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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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如下几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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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的第1部分。 

本部分出的主要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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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部分:系统实施规范 

1 范围 

GB/T XXXXX的本部分给出了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制造运行管理系统平台实施规范要求，用于指导农机

行业智能工厂制造运行管理系统平台的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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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软件工程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验收  acceptance 

需方授权代表的一项活动，通过该活动，需方接收履行合同的部分及全部的软件产品的所有权。 

[GB/T 8567—2006，定义 3.1] 

3.2  

需方  acquirer 

为自己或为另一个组织采购软件产品的组织。 

[GB/T 11457—2006，定义 2.23] 

3.3  

接口 interface 

在软件开发中，两个或多个实体（如软件配置项-软件配置项）之间的关系，这些实体依据这种关

系共享、提供或交换数据。接口并不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实体间的一种关系。 

[GB/T 8567—2006，定义 3.24] 

3.4  

需求 acquirement 

（1）为了使需方能够接受一个系统所必需具备的特征； 

（2）本标准或合同中规定的必须遵守的陈述。 

[GB/T 8567—2006，定义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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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制造运行管理系统平台（以下简称MOM系统平台），其实施方法应基于GB/T 

XXXX-XXXXX农机行业智能工厂制造运行管理系统平台体系结构与系统功能构件，主要包含需求分析、实

施方案编写、定制开发、系统测试、系统上线和项目验收7个阶段。 

5 需求分析 

5.1 步骤 

需求分析是通过业务调研，充分收集用户需求并进行分析、讨论、优化及确认，提炼业务需求。如

图1所示，需求分析分为需求调研与需求分析两个阶段。 

 

需求调研

需求分析

需求调研报告

需求分析报告

开始

结束
 

 

图1 需求分析过程示意图 

 

5.2 需求调研 

业务调研，应包含以下内容： 

a）总体调研，主要包括需方总体情况、经营特点、组织架构； 

b）业务调研，主要包括产品类型及制造模式、产品工艺、生产管理，设备管理，物流管理等； 

c）信息化程度调研，主要包括需方现有软、硬件建设情况； 

d）自动化水平调研，主要包括生产线、数控设备，DNC等情况。 

业务调研结束，编写需求调研报告。 

5.3 需求分析 

根据需求调研报告，进行需求分析，主要包括： 

a）根据业务调研结果，分析系统平台功能需求； 

b）根据信息化程度，分析系统平台与软、硬件集成需求； 

c）根据业务工作流，分析对MOM系统平台界面，报表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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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分析结果，撰写需求分析报告，经审核通过后，MOM系统平台实施方将根据用户需求编写

实施方案。 

6 实施方案编写 

根据需求分析报告，编制系统实施方 。系统实施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分析系统实施范围、目标、用户组成； 

b) 根据功能需求，选择必要的基础业务功能构件；根据农机行业特征，选择合适的农机行业业务

功能构件； 

c）根据选择的基础功能构件和农机行业构件，选择合适的业务功能平台配置组合方案。 

d) 分析平台化系统需要定制开发的功能。 

d）分析各个业务功能现状，配置业务功能构件标准业务工作流。 

e）设计系统与其它信息化系统之间的集成方案； 

f）设计系统与设备之间的集成方案。 

系统实施方案，提交需方用户审核签字。审核通过后，系统实施方将根据系统实施方案制定系统实

施计划。 

7 定制开发 

7.1 步骤 

根据需方自身的经营管理和业务特点，对MOM系统平台功能与实际需求不完全匹配的地方，进行定

制化设计与开发，使系统更贴近客户需求，满足农机行业特性。如图2所示，定制开发主要包括详细设

计和开发两个阶段。 

 

详细设计

编码开发

详细设计方案

开始

结束
 

 

图2 定制开发过程示意图 

7.2 详细设计 

针对实施方案中定制开发功能需求，基于MOM系统平台进行详细方案设计，其包含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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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功能描述； 

b) 功能的性能，输入项，输出项。 

c）功能的算法，流程逻辑，接口，存储分配。 

7.3 编码开发 

基于MOM系统平台详细设计方案，进行代码开发工作。主要包括编辑、预处理、编译、连接、运行5

个步骤。 

8 系统测试 

8.1 步骤 

如图3系统测试过程示意图所示，系统测试主要包括编写测试计划、测试、测试总结三个步骤。系

统开发完成后，经系统测试合格方可上线运行。 

编写测试计划

测试

测试计划

开始

结束

测试总结 测试分析报告

 

 

图3 系统测试过程示意图 

 

8.2 测试计划 

编写测试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a）MOM系统平台功能、输入，输出等质量指标； 

b）MOM系统平台测试内容，测试条件及进度安排；； 

c）测试设计说明，包括输入数据选择方式，测试过程步骤及运行信息，预期的测试结果等； 

d）测试的评价准则，判断测试工作是否通过的评价尺度。 

8.3 测试 

按照测试计划，对系统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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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搭建测试环境，根据测试用例，准备测试数据; 

b) 单元测试； 

c) 平台系统测试： 

d) 集成测试：系统平台在需方部署后，与软、硬件进行集成测试。 

8.4 测试总结 

测试完成，编写系统测试分析报告，主要包括： 

a）测试概要，主要说明测试工作内容与测试计划中预先设计的内容之间的差别，说明作出这种改

变的原因； 

b）测试结果与发现； 

c）对软件系统功能的结论； 

d）测试效果评价。 

9 系统上线 

9.1 步骤 

经过系统测试，检查系统无问题后，按照图4的的顺序进行系统上线。 

制定上线计划

基础数据准备

系统上线计划

开始

上线试运行

结束
 

 

图4 系统上线过程示意图 

9.2 制订上线计划 

定制系统上线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系统平台上线部署安排、业务准备； 

b）软硬件准备及确认； 

c）系统切换方案； 

d）应急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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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基础数据准备 

基础数据准备主要包括基础数据的采集、梳理及导入，主要包括以下数据： 

a) 需方组织结构，人员及角色； 

b) 设备资源； 

c) 工作流程、操作规范； 

d）产品及产品组； 

e）制造BOM，工艺路线； 

f）在制品状态。 

9.4 上线试运行 

基础数据准备完成后，按MOM系统平台上线计划试运行，待运行稳定后对系统功能与实施方案确定

功能一一确认。 

10 项目验收 

MOM系统平台上线运行稳定后，项目可以进行验收。如图5所示为项目验收基本流程，主要包括系统

功能验收、资料归档、项目验收三步。 

系统功能验收

资料归档

开始

项目验收

结束

项目验收报告

实施方案
测试报告

用户使用手册

 

图5 系统验收过程示意图 

 

需方和系统实施方应相互配合，共同做好以下项目验收工作： 

a）MOM系统平台实施方应保证系统所有功能稳定运行，需方应根据实施方案中确定的功能，对系统

进行功能验收。 

b）需方应提供满足要求的各种文档资料，包括设计方案、测试报告、用户使用手册等。 

c）双方应共同完成项目验收报告，并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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