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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制造产业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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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制造产业是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涉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最全面的平台与载体，其产

业链关联度高、竞争性强且集群式发展特征显著，是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代表性产业，所涉及的产业链、
供应链、销售链、能源链不断交叉融合，逐渐形成了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构成的复杂数字生态系统。其中，各个企业
形成互生、共生、合作、竞争的重要生态关系，保障数字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演进态势是推动大规模制造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因数据交互壁垒、信息不对称、价值链孤岛、恶性竞争、价值虚构等原因导致其极具挑
战。因此，针对中国大规模制造业网状价值链协同瓶颈问题，本研究通过对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拓扑组织结构进行
分析，解决链内或跨链企业互信协同、多源信息集成、业务流程优化、资源调度整合等问题，开发具备生成/汇聚/
存储/管理/分析/使用等功能的数字融合引擎和具备需求分析、业务建模、流程优化、执行管理的协同处理引擎；
融合供需流、业务流、技术流、关系流、工作流等数字流量，研究数字生态价值链在价值流动、种群状态、系统进化
等方面的演化机理，进一步研究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体系，建立基于生态理论的价值链数字生态模型，
克服网状结构下跨链交互中可信保障难、价值管控难、跨链追溯难等关键难题，保障价值链的健壮性与韧性；在
此基础上，面向数据的智能服务与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应用场景，研究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链运行技术、基于数据
驱动的价值链优化技术，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技术，研发具备数字生态多价值链的大数据处理、分析、
挖掘服务平台，实现资源优化、供需优化、协同优化、价值优化、生态优化，进而实现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的可信
运行、数据优化、纵横协同、智能服务等功能，有效提升生态价值链的产出效能及服务水平与能力。本研究围绕大
规模制造产业数字生态模型构建、网状结构价值链协同等国家科技重大需求，开展相关研发与工程示范，旨在为
中国大规模制造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与技术支撑，并展望了网状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的进一步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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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platform and carrier that most comprehensively involves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in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dustrial chain correlation,
strong competitiveness and remarkable cluster development,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representative industr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 sales chain, and energy chain involved in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constantly cross integrated, gradually forming a complex digital ecosystem composed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multiple value chains.
Enterprises in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mutual growth, symbiosi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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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ing the good evolution of digital eco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t it is extremely challenging due to data interaction barriers, information asymmetry, value chain islands, vicious competition and
value fiction.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bottlenecks of network structured value chain synergy in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network topology structure of multiple value chains to solve intra-chain or cross-chain enterprise trust and collaboration,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business process optimization, resource scheduling integr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Two engines wer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digital fusion engine with the functions of generation, aggregation, storage, management, analysis, and usage; and collaborative processing
engine with the functions of requirement analysis, business modeling,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execution management. Integrating digital flows
such as supply and demand flow, business flow, technology flow, relationship flow and work flow,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logical value chain in value flow, population status, system evolution and so on was investigated. The digital ecological theory of network structured value chain was studied and the digital ecological model based on ecological value chain was established to overcome the ke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trustworthiness assurance, valu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cross-chain traceability in cross-chain interaction under the
mesh structure, thus, the robustness and resilience of the value chain are ensured. On this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 of data-oriented intelligent service and network structured ecological value chain, the value chain oper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block chain, the value chain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data driven techniques, and the new service technolog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studied. The service platforms with big data processing, analysis and mining of digital ecological multi-value chain were developed to achieve resource optimization, supply and demand optimization, collaborative optimization, value optimization and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Furthermore, the credible operation,
data optimization, horizontal and horizontal collaboration, intelligent service and other needs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d ecological value chain
were realized,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utput efficiency, service level and cap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value chain eventually. Aiming at
providing reliabl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this
work focused on the major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needs of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ch as digital ecological model constru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d value chain collaboration, and carry out relevant R & D and engineering demonstration.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network structured value chain digital ecology theory were prospected.
Key words: m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etwork structured value chain; digital ecosyste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 chain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经济命脉

制造产业，其2019—2022年产量如图1所示 [8]。
300

系的内在要求 [1]。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

250
汽车产量/万辆

所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与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制造业“大而
不强”问题依旧突出，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加强基础
技术创新迫在眉睫[2–3]。
大规模制造产业是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涉及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最全面的平台与载体，
其产业链关联度高、竞争性强且集群式发展特征显
著，是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代表性产业 [4]。随
着服务链集群化及协同化发展趋势的加深，企业之
间的协同范围逐渐扩大，在纵向进行延伸，在横向不
断扩张 [5]。大规模制造企业群的业务协作方式突破了
原有的围绕单核心企业进行上下游协作的模式，不
仅在纵向上与异质链条中的企业进行跨链协作，还
在横向上与原本彼此竞争的企业展开跨链合作。大
规模制造产业所涉及的产业链、供应链、销售链、环
保链不断交叉融合，逐渐形成了多链条合作共生、优
势互补的多核服务价值链协同网络 [6–7]。
然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
贸易争端、全球芯片短缺、地缘政治冲突、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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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中国2019—2022年汽车月产量 [8]

Automobile monthly production from 2019 to 2022
of China[8]

中国汽车产量数据表明：2020年2月中国汽车产
量仅28.5万辆，同比2020年1月下降79.8%，环比2019
年2月下降75%；2022年4月中国汽车产量120.5万辆，
同 比 2022年 3月 下 降 46.1%， 环 比 2021年 4月 下 降
46.2%。其主要原因是湖北省、吉林省、上海市等汽车
产业重点省市疫情对中国汽车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正
常运行产生了严重冲击，大批汽车重要零部件供应
商停工停产，国内多家整车企业供应链无法得到保
障，导致生产供给能力急剧下滑 [9]。

疫情蔓延等不确定因素频发且难以预测，中国大规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产业升级，企业群

模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销售链等多价值链的协同

的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不断深化，价值在产业

性、安全性与稳定性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断点、堵点、

中不断被转移和创造，产业链内与产业链间各个环

卡点等现象时有发生。以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产业

节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构成了复杂的价值链

价值链影响为例，汽车产业作为中国典型的大规模

网络 [10–11]。近年来，国内外科研机构针对大规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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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链、供应链、销售链、能源链、环保链等多价值

更好地发挥企业群之间的协同效应，提高服务响应

链协同、升级与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明显

速度及服务效率，进而打造更具竞争优势的生态价

的进展。

值链，加快促进中国大规模制造业产业升级。

在大规模制造业多价值链协同技术方面：美国
从1995年开始研究建立全美汽车行业公共信息数据

1 研究内容

通信网络平台（ANX），覆盖了美国主要的汽车及汽

1.1 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

车配件制造企业，为汽车产业链协作提供服务与支

1.1.1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系统协同进化问题

持；随后，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联合组建了汽车零部

大规模制造产业所涉及的供应链、产业链、销售

件采购电子商务中心（COVISINT），聚集超过5万家

链不断交叉融合，逐渐形成了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构

供应商，形成了庞大的网上协作公共服务平台。欧洲

成的复杂数字生态系统，而数字生态系统是否具有

十余个国家的主要车企建立了覆盖整个欧洲的互动

良好的演进态势也决定了大规模制造业能否更好地

网络（ENX）。日本建立了日本汽车交易平台（JANX），

发展 [23]。研究大规模制造业网状价值链拓扑组织结

覆盖日产、本田、丰田、三菱等主要的整车及零部件

构，以及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整体性、相关性、动态

企业。此外，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应建立汽车

性等相关特征的建模、分析及优化理论，探索数字生

[12]

。中国大规

态模型分析生态价值链在价值循环、业务融合、产业

模制造业多价值链协同起步较晚，2004年，四川省制

协同等方面的演化机理，揭示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

造业信息化研究院开发的“汽车产业链协作平台”正

字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和协同进化机制，是研发大

式应用，支持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汽车产业链协作，

规模制造业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及促进生

交易网络平台，用于服务本土汽车工业

实现了向企业“业务协作”平台的跨越

[13]

内各类供应链平台相继建立并投入应用

；随后，国

态价值链形成共生、互生、再生的良性发展态势的关
键科学问题和基础支撑 [24]。

[14–16]

。

中国目前已有多个大规模制造业多价值链协同

1.1.2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构建问题

平台，但在实际应用与服务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

大规模制造业中，不同企业的信息具有多源性

题：1）现有的大规模制造业多价值协同平台往往是

和异构性，导致企业之间缺乏统一标准，存在数据交

以行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建立，上下游产业围绕核心

互壁垒，信息难以共享，且多价值链之间的纵、横向

企业开展业务，不利于全行业整体、协调发展[17]；2）变

信息沟通连接和动态交互无法实现。因此，基于第三

幻莫测的国际环境、全球供应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

方平台的网状结构价值链协同体系构建是实现不同

[18–19]

企业间的数据动态集成、多价值链之间协同和业务

冲击等多种因素导致原有的协同平台稳定性不足

；

3）实时、多源、异构、海量等特性的大数据已成为促

流程融合的关键问题 [6,25]。

进价值链整体价值增值的重要决策依据，然而，多价

1.1.3

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链运行问题

值链间的数据感知与共享难以实现，业务全流程数

针对大规模制造业纵、横协同中面临的价值链

据无法实时追踪，导致多价值链间的跨链服务难以

孤岛困境及可信难、协同难问题，研究支持跨链运行

开展

[20–21]

。因此，有必要建立大规模制造业数字生态

的区块链技术，开发联盟链、智能合约、共识协议等

模型，并研究数字生态模型中的共生耦合、竞争合作、

技术构件，实现跨链的可信可溯运行。研究基于区块

非线性交互、网络拓扑组织等复杂特征，建立跨链、

链的价值链运行技术，构建基于全生态价值链公链、

多链、全链的生态融合提升机制，构建相互信任、资

多价值链联盟链的区块链运行机制，设计基于多价

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多价值链协同生态体系

[22]

。

为增强中国大规模制造业多价值链的稳定性与
可靠性，本文以大规模制造业网状结构价值链为对

值链核心企业的共识协议，是提升大规模制造业可
信协同的关键 [26]。
1.1.4

基于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优化问题

象，研究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体系与基于

实时、多源、异构、海量等特性的大数据已成为

生态价值链的数字生态模型构建方法，研发基于区

促进价值链整体价值增值的重要决策依据，然而，现

块链的价值链运行技术、基于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优

阶段多价值链间的数据感知与共享难以实现，业务

化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技术，以期形成基

全流程数据无法实时追踪，导致多价值链间的跨链

于第三方平台构建的网状结构多价值链协同，实现

服务难以开展。以多价值链中的供需/资源/业务数据

多价值链数据/资源/业务融合和跨链/多链协同，并

为驱动，采用大数据技术对评估预测/多边匹配/任务

在汽车和家电两类典型大规模制造产业开展应用示

分解等协同难题进行优化分析，设计相应的优化算法

范

[10]

，全面提升服务价值链企业群的业务协同能力，

以实现精度提升/制约均衡/协同优化等技术支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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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

链应用场景构建方法、数据驱动的网状结构生态价

针对上述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以下研究：

值链优化技术、网状结构价值链优化与智能服务技

建立基于第三方平台的网状结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

术、数据融合的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智能服务、网状

分析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拓扑组织结构，实现多价值

结构价值链协同方法，是达成更精准、更智能的多链

链数据/资源/业务融合和跨链/多链协同；在此基础上，

感知与联动服务
1.1.5

[28]

及价值链优化的关键技术问题。

研究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体系，建立基于
生态价值链的数字生态模型，基于深度分析数字生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问题

新一代产业变革下，传统的制造业服务技术难

态价值链在价值流动、种群状态、系统进化等方面的

以满足大规模制造业在全环节的实际需求。在现有

演化机理；研发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链运行技术、基于

服务中，数字生态、价值流通、网状协同、服务需求等

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优化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

全方位的数据利用不足，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

服务技术，确保数字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演进态势。

应用不足。基于数字生态多价值链的大数据处理、分

图2展示了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

析、挖掘技术是实现资源优化、供需优化、协同优化、

框架。针对大规模制造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健康可

价值优化、生态优化的必然选择。为实现普惠共赢、

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需求与技术难题，重点

高效协同、创新服务等目标，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智

突破大规模制造业数字生态理论和协同服务技术，

能服务等技术方案亟待研究。因此，基于新一代人工

从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架构、网状

智能技术，研发具备需求预测、知识学习、决策规划

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生态价值链运行优化

的智能服务技术，是提升整个生态价值链的产出效

及服务支撑技术3个方面开展研究，从而支撑起网状

率和服务水平的关键技术难题

[29]

。

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

问题
分析

关键科学问题：网状结构多价值链具有什么样
的数字生态系统及其机理？如何确保生态价值
链不断向良性态势进化？

研究
重点

数字生态 构建网状结构价值链的数字生态模型
理论研究 剖析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的演化机理

研究
内容

关键技术难点：如何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多价值链的无缝生态融合？如何突破数据、价
值、协同、服务在跨链、多链、全链上存在的技术障
碍。
协同服务
技术研究

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可溯跨链多链协同
基于数字驱动和价值优化的智能服务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架构研究
网状结构多层体系架构研究

多价值链数字融合引擎研究

多价值链协同处理引擎研究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

生态价值链运行优化及服务支撑技术研究

数字生态建模理论

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链运行技术

生态系统演化机理

基于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优化技术

生态协同进化机制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技术

突破关键
科学问题

大规模离散制造业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应用研究
数字生态理论原理验证

研究
目标

多价值链纵横协同技术验证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网状
结构多价值链系统

图2
Fig. 2

生态价值链智能优化服务验证

生态价值链数字建设及
演化推理的理论体系

构建生态
价值链

攻克关键
技术难点

实现应用
验证

面向生态价值链的跨链/
多链协同服务优化技术

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框架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 of digital ecology for network value chain

1.2.1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架构研究

为此，基于第三方平台构建网状价值链协同体系架

大规模制造业多价值链难以协同的现实问题成

构，解决链内企业互信、信息集成、业务整合等多方

为制约链上或跨链企业有效协同的最大瓶颈

[30–32]

。

面难题，实现链内和跨链业务的有效协同。在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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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协同体系架构研究中，重点突破面向网状结构的
价值链数据集成技术、面向网状结构的价值链协数
据关联模型、跨价值链业务流程的融合方法、面向网
状结构的跨链协同管理技术和价值链业务知识实时
挖掘技术。针对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
系搭建问题，研究价值链的网状拓扑组织结构，建立
多链资源整合、数据汇聚、业务协同的多层体系架构，
支持由供应链/销售链/服务链到价值链再到生态链
的有机整合。针对链内和链间协同能力不足的问题，
研究具备多价值链数据生成/汇聚/存储/管理/分析/使
用等功能的数字融合引擎和具备需求分析、业务建
模、流程优化、执行管理的协同处理引擎，支持网状
结构多价值链纵横方向上链内/跨链/多链的协同机制。

问题，研究网状结构多价值链的数字生态建模理论，
构建生态个体、生态种群、生态链、生态网络的数字
生态模型；进而，研究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的生态系
统演化机理，融合供需流、业务流、技术流、关系流、
工作流等数字流量，推演价值流动的生态演化机理；
在此基础上，研究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的整体生态
协同进化机制及价值在数字生态系统中的增信增值
机制，促进网状价值链的跨链、多链、全链的生态融
合提升。
1.2.3 生态价值链运行优化及服务支撑技术研究
为解决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链运行、基于数据驱
动的价值链优化及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问题，
重点突破面向数据的智能服务模型、网状结构生态
价值链应用场景构建方法、数据驱动的网状结构生
态价值链优化技术、网状结构价值链优化与智能服
务技术、数据融合的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智能服务、
网状结构价值链协同方法 [36]；研发基于数字生态多
价值链的大数据处理、分析、挖掘技术，实现资源优
化、供需优化、协同优化、价值优化、生态优化；在此
基础上，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技术，研发具备需
求预测、知识学习、决策规划的人工智能技术，提升
整个生态价值链的产出效率和服务水平。

1.2.2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
在突破价值链（链式）信息孤岛的基础上，需要
进一步在多条（链式）价值链之间实现良好的生态交
互，进而构建网状生态价值链 [33–34]。为保障价值链健
壮性和价值链韧性 [35]，研究基于区块链的网状结构
生态价值链管控技术势在必行。在网状结构多价值
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中，重点突破网状结构价值链
的数字生态建模方法、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全链追
溯理论、多价值链关联的网状拓扑组织结构构建方
法、网状结构价值链生态数据可信理论、多价值链生
态融合的动态演化机理、网状结构价值链良性生态
管控方法。
针对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系统协同进化

大规模制造产业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

多价
值链
协同
体系
架构

大规模制造产业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
研究的总体技术路线如图3所示。
数据融合

多价
值链
网状
模型

同质企业

跨链协同
协同处理

异质企业

用户

配件链

数字
生态 供应链
建模 销售链
理论
服务链

生态
系统
演化
机理

共识机制
智能合约

运行
优化
及服
务支
撑技
术

新型
智能
服务
技术

密码学

区块链
物流

1

图3
Fig. 3

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超链协同

多价
值链
数字
生态
理论

5

2

多价
值链
优化
技术

3

生态
协同
进化
机理

...

区块
链的
运行
技术

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的总体技术路线

Overall technical route of digital ecological theory research of network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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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图 3可 知 ， 基 于 研 究 内 容 的 设 置 ， 本 研 究 的

的闭环反馈机理，以及跨价值链业务流程的融合

总体技术路线可以大致分为3个模块，这3个模块相

方法，形成大规模制造业多价值链生态拓扑组织

互支撑，共同实现大规模制造业网状价值链有效

结构。

协同。

2.1.2

2.1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架构的技

多价值链数据融合引擎

针对多价值数据具有的海量、高维、多源、异构

术路线

等特性，开发数据汇聚存储和数据融合分析。在数据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架构的研

汇聚存储阶段，形成大规模制造业数据库搭建规则，

究思路及方案如图4所示，具体可分为网状结构多价

标准化全过程数据采集。在数据融合分析阶段，研究

值链拓扑组织结构、多价值链数据融合引擎、多价值

多价值链数据生成/汇聚/存储/融合/分析/使用等技术，

链协同处理引擎3个部分。

实现数据建模、快速索引、关联表示、全链搜索及集

2.1.1

成演化功能，支持由供应链/销售链/服务链到价值链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拓扑组织结构

针对大规模制造产业网状价值链模型难以构
建的问题

[37]

，以单价值链拓扑组织结构作为基础，

再到生态链的有机整合。
2.1.3

多价值链协同处理引擎

研究网状结构价值链在价值链内部、网状拓扑、生

针对网状多价值链内协同需求急迫、协同效能

态拓扑等方面的组织结构，为上层的多链数据融

不足、跨链合作频繁等问题，研究协同需求分析、协

合

[38]

和多链业务协同提供架构。在此基础上，研究

同业务建模、协同流程优化、协同执行管理等功能模

面向网状结构的价值链数据集成技术、面向网状

块的实现方法，强化链内协同，突破跨链和多链协同

结构的价值链协同数据关联模型、多链业务融合

的技术壁垒 [39–40]。

多价
值链
协同
处理
引擎

多价
值链
数据
融合
引擎

网状
结构
多价
值链
拓扑
组织
结构

链
内
协
同
协同需求分析

多
链
协
同

协同业务建模

数据建模

快速索引

协同执行管理

协同流程优化

关联表示

全链搜索

集成演化

价值链 2
数据汇聚存储

单价
值链
内部
拓扑
组织
结构

图4
Fig. 4

跨
链
协
同

价值链 1

生 制 销
产 造 售

服
务

价值链 n

数据融合分析

多价
值链
网状
拓扑
组织
结构

多价
值链
生态
拓扑
组织
结构

基于第三方平台的多价值链协同体系架构研究思路及方案

Research idea and scheme of multi-value chain collaborative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ird-party platform

2.2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的技术路线

模、多价值链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实现价值链到生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的研究思路及

态链的数字生态建模 [40–41]。进而，将“企业–价值–协

方案如图5所示，具体可分为数字生态建模理论、生

同”映射为“种群–流量–生态”，实现对网状结构多

态系统演化机理、生态协同进化机制3个部分。

价值链共生耦合、竞争合作、交互关联等复杂特征的

2.2.1

数字生态建模理论

针对价值链数字生态建模与分析等需求，基于
数据主成分分析及变换方法、价值链详解可能性建

建模描述和分析 [42]。
2.2.2

生态系统演化机理

为保障价值链互利共生、可信协作、融合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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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步提升，基于数字流量分析和贝叶斯网络分析方

整个生态价值链在时空方向上发展演化状况的机理

法，研究大规模制造业在数据、业务及价值3个层面

模型。

的流动机理；基于马尔科夫随机过程和概率图分析

2.2.3

生态协同进化机制

方法，研究生态网络中个体和种群的状态变化机理；

基于多主体承诺的合作协同模型、博弈论及纳

基于随机Petri网模型和时空服务依赖关系，研究网

什均衡理论、动态规划及粒子群优化算法，研究大规

状结构生态价值链的生态系统演化机理，融合供需

模制造业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在不断协同过程中

流、业务流、技术流、关系流、工作流等数字流量建立

的发展进化机制，推演协同进化流动的生态演化机

网状结构生态价值链在数据/业务/价值等方面的数

理；并进一步探究价值在数字生态系统中的增信增

字流动机理模型，以及企业/价值链所对应的个体/

值机制，促进整个产业生态的良性合作发展和优化

种群在时序演进中的状态变化机理模型

数字
生态
建模
理论

生态
系统
演化
机理

生态
协同
进化
机制

升级 [44]。

，推演

理论
方法

数据主成分分析及变换方法
价值链详解可能性建模方法
多价值链模糊集定性分析法

企业−种群建模方法
价值−流量建模方法
协同−生态建模方法

理论
成果

价值链−生态链
的数字生态建模方法

种群流量−生态
的多价值链生态模型框架

理论
方法

数字流量分析法
贝叶斯网络分析法

马尔科夫随机过程
概率图分析法

随机 Petri 网模型
时空服务依赖关系

理论
成果

数据/业务/价值
流动机理

个体/种群
状态变化机理

生态价值链
系统演化机理

理论
方法

多主体承诺的合作协同模型
博弈论及纳什均衡理论
动态规划及粒子群最优算法

理论
成果

生态协同的进化机制

图5
Fig. 5

[43]

网状结构多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研究思路及方案

Research idea and scheme of network multi-value chain digital ecology theory

2.3 生 态 价 值 链 运 行 优 化 及 服 务 支 撑 技 术 的 技 术

多价值链中的供需数据、资源数据及业务数据。并

路线

以此为驱动，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评估预测、多边

生态价值链运行优化及服务支撑技术的研究思

匹配、任务分解等协同难题。在此基础上，基于规

路及方案如图6所示，具体可分为基于区块链的价值

划优化方法与随机优化方法，进行大规模制造业

链运行技术、基于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优化技术、基于

多价值链协同优化算法设计与开发，实现多价值

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技术3个部分。

链预测评估精度提升、制约均衡、协同优化等技术

2.3.1

基于区块链的价值链运行技术

针对大规模制造业数据隐私性问题，研究支持

支撑。
2.3.3

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服务技术

跨链运行的区块链技术，设计核心联盟链和价值链

基于数字生态、价值流通、网状协同、服务需求

联盟链，开发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智能合

等全方位的数据，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深度信念网络

约、基于多价值链核心企业的共识协议等技术构件，

和图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方法，研究大规模制造业

实现跨链的可信可溯运行。

多价值链服务的深度知识学习和自我提升技术，建

2.3.2

基于数据驱动的价值链优化技术

通过大规模制造业全链数据库构建规则，整合

立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智能服务等技术方案，实现
普惠共赢、高效协同、创新服务等目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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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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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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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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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联盟链
核心联盟链

生态价值链运行优化及服务支撑技术研究思路及方案

Research idea and scheme of ecological value chain operation optimization and service support technology

3 结论与研究展望

建立价值循环、业务融合、产业协同的生态价值链和
数字生态模型，促进生态价值链形成共生、互生、再

近年来，在一系列如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争端、

生的良性发展态势；基于第三方平台汇聚多条以核

地缘政治冲突等全球性事件的冲击下，全球供应短

心企业为中心的价值链形成有机的生态集合体，融

缺、局势动荡、能源危机等问题频发，全球供应链面

合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网状结构生

临外部的重重压力；此外，链上企业的决策和运营可

态价值链的可信运行、数据优化、纵横协同、智能服

能削弱其对外部威胁的抵抗性。在内外双重压力下，

务等支撑构件，从而构建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合作

全球供应链卡点、堵点、断点频繁出现，存在巨大风

共赢的多价值链协同生态体系。

险。因此，建立具有强大韧性的供应链不仅对保障全

在未来工作中，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大规模制

球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在提升节点企业的

造业供应链韧性增强方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向开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基于上述

展：1）基于区域性政策因素、气候因素、人文因素、地

问题，开展供应链韧性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理因素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考量，建立健全的供应

围绕中国工业软件受制于人的重大问题及制造

链风险管控方法，有效预测供应链风险的到来时机，

强国建设的重大需求，针对当前大规模制造业存在

合理安排规避手段和方法；2）建立供应链各节点保

的数据交互壁垒、价值链孤岛、恶性竞争、价值虚构，

供模型，确保链上不同节点企业产品的交付速度也

以及跨链交互中可信保障难、价值管控难、跨链追溯

提高供应链应对灾难性中断风险的抵抗能力；3）基

难等问题，以大规模制造业网状结构价值链为对象，

于供应链风险性分析，深入研究造成供应链中断的

基于企业间互生、共生、合作、竞争的重要生态关系，

风险冲击模型，为保障供应链韧性提供强力支撑。

研发大规模制造业网状结构价值链数字生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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