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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的通知 

 

  为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根据 2019 年鄞州区企业家素质提升系列培训计划，宁波市鄞州区经

济和信息化局委托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办一期《大数据

云计算与智能制造》专题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二、承办单位：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培训时间：2019年 7 月 19日（周五），8:30 开课。 

  四、培训地点：鄞州区委党校教学楼三楼 1313 室（鄞州大道中

段 777 号）。 

  五、培训对象：企业研发、生产、信息化等相关负责人。 

  六、培训费用：本次培训班列入“2019 年度鄞州区企业家素质

提升系列培训项目”，鄞州区内学员培训费、餐费全免，鄞州区外企

业享受财政补贴优惠价 500元/人。 

  七、报名方式：因名额有限,每家企业限报 2 人,额满为止。 

    报名联系人：奚老师 13429270816(微信同号）、陈老师

19957026805（微信同号），电话：88036805、传真：88020831，报名

邮箱：mx0574@126.com，QQ群：822578347。 

    附件： 

    1.《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报名申请表； 

  2.《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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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讲师简介； 

    4.《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授课提纲。 

 

                       宁波麦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 6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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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 

报名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务  性  别  

文化程度  手  机  

所在企业主导产品  
所在企业上年销售 

（万元） 
 

所在企业员工人数  企业网址  

对本次课程建议  

备注：报名表加盖公章后请传真或扫描后发邮件，联系人： 

奚老师 13429270816（微信同号），陈老师 19957026805（微信同号） 

传真：88020831，电子邮箱：mx0574@126.com， QQ群：82257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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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 

课程安排 

 

时  间 培训内容 备  注 

08︰00-08︰30 签  到 承办方 

08︰30-08︰40 开班仪式 主办、承办方 

8︰40-10︰40 

工业操作系统助力智能制造： 

1）智能工厂建设的现状和痛点； 

2）基于 supOS操作系统的智能工厂

解决方案和模拟； 

3）成功应用案例和效果。 

杨明明（浙江中控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supOS产品副总监） 

10︰45-11︰45 

CMCC芯片助力产品智能升级： 

1) 智能制造思考：工业企业的新需

求和痛点； 

2) CMC平台支持，CMC助力智能制造。 

沈天扬（宁波中控微

电子有限公司） 

11︰45-13︰30 午餐/午休 / 

13︰30-16︰30 

企业上云实务： 

1）什么是云计算； 

2）云时代； 

3）运营商的云优势； 

4）企业上云产品和案例介绍。 

潘迪科（宁波移动公

司项目经理） 

16︰30-16︰40 合  影 承办方 

16︰40 学员返程 / 

 

 



5 

附件 3 

 

《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 

讲师简介 

 

一、杨明明，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历任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开发主管、产品经理、supOS 产品总监。主要从事智能工厂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智能制造 MES系统、工业物联网、工业信息安全等方向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工作，

在领域建模、分布式系统、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可视化展示等方面具有多年

应用经验。曾参与多个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建设，为上百家制造企业提供

MES信息化咨询和工程服务。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控集团的核心成员企业，致力于智能工厂完

整的产品体系及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列入工信部（2017）第一批智

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荐目录。supOS 是浙江中控集团褚健教授团队研发

的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系统，也是首个以自动化技术为起点，从下

至上推进的开放的以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大数据平台、工业人工

智能平台，将改变传统工业的运营方式。该系统集工业大数据全集成平台、工业

智能 APP 组态开发平台、工业大数据分析平台、工业人工智能引擎服务、工业智

能 APP等一体的工业操作系统，实现云（云互联网平台）、企（工厂互联网平台）、

端（边缘计算节点）三层统一架构，可实现管控一体化交互。 

二、沈天扬, 毕业于全美第 33 名的美国加州大学欧文校区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Irvine），曾在美国博通公司 Broadcom总部工作，主要负责 WiFi

和蓝牙通讯芯片后端电路设计，产品应用于苹果 iPhone，MacBook等设备上。2012

年回国，在中控集团旗下的核心芯片研发团队进行 CMC 芯片的开发、验证工作。

具有多年尖端芯片设计经验，精通芯片后端设计，封装设计和测试方案设计。著

有多项芯片设计专利和相关论文。在海内外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知名度。 

三、潘迪科，通信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软件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任宁波

移动公司项目经理、集团公司认证内训师、市公司高级内训师、省公司中级内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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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常年应邀为各地企业上云做讲座和进行业务指导。 

中国移动是工信部百万企业上云行动的合作伙伴，浙江移动是浙江省经信厅

10万企业上云行动的合作伙伴，宁波移动与宁波市经信委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

展“企业移动云应用”活动，开展企业相关云平台建设与云业务开通，部署实施

“企业上云”活动，建立“上云”运营团队，开展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互

联网解决方案和应用产品研发，启动全方位的宣传推广活动。目前，宁波移动占

全市“企业上云”业务量的 50%以上，是最大的企业云业务提供商。 

 

 

 

 

 

 

 

 

 

 

 

 

 

 

 

 

 

 

 

 

 

 



7 

附件 4 

 

《大数据云计算与智能制造》培训班 

授课提纲 

 

第一讲 工业操作系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一）中控在智能工厂的实践 

1.中控在工业互联网方面的优势和基础； 

2.我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3.中控在智能制造的应用实践，成功应用案例和效果； 

4.智能制造再思考：工业应用的新需求和痛点； 

5.智能制造再思考：更加互联的工业产业发展趋势。 

（二）工业互联网平台介绍 

1. 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国家战略； 

2.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定义； 

3. 工业互联网的三大体系； 

4. 国内外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现状； 

5. 当前工业互联网的三种形态； 

6. 工业互联网平台比较； 

7. 国内外主要机构发表的工业互联网架构； 

8. 工业互联网平台七大关键技术； 

9. 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10. 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11. 工业 APP主要分类。 

（三）基于 supOS 操作系统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和模拟 

1. supOS 工业互联网； 

2.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平台组成； 

3. 互联网大数据与工业大数据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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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厂全信息集成； 

5. 工厂全生命周期大数据平台； 

6. 基于 supOS的智能化工厂可视化展示 

MES 系统解决方案（质量追溯体系、车间制造执行系统、物流线、设备机联

系统等）； 

（四）智能工厂发展展望 

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工业数字智能场景 

    

第二讲：企业上云实务 

   前言： 

   案例导出，通过 6 张图展示，目前前沿科技正在使用的云计算、大数据、智

能应用，对企业上云中的“云”，有个初步概念。 

   第一章：什么是云计算 

   1.云计算的前世与今生 

   2.云计算的发展 

   3.云计算的概念 

   4.常见云计算模型，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对企业不同的使用场景 

   5.常见的云业务类别：Iaas、Paas、Saas 

   第二章：云时代 

   1.政府大力推进企业上云，政府层面的大力推动 

   2.“云时代”来临的不可阻挡性，社会发展必然性 

   3.数据量的存储 

   4.突变业务量的应对模式 

   5.云业务对企业 IT建设模式转型可能带来的改变 

   6.企业在基础建设中的改变 

   第三章：运营商的云优势 

   1.运营商云业务的发展历程 

   2.运营商云业务全国布局 

   3.运营商云业务对企业的业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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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企业上云产品和案例介绍 

   1.多元化的云业务产品展示 

   2.云舟计划中的企业上云 Saas级应用 

   3.2017 年企业上云的成绩展示 

   4.常见的企业上云方式：云主机、云空间、云桌面、云盾、企业建站等 

   互动交流 

 

附：宁波移动企业上云产品介绍 

分类 产品名称 功能简介 适用对象 提供帮助 

基础

上云 

云主机 
是一台看不见、摸不着的计算机，按需提供计算资源

服务 
所有有计算机需求的企业 

节约企业成本，系统快速

部署 

云存储 
是一种大容量、高安全、高可靠、低成本的存储产品，

并对外提供接口。 
所有有存储需求的企业 

节约企业成本，存储冗

余，数据更安全 

桌面云 
是一种提供虚拟 Windows 桌面与应用的服务，用户可

随时随地接入云桌面办公。 
所有有计算机需求的企业 办公便捷且安全 

移动云盾 
由服务器、专业网站防护软件组成，打造一个高效、

可靠、安全的 WEB 防护体系， 
有 web 业务安全需求的企业 

确保 WEB 业务系统的持

续稳定运行 

云视讯 
是部署在移动云平台高清会议系统，可满足客户各类

会议需求 

所有有远程视频会议需求的

企事业 

视频会议部署方便，使开

会更便捷 

管理

上云 

移动 OA 
是将现代化办公和计算机网络功能结合起来的一种新

型的办公方式 
所有企业 提供移动、数字化办公 

微办公 
是基于微信企业号平台进行开发的移动办公应用，为

客户提升后勤管理效率 

适用于政府、农村、高校、社

区、小区、企业、协会等行业

的客户 

提供移动、数字化办公 

集团彩云 基于移动云进行建设，是一款办公协助产品。 所有企业 
提供通讯录、即时聊天等

办公协作 

外勤通 远程工作管理的平台 
对外勤人员有管理需求、调度

需求的企业客户 

帮助管理决策者实现商

务人员的移动管理 

云呼叫中心 
依托宁波移动云呼叫中心平台提供客户基础语音台席

等功能，并提供接口，对接客户自有业务系统 

具有语音外呼或接入需求的

企事业单位 
节约企业成本，上线快 

销售管家 是一款为企业各个销售环节提供移动信息化的工具 

有外勤人员管理需求和销售

现场数据采集需求的生产型/

销售型企业集团客户 

帮助企业快速掌握市场

状况，提升企业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云视频 

宁波移动面向各类用户搭建的视频监控统一平台，包

含视频应用、视频网管、电子地图、大数据分析四大

子系统 

可广泛应用于政府、交通、环

保、城管、教育、旅游、水利

等各行各业。 

装维打包，一体化服务 

业务

上云 

企业邮箱 
企业邮箱是一款面向集团用户提供的安全、稳定、性

价比高且行业领先的企业邮箱产品。 

重视企业专业品牌形象或内

部商务邮件管理企事业单位 
提供独立域名 

会务云 
是基于云计算的 SaaS 应用，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等

单位提供一站式综合会务管理平台 

适用于政府机关、企事业等有

大型会议举办需求的行业 

为企业提供简单、快捷的

会议组织管理；为参会者

提供实时、全面的会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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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和对讲 

和对讲业务是基于手机通信网络利用 VoIP 技术实现

的半双工语音对讲，面向集团客户提供群组调度通信

功能，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集群通信以及

后台调度管理等功能。 

军警司法、政府执法、交通运

输 

公共服务、安保行业、小区物

业 

各大连锁门店 

优化集群通信以及后台

调度管理 

宁波市公共

物联网平台 

基于物联网技术和产业特点打造的开放云平台，适配

各种网络环境和协议类型，支持各类传感器和智能硬

件的快速接入和数据服务。 

适用各类有物联网需求的工

业企业 

为中小企业客户物联网

应用需求提供数据展现、

数据分析和应用生成服

务 

深度云 
基于云平台的视频智能分析，包括交通事件检测、人

员行为分析、企业运营分析、安全防护等功能。 

主要面向政府、交通单位、制

造企业、大型生产企业等 

帮助用户进行全天候业

务检测、预警、记录 

 智慧消防云 

平台从“防”和“消”两个方面建设数据资源应用、

消防安全防控、火灾隐患监控、消防救援指挥、消防

公共服务五大体系。 

可广泛用于火灾高位单位和

企业 

帮助企业提升消防管理

水平，降低消防人力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