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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制造大数据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方法
魏巍，陈政，袁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生产方式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引导企业重视并发挥制造大数据的价值，对革新产品工艺设计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面向企业数据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应用需求，提出一种基于制造大数据挖掘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应
用方法，用于解决企业中制造数据利用率不足等问题。以企业制造数据为起点，提出了“数据 + 知识 + 决策”产品工艺自适
应设计模式，总结了该模式的制造数据挖掘与利用流程，涵盖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数据清洗与预处理、数据变换与降维、数
据挖掘、数据可视化和设计决策 6 个过程。最后以汽车产品焊接工艺为例，建立了焊接工艺参数与焊接缺陷的预测模型，以
改善焊接工艺并提高焊接质量，实现制造大数据驱动的焊接工艺自适应设计。研究表明，制造大数据蕴含丰富的知识与模式，
可以指导产品设计决策，支持实现不同制造环境下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面向未来，建议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与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5G）等新兴技术的结合，增加对大数据平台、算法设计平台研发的投入，激发制造大数据与产品工艺设计的更
大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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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duct Process Adaptiv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Manufacturing-Related Big Data
Wei Wei, Chen Zheng, Yuan Jun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As digital and smart production methods being applied widely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alues of manufacturing-related big data,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 process design.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
product process adaptiv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manufacturing-related big data. This method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enterprises for data–business deep integration and it is used for solving the in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related data among
enterprises. To this end, a product process adaptive design model “data + knowledge + decision” is proposed and the data mining and
utilization processes are summarized for the model, namely,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fusion; data cleaning and preprocessing;
data conversion and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data mining; data visualization; and design decision. Subsequently, the automobile
welding process is used as an example. A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lding parameters and welding defects is
established, aiming to improve welding quality and realize welding process adaptive design.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manufacturingrelated big data contains rich knowledge and patterns and thus can guide product design decisions and support the product process
adaptive design under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s. In the future,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related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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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制造大数据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方法
with product process design, the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with 5G technology should be promoted and investment should be increa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algorithm design platforms.
Keywords: product process; adaptive design; manufacturing-related big data; data mining; knowledge discovery

一、前言
目前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快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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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现代工业技术迅速结合，产生了众多新型生产
制造模式，如智能制造、数字孪生等 [1]，数据驱
动成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途径与重要手段。随着
数控机床、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和其他设备器件的
大量应用，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获取到大量制造
数据 [2]。同时，这些制造数据呈现出典型的大数

产品工艺
辅
设计
助
计 设
决
策

的迭代和优化设计，提高产品工艺设计对制造环境

据

收

集

产品制造

知识
据

数

数据

掘

挖

现

发

识

知

据特性 [3]，数据背后隐含的关联规则与制造知识
尚待发现，需要进行数据挖掘以有效指导产品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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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工艺设计与数据驱动流程图

注：MES 表示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管理系统。

的适应性。
传统的产品工艺设计方法通常是基于仿真与
实验来进行的 [4~6]，产品工艺设计与数据驱动流

策 中；Zhang 等 [12] 通 过 挖 掘 分 析 用 户 评 论 数 据
以优化产品创新，不断更新产品市场；Kretschmer

程，如图 1 所示。具体而言，在新的设计任务出现
后，设计人员借助设计软件进行产品工艺的设计与

等 [13] 研究了数据挖掘在装配工艺设计决策中的
应用；Tao 等 [14,15] 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数字孪生

规划，在实际生产之前试制产品并进行试验验证，

驱动的产品设计框架；Ma 等 [16] 提出了由数据驱

确定最终设计方案后进行实际制造；在实际制造过

动的产品族设计方法并在产品族设计实例中应用；
Fu 等 [17] 举证分享了数据驱动产品创新的指导意

程中，收集机器、刀具、工件等实时数据监控生产
状态 [7]；对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质量检测 [8]，产

见；Yu 等 [18] 讨论了大数据世代产品设计的新模式。

生产品检测数据。而制造数据挖掘的过程就是通过

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多是针对结构化数据展开

分析处理制造数据，探索出产品质量与工艺参数间

的，而对海量、多源、异构的制造大数据进行挖掘

的关系和规律。同时新发现的知识可运用知识库技

时略显不足，需要运用新兴技术进行数据融合、处
理及分析。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数据 + 知

术进行规范化表达与结构化存储，辅助设计优化决
策 [9]，改进产品设计，实现产品工艺的“后向设

识 + 决策”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模式，以充分发挥

计”。目前基于实验与仿真的产品工艺设计方法在

制造大数据在产品设计中的驱动作用。

制造企业中应用相对成熟，而制造大数据驱动的
“后向设计”略显不足，亟需解决产品设计对制造

二、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方法分析

系统环境自适应差、产品迭代与版本更新滞后等
问题。

随着数控机床、传感器在生产车间中的广泛使

数据挖掘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质是从海
量数据中提取、分析、发现知识 [10,11]。近年来，

用以及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制造

研究者对制造大数据的应用非常重视，进行了很多
研究。Köksal 等 [8] 综述了 1997—2007 年间数据挖

越来越快。如何充分发挥制造数据的价值，成为企

掘在产品质量改进方面的应用情况；Ferrerio 等 [7]

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将数据挖掘应用于飞机零部件钻孔工艺的优化决

手段，它可以充分挖掘制造数据的潜在价值，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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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集到的制造数据越来越多，数据增长规模也
业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机遇。“数据 + 知识 +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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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工艺的自适应设计，促进产品服务和产品质量

达到 40~80 fps。为实现时序数据与其他类型数据的

的提升。

匹配和融合，需对时序数据进行下采样，运用平均

数据驱动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模式的数据挖
掘过程，如图 2 所示，具体步骤为：①从制造系统

值、方差等方法反映某一阶段的加工状态。

中产生的数据出发形成制造大数据，包括结构化数

需要提取图像中的信息以进行结构化表达。传统图

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其中非结构化数据通过特征提

像信息的提取是由人手动完成的，效率较低。但随

取与信息提取等方式进行结构化处理，实现异构数

着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应用，机

据融合；②对海量数据进行选择与抽样，使抽样样

器对图像的感知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运用机器进行

本既能体现整体的分布情况，又不提高数据分析计

图像数据的信息提取，将非结构化的图像数据转换

算的复杂度；③对抽样后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与预

为结构化的数据信息。

（2）图像数据的融合。制造系统中的图像数据

处理；④通过数据变换使数据降维，变为低维数
据；⑤进行数据挖掘计算，挖掘数据中隐含的规律、 （二）数据清洗与预处理
模式和模型；⑥以数据可视化方式辅助设计决策，
推动产品的自适应设计。

在数据驱动的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模式中，数
据体量和数据质量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
质量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和有效性
4 个方面，其中，准确性指数据与物理世界相符合

（一）多源异构数据融合
在先进制造系统中，随着传感器种类的增多，

的程度，完整性指数据中有效值所占的比例，一致

产生的信息量不断增大，数据的表现形式也更加复

性指数据对指定约束的满足程度，有效性则表征数

杂。例如，力学传感器与速度传感器工作时产生的

据的价值密度。

时序数据，视觉传感器捕捉图像产生的图像数据，

数据清洗指将“脏数据”清除以提高数据质量，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运行中产生的数据等。

包括数据异常值与缺失值的处理、去噪等。对于数

制造大数据的显著特征是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

据异常值，可以采用距离度量或聚类的方法检测数

性，对制造大数据的统一表达是解决数据融合问题
的关键和难点 [19]。

据集中的离群点，删除与数据集中心距离过大的数

（1）时序数据的融合。在制造过程中通常需要

有效手段，通过数据填充使数据集趋于完整。针对

据点。对于数据集中的缺失值，插值是数据处理的

对机床和工件的状态进行监控，采集速度、应力、

数据中的噪声，可以使用平滑滤波等算法进行去噪。

温度等时序数据，而这类数据的采集帧率较高，可

制造大数据中通常包含大量重复的数据点，对于这

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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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模式的数据挖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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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yi 是离散型变量，回归问题 yi 是连续型变量，
目的是构建一个预测模型 Y = f (X )，对于新的输入

种数据集要进行数据降重，减少数据冗余。

xn+1，预测得到输出 yn+1。

（三）数据变换与降维
制造大数据是制造系统与制造过程的数字化表

（2）聚类分析指用非监督学习的方法将实例分

达，制造系统中收集到的数据越多，对制造系统的

为自然组，基于实例数据背后的隐藏模式，将相似

完整描述就越有帮助，而这却为数据挖掘工作带来

的实例聚集于对应的簇中。聚类分析方法在制造数

维数灾难问题。维数灾难是处理高维数据时遇到

据挖掘中广泛应用，如在故障预测中收集大量的故

的最大问题之一，它不仅影响数据分析算法的时
间、空间复杂度，甚至还会产生数据分析算法不

障实例，根据故障特征进行聚类，发现故障中可能
存在的子类。常用的聚类算法有 K-means 法 [21]、

收敛问题。

最大期望值算法 [22]、贝叶斯聚类 [23] 等。

关性，例如焊接过程中的电压与电流、机床主轴的

（3）关联性分析可以表达为“规则形式”。例如，
“if X then Y”的关联规则可以解释为满足条件 X 的

转速与切削速度等，这种相关性会造成维度的冗余，

某产品很可能也会满足条件 Y。制造大数据中的关

增加不必要的计算，这时数据降维就显得尤为重要。

联性分析是确定设计约束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挖

数据降维指从高维的数据空间中保留合适的特征数

掘关联规则可以发现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从而在

据并剔除冗余数据，降低数据维度。降维后的数据

设计决策时调整设计变量，达到自适应设计的目的。

制造过程中采集的各种数据通常具有一定的相

既能保留原有信息量，又能避免维数灾难。
（五）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指数据在视觉上的直观表现形式，

（四）数据挖掘
制造大数据挖掘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预测与规则

利用图像处理、计算机图形学及用户界面等对数据

提取。数据预测是用已知变量预测其他变量的未来

进行表达、建模和动画演示。数据可视化通常采用

值，数据规则提取则是找到数据中可被理解并可用

散点图、矩阵图、曲面等直观表现形式，在庞大的
数据集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24]，加深用户对数据

于指导产品设计的隐藏规则。常用的数据挖掘方法
有分类、回归、聚类与关联性分析 [20]。
（1）分类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是进行数据预测
的主要方法，都是对特征空间进行映射。分类分析

的理解，加快信息的获取速度。根据数据类型可将
数据可视化分为：高维数据可视化、时序数据可视
化、层次数据可视化和网络数据可视化 [25]。

方法将特征空间映射到离散的变量，回归分析方法
将特征空间映射到连续的变量。分类分析和回归分
析方法的预测过程，如图 3 所示。
首先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T：
T = (x1, y1), (x2, y2), … ,(xn, yn)
n

（1）

式（1）中，xi ∈ R 是输入，yi ∈ R 是输出，分类

（六）设计决策
通过数据挖掘得出的知识与关联模式可用于辅
助设计决策，如决定设计参数、产品架构、工艺流
程等（见图 4）。当新的执行方案确立并下达执行
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制造执行系统中收集产生的
数据。这些数据在设计决策中有两方面的应用：一
是在数据库中存储用于数据挖掘；二是及时向设计
者提供反馈并辅助设计决策，验证产品工艺设计决

数据集

学习模型

学习系统

Y = f (X )
xn+1

预测系统

yn+1

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三、制造大数据在产品工艺自适应设计中的
应用——以数据挖掘为例
为更好地了解制造大数据在产品工艺设计中发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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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的预测过程

挥的驱动作用，以数据挖掘在某汽车产品焊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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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中的应用为例进行介绍。该汽车产品在焊接制

况。图 5 为射线检测过程中产生的焊缝射线图像，

造过程收集到的工艺数据主要有用于焊接过程控制

传统的图像处理方法多是通过专业人员利用经验对

的工艺参数、用于质量检测的焊缝射线图像等。焊

缺陷进行检测评价来进行的，而这种方法存在检测

缝射线图像数据不能直接用于数据分析，需要先进

效率低、对检验人员的技术能力要求高、无法适用

行焊缝射线图像缺陷检测，然后再分析焊缝缺陷与

于大量图像分析工作等问题。为此，可运用语义分

焊接工艺参数之间的关系。

割算法进行焊缝缺陷的自动检测。焊缝射线图像的
语义分割就是将射线图像的每一个像素进行分类，

（一）焊接射线图像缺陷检测

如分为背景、气孔、夹渣、裂纹等。

射线检测是焊接质量检测中广泛采用的方法，
可以精确检测出缺陷的位置、形状、大小及分布情

本文基于卷积神经网络采用“编码器 - 解码器”
的网络结构进行焊缝射线图形语义分割（见图 6）。
对于输入的射线图像，首先进行“卷积 + 批归一化
+ 激活函数”计算，然后使用 2×2 的最大池化层进

数据挖掘

行下采样，在进行 5 次相同的操作后，输入图像的
尺寸变为原来的 1/32。然后反池化操作进行上采样，

数据

同样也进行“卷积 + 批归一化 + 激活函数”计算，
设计决策
产品参数
结构
工艺
……

知识

实时采
集的制
造数据
焊件

反馈
生产
状态

图4

缺陷

焊件

背景

数据挖掘辅助设计决策流程

缺陷

焊件

背景

图5

缺陷

背景

焊缝射线图像示意图

448×448
224×224
112×112
56×56
28×28
14×14
输出
图像

输入
图像

32 64 64
16 32 32

128 256 256
64 128 128
128 256 128
64 128 64
跳跃连接

32 64 32

8 16 16

16 32 16
8 16 8

188
编码器

卷积层；

图6

2

解码器

池化层；

转置卷积；

Softmax层

基于“编码器 - 解码器”结构的焊缝射线图像语义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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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图像恢复到输入图像尺寸。最终使用归一化指

以下，这表明该缺陷检测回归模型具有出色的预测

数函数（Softmax）对输出像素值进行分类并统计

性能，可用于帮助设计人员选择工艺参数，减少焊

各缺陷部分占总像素个数的比例。

接缺陷并提高产品质量。

（二）工艺参数和焊接质量关联性模型
该汽车品牌的汽车在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是钢板

（三）缺陷检测模型在产品工艺设计中的应用
缺陷检测模型可以用于焊接产品的检验过程。

预涂底漆后组对焊接的生产工艺，但产品焊接质量

传统手工测试方法效率低、检查周期长，焊接产

问题突出，亟需对焊接工艺进行改进。已有数据包
括 200 幅焊缝的射线图像，生产中用于过程监控采

品的设计人员无法及时获得焊接工艺的反馈结果。

集的焊接电流、电压、保护气体流量，预涂漆膜的

间的回归关系预测产品工艺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厚度等。运用上述数据，研究影响焊接质量的工艺

辅助设计者作出正确的设计决策，提高产品焊接

因素，优化工艺设计。

项量。

而缺陷检测模型可以根据焊接工艺与焊接缺陷之

（1）用事先训练好的语义分割缺陷检测模型对
射线图像进行检测，统计各类型缺陷的数量和比例。
如图 7 所示，气孔缺陷问题在这批产品中较为突出，
因此需要分析气孔缺陷与工艺参数间的关系。

四、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制造大数据驱动的产品工艺自

（2）将各图像对应的工艺参数时序数据进行

适应设计方法，阐释了制造数据如何在产品工艺设

下采样，得到每个焊缝所对应的工艺参数。利用皮

计中发挥价值，介绍了制造数据挖掘存在的问题及

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各工艺参数与气孔缺陷的相关

数据挖掘步骤，最后以数据挖掘在焊接工艺中的应

性，并进行可视化展示。经研究可以看出，焊接电

用为例进行焊接缺陷预测，推动焊接工艺过程改进。

流、电压、保护气体流量、预涂漆膜的厚度对气孔
缺陷均有影响（见图 8）。在此基础上，建立工艺参

研究表明，制造大数据挖掘衍生出的知识与模式可

数与气孔数量间的回归模型，即采用全连接神经网
络构建回归模型（见图 9）。模型输入层包括漆膜厚

工艺的迭代优化，实现大数据驱动产品工艺自适应

度、焊接速度、焊接电流、气体流量 4 个节点的输

为更好地促进制造大数据驱动的产品工艺设计

入，输出层输出的是在该工艺参数条件下焊接产品

自适应方法的应用与推广，针对相关产业提出如下

的气孔率。

发展建议。

（3）按照 6:4 的比例将 200 个实例数据分成训
练集和验证集，选择均方差损失作为损失函数。如
图 10 所示，经过 200 次迭代后均方差损失降到 0.02

以为产品设计人员提供有效的辅助指导，推动产品
设计的目标。

（1）深入推动 5G 技术与制造大数据的应用发
展。制造大数据是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的基础，也
是驱动企业向创新设计转型的动力，依托 5G 技术，
制造企业可以收集到更全面的数据，从而实现生产
全要素的分析。

像素比例/%

4.0

（2）加强大数据平台与算法设计平台的研发。
大数据平台是对制造数据进行高效存储、读取、导

3.0

入、导出的基础，研发稳定的大数据平台可以提高
数据挖掘的效率，保证知识利用的时效性。此外，

2.0

大数据平台也是确保企业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算
1.0
0

法设计平台是进行数据挖掘算法快速设计的基础，
研发集成度高的算法设计平台可以降低数据挖掘利
气孔

裂纹

夹渣 未焊透 形状缺陷 其他
缺陷类型

图7
006

6 种缺陷类型的检测结果

用的门槛，让更多的企业设计人员充分运用制造大
数据挖掘带来的价值。
（3）推进企业的典型应用示范推广。重点提高

8.0

8.0

6.0

6.0

气孔率/%

气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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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训练集与验证集中的均方差损失

训练集；

图9

全连接神经网络结构回归模型

典型企业的应用示范推广水平，改变传统制造企业
的生产观念，以先进、有效的应用案例来推广制造
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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