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05月

单位：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J7整车智能工厂数智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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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标

Ø 商用车国际化竞争局势加剧，解放必须尽快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国际竞争力，支撑公司“3456”战略目标达成，挑战50万销量；

Ø 全面对标奔驰、斯堪尼亚、Volvo等国际知名重卡产品的全过程制造工艺，打造“中国第一、世界一流” 的高端产线；

Ø 新建车间的生产手段与装备国际领先，从J7重卡的装配开始，将解放公司从产品到制造做一个整体提升，使产品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奔驰 斯堪尼亚 沃尔沃J7

VS

高质量、高效率地制造出用户满意的产品，
提升员工便利和用户体验。

J7智能工厂项目核心指标

序号 维度 指标 目标值 序号 维度 指标 目标值

1

质量

整车直通率指标
（一次静检合格率） ≥93%

10

安环能卫

国家法规满足 100%

11 安全防错装置配置
率 　 100%

2 整车一次入库合格率 ≥96% 12 人车分离 100%

3 整车产品AUDIT指标 1.8级 13 劳动强度-搬运单件
重量 ≤15kg

4 实现数据自动采集的
关键特性SPC覆盖率 100% 14 噪音值 ≤78dB(A)　

5 关键力矩定扭拧紧率 100% 15 自动化 装配自动化率 5%　

6 关键质量在线受控率 100% 16

信息化

关重信息采集率 100%　

7

效率

设备可动率 98% 17 无纸化率 90%

8 人均小时产量 ≥0.0415
当量/人*时 18 关重信息目视化率 100%　

9 线平衡率 ≥80% 19 智能化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
度（1-5级）

 必达3级，挑战
4级

Ø 定位于“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高端智能
化生产线，智能化水平在行业领先，打造智
能制造标杆工厂。

Ø 全面对标行业最佳实践和跨行业的成功经验，
引入优质供应商的最佳解决方案，保障技术
领先。

Ø 结合未来数字化发展趋势，开展新技术的应
用与探索，同时为未来先进技术扩展做好发
展预留。

n 目标

n 背景

表1-J7智能工厂核心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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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
搭建J7数智化工厂的规划架构，将先进制造技术与新一代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构建“一张网、三个流、四平台、四融合”为
核心的数智化制造体系，打造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制造的智能制造新模式。

Ø 智能执行

注释：一张网（工业物联网）、三个流（产品数据流、订单数据流、制造数据流 ）、四平台（智能装备平台、数
字化工艺平台、制造运营平台、制造大数据智能决策平台） 四融合（研发与工艺融合、工艺与制造融合、订单与
制造融合、IT与OT融合）

图1-数智化工厂规划架构

Ø 数智建设

生产管理系统

控制系统
（上位机）

智能装备
（自执行、自感知、自决策）

计划、参数下发

执行结果
运行状态

执行结果
运行状态

执行指令

面向质量和效率提升，配置行业领先的工艺装备：

图2-智能执行装备特点

Ø 自动化
先进装备引领技术创新：轮
胎装配、前风窗涂胶、物流
配送…
Ø 柔性化
满足中重型多平台车型：线
体AGV、加注设备、拧紧设
备、检测设备…
Ø 数智化
结合智能控制实现自感知、
自执行、自决策

数据连接平台建设 集成应用

ü 数字化工艺平台
（DPS）

ü 制造运营管理平
台（MOM）

ü 物流执行系统
（LES）

ü 设备中控系统建
设

ü 网络基础建设
ü 设备联网与IOT

数据采集

ü 数字化系统集成，
数据流贯通

ü 数字化场景开发
ü 制造大数据智能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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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n 智能执行

协同国际一流制造解决方案提供者，共同结合解放产品和工艺特点打造先进实践，实现智造技术5项商用车行业首创、7项商
用车行业领先。

轮胎全自动智能随行装配
（国际商用车行业首创）

车架立体智能编组
（国内商用车行业首创）

车架功能孔位智能激光打刻
（国内商用车行业首创）

工具及备件无人化智慧管理
（国内商用车行业首创）

整车ECAS智能在线标定
（国内商用车行业首创）

智能拧紧装配
（国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整车智能检测线
（国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全自动涂胶装配系统
（国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总成在线分布式电检
（国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智能化物流配送
（国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智能随行加注系统
（国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基于订单管理模式的电控数据
刷写及检测

（国内商用车行业绝对领先）

机器人与AGV随行作业、多
视觉技术融合 自动卸货入库、智能编组 3D视觉、激光打刻、机器人

自动化、信息自动获取
立库+堆垛系统、机器人引导
取货、工具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线自动测量标定、结果自
动上传

扭矩智能管理、智能防错技
术应用

多项领先技术集成、中控系
统智慧管理、全自动测量

3D视觉引导、在线质量监控、
胶型数据智能分析

分布式检测、数据档案化管
理

生产实绩准时化拉动、全过
程无人配送

智能防错报警、油品切换提
示、加注参数自动获取与结
果上传

订单式个性化管理、虚拟订
单柔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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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五级运营可视化，落地设备
能源智慧管控、质量预警等11个
智能决策场景。

创新点
n 数智建设

采用全三维数字化设计与虚拟仿真技术，打通DPS、MOM、LES等数字化系统，核心业务“端到端”数据集成，落地智能排
产、质量闭环预警、能源智慧管控等智能化应用，深化数字孪生场景，全面提升制造快速响应能力。

图3-工厂数字孪生技术应用

 全过程全要素互联互通与数据采
集，涉及95个集成关系，147项数
据接口，每日产生40余万条数据

 搭建以MOM/LES/DPS为核心的
数字化运营体系，业务99.3%数
字化上线

打通产品、订单、生产三大数据
流，研发与工艺、工艺与制造、
订单与制造、IT与OT端到端数字
融合

万物互联 系统建设

数字融合  数智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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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及横展

n 支撑经营

n 方法固化

质量 成本 效率

总结项目建设经验，育成数智化落地工作法，形成数智化工厂落地
方法论。

2022年12月投产

2022年6月投产

2023年6月投产

2022年12月投产

广汉

佛山

长春

无锡

n 新基地数智化建设横展

Ø 整车AUDIT评审等级1.8

Ø 整车关键质量在线受控

率100%

Ø 质量数据100%可追溯

Ø 劳动成本降低20%

Ø 能源费用降低30%

Ø 设备可动率98%

Ø 人均劳动效率提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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