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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T/CAAMM XXXXX《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平台化制造运行管理系统标准》包括以下部分： 

—— 第1部分：体系结构； 

—— 第2部分：系统功能构件； 

—— 第3部分：系统实施规范。 

本部分为T/CAAMM XXXX的第2部分。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的鉴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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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制造运行管理系统平台 第 2部分 系统功能构件 

1 范围 

GB/TXXXXX的本部分规定了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平台化制造运行管理系统的基础功能构件和农机行业

构件两类构件的主要活动及业务组成。 

适用于农机装备平台化制造运行管理系统功能构件的设计与开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485-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执行系统功能体系结构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KPI: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OEE:设备综合效率(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4 基础功能构件 

4.1 生产管理构件 

4.1.1 主要活动 

生产管理构件对生产计划进行调度、分派、执行和跟踪，根据生产运行情况，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

的配置和管理，控制生产节奏、平衡物流、协调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生产管理的相关内容参照《GBT 

25485-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执行系统功能体系结构》中6.2.3生产调度、6.2.4生产分派、

6.2.5操作管理、6.2.7生产跟踪。 

4.2 生产监控构件 

4.2.1 主要活动 

生产监控构件对设备、车间环境、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在此基础上数据分析处理，并

通过可视化看板实时展示数据，动态、实时地监控整个生产过程。 

4.2.2 业务组成 

生产监控构件包括生产数据采集、生产数据处理、生产数据看板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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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监控

生产数据采集

生产数据处理

生产数据看板

 

图 1 生产监控构件 

4.2.3 生产数据采集 

对生产对设备、车间环境、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数据采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根据采集需求确定生产过程的数据采集点，包括设备数据采集点、车间数据采集点、生产执行

数据采集点等； 

b） 定义和维护生产数据采集方式与采样频率； 

c） 支持设备运行数据、刀具损耗信息的自动采集； 

d） 支持设备所处的车间环境数据的自动采集； 

e） 支持设备所执行的生产订单相关数据的自动采集。 

4.2.4 生产数据处理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生产数据处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通过语义化机制翻译和解释采集的数据内容； 

b） 对采集的生产数据进行转换、过滤、计算、存储等操作。 

4.2.5 生产数据看板 

通过生产数据看板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生产数据看板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利用采集的设备数据驱动系统状态模拟图，实时监测整个生产系统； 

b） 构建报警处理系统，当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时，系统可以发出告警信息； 

c） 对生产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生产状态变化，并形成报表输出。 

4.3 物流管理构件 

4.3.1 主要活动 

物流管理对制造运行相关的物料进行动态的跟踪与管理，实时把控物料库存信息、物料配送信息、

物料的投入、产出、位置、数量及归属等状态变化信息，对物料整个生产全过程进行跟踪与记录，形成

产品档案，实现对车间物流的精益管控。物流管理的相关内容参照《GBT 25485-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

与集成 制造执行系统功能体系结构》中6.3.3库存管理。 

4.4 质量管理构件 

4.4.1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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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构件的主要职能是为实现质量目标,制定完善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对生产制造过程进行质

量跟踪,通过质量控制,确保整个过程稳定受控，并有效促进质量的改进。通过对各个生产节点的质量管

控，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实现从原料入库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质量管理相关内容参

照《GBT 25485-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造执行系统功能体系结构》中6.3.2质量管理。 

4.5 设备维护构件 

4.5.1 主要活动 

设备维护构件对生产设备的运行与维护进行协调、指导和跟踪，使得设备维护具有周期性、预防性，

保证生产设备的持续、有效运行。设备维护的相关内容参照《GBT 25485-2010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制

造执行系统功能体系结构》中6.3.1维护管理。 

4.6 能耗管理构件 

4.6.1 主要活动 

能耗管理构件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水能、电能、热能、天然气等能源进行采集、统计和监测，保证

生产顺利进行，并为生产制造过程的改善提供数据支持。 

4.6.2 业务组成 

能耗管理构件包括能耗数据采集、能耗数据统计、能源数据监测等业务。 

能耗管理

能耗数据采集

能耗数据统计

能源数据监测

 

图 2 能源管理构件 

4.6.3 能耗数据采集 

对多种能源类型、采集对象进行能耗数据的采集。能耗数据采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水能、电能、热能、天然气等多种类型能耗信息的采集； 

b） 支持生产设备、运输设备等耗能对象的能源数据采集； 

c） 支持各种类型的智能仪表能耗装置的数据采集； 

d） 支持能源类型、作用对象、作业任务、计量单位等能源配置信息的定义。 

4.6.4 能耗数据统计 

对采集到的能耗数据进行多角度统计，并通过可视化形式进行展示。能耗数据统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对车间、工段等组织单元进行能耗分摊，明确组织单元的能耗结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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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生产订单、作业任务、时间周期、组织单元等多种方式进行能耗数据统计； 

c） 以图形、图表等多种形式可视化显示能耗统计数据。 

4.6.5 能源数据监测 

实时监测能源数据的使用情况，提供能源异常情况的预警能能。能源数据监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监测能耗对象的当前测量值或计算能耗值，以表格、图形的方式进行展示； 

b） 支持监测参数指标的定义和监测，当负荷超出设定值时触发反馈通知。 

4.7 安全监控构件 

4.7.1 主要活动 

安全监控构件对生产制造相关的人员、设备、车间环境进行安全因素进行评估，对车间进行安全监

视和风险报警，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证人员、设备和产品安全，使企业满足绿色、健康、可持续

的发展要求。 

4.7.2 业务组成 

安全监控构件包括安全因素管理、环境状态信息采集、环境监控与报警等业务。 

安全监控

安全因素管理

环境状态信息
采集

环境监控与报警

 

图 3 HSE构件 

4.7.3 安全因素管理 

数据车间中有关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安全因素，并对安全因素进行有效的管理。安全因素管理应包

括以下内容： 

a） 支持设备安全因素的定义和维护，包括机械危害、电气危害、热危害等； 

b） 支持车间危险区域的定义和维护； 

c） 支持车间环境安全因素的定义和维护，包括车间温湿度、烟雾、粉尘等； 

d） 制定和维护各安全因素的安全保障措施； 

e） 制定和维护紧急情况的应对策略。 

4.7.4 环境状态信息采集 

以安全因素管理为基础，对相关的设备、危险区域等车间环境状态进行进行采集。环境状态信息采

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自动采集设备的安全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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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动采集危险区域的状态信息；  

c） 自动采集车间温湿度、烟雾浓度、粉尘颗粒等信息。 

4.7.5 环境监控与报警 

提供环境状态信息的可视化展示与预警，保障车间安全因素处于可控状态。环境监控与报警应包括

以下内容： 

a） 采用图形化、图表化方式实时展示危险区域及车间环境的状态信息； 

b） 对超过安全因素设置值、危险区域异常等情况触发报警。 

4.8 绩效分析构件 

4.8.1 主要活动 

绩效分析对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制造运行数据进行归集和统计，与历史数据和预期结果进行比较，为

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 

4.8.2 业务组成 

绩效分析构件包括绩效指标定义、绩效统计分析等业务。 

绩效分析

绩效指标定义

绩效统计分析

 

图 4 绩效分析构件 

4.8.3 绩效指标定义 

对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绩效指标进行定义，包括指标类型和计算方法。绩效指标定义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多种 KPI 的定义和维护，如生产订单准时交货率、生产计划准时完成率、产品合格率、OEE

等； 

b） 支持绩效指标计算方法的定义和维护。 

4.8.4 绩效统计分析 

归集制造运行数据，计算关键绩效指标并进行绩效统计分析。绩效统计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制造运行数据的自动归集； 

b） 支持工时数据的自动归集； 

c） 依据绩效指标计算方法，计算实际绩效与预期绩效指标之间的差值； 

d） 支持绩效分析结果与历史数据的对比； 

e） 绩效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4.9 成本控制构件 

4.9.1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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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制对制造运行过程中的人力、设备、物料、能源等成本消耗进行数据归集、统计分析，为制

造运行过程改进提供决策依据。 

4.9.2 业务组成 

成本控制构件包括成本数据归集、成本统计分析等业务。 

成本控制

成本数据归集

成本统计分析

 

图 5 成本控制构件 

4.9.3 成本数据归集 

对人力、设备、物料和能耗等成本数据进行归集，形成成本统计的基础数据集。成本数据归集应包

括以下内容： 

a） 支持人力资源成本数据的自动接入 

b） 支持设备损耗成本数据的自动接入； 

c） 支持物料消耗数据的自动接入； 

d） 支持能耗数据的自动接入。 

4.9.4 成本统计分析 

对归集的成本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与展示，为生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成本统计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成本数据实时统计与显示； 

b） 以时间周期、产品类型、生产订单等方式进行成本数据统计。 

5 农机行业构件 

5.1 上线顺序计划构件 

5.1.1 主要活动 

上线顺序计划以焊装、涂装、总装等装配线为对象，以生产计划为依据，以生产负荷平衡和物流平

顺化为目标，寻求最佳的产品上线顺序，以满足均衡化生产的需求。 

5.1.2 业务组成 

上线顺序计划构件包括生产计划接收、上线顺序优化、可视化与调整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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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顺序计划

生产计划接收

上线顺序优化

可视化与调整

 

图 6 上线顺序计划构件 

5.1.3 生产计划接收 

接收生产计划，管理生产计划相关信息。生产计划接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生产计划的自动接收，确保计划信息的时效性； 

b） 对生产计划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如产品类型、数量、完工时间等。 

5.1.4 上线顺序优化 

设置上线顺序优化过程的相关数据，包括资源信息导入、约束与目标定义等内容。上线顺序优化应

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物料资源信息的自动接入，包括物料类型、存量等； 

b） 支持产线信息的自动接入，包括产线类型、布局、生产节拍等； 

c） 定义上线顺序的优化目标，如生产负荷平衡、物流平顺化等； 

d） 定义上线顺序优化约束，如产线能力、分装总装线的协同，支持多种优化算法的选择； 

5.1.5 可视化与调整 

采用用户友好的交互界面对排产结果进行展示，支持用户对排产结果进行确认和调整。可视化与调

整应包括一下内容： 

a） 上线顺序优化结果的可视化展示； 

b） 支持用户调整优化结果。 

5.2 个性化定单构件 

5.2.1 主要活动 

农机装备的个性化定单在对产品类型、系列、型号的有效管理上，以产品个性化订单为基础制定生

产订单，迅速响应农机产品个性化需求。 

5.2.2 业务组成 

个性化定单构件包括个性化订单管理、生产订单生成、订单跟踪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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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定单

个性化订单管理

生产订单生成 

订单跟踪      

 

图 7 个性化订单构件 

5.2.3 个性化订单管理 

对个性化订单进行接收和管理。个性化订单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个性化订单的自动接收； 

b） 对个性化订单的基本进行管理和维护，包括客户名称、订单签订日期、交付日期、订单状态、

产品作业季节、作业环境和地域等。 

注：产品的作业季节、作业环境和地域等信息，决定农机装备的作业工况，从而影响个性化产品BOM。 

5.2.4 生产订单生成 

依据个性化订单制定生产订单。生产订单生成应包括以下内容： 

a） 针对不同产品类型、系列，创建对应的变量 BOM模板，并对变量 BOM进行管理，包括零部件种

类、数量、型号等； 

b） 依据变量 BOM和个性化订单信息，配置产品 BOM； 

c） 依据产品 BOM和个性化订单信息，制定生产订单。 

5.2.5 订单跟踪 

跟踪个性化订单的生产过程，保证个性化产品保质保量完成。订单跟踪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明确个性化产品的特点，针对个性化特点定义和维护相应的质量检验方法、标准； 

b） 支持订单执行情况的数据采集和可视化显示； 

c） 支持生产异常的创建、提交。 

5.3 均衡生产计划构件 

5.3.1 主要活动 

农机装备的均衡生产以生产能力与生产订单为基础，结合历史生产数据分析结果与季节对农机装备

的需求，形成以实际生产与预测生产相结合的生产计划，实现农机装备在数量、品种上的生产均衡。 

5.3.2 业务组成 

均衡生产构件包括生产能力管理、生产订单接收、均衡生产过程管理、生产计划展示与调整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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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均衡生产构件 

5.3.3 生产能力管理 

对车间、产线、工序的生产能力进行定义和维护，对换产装置和生产相关利益部分进行管理。生产

能力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对设备、加工单元、生产线、车间的生产能力进行计算，支持生产能力的定义、修改和维护； 

b） 以产品类型、系列、型号为基础计算生产能力需求和节拍时间； 

c） 建立设备换装与产品的映射关系，并对设备换装装置、换装时间进行管理。 

d） 支持产品供应商相关、生产准备部门、生产辅助部门的定义和管理。 

5.3.4 生产订单接收 

接收生产订单，管理生产订单的相关信息。生产订单接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生产订单的自动接收，确保订单信息的时效性； 

b） 对生产订单信息进行管理和维护，如订单号、交货期、是否已均衡生产化等内容。 

5.3.5 生产均衡化过程管理 

对生产均衡化过程的相关信息、目标、约束进行定义的基础上，执行生产均衡化过程，形成考虑生

产订单和生产预测的均衡生产计划。生产均衡化过程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均衡化基本信息的设置与确定，包括计划周期、计划锁定时间、生产订单号、订单数量等； 

b） 支持生产均衡化过程约束、目标的设置； 

c） 对历史生产数据进行统计和展示，如不同季节、不同产品类型、系列、型号的产量、销售量，

并依据历史生产数据预测生产需求； 

d） 执行生产均衡化过程，生成生产计划。 

5.3.6 生产计划展示与调整 

对均衡生产计划进行可视化展示，支持用户对均衡生产计划进行调整。生产计划展示与调整应包括

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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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用表格、图形的形式展示生产均衡化结果； 

b） 可视化展示具有良好的可交互性、易查询性、可修改性； 

c） 支持用户手动调整生产结果。 

5.4 生产改制构件 

5.4.1 主要活动 

农机装备生产改制构件针对农机装备行业产品种类相对固定、产品品种多、用户需求变化快的特点，

通过生产改制申请、改进计划制定、生产任务变更、投料变更等活动，减少生产改制对企业的影响，达

到经济、合理、高效的生产改制。 

5.4.2 业务组成 

生产改制构件包括生产状态管理、生产改制过程管理、生产任务变更管理等业务。 

生产改制

生产状态管理

生产改制过程
管理

生产任务变更
管理

 

图 9 生产改制构件 

5.4.3 生产状态管理 

对车间当前的生产状态、任务完成情况等信息进行有效管理。生产状态管理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产品 BOM、生产流程的自动导入与手工录入； 

b） 对生产任务状态和生产数据进行管理，包括部件类型、计划数量、已完成数量等； 

c） 实时更新和显示当前生产任务状态及生产数据。 

5.4.4 生产改制过程管理 

对订单型生产改制和工艺流程型生产改制进行支持，辅助生产改制计划的制定。生产改制过程管理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订单型生产改制和工艺流程型生产改制； 

b） 生产改制计划的制定、审批； 

c） 生产改制过程的可视化调整； 

d） 生产改制方案的自动生成。 

5.4.5 生产任务变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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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生产改制计划重新生成生产任务单、投料单、报废单等生产改制相关文件。生产任务变更管理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支持生产任务单与生产任务变更单的自动生成； 

b） 支持生产投料单与生成生产投料变更单的自动生成； 

c） 支持生产物料报废单的填写、生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