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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装备 智能工厂业务通用集成模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工厂业务通用集成模型，包括资源数据集成、核心业务集成和管理优化集成。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工厂的集成规划、设计与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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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3-2019 数字化车间 通用技术要求 

GB/T 25109.3-2010 企业资源计划 ERP 功能构件规范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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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产资源 productive resources 

生产所需的除设备以外的制造资源。 

注：生产资源包括人员、元器件、成品、半成品、辅助工具等。 

[来源:GB/T 37393-2019,定义3.15] 

3.2  

制造设备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通过设备自身功能以及同其他辅助设备协同来执行车间具体生产工艺的设备。 

注：制造设备包括加工设备、物流设备、质量检测设备以及维护设备等。 

[来源:GB/T 37393-2019,定义3.8] 

3.3  

ERP功能构件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ERP 

ERP系统中从用户视角可明确区分的、业务功能方面的独立构成部分。 

注：它不同于软件构件、软件组件、软构件，后者是指语义完整、语法正确、具有一定集成度并可以重复使用的软件组

成单元。 

[来源:GB/T 25109.3-2010,定义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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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GV 自动导引车（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BOM 物料清单（Bills of Material）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 

CAE 计算机辅助工程（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PP 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 

DNC 分布式数控（Distributed Numerical Control） 

ERP 企业资源规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SB 企业服务总线（Enterprise Service Bus） 

MDM 主数据管理（Master Data Management） 

MOM 制造运行管理（Manufactur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NC  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 

OEE 设备综合效率（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PDM 产品数据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 

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PLM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RFID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GV 有轨导引车（Rail Guided Vehicle） 

SCADA 监控与数据采集（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PC 统计过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SOA  面向服务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5 集成模型 

5.1 模型覆盖范围 

5.1.1 产品设计及工艺管理，包含 CAD、CAE、CAPP、PLM/PDM等软件系统。 

5.1.2 企业经营管理，以 ERP 软件系统为主，涉及到的 ERP功能构件包括基础数据管理、生产制造管理、

质量管理、物流管理、其他资源管理。 

注：本标准关注农机产品从订单到产品交付价值流的集成，以及从产品规格需求到产品档案的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集成，

故ERP系统中资金流管理、系统配置管理功能构件不在本标准讨论的集成标准范围内。 

5.1.3 制造运行管理，以 MOM软件系统为主，重点包括车间计划与调度管理、工艺执行与管理、生产物流

管理、生产过程质量管理、车间设备管理五大功能模块。 

5.1.4 生产监控管理，围绕工序计划组织各类生产数据，进行针对工序计划的生产跟踪及生产控制，可由

MOM 系统、SCADA系统、DNC系统中相应模块组成。 

5.1.5 制造设备，包括农机装备制造车间数控下料/钣金/机加设备、数字化涂装/焊接/装配生产线、AGV、

立库、试验设备等以及各类制造设备配置的对应控制系统，如数控系统、PLC、上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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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生产资源，包括人员、物料、工具以及厂房设施。其中，人员包括参与生产现场活动的各类人员，

如加工人员、物流人员、质检人员、设备维保人员；物料包括原料、辅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工具

包括工辅具、量检具等；厂房设施为生产提供正常的生产环境和能源供给。可采用 RFID、二维码、条码手

段对人员、物料、工具信息进行采集，采用环境传感器及能耗表分别对环境参数及能耗数据进行采集。 

5.2 模型说明 

5.2.1 模型架构 

根据农机装备企业基础建设条件和实施目标，从资源数据集成、核心业务集成和管理优化集成三个方

面分步实现智能工厂深度和广度的集成。通用集成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农机装备智能工厂通用集成模型 

5.2.2 模型架构组成 

5.2.2.1 资源数据集成 

以现场资源数据为基础，以生产过程可视化为目标，采用通用网络技术及信息技术，实现产品及生产

过程状态的数字化采集、数据的互联共享以及集中展示，包括人、机、料、能源以及生产环境各资源要素

通过传感器、RFID、条码扫描技术进行数据采集、清洗、分析，按照产品生产过程组织数据，并进行可视

化展示。 



T/CAAMM XXXX—202X/T/NJ XXXX—202X 

4 
 

5.2.2.2 核心业务集成 

以生产、质量、物流、维护四大业务流程驱动，根据不同业务特点提出系统间的信息集成需求，打通

业务流程断点，提升协同作业，实现业务信息在基础层、执行层、管理层之间的纵向贯通。包括：主数据

在各信息系统之间通过集成保持一致；生产订单在ERP、MOM、控制系统之间分解细化、执行、反馈，以及

跨车间协同；质量检验规程在PDM、MOM、生产及质检设备之间传递、下发、检测和质量跟踪与追溯；物流

规划在ERP、MOM、物流装备之间下达、调度、执行以及跟踪反馈；设备维修维护任务在MOM和现场各类装备

之间传递、下达、执行与反馈。 

5.2.2.3 管理优化集成 

基于大量运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以消除生产瓶颈，实现管理改善为目标，对智能工厂整体运行过程

进行优化分析，实现农机装备智能工厂在效率、质量、个性化生产三方面的集成优化，提供管理决策依据。 

6 资源数据集成 

6.1 集成架构 

资源数据集成的集成架构如图2所示，涉及生产监控管理及制造资源。资源数据集成包括控制数据由生

产监控管理向制造资源的集成以及现场数据由制造资源向生产监控管理的集成。 

 

图 2 资源数据集成的集成架构 

6.2 控制数据下发集成 

控制数据下发是由生产监控管理将生产指令、生产参数、NC程序下行传送至现场设备，实现生产控制。

具体集成数据包括： 

——针对各类现场制造设备的生产指令，如针对数控机床、产线的加工启停指令，针对AGV的物流配送

指令、针对立库的物料出入库指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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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各类现场制造设备的生产参数，如针对焊接机器人的焊接电压参数，针对装配机器人的拧紧

扭矩参数等； 

——针对数控机床传送数控加工程序。 

6.3 现场数据采集集成 

现场数据采集是采集人、机、料、环境、能耗各资源要素的实时数据，并集成至生产监控管理，与生

产监控管理中工序计划绑定，实现基于工序计划的生产跟踪。具体集成数据包括： 

——环境传感器采集获取的环境温度、湿度、噪音、粉尘等环境数据； 

——智能能耗表采集获取的水、电、燃气等能源消耗数据； 

——运行过程中的智能化设备，如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立库、AGV、检测设备等的控制系统自动采

集的设备运行数据，如设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参数、设备报警信息等； 

——检测设备采集的质检结果数据，如机加件的尺寸质检结果，成品拖拉机的试验测试结果等； 

——物流设备采集的物流仓储数据，如AGV所配送物料编码、数量信息，AGV当前位置信息，立库出库

物料编码、数量信息，立库库存信息等； 

——生产现场人员、物料、工具的编码数据。 

7 核心业务集成 

7.1 主数据集成架构 

主数据集成是企业核心业务集成的基础。主数据集成涉及产品设计及工艺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制造

运行管理以及生产监控管理和制造资源，集成数据包括工艺主数据，如BOM、图纸、产品工艺；以及生产资

源主数据，如机构主数据、人员主数据、物料主数据、设备主数据、仓库主数据。农机装备行业中较为通

用的主数据集成方式是通过系统间点对点集成的方式实现。采用该方式构建的主数据集成架构如图3所示。 

 

图 3 主数据集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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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系统间点对点集成方式外，可采用企业服务总线ESB方式实现系统间数据集成，以PLM系统、ERP系统和MOM系统之

间集成为例，附录A和附录B分别对ESB方式及点对点方式进行介绍。 

注：上述主数据集成方向仅作为集成建议，实际集成过程中可依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若企业已上线了MOM系统

且完成了人员、设备等各类数据的维护，在规划ERP系统时，从成本角度考虑可规划部分主数据由MOM向ERP集成。 

7.2 核心业务集成架构 

核心业务集成是以生产、质量、物流、维护四大业务流程驱动，打通业务流程断点，提升协同作业，

实现四大业务在各信息系统之间的贯通。农机装备智能工厂核心业务集成的集成架构如图4所示。 

 

图 4 核心业务集成架构 

注：本标准关注生产、质量、物流、维护四大业务在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集成，生产、质量、物流、维护四大业务内部

集成是以生产业务为主线，实现质量、物流、维护各业务之间必要的信息交互，以及质量、物流、维护各业务与生产业务之

间信息的交互。四大业务内部的集成在MOM系统实现，具体见GB/T 25485-2010第6.3.4章。 

7.3 生产业务集成 

7.3.1 产品生产计划集成 

农机装备企业依据农机产品销售计划及预测计划制定大纲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依据BOM数据对大纲计划

进行分解，获得各零部件、成品的产品生产计划，将产品生产计划向制造运行管理集成。 

7.3.2 车间作业计划、生产指令及加工参数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依据产品工艺将产品生产计划进行拆分，形成车间作业计划，并将车间作业计划向各车

间和产线集成；生产执行过程中，制造运行管理将生产指令及加工参数向各车间和产线集成。 

7.3.3 作业执行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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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车间和产线按照生产指令及加工参数执行作业加工，并将作业执行数据向制造运行管理集成，如设

备状态、作业人员编码、实际使用的设备/生产线、实际消耗的物料批次/数量、实际加工参数、生产报警

信息等。 

7.3.4 生产进度反馈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将生产进度数据向企业经营管理进行反馈，实现集成。 

7.4 质量业务集成 

7.4.1 质检规范集成 

将质检规范由产品设计及工艺管理向制造运行管理集成，质检规范可包括检测项目、检测方法、检测

标准、尺寸要求等。 

7.4.2 质检计划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依据质检规范制定质检计划，其中过程检验计划及成品检验计划需配合生产条线的车间

作业计划，保证质检计划与车间作业计划的协调一致，将来料质检计划、过程质检计划和成品质检计划向

智能装备及控制层各加工生产线/检验工位/检验区集成。 

7.4.3 质检结果集成 

智能装备及控制层各加工生产线/检验工位/检验区对来料、过程、成品的物料尺寸、产品性能等按照

质检计划进行检验，形成质检结果，将质检结果向制造运行管理集成。 

7.4.4 质检结论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将合格与否的质检结论向企业经营管理集成。 

7.5 物流业务集成 

7.5.1 物料出入库集成 

7.5.1.1 出入库计划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将物料出入库计划向立库集成，立库系统按照出入库计划完成物料出入库操作。 

7.5.1.2 出入库执行信息集成 

立库完成物料出入库操作后，将物料出入库执行信息集成至制造运行管理，制造运行管理按照出入库

完成信息更新物料库存信息。 

7.5.1.3 库存数据集成 

立库系统将物料库存数据集成至制造运行管理，制造运行管理及时更新实时库存量。 

7.5.1.4 库存记录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将库存记录集成至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及时更新实时库存量。 

7.5.2 物料配送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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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1 配送计划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将物料配送指令向AGV/RGV集成，指挥AGV/RGV进行物料配送。 

7.5.2.2 配送执行信息集成 

AGV/RGV接收到来自制造运行管理的物料配送指令后，进行配送，配送完成后，将配送完成信息反馈至

制造运行管理。 

7.6 维护业务集成 

7.6.1 设备日常维保集成 

7.6.1.1 维保任务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制定设备日常维保任务，并向各车间及产线集成。 

7.6.1.2 维保过程数据集成 

生产现场按照设备日常维保任务进行维保操作，产生维保过程数据，维保过程数据向制造运行管理集

成。 

7.6.2 设备故障维修集成 

7.6.2.1 设备故障信息集成 

智能控制及装备层产生设备故障信息，设备故障信息向制造运行管理集成，制造运行管理的监控界面

显示故障报警。 

7.6.2.2 维修任务集成 

制造运行管理依据故障报警信息制定维修任务，并将维修任务下发至维修现场，实现维修任务集成。 

7.6.2.3 维修完成信息集成 

现场维修完成后，维修完成信息由生产现场向制造运行管理集成，制造运行管理接收到维修完成信息

后及时将监控界面的故障报警清零。 

8 管理优化集成 

8.1 优化目标 

农机装备行业的生产工艺复杂，兼具批量加工和个性化装配的生产特点，其智能工厂系统性管理优化

重点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农机装备行业的机加工属于资源密集型生产、批量性加工，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作为集成优化目标； 

——农机装备行业的装配生产属于人员密集型生产、质量一致性难保证，应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

品不合格率作为集成优化目标； 

——农机装备的市场需求日趋向个性化发展，其智能工厂应在模块化设计和成组工艺的基础上，优化

生产协同，提升生产制造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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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附录C对某农机装备企业智能工厂系统性管理优化情况进行介绍。 

8.2 以效率为目标的集成优化 

8.2.1 加工效率优化 

8.2.1.1 产线改善 

在关键环节增加机器人、专用质检仪器、自动化物流装备等，通过智能装备替换人工操作，实现产线

改善，提高加工效率。 

8.2.1.2 布局优化 

可借助仿真可视化等技术手段等对物流路径、生产产线布局等进行仿真模拟，寻找最优方案，并依据

仿真模拟结果对工厂布局进行必要的优化调整； 

8.2.1.3 针对特定业务的专用信息系统应用 

如高级计划排产管理系统、机加车间刀具管理系统、工辅具管理系统、工装管理系统、量检具管理系

统等，提高各业务的生产组织效率。 

8.2.2 管理效率优化 

8.2.2.1 提高集成效率 

加强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工厂各生产资源的各类生产信息联通，以信息化手段代替人工集成，提

高集成效率。 

8.2.2.2 实现扁平化管理，提高沟通效率 

通过数据的联通、业务流的打通，建立透明工厂，可借助多种车间数据采集手段实时透明掌控动态，

可实时监控生产进度、掌握在制品分布、设备状态、OEE、质量统计、能耗统计、现场实况等，消除管理流

程中的冗余步骤，实现效率改善。 

8.2.2.3 消除效率瓶颈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影响质量、效率的潜在因素，如针对生产过程积累的各类业务数据，特别是时

耗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工艺设计时耗、设备故障维修时耗、生产准备时耗、物料配送时耗等，查找影响生

产效率的瓶颈，针对关键环节进行优化，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交付期改善。 

8.2.2.4 进行生产资源能力匹配 

在对设备、人员、物料等生产资源的资源能力如设备产能、人员资质等进行定义的基础上，对个性化

生产任务所需的生产能力进行预算，依据生产能力为各生产任务匹配相应的生产资源，减少资源浪费，保

证资源利用最大化。 

8.2.2.5 消除浪费 

采用精益理念，通过分析生产过程的产量、缓存、库存、物流、质检数据，分析产生浪费的环节，消

除生产中的浪费，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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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精益理念中，生产中的浪费包括等待的浪费、搬运的浪费、不良品的浪费、动作的浪费、加工的浪费、库存的浪费、

制造过多（早）的浪费。                                                                                                                                                                                                                                                                                                                                                                                                                                                                                                                                                                                                                                                                                                                                                                                                                                                                                                                                                                                                                                                                                                                                                                                                                                                                                                                                                                                                                                                                                                                                                                                                                                                                                                                                                                                                                                                                                                                                                                                                                                                                                                                                                                                                                                                                                                                                                                                                                                                                                                                                                                                                                                                                                                                                                                                                                                                                                                                                                                                                                                                                                                                                                                                                                                                                                                                                                                                                                                                                                                                                                                                                                                                                                                                                                                                                                                                                                                                                                                                                                                                                                                                                                                                                                                                                                                                                                                                                                                                                                                                                                   

8.3 以质量为目标的集成优化 

8.3.1 生产要素优化 

8.3.1.1 优化人员 

可实现人员加工质量信息的统计分析，作为对人员进行绩效考核的数据基础，以促进人员加工质量改

善。 

8.3.1.2 优化设备 

可基于设备日常维保、故障维修数据的累积，实现设备知识库管理，为企业优化维保计划、提高维修

质量提供数据基础。 

8.3.1.3 优化来料 

可依据来料质量数据对供应商进行评估，为企业优化供应商选择提供数据基础。 

8.3.1.4 优化工艺 

可支持在原有工艺基础上，通过工艺变更的方式快速完成工艺的修改和制定，加快工艺设计速度，优

化设计质量。 

8.3.1.5 优化环境 

可基于现场温度、湿度、噪音等环境数据的采集、分析结果对生产环境进行评估，采取必要的手段对

环境进行改善。 

8.3.2 质量管理改善 

8.3.2.1 加强质量风险评估 

可预判由降低成本、节能减排、新产品、新装备、新工艺等因素导致的质量风险，并提出预警和预防

性处理措施。 

8.3.2.2 提高生产线整体防错能力 

提高生产线整体防错能力可包含但不限于下述措施： 

——装配过程中可通过扫描关键零部件（防错件/追溯件）信息与BOM条目进行比对实现物料的防错防

漏处理； 

——关键装配工位/工序可将电子工艺指导书在线装配指导与生产现场装配操作相结合达到工艺数据

防错的目的； 

——关键装配工位/工序可配备电动力矩拧紧设备进行拧紧防错。 

8.3.2.3 提高过程质量管控能力 

提高过程质量管控能力可包含但不限于下述措施： 

——可针对关键工艺或关键性能指标变抽检为普检，提高质检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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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SPC手段使质量过程维持在仅受随机性因素影响的受控状态，以达到控制质量的目的； 

——可实现全生产过程跟踪和追溯，形成产品质量档案，可依据质量档案对质量问题原因进行定位。 

8.4 以个性化生产为目标的集成优化 

8.4.1 设计端优化 

8.4.1.1 加强个性化设计 

应实现关键零部件乃至整个农机产品从通用化、到模块化、再到个性化设计的转变。 

8.4.1.2 提高设计质量 

应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等多种设

计端软件工具加强对设计、工艺的制定及校验，提高设计质量。 

8.4.2 均衡化生产 

8.4.2.1 加强柔性产线建设 

应建设柔性产线以适应个性化生产需求，柔性化产线运行需要加工装备、物流装备、质检装备、信息

系统等协调配合以支持混流生产。 

8.4.2.2 加强生产协同 

以生产为主线，加强物流、质检、设备维保、工辅具准备等各项业务的协同，提高柔性化产线的加工

效率。 

8.4.2.3 资源负荷均衡 

结合销售订单和市场预测制定生产计划，合理安排农机销售淡季生产，压平生产曲线，提高产线生产

平稳性和顺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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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企业服务总线（ESB）方式 

企业服务总线（Enterprise Service Bus, ESB）是基于SOA思想架构产生的一个用于整合应用程序和

服务的基础软件平台，也是一个基于消息的调用企业服务的通信模块，它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企业整合各种

异构软件系统服务的。它是传统中间件技术与XML、Web服务等技术结合的产物，是基于开发的标准消息总

线，用于通过标准的适配器和接口来提供各程序和组件之间的互操作功能。 

 

图 A.1 多个信息系统基于 ESB的集成 

各个系统间集成通过ESB平台实现数据的中转，任何两个系统之间不直接进行集成，这样完全避免系统

之间的耦合。 

所有系统发布服务的接口（通过Web Services发布）能被ESB调用、能直接和应用系统对接实现数据的

抽取和写入。系统与ESB之间通过适配器方式进行交互，由适配器处理系统的差异。MES系统作为其中之一，

同样提供能被ESB调用的Web Services服务接口。 

每个系统设定FTP文件中转服务，用于中转物理文件（比如：CAD模型、CAD图纸、WORD文件、EXCEL文

件等）。 

ESB平台管理数据服务的注册、数据服务的编排、服务的中转、消息路由、错误日志的记录和物理文件

的中转等。 

ESB平台集中管理的分布端对端架构，实现集中的经过ESB平台数据交换模式，支持不同类型通信协议。

平台将节点服务器、节点上运行的适配器(接口服务)、跨节点的传输流程、及数据流纳入整个平台的管理(包

括配置和监控)，对各种异常的全面管理。 



T/CAAMM XXXX—202X/T/NJ XXXX—202X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点对点接口方式 

系统之间进行点对点的接口方式是目前企业进行系统集成采用的比较普遍的方式，以 MOM 系统为例，

MOM 系统对外提供标准的 Web Services 接口服务，其它软件系统可根据需求对接口服务进行调用。同样其

它软件系统也可发布自身的 Web Services 接口服务提供给 MOM 系统调用。各系统在调用其它系统对外发

布的 Web Services 接口服务时，需要使用适配器来处理系统间数据结构和数据类型的差异。 

 

图 B.1 MOM提供接口服务与其它系统直接集成 

如 MOM 系统想通过除 Web Services 接口之外的其他接口方式，例如数据库中间表接口、消息队列方

式或共享文件方式与其它软件系统进行集成，就需要涉及到的系统双方面对面做进一步沟通，讨论和确定

能够满足和匹配双方的详细的数据类型、接口类型和格式，从而进行深度的二次开发方可完成。 

点对点接口方式适合在各系统自身具备开放接口的情况下使用，系统进行两两交互，不影响第三方，

相对来说实施难度较低。缺点是无法提供集中管理和监控的功能，仅支持一对一交换，每个交换点软件系

统单独管理，没有平台中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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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某农机装备企业智能工厂系统性管理优化 

某农机装备企业智能工厂，以先进、可靠、高效、适用、经济为原则，农机装备零部件加工关键工序

的关键设备选用高效加工中心，提高了生产线的数控化程度，增加工艺柔性，提高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水

平，确保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车间以国产及进口数控化加工设备为主，新建 6 条农用拖拉机生产线，搬

迁改造 3 条农用拖拉机生产线，其中核心零件智能加工车间采用集中冷却、润滑系统与排屑系统，独立油

雾收集处理装置，实现清洁生产；采用立体刀具库、刀具预调测量仪、智能化刀具芯片读取系统以及相应

的刀具管理软、硬件等进行刀具管理。 

农机装备企业智能工厂系统性管理优化措施如下： 

1、建立支持农机装备创新机制的数字化车间 

农机产品与工艺设计阶段即采用数字化设计仿真手段，优化工艺、布局和生产方案。与传统农机装备

生产车间建设相比，运用物流仿真分析软件，可以在生产线建设之前，进行三维布局的合理性、运行干涉

性、节拍的匹配性等可视化的分析优化，同时承担常规生产和试制任务。 

2、采用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  

对农机装备生产过程应用需求拉动式生产，解决传统推进式生产方式的诸多弊端，实现以准时化生产

为核心，以降低成本、持续改善和提高为目标，通过需求拉动式组织方式的实现来逐步消除无效生产。 

农机装备零部件机加自动化生产线采用“一个流”生产，即各工序只有一个工件在流动，使工序从毛

坯到成品的加工过程始终处于不停滞、不堆积、不超越的流动状态，改变传统农机装备生产过程靠大量在

制品和零部件储备来维持均衡生产和确保任务完成的方式。通过应用“一个流”的生产方式，使各种问题、

浪费和矛盾得以显现及消除。通过生产线总控系统的柔性功能，实现生产工艺的灵活调整。改变组专机床

只适应一种产品的局限性。 

3、应用自动化物流 

采用桁架机械手、多托盘系统等进行工序间物料自动化转运，减少磕碰伤，提高输送效率。 

4、采用先进的生产管控技术 

采用 DNC 数控机床联网技术，与传统农机装备生产设备采用的单机管理方式相比，实现了加工程序、

机床工艺参数、生产线运行状态等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减少程序丢失、损坏及生产状态不可控等弊端。 

采用数字化扫描与识别、与 MOM 信息化技术融合，实现农机装备关重件、加工刀具的跟踪及管理，

改变人工管理容易出错，效率不高等问题。 

通过 MOM 系统接收 ERP 系统排产计划，直接管理机床实现农机装备生产现场数字化，改变人工排产

易出错，难以满足农机装备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组织特点的问题。 

5、应用智能化刀具管理 

采用智能立体刀库结合刀具预调测量仪、刀具芯片信息 

应用智能读取系统以及相应的刀具管理软件等软、硬件设施，实现了刀具的调整、自动化存储与管理，

与传统农机装备生产过程人工管理刀具库的方式相比，提高了刀具准备速度，降低产品制造成本和刀具管

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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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用绿色制造方式 

通过集中控制的冷却液供应系统，自动化的排屑系统，独立的油雾吸收与处理装置等，实现农机装备

清洁生产，改变以往人工排屑效率低、不及时，脏乱差以及车间油雾挥发造成的空气环境差等问题。 

通过对车间生产环境的监控和自动调节，满足农机装备零部件高精度加工的温度、湿度、清洁度的要

求，支持 HSE（健康、安全、环境）的生产目标。 

应用智能能源监控管理系统，达到节能减排目的。 

7、实现全面的质量管理（TQM） 

实现农机装备生产过程关键工位自动检测数据采集或人工扫描录入质量数据，通过 MOM 统计分析进

行质量控制。 

应用 SPC 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8、实现设备全员生产维护保养（TPM） 

实现设备全员生产养护，提升设备总效率。 

应用设备智能运维系统，为设备可靠高效运行提供及时维护保养提醒、指导和追溯。避免农机装备零

部件高精度设备维护保养不及时，精度降低，产生故障，影响生产和质量。 

9、应用数字化新技术 

采用农机装备数字化加工车间数据模型及虚拟仿真平台，提高了规划设计的可靠性和效率。 

应用桁架机械手提高了生产转运效率。 

设备智能运维系统提高了农机装备零部件加工设备的利用率、保证了设备精度。 

应用智能能源管理系统监控能源运行状态，并持续改进。 

10、应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集成方式 

改变传统农机装备生产各工序分散不协同的零件加工工艺流程，通过将数控设备加工、桁架机械手自

动转运、工件自动上下料、线上与线下质量检测结合、立体刀库管理、集中冷却润滑与排屑、数据采集等

过程进行有机整合，形成柔性化、自动化、少人化和可扩展的智能化农机装备核心零件智能加工车间，解

决了传统农机装备生产方式中数控机床程序切换困难、工序间转运费时费力、大量加工刀具管理困难、检

测数据难以统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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