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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和专利分析的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态势研究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d patent analysis
付英 张爱宁
（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甘肃省科技评价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加速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同产业间的边界渐趋模糊，
智能制造作为新兴产业爆发领域，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巨大。本文运用词频统计法、可视化知识图谱法、内容分析
法等多种文献计量方法，系统分析我国智能制造领域研究的现状，深度发掘该领域研究热点和趋势。研究结果显
示，自 1992 年以来我国智能制造领域的研究文献呈逐年增加趋势，核心作者和期刊分布较散，研究范围较广，热点
话题相对集中于智能制造发展情况、企业管理、制造强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物联网等领域，研究趋势更倾
向于智能制造技术、标准化研究和智能制造理论体系，可见，现阶段我国智能制造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关键词：智能制造；热点与趋势；文献计量；知识图谱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four new economies" based on new technology, new industries, new formats and new models are developing in depth.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industries are becoming blurr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s an emerging industry
outbreak area, has great development space and potentia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visual
knowledge atlas, content analysis and other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authors and journals is obviously different. The research scope is wide. The
hot topic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s of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manufacturing pow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technology, Internet of Things, etc. The research trend is
more inclined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The theory system of
manufacturing shows tha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is developing rapidly at this stage.
Key word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focus and trends; bibliometrics; knowled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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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国家保持竞争力、经济健
康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尤其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
战略，将智能化制造纳入到其长期发展战略当中，推进国家
产业分工重塑，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争夺产业链
和价值链高地，中国制造业也迎来了历史性机遇与挑战 [1]。
英国学者保罗·麦里基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
机器人、增材制造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业。从某种
程度上说，智能制造开辟了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
的新空间，促进了二三产业的交叉融合，推进企业的组织
形态向生态主导型转变，推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进一步
发展。2015 年，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计划，把互联
网放在突出位置，将智能制造将作为产业融合发展的主攻
方向，推动“互联网＋”与“中国制造 2025”紧密融合，推进
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 [2]。
从现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智能制造研究涉及智能
技术、制造技术、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其研究文献较为丰
富，涉及面较广，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 [3]。加之受《中国制

造 2025》政策的影响，我国智能制造领域研究文献数量激
增，
“工业 4.0”
“大数据”、
“智能化”等新的关键词现。因此，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的方法，采用 1992-2018 年CNKI来源期
刊中，关于智能制造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
析，对于厘清研究现状、聚焦研究热点、审视研究局限、探
明发展前景动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为这一议
题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全面的参考和借鉴，对于进一步推进
智能制造的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

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该数据库为检索工具，检索条件为“篇名=智能
制造”，检索关键词为“精确匹配”方式，时间跨度为 19922018 年，检索结果为 5036 篇，剔除外文文献后，共检索文
献 4258 篇。为确保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和可行
性，本文综合运用数据过滤法、数据拆分法、数据降维法等
多种数据清洗方法，从研究宽度和研究深度两个维度，剔除
与主题不相符的会议纪要、会议通知、新闻评论、技术简介、
网络报道等1467条非研究性文献后，
最后得到2791条记录。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共词分析、信息可视化等方法，揭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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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国智能制造领域文献研究现状和特性，预测研究热点与未
来趋势。

2

我国智能制造研究态势

2.1 年度载文量统计分析
论文年度载文量能够反映某一个研究领域在某一个时
间段内的研究动态和趋势 [4]。从下图文献年份数量分析中
可以看出，该领域在CNKI中收录最早始于 1992 年，由华中
科技大学的杨叔子院士率先开展研究。整体上分为 3 个阶
段：1992-2011 年，智能制造研究文献在我国处于探索阶段；
2012-2014 年期间基本呈逐步上升的趋势，2015-2018 年，
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总体上看，我国该研究领域论文年发
表数量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 2012 年和 2016 年分别提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 2025》之后，论文数
量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高峰期，这说明智能制造研究领域
具有很大的活力。可以预见，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今后智能制造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研
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类；对不同表述的关键词进行统一表述替换；对单次出现的
关键词予以删除，进行筛选和整理后共得到关键词1542个。
经过统计分析智能制造领域出现频次高于 60 次的关键词，
发现该领域研究热点是：智能制造、企业管理、产业创新、
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系统和技术、智能装备和产品、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工业 4.0 等，并可预测这
些热点未来的研究趋势。
表1

智能制造研究领域排名前 10 位的高产作者
算数统计

序号

作者姓名

智能制造领域论文年度载文量分布图

2.2 核心作者统计分析
学者是推进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学术论文是
其科研产出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在该领域的学术贡献
水平 [5]。统计数据显示，该领域 85.26％的作者仅撰写 1 篇
论文，分布较为分散。按照普赖斯的理论，发表论文数位
ｍ篇以上的作者为杰出科学家即核心作者，其中m=0.749
（nmax）1/2，nmax 为发文量最多作者的发文篇数 [6]。测算显示，
m=2.90 篇，核心作者群体的发文量在 3 篇及以上，顾硕成
为该领域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达到 15 篇。从下表中可以看
出，该领域的高产作者主要有：顾硕、黄丽萍、沈烈初、宋
慧欣、姜红德、梁秀璟、李伟、郭朝晖、袁春妹等，发文量都
在 10 篇以上。为更直观显示智能制造领域高频作者，运用
加权统计法，量化作者在该领域的权重，按作者加权统计，
路甬祥、彭瑜、谭弘颖 3 位作者超过李伟（6.9405）、袁春妹
（5.3000）、杨叔子（2.9000），见表 2。因此，这些学者可作为信
息伦理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推动了我国智能制造研究的
发展。需要说明的是，核心作者发文量约占该领域总发文
量的 50%时，即可形成学科高产作者群 [7]。经测算，该领域
核心占论文总数的 12.93%，远低于 50%的要求，该研究领
域稳定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
2.3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数据清洗后，该领域研究中关键词总计 5865 个。为便
于统计分析和热点总结，对同义关键词进行合并，归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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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姓名 作者加权统计

01

顾硕

15

01

顾硕

15.0000

02

黄丽萍

12

02

黄丽萍

12.0000

03

沈烈初

11

03

沈烈初

11.0000

04

宋慧欣

11

04

姜红德

11.0000

05

姜红德

11

05

宋慧欣

10.6667

06

梁秀璟

10

06

梁秀璟

10.0000

07

李伟

10

07

郭朝晖

10.0000

08

郭朝晖

10

08

路甬祥

9.0000

09

袁春妹

10

09

彭瑜

9.0000

10

杨叔子

10

10

谭弘颖

8.6667

表2

图１

加权统计
论文数

智能制造领域高频关键频次（60 次及以上）

关键词

频次

智能制造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2297

制造业

146

工业互联网

86

企业管理和创
新

428

产业转型升
级

126

加工工业

86

中国制造 2025

257

智能工厂

122

大数据

78

机器人

239

智能制造技
术和系统

110

工业 4.0

72

智能装备和产
品

163

数字化车间、
108
数控机床

智能化应用

72

人工智能

151

88

机电一体化

60

物联网

2.4 核心期刊统计分析
对于某一特定的学科或专业而言，大量的论文发表集
中分布在极为少数的核心期刊中，通过筛选锁定核心期刊，
可以有效收集该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前沿动态和研究热点[5]。
经分析，该研究领域论文分布在 899 种期刊上，有 1467 篇
文献出现在消息、报道之中，论文发表期刊分布相对分散，
载文量最多达 69 篇，最少仅为 1 篇。其中，智能制造领域
的中文核心期刊是排名前 21 位的期刊如下表所示。将已
发表的 2791 篇论文的相关期刊分成三个区：①刊载 10 篇及
以上的期刊数量 55 个，载文量 1074 篇，载文占比 38.48%；
②刊载 2~9 篇的期刊数量 198 个，载文量 914 篇，载文占比
32.75%；③刊载 1~2 篇的期刊数量 646 个，载文量 8.3 篇，载
文占比 28.77%。分析显示，各区相关论文数约占三成左右。
2.5 研究机构统计分析
统计 1992-2019 年论文所在的期刊，智能制造研究论
文共分布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上，其中，以高校和科研
院所为主。按照区域分析法得出，智能制造领域的研究机
构排名前 10 位的单位分别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械

综 述
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占比 23.43%；中国工
程院，占比 12.9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占比 9.79%；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占比 9.44%；
《金属加工》杂志社，占比
8.74%；华中科技大学，占比 8.04%；中国工业报社，占比
7.34%；浙江大学，占比 6.99%；清华大学，占比 6.64%；中国
机械工程学会，占比 6.64%。
表3

智能制造领域主要期刊频次（前 21 位）

排
名

期刊名称

频
次

排
名

期刊名
称

频
次

排
名

期刊名称

频
次

1

自动化博
览

69

8

航空制
造技术

30

15

中国橡胶

22

2

制造技术
与机床

48

9

智能制
造

30

16

装备制造

22

3

金属加工
（冷加工）

48

10

中国信
息化

29

17

物流技术
与应用

20

4

纺织服装
周刊

40

11

汽车工
艺师

27

18

中国纺织

20

5

中国电子
报

39

12

中国设
备工程

26

19

智慧中国

20

6

中国仪器
仪表

34

13

智慧工
厂

25

20

中国战略
新兴产业

19

7

中国工业
评论

34

14

电气时
代

23

21

纺织机械

19

图2

3 我国智能制造研究领域热点与趋势分析
3.1 研究热点
为全面了解智能制造的相关技术发展，从专利角度分
析了基于关键词的智能制造相关论文热点主题。从下图可
以看出，我国智能制造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中国制造 2025、
智能制造技术和系统、人工智能、工业 4.0、智能化和自动
化等主题。经检索Incopat专利数据库发现，2010-2018 年
中国共申请智能制造相关专利 743 件，稳居世界第一，其
中申请量排名前 10 的省份为广东（26.12%）、江苏（12.16%）、
浙 江（7.93%）、安 徽（7.55%）、山 东（5.88%）、北 京（5.12%）、上
海（5.12%）、湖北（3.20%）、重庆（3.07%）和四川（2.94%）。国
内授权专利共计 213 件，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148 件，发明
专 利 40 件，外 观 设 计 专 利 25 件。 全 球 排 名 前 10 的 申 请
人为佛山海格利德机器人智能设备有限公司（3.32%）、刘
道灵（1.79%）、旌德县瀚海星云智能化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1.40%）、阜阳盛东智能制造技术研发有限公司（1.40%）、肇
庆乐创科技有限公司（1.28%）、重庆大学（1.28%）、KYRAZIS
DEMOS（1.15%）、佛山市三盟新能源有限公司（1.15%）、浙
江大学（1.02%）、苏州富纳艾尔科技有限公司（1.02%）。根
据国际专利分类（IPC），智能制造领域专利各部占比由多到
少分别为：B部（45.83%）、G部（42.63%）、H部（12.03%）、C部
（3.32%）、F部（2.81%）、A部（2.30%）、D部（1.02%）、E部（0.76%），
由此可见，该领域专利主要集中在作业、运输部和物理部
两大部类中。
3.2 趋势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

基于关键词的我国智能制造相关论文热点主题分布

系，积极布局智能制造发展，但全球范围来看距离智能制
造发展前端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从经济发展、技术职称、
产品质量等方面整体来看，我国入围世界 500 强企业的平
均利润比美国低 3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通用计算机
CPU、基础软件等都依赖进口，通用零部件、模具等产品使
用寿命远低于国外先进水平。经检索数据对比和文献分析，
物联网、CPS、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信息传递技术等成为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8]，国内智能制造产业未来发展
如要呈现以下趋势 [9-11]：一方面，工业机器人、智能数控机
床、3D打印、智能传感器、智能物流仓储等领域是重点研
发方向。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未来智能制
造逐渐向传统产业领域渗透，转向提供高附加值衍生服务，
实现“AI+”的广泛应用。

4

结果与讨论

综上研究显示，国内智能制造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研究成果。目前，智能制造文献正呈指数模式快速增长，
该学科正处于发展时期，尚未到成熟时期，发展空间较大。
在研究热点问题方面，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技术和系
统、人工智能、工业 4.0、智能化和自动化等问题是该领域研
究的重点。从期刊属性和作者群来看，行业专业性研究类
期刊较多，稳定的核心研究群体尚未形成。最后，需要指出
的是本研究着眼于CNKI的相关文献和Incopat专利数据库，
由于数据量的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可能会使研究结果
不够全面，探究“互联网+智能制造”的新模式，发展工业
4.0 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意义重大，这已成为当前许
多学者的共识，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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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设计阶段的绿色理念在施工中无法实现，或许是设
计阶段忽视了施工的客观因素和条件。这直接影响了绿色
建筑的普及和实现。
2.3 缺乏完善的评估标准
在我国，绿色建筑技术的使用正在逐步普及，但是在
设计人员与开发商进行建筑设计与建筑活动时缺乏一套完
善的评估体系。科研界也缺乏研究成果去判定这些技术的
使用是否会提高建筑物的绿色水平。即使建筑从业人员在
建筑设计过程中运用了绿色环保技术，但目前仍没有一套
健全的评估体系对这些技术是否会提高建筑的绿色水平去
进行判定。现在我国绿色建筑的评估多是依赖专家经验进
行判定，而没有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量化评估
标准。这往往会造成一些绿色技术被误评为非绿色技术，
会对开发商建造绿色建筑的热情造成削弱。因此，绿色建
筑领域急需统一的、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量化评估标准。
2.4 缺乏激励政策支持
目前，我国在绿色建筑配套法规上面多采用强制性、
惩罚性要求，缺少必要的激励性政策。开发商在建造建筑
时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他们自身利益，想方设法使其利益最
大化。而绿色建筑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必然会对其利益
造成亏损。如果没有合适的补贴政策，那么很少会有开发
商来建造绿色建筑。其实我国早在 2011 年就颁布了《中国
绿色建筑行动纲要》，提出要使用“以奖代补”的策略促进
绿色建筑行业发展，但是具体的政策目前还没有出台。

3

解决我国绿色建筑发展问题的对策

3.1 加强绿色建筑知识的普及宣传
只有让大家都了解绿色建筑，才能增加对绿色建筑的
热情，才能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研究这一行业。一方面，政
府和建筑龙头行业要加大在社会各方面的宣传，通过网络、
广告、明星代言等多维手段宣传绿色建筑理念，让更多的人
正确认识绿色建筑的内涵，摒弃绿色建筑等同于高科技高
成本建筑的错误观点，从而激发社会对绿色建筑的热情和
接受程度；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传统建筑缺点的宣传，
使社会意识到传统建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并让公众
获知如果能够在建筑设计时因地制宜，绿色建筑的实现并
不会增加很多成本。通过种种手段，促使绿色建筑消费市
场的形成。此外，建筑从业人员的素质和绿色意识也是影
响绿色建筑行业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教育引导和知识培
训，提高材料制造商、建筑设计方、建筑建造方各参与人员
的环保意识、绿色建筑实施技能，促进绿色建筑行业发展。
3.2 健全绿色建筑的评估体系

目前评估多采用定性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存在着主观
因素过多的问题，因此在健全评估体系时首先要选用合适
的评估办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办法进行评估将更为
科学合理。我国目前的评价体系很古板、僵硬，只有统一的
硬性评价标准，完全没有考虑建筑的实际情况，比如建筑
所在地的环境、建筑的使用年限、建筑的功能等等，非常不
符合实际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完善绿色建筑的评
价体系时，就要细分建筑类型，考虑建筑周边的气候和环
境等外部因素，建立一个灵活的符合我国现状的评价体系。
在设定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时，应综合使用定性指标和定量
指标，并突出定量指标的地位和权重。定量评价指标可以
是建筑设计、建筑制造、建筑使用过程中的材料使用量、能
源使用量。
3.3 增加激励性的经济补贴
开发商设计、建造绿色建筑，是有一定利益亏损的。而
绿色建筑的好处及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层面。
因此如果要顺利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推广绿色建筑应用，建
立有效的激励政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对于开发商来
说，可以通过财政激励、财政补贴、税务减免、低息贷款相
结合的方式，促进其对绿色建筑的热情。对于消费者来说，
可以在其购买绿色建筑时给予一定的贷款利率优惠，提高
消费者对绿色建筑的接受程度。相信，通过对开发商和消
费者的双重激励，绿色建筑市场必定展现出很高的活力。

4

结语

绿色建筑是世界建筑行业的潮流和趋势，我国社会和
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和理解也正在逐步加深。但是绿色
建筑对我国而言依旧是新生事物，处于发展初期，存在社
会对绿色建筑认识不够、缺乏完善的行业评估标准、缺乏
激励政策支持等问题。虽然我国有关绿色建筑的各方面还
都有许多的不足与落后，但只要政府能够重视起来，完善
相关政策，我国的绿色建筑一定会取得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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