，我们相信
制造网络的研发将为充分利用制造业优势资源、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制造服务业、推动制
造业网格应用软件产业的发展、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创新体系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制
造业网络应用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将为更广范围的、基于网格技术的商业应用服务系统的研
制提供经验。制造网络的研究、实施与应用将对促进我国区域制造群体和产业链国际竞争力
的提高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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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Manufacturing and Manufacturing Network
FAN Yu-shun，ZHANG Li-qing，LIU Bo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Ta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ed manufacturing system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trend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of
networked manufacturing are introduced, and a general architecture composed by the users and
the networked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platform is proposed. After studying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concept of grid-based Manufacturing Network
is put forward. The features and architecture of Manufacturing Network are described. Finally, a
pattern based on grid and multi-agent technologies is presented for implementation and op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Network system.
Keyword：Network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Network, Grid, Multi-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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