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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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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提出和发布单位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和中国农业机械学会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

术经济研究所、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中农博远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浙江海天机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曙、唱月霞、刘继红、王锋德、巩高铄、赵明壮、周江林、侯永柱、王玉敏、

关俊涛、白彦杰、安琪、陈奇、张新生、高鸣、黄传成、马盈政、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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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装备 智能工厂业务通用集成模型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机装备行业智能工厂通用集成模型中资源数据集成、核心业务集成和管理优化集成的

应用目标、技术方法以及实施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农机装备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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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J XXXX—202X/T/CAAMM XXXX—202X 农机装备 智能工厂业务通用集成模型 

GB/T 37393-2019 数字化车间 通用技术要求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 Aide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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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 制造运行管理（Manufactur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OEE 设备综合效率（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PDCA 计划、执行、检查、处理（Plan、Do、Check、Act） 

PDM 产品数据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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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4  资源数据集成应用 

4.1  应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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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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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术方法 

农机装备行业智能工厂资源数据集成重点关注控制设备与现场设备之间的通信的集成，参考GB/T 

37393-2019,可采用的通信方式包括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通信、无线通信。 

4.3  实施内容 

4.3.1 网络规划 

4.3.1.1 调研企业网络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及规划情况，如企业机房建设、网络架构、网络类型、网络覆

盖范围、网络安全等； 

4.3.1.2 对网络及通信设施建设进行需求分析规划，可采用网络架构图形式进行规划说明。附录A为某农机

装备企业网络架构图； 

4.3.1.3 确认企业建立有线或者无线的工厂网络，形成集成化的车间联网环境，建设符合安全要求及功能

要求的机房，为各控制系统及信息系统的服务器提供良好运行环境； 

4.3.1.4 采取必要的手段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保护企业工业数据安全，如进行容灾备份。 

4.3.2 智能装备建设 

4.3.2.1 调研企业智能装备应用及规划情况，包括调研农机装备企业加工装备应用情况，如数控机床、焊

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带自动控制的涂装产线等；调研智能物流装备应用情况，如立体料库、AGV等；检

验设备的应用情况，如三坐标测量仪、整机试验平台等；调研传感器的应用情况，如温湿度传感器、噪音

传感器、智能水电表等；调研智能化标识及识别手段的应用情况，如RFID、条码扫描等的应用，同时调研

上述标识与识别技术应用在哪些生产资源中，如人员、物料、工辅具、刀具、托盘等； 

4.3.2.2 调研企业各智能装备已采用或规划采用的控制手段； 

4.3.2.3 明确企业各装备的联网需求和联网能力，明确各类装备数据采集参数及接口要求，对于缺少控制

层系统且没有自动化能力，但确实存在联网需求的装备，可考虑采取对接口进行定制化开发的方式实现资

源数据集成。 

4.3.3 集成实施 

4.3.3.1 对需实现生产监控的数据范围进行明确，如设备运行数据、环境数据、能源消耗数据、自动化检

验设备的质量检验数据、物料编码数据、人员编码数据等； 

4.3.3.2 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各类现场数据的采集，如设备运行数据、质检数据、物流跟踪数据、环境数

据、能耗数据、人员编码、设备编码等； 

4.3.3.3 生产监控管理通过与装备层接口获得现场数据，将现场数据与工序任务数据进行绑定，可对现场

数据进行展示，对异常信息及时发出提示或报警，实现生产过程可视化。 

5  核心业务集成应用 

5.1  应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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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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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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方法 

农机装备行业智能工厂核心业务集成主要涉及信息系统之间的集成，可采用如下集成技术： 

a）采用基于服务的标准接口方式进行集成，如Web Service。参与集成的信息系统利用Web Service提

供通用格式数据的公用服务； 

b）采用数据库连接方式进行集成，用于大量结构化数据的跨系统查询、重组和分析； 

c）采用文件方式进行集成，用于多媒体数据的集成。 

5.3  实施内容 

5.3.1 信息系统建设 

5.3.1.1 对企业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规划情况进行调研，包括调研企业建设的信息化系统清单，如MOM系统，

ERP系统，DNC系统，CAD系统，PLM系统等； 

5.3.1.2 对企业各信息化系统已经实现或规划实现的功能范围进行调研，如MOM中实现了生产管理、物流管

理、质量管理、工辅具管理等； 

5.3.1.3 对企业各信息化系统的接口进行调研，了解各系统是否开放接口，是否为标准接口以及采用的接

口类型，如功能或接口无法满足集成要求，需提出功能完善规划或接口开发规划。 

5.3.2 集成实施 

5.3.2.1 梳理企业的生产管理、物流管理、质量管理及设备维保管理各业务流程； 

5.3.2.2 基于企业业务流程管理需求确认各管理体系之间的集成接口，并对集成接口进行设计，如规定各

接口的接口定义、数据方向、输入项、输出项，明确集成接口集成的业务数据等； 

5.3.2.3 进行集成接口开发，并完成测试，包括接口通信测试及接口业务测试。接口通信测试用于测试集

成接口能否进行数据通信，测试系统间接口数据传输的可行性及可靠性；接口业务测试用于测试集成接口

能否按规划设计进行业务数据的交互。 

6  管理优化集成应用 

6.1  应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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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技术方法 

管理优化集成关注企业质量、效率、个性化生产多方面的管理改善，建立在资源数据集成及核心业务

集成已完成，且已积累了大量的运行数据的基础上。技术方法包括： 

a）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指导企业管理改善，如采用精益生产理念指导企业降本增效、采用六西格玛管

理理念引导企业质量改进，指导企业发现问题，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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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立车间运行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如设备OEE、产品加工合格率等，对车间运行的状态进行计算、

分析和评价，用以对管理优化效果进行评估； 

c）采用PDCA循环，实现优化目标。 

6.3  实施内容 

6.3.1 计划 

6.3.1.1 基于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运行数据分析企业生产瓶颈，明确关键问题，确定农机装备企业需要

进行优化的方面，如质量、效率、个性化生产； 

6.3.1.2 制定企业可量化的优化评估指标，并制定优化目标，如提高成品检验合格率至某个百分比； 

6.3.1.3 明确时间周期，指定负责人员及执行团队，由执行团队对管理优化目标可行性分析及风险评估，

完善优化目标。 

6.3.2 执行 

6.3.2.1 参考《T/NJ XXXX—202X/T/CAAMM XXXX—202X 农机装备 智能工厂业务通用集成模型》中第8章管

理优化集成章节中所列条款，制定详细的执行方案，包括所涉及优化的方面，各方面所涉及的部门、车间、

产线，具体的执行步骤，并对执行后优化预期进行评估； 

6.3.3.2 依据执行方案进行具体运作，运作过程中需保证方案可被正常推进； 

6.3.3.3 方案推进过程中，可进行适当地调整以保证实施质量，但应尽可能控制调整的幅度以保障方案推

进的时效及效率。 

6.3.3 检查 

6.3.3.1 总结方案推进的结果，分析采取的各项措施带来的变化； 

6.3.3.2  分析方案中各措施带来的效果及存在的不足，找出问题。 

6.3.4 处理 

6.3.4.1 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予以标准化； 

6.3.4.2 对于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并在后续优化过程中进行规避； 

6.3.4.3 判断是否达成了计划阶段规划的优化目标，若已达成，则优化完成，PDCA循环结束；若尚未完成

或仍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下一个PDCA循环中去解决。 



T/CAAMM XXXX—202X/T/NJ XXXX—202X 
 

5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某农机装备企业网络架构图 

图A.1示出了某农机装备企业网络架构图。 

 

图A.1 某农机装备企业网络架构图 

ERP系统作为上层信息系统，承担着企业管理和计划制定及执行的功效；CAD软件用于实现计算机

辅助设计，CAE软件用于实现计算机仿真，设计数据及仿真数据可集成至PDM系统，由PDM系统进行统

一管理；MOM系统与其他信息系统之间的交互采用通常的软件集成方案；各类控制系统承担着与底层设

备之间的网络通讯与数据自动采集的功能以及与上层信息系统之间的指令传递与信息反馈的功能，是

MOM系统与现场设备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 

该企业通过该网络架构，能够实现各种软硬件的集成，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信息下达和自下而上的

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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