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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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是GB/T XXXXX《智能工厂建设导则》的第2部分。GB/T XXXX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2部分：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机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河南）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河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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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机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
限公司、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恺真、刘莹、关俊涛、刚轶金、冯卫闯、游冰、苗发祥、马盈政、杨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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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毅、王敬军、张德政、吕鹏、刘杰、郝璇、纪学成、高云鹏、杨刘军、靳建超、郑浩、王晨、任磊、
韩红桂、黄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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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按照科学的方法与规则指导智能工厂建设工作成体系成系统地开展，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状况逐
步向高级别的智能工厂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制定GB/T XXXXX 《智能工厂建设导则》
解决企业开展智能工厂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GB/T XXXXX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智能工厂总体架构。从总体上规定了智能工厂建设内容框架组成、各部分之间的相
互关系和通用要求等。本部分是智能工厂建设总体思路和建设要求的统领性标准，是其余三部
分标准的基础。目的在于规范智能工厂的主要组成内容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第2部分：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规定了智能工厂建设所包含的各智能系统的建设内容、应用
和检测相关要求。目的在于规定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的建设、应用和检测相关要求。
——第3部分：虚拟工厂建设。以实现虚拟试生产、生产系统优化为目标，规定需要建设的各类虚
拟工厂模型、仿真模型以及相关的信息、成果和应用要求。目的在于虚拟试生产、生产系统优
化，以及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虚拟工厂建设。
——第4部分：智能工厂设计文件编制。规定了在智能工厂设计阶段应包含的设计文件成果及其内
容深度。本部分规定的设计文件成果及内容深度中引用了第2和第3部分涉及的内容，并对不同
设计阶段的智能工厂智能化系统、虚拟工厂模型、仿真模型及仿真应用进行了具体规定。目的
在于规范智能工厂建设项目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设计中的设计文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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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厂建设导则 第 2 部分：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的系统架构与配置、智能装备、信息基础设施、物联网系统、车
间信息系统、企业信息系统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的建设、应用和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87-2011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工厂 intelligent plant
在设备智能化、管理现代化、信息计算机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新的阶段，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系统
集成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型工厂。
3.2
物理工厂 physical plant
由生产设备、公用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等组成的实体工厂的总称。
注：公用基础设施是物理工厂内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设施。

3.3
智能化系统 intelligent system
由物联网传感技术、信息传输技术、数据处理、智能控制及显示技术等组成的具有某一功能的系统。
3.4
系统架构 system architecture
对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整体结构与组件的抽象描述，它由若干功能要素组合而成，可用于指导智能
化系统的设施、业务及管理等各方面的设计。
3.5
增材制造 additive manufactu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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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维模型数据为基础，通过材料堆积的方式制造零件或实物的工艺。
[来源：GB/T 35351-2017，2.1.1]
3.6
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使用无线电频率的网络。使用中的最常用标准是IEEE 802.11b和IEEE 802.llg,应用2.4GHz频带具
有54 Mbit/s传输率、各自最髙11 Mbit/s带宽。
[来源：GB/Z 25320.2-2013，2.2.222]
3.7
供应链管理系统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采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借助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建立的用于支持供应链管理的
信息系统。
[来源：GB/T 25103-2010，3.1.3]
3.8
人机交互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人与设备之间使用某种对话语言，以一定的交互方式，为完成确定任务的人与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
过程。
3.9
智能装备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在物理工厂中直接参加生产活动或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机器设备，如机械、动力及传导设备等。
3.10
信息基础设施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将具有接收、交换、传输、处理、存储和显示等功能的信息系统整合，形成物理工厂公共通信服务
综合基础条件的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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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计算机辅助工程（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CAM：计算机辅助制造（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Computer-Aided Process Planning）
NC：数字控制系统（Numerically Controlled）
PDM：产品数据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
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WMS：物流仓储管理系统（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5

系统架构与配置

5.1
2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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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包括智能装备、信息基础设施、物联网系统、车间信息系统、企业信息系统。
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架构见图1。

注：虚框内的内容不在本文件研究范围内。

图1 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架构
根据图2，对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进行分类，并对各类系统做具体功能描述，最后通过配置相对应
的智能化系统来支持并实现系统分类中的各项功能。
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组成见表1。
表1 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组成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智能生产单元/产线
机器人系统
增材制造系统

智能装备

人机交互系统
智能物流仓储系统
识别与传感系统
控制系统
计算机网络
工业无线通信网络
工业有线通信网络
备份与存储系统
服务器
信息安全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信息基础设施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无线对讲系统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
电子会议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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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生产指挥调度中心/控制室

信息基础设施

计算机机房
消防安防控制中心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防差错管理系统
设备联网系统
目视化管理系统
安灯管理系统

物联网系统

公用设施设备监控系统
能效节能管理系统
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
生产车间环境监测系统
安全仪表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生产运作管理系统
设备维护管理系统
计算机辅助质量管理系统

车间信息系统
质量追溯系统
基于定位的车间应用系统
车间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企业门户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销售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供应链关系管理系统
企业信息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生产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系统集成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计算机辅助工程系统
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
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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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系统分类

系统名称
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企业信息系统

虚拟产品开发系统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知识管理

5.2

系统配置

物理工厂根据生产过程可划分为离散型、流程型、混合型。不同类型物理工厂的智能化系统配置见
表2。
表 2 不同类型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配置表
智能化系统

物理工厂一般配置
离散型

流程型

混合型

智能生产单元/产线

●

●

●

机器人系统

●

●

●

增材制造系统

⊙

○

⊙

人机交互系统

●

●

●

智能物流仓储系统

●

●

●

识别与传感系统

⊙

●

●

控制系统

⊙

⊙

⊙

计算机网络

●

●

●

工业无线通信网络

●

●

●

工业有线通信网络

●

●

●

备份与存储系统

●

●

●

服务器

●

●

●

信息安全系统

●

●

●

综合布线系统

●

●

●

信息基础设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

⊙

⊙

施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

⊙

⊙

无线对讲系统

○

○

○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

⊙

⊙

⊙

电子会议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

⊙

⊙

生产指挥调度中心/控制室

●

●

●

计算机机房

●

●

●

消防安防控制中心

●

●

●

智能装备

5

GB/T XXXXX.2—XXXX
表 2 （续）
智能化系统

离散型

流程型

混合型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

●

●

防差错管理系统

●

●

●

设备联网系统

⊙

●

●

目视化管理系统

⊙

⊙

⊙

安灯管理系统

●

●

●

公用设施设备监控系统

⊙

⊙

⊙

能效节能管理系统

⊙

⊙

⊙

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

⊙

●

●

生产车间环境监测系统

⊙

⊙

⊙

安全仪表系统

⊙

●

●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

●

●

生产运作管理系统

●

●

●

设备维护管理系统

●

●

●

车间信息系

计算机辅助质量管理系统

●

●

●

统

质量追溯系统

●

●

●

基于定位的车间应用系统

⊙

⊙

⊙

车间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

●

●

企业门户

●

●

●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

●

●

销售管理系统

●

●

●

财务管理系统

●

●

●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

●

●

供应链关系管理系统

⊙

⊙

⊙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

⊙

⊙

生产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

●

●

企业信息系

系统集成

⊙

⊙

⊙

统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

⊙

●

计算机辅助工程系统

⊙

⊙

⊙

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

⊙

⊙

⊙

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

⊙

⊙

⊙

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

●

●

●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

●

●

虚拟产品开发系统

⊙

○

○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

⊙

⊙

知识管理

●

●

●

物联网系统

注：●—应配置；⊙—宜配置；○—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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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类型

智能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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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系统组成

智能装备宜包括机器人系统、增材制造系统、人机交互系统、智能物流仓储系统、识别与传感系统、
控制系统等。
6.2

智能生产单元/产线
智能生产单元/产线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模块化、集成化、一体化、数字化等特点；
b）具有通讯接口。

6.3

机器人系统
机器人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对外部环境（包括作业条件）的检测和感觉功能；
b）具有对外部状态变化的适应能力；
c）能对诸如视觉、力觉、触觉等有关信息进行测量、识别、判断、理解等功能；
d）确保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的规范性、协同作业的安全性、通信接口的通用性；
e）能与车间MES系统数据对接，并具备与其它设备交换信息与协调工作的能力。

6.4

增材制造系统
增材制造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支持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通过软件与数控系统将专用的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按照挤压、
烧结、熔融、光固化、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
b）能与其他系统实现数据交换，确保与智能制造各环节、要素协调一致，实现效能最优。

6.5

人机交互系统
人机交互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包括输入/输出、接口、信息获取与合成、信息处理、信息反馈等模块；
b）可采用语音、手势、体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设备等多维度交互方式；
c）能够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与通信，完成信息管理、服务和处理等功能。

6.6

智能物流仓储系统
智能物流仓储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由高层货架、堆垛机、输送机、控制系统和计算机管理系统等构成，并可在计算机系统控制
下完成单元货物的自动存取作业；
b）能够实现对物料的自动识别、自动检测、自动分拣、自动存取及自动跟踪等；
c）能够进行入库管理、出库管理、库内移动、盘点管理、调拨管理、退换货管理、报表分析；
d）具备物流操作自动控制和信息处理功能、物流特征信息和输送状态信息、物流系统运行状态和
故障信息的监控、物流信息的识别；
e）能与车间信息系统、企业信息系统实现数据交换。

6.7

识别与传感系统
识别与传感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支持实时检测、跟踪、报警、信息统计等功能；
7

GB/T XXXXX.2—XXXX
b）宜由识别传感器、工控机及微型处理器组成，集高速自动检测、测量、分辨、定位于一体。
6.8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包括控制方法、数据采集及存储、人机界面及可视化、通信、柔性化、智能化、控制设备集成、
时钟同步、系统互联等技术，一般包含控制设备、执行器、变送器等前端设备以及控制软件、
优化软件等管理软件组成；
b）用于规定生产过程及装置自动化、数字化的信息控制系统，解决控制系统数据采集、控制方法、
通信、集成等问题，实现对生产过程、关键环节、重要工艺段的参数监测、自动调整及优化控
制。

7

信息基础设施

7.1

系统组成

信息基础设施宜包括计算机网络、工业无线通信网络系统、工业有线通信网络系统、备份与存储系
统、服务器系统、信息安全系统、综合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
线对讲系统、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电子会议系统、公共广播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生产指挥调度
中心/控制室、计算机机房、消防安防监控中心等。
7.2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建立各类用户完整的公用和专用的信息通信链路，支撑工厂内多种类智能化信息的端到端传
输，并应成为工厂内各类信息通信完全传递的通道；
b）满足工厂各类数据业务信息传输与交换的高速、稳定、实用和安全的要求；
c）适应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网络化传输趋向；
d）对智能化系统的信息传输，应按信息类别的功能性区分、信息承载的负载量分析、应用架构形
式优化等要求进行处理，并应满足工厂智能化信息网络的统一性要求；
e）网络拓扑架构应满足工厂使用功能的构成状况、业务需求及信息传输的要求；
f）宜根据信息接入方式和网络子网划分等配置路由设备，并应根据用户业务特性、运行信息流量、
服务质量要求和网络拓扑架构形式等，配置服务器、网络交换设备、信息通信链路、信息端口
及信息网络系统等；
g）宜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保障设备和网络管理系统，工厂内信息网络系统与工厂外部的相关信息
网互联时，应设置有效抵御干扰和入侵的防火墙等安全措施；
h）采用专业化、模块化、结构化的系统架构形式；
i）具有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7.3

工业无线通信网络
工业无线通信网络需满足以下要求：
a）保证工厂内信息传输与交换的高速、稳定和安全；
b）适应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网络化传输趋向；
c）采用专业化、模块化、结构化的系统架构形式；
d）具有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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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有线通信网络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采用工业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交换技术和相应的网络结构方式，按业务需求及数据传输要
求规划网络结构；
b）满足工厂生产业务信息传输与交换的高速、稳定、实用和安全的要求；
c）根据网络运行的业务信息流量、服务质量要求和网络结构等配置相应的网络设备；
d）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与网络管理系统。
7.5

备份与存储系统
备份与存储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防止由于操作失误、系统故障等人为因素或意外原因导致数据丢失；
b）能将整个系统数据或者一部分关键数据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主机的存储中复制到其他存储设备；
c）控制调度算法最优，成本合理，可实现多级多层次存储。

7.6

服务器
服务器需满足以下要求：
a）包括处理器、磁盘、内存、系统总线等；
b）能实现对物理工厂各业务系统的管理、配置、计算、保障服务等功能；
c）宜采用集群、分布式、负载均衡、云计算等主流技术架构。

7.7

信息安全系统
信息安全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设置必要的技术防护手段，防止企业信息未经授权的访问、使用、泄露、中断、修改和破坏；
b）包括防火墙、加密机、防病毒设备（软硬件）、防电磁干扰的屏蔽设备、入侵检测设备、容灾
备份设备等；
c）宜基于OSI网络模型，通过安全机制和安全服务实现信息安全。

7.8

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满足物理工厂内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信息传输的需求；
b）根据物理工厂的业务性质、使用功能、管理维护、环境安全条件和使用需求等，进行系统布局、
设备配置和缆线设计；
c）遵循集约化建设的原则，并应统一规划、兼顾差异、路由便捷、维护方便；
d）适应智能化系统的数字化技术发展和网络化融合趋向，并应成为物理工厂内整合各智能化系统
信息传递的通道；
e）根据缆线敷设方式和安全保密的要求，选择满足相应安全等级的信息缆线；
f）根据缆线敷设方式和防火的要求，选择相应阻燃及耐火等级的缆线；
g）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管理保障技术措施；
h）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7.9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确保物理工厂内部与外界的通信接续；
b）对物理工厂内需屏蔽移动通信信号的局部区域，宜配置室内屏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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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手段，满足生产指挥调度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b）宜根据物理工厂实际情况选用本地电信运营商提供的虚拟交换方式、配置远端模块或者配置独
立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等方式，提供工厂内电话等通信使用；
c）工厂内所需的电话端口应按实际需求配置，并预留容量；
d）系统线路宜并入综合布线系统。
7.11 无线对讲系统
无线对讲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满足工厂内管理人员互相通信联络的需求；
b）根据工厂的环境状况，设置天线位置、选择天线形式，确定天线输出功率；
c）利用基站信号，配置室内馈线和系统无源器件；
d）信号覆盖应均匀；
e）具有先进性、开放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7.12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
信息引导及发布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公共业务信息的接入、采集、分类和汇总的数据资源库，并在工厂公共区域向公众提供信
息告示、标识导引及信息查询等多媒体信息发布功能；
b）宜由信息播控中心、传输网络、信息发布显示屏或信息标识牌、信息导引设施或查询终端等组
成，并应根据应用需要进行设备的配置及组合；
c）根据工厂的管理需要，布置信息发布显示屏或信息导引标识屏、信息查询终端等，并应根据公
共区域空间环境条件，选择信息显示屏和信息查询终端的技术规格、几何形态及安装方式等；
d）播控中心宜设置专用的服务器和控制器，并宜配置信号采集和制作设备及相配套的应用软件：
应支持多通道显示、多画面显示、多列表播放和支持多种格式的图像、视频、文件显示，并应
支持同时控制多台显示端设备；
e）具有多种输入接口方式。
7.13 电子会议系统
电子会议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适应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并应采用能满足视频图像清晰度要求的投射及显示技术和满足音频声
场效果要求的传声及播放技术；
b）宜采用网络化互联、多媒体场效互动及设备综合控制等信息集成化管理工作模式，并宜采用数
字化系统技术和设备；
c）宜拓展会议系统相应智能化应用功能。
7.14 公共广播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根据现实工厂环境噪声、面积、空间高度等选择扬声器的类型、功率，满足扩声效果；
b）满足消防应急广播的需求，宜分为公共广播、背景音乐和应急广播；
c）配置多音源播放设备，以根据需求对不同分区播放不同音源信号，系统播放设备宜具有连续、
循环播放和预置定时播放功能；
10

GB/T XXXXX.2—XXXX
d）应急广播系统和公共广播系统前端扬声器可以共用，应急广播系统优于公共广播系统；
e）适应数字化处理技术、网络化播控方式的应用发展。
7.1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满足物理工厂生产区域人流和物流的受控范围和防护级别的要求；
b）具有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互联的信息通信接口，宜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实现互联；
c）宜包括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和入侵报警、视频安防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访客对
讲、停车库(场）管理系统等；
d）拓展和优化公共安全管理的应用功能。
7.16 生产指挥调度中心/控制室
生产指挥调度中心/控制室需满足以下要求：
a）控制室应根据管理模式、控制系统规模、功能要求等设置功能房间和辅助房问；
b）功能房间宜包括操作室、机柜室、工程师室、空调机室、不间断电源装置（UPS）室、备件室等，
包括操作间、机柜室、工程师室及其他辅助房间；
c）具有全厂性生产操作、过程控制、安全保护、先进控制与优化、仪表维护、仿真培训、生产管
理及信息管理等功能；
d）控制室的功能房间面积应根据控制系统的操作站、机柜和仪表盘等设备数量及布置方式确定；
辅助房间的面积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7.17 计算机机房
计算机机房需满足以下要求：
a）根据GB/T 2887-2011规定的计算机场地等级划分为A、B、C三级；
b）宜包括室内装修、空气调节、电气、电磁屏蔽、网络与布线系统、智能化系统、给排水、消防
与安全等；
c）确保物理工厂各电子信息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d）安全要求按照GB/T 2887-2011的安全防护规定执行；
e) 采用开放式、模块化设计，采用统一标准数据接口。
7.18 消防安防控制中心
消防安防控制中心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接收、显示、处理火灾报警及安防报警信号，控制相关消防及安防设施；
b）消防安防监控中心内设置的消防设备应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消防控制室图
形显示装置、消防电话总机、消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
消防电源监控器等，应能监控并显示工厂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并应具有向上级消防远程监
控中心传输信息的功能；
c）消防安防监控中心内的消防设备应集中设置，并应与其他设备间有明显间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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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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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系统宜包括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防差错管理系统、设备联网系统、目视化管理系统、
安灯管理系统、公用设施设备监控系统、能效节能管理系统、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生产车间环境监
测系统，安全仪表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
8.2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实现数据采集、设备控制、测量、参数调节以及信号报警等各项功能；
b）现场各控制系统之间应保持相对独立，设备应具有故障隔离功能；
c）控制中心和分控站应有严格的安全和权限级别限制，不得随意越权操作。

8.3

防差错管理系统
防差错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以产量最大化、质量最优为目标；
b）以物理工厂的内部工序为研究单位，分析每道工序在制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c）综合应用工艺技术和管理技术。

8.4

设备联网系统
设备联网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设备宜支持有线、无线等网络接入方式；
b）支持相关业务系统对设备状态、加工信息、历史数据的采集与控制；
c）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管理保障技术措施；
d）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

8.5

目视化管理系统
目视化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生产过程信息可视化显示，生产计划发布、实时产量统计、生产线异常通知、处理流程跟
踪、生产效率统计、异常状况统计等功能；
b）以视觉信号为基本手段，以公开化为基本原则，将管理者的要求和意图显性化，以实现显性管
理、自主管理、自我控制；
c）终端应设置于生产线、重点工位等易于观察的位置。

8.6

安灯管理系统
安灯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收集生产线上有关设备和质量管理等与生产有关的信息，加以处理，控制分布于车间各处的
灯光和声音报警系统；
b）宜具有工位作业管理、设备运行管理、信息可视管理、物料呼叫管理、质量呼叫管理、设备呼
叫管理、维修呼叫管理、公共信息管理等功能；
c）支持对数据统计与分析，并支持导出各种相关报表。

8.7

公用设施设备监控系统
公用设施设备监控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管理平台、人机界面、数据库、通讯网络和接口等；
b）能满足工厂对使用功能、运行环境、运营管理和节能环保等的要求，实现公用设施设备安全可
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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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具备实时监测、安全保护、远程控制等功能。
8.8

能效节能管理系统
能效节能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通过网络对物理工厂内各类能耗实行精细计量、实时监测、智能处理和动态管控，达到精细
化管理的目标；
b）采用分级计量管理架构，宜对高能耗设备单独计量；
c）对公用设备能耗与生产能耗分别计量；
d）采用物联网、云计算、精细计量、数字传感等先进技术，能够实时、全面、准确地采集物理工
厂的水、电、油、气等各种能耗数据，动态分析能耗状况；
e）支持能耗监测、能耗审计、信息公示、能耗结算、辅助系统、数据上报、信息查询、用户服务
等功能。

8.9

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
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实现对生产区域的全范围监视；
b）对生产过程中关键节点、安全控制点、质量控制点等部位应设置无死角高清监控；
c）生产监控还应与生产调度、生产报警、消防报警系统进行有机的集成，实现视频监控图像与报
警的实时联动。

8.10 生产车间环境监测系统
生产车间环境监测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传感器、输出系统、显示单元和管理平台，应能对车间的排放物及有害物质进行实时监
测；
b）宜具有标准通讯接口和协议。
8.11 安全仪表系统
安全仪表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报警和联锁部分；
b）具有自诊断及检测并预防潜在危险的功能。
8.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系统中各类设备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容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b）设备应选择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有关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
9

车间信息系统

9.1

系统组成

车间信息系统宜包括生产运作管理系统、设备维护管理系统、计算机辅助质量管理系统、质量追溯
系统、基于定位的车间应用系统、车间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等。
9.2

生产运作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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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运作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运作定义管理、资源管理、运作排成、任务调度、执行管理、任务跟踪、运作绩效等模
块；
b）提供实时收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的功能，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和处理；
c）与计划层和控制层进行信息交互，通过物理工厂的连续信息流来实现信息全集成。
9.3

设备维护管理系统
设备维护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设备的设计、制造、购置、安装、使用、维修、改造直至报废全过程管理活动；
b）具有标准信息交换协议及接口。

9.4

计算机辅助质量管理系统
计算机辅助质量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以提高产品制造质量和工作管理质量为目标，采用过程控制和质量控制等方法，将有关质量信
息准确、及时的反馈到相关部门；
b）能对某些关键工序实现在线自动检测和数据自动采集；
c）具有标准信息交换协议及接口。

9.5

质量追溯系统
质量追溯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支持对整个产品链条各环节信息进行追溯；
b）采用高效的自动识别技术以提高追溯效率；
c）支持与现有企业信息系统、质量控制系统进行整合，以扩展原有系统功能。

9.6

基于定位的车间应用系统
基于定位的车间应用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支持人员、设备、设施实时位置监测、分布情况与移动轨迹跟踪、自动识别功能；
b）能自动跟踪制品、工具、设备、托盘和拖车等的实时分布情况，准确监视并跟进管理，减少寻
找及等待时间。

9.7

车间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车间安全生产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数据库，实现业务数据信息化管理及自动统计分析等功能，支持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开展；
b）能实时反映车间安全现状，提供以数据为依据的决策支持。

10

企业信息系统

10.1 系统组成
企业信息系统宜包括企业门户、基本业务办公系统、销售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供应链关系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生产应急指挥调度系统、系统集成、计算机辅助设计
系统、计算机辅助工程系统、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虚拟产品开发系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知识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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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企业门户
企业门户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为企业员工、分销商、代理商、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同一价值链上的相关人员，提供基于不
同角色和权限的个性化的信息、知识、服务与应用；
b）能将不同应用、业务过程、后端系统、服务和信息、知识等内容集成到一个个性化窗口中的功
能强大的工具箱，或者系统平台；
c）支持企业的内、外部用户通过浏览器管理、组织、查询、个性化定制相关信息与服务，同时还
提供数据报表分析、业务决策支持等。
10.3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
基本业务办公系统应具备数据接口功能，能把原有的业务系统数据集成到工作流系统中，能使员工
及时获取处理信息，提高信息综合利用水平和整体反应速度。
10.4 销售管理系统
销售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项目管理、人员管理、产品管理、资金管理、设备管理、设备管理等信息管理模块；
b）具有标准信息交换协议及接口，实现跨平台，跨组织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10.5 财务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凭证管理、出纳管理、账簿管理、辅助账功能、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
b）具有强大的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功能，快速查询出所需要的统计信息和相对应图表。
10.6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招聘管理、人事管理、绩效管理、档案管理、薪资管理、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
b）具有先进性、兼容性、安全性、稳定性、易维护性等特点。
10.7 供应链关系管理系统
供应链关系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包括数据查询、商品管理、趋势分析、信息交流、个人设置等功能模块；
b）具有开放性、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10.8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实现市场营销、销售、服务等活动自动化；
b）具有强大的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功能，可根据建立的各种不同的信息，快速查询出所需要的统
计信息和相对应图表。
10.9 生产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生产应急指挥调度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采用开放式，模块化设计，采用统一标准数据接口，兼容不同厂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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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各子系统应在平台上相互关联，并实现数据的关联查看；
c）提供便利的交互式操作平台，构造针对特定应急事件信息处理、指挥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10.10

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需满足以下要求：
a）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集成应用程序、通用业务基础功能模块、专业业务运营功能模块、纳
入集成管理的智能化系统、各类信息通信接口等；
b）具有信息汇聚、资源共享、协同运行、优化管理等功能；
c）具有信息采集、数据通信、实时信息及历史数据分析、可视化展现、远程及移动应用等功能；
d）具有虚拟化、分布式应用、统一安全管理等整体平台的支撑能力；
e）采用信息资源共享和协同运行的架构形式，具有实用、规范和高效的监管功能，适应工厂信息
化综合应用功能的延伸及增强；
f）具有数据集成推送与移动应用定制功能；
g）具有安全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牲。
10.11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

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能构建点、线、圆、弧等集合元素构成的纯几何模型；
b）赋予几何模型物理属性，支持后续工程分析、数控加工；
c）能根据产品要求，支持曲面造型技术、实体造型技术、参数化技术、变量化技术；
d）支持装备设计、结构分析、数控加工、产品数据管理。
10.12

计算机辅助工程系统

计算机辅助工程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支持多类型产品物理、力学性能的分析、模拟、预测、评价和优化；
b）能根据研究对象的物理属性，进行结构力学计算、机械系统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传热学计算、
流体力学计算、电磁学计算、疲劳耐久性分析、声学分析；
c）支持与CAD/CAM的数据协同。
10.13

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

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支持生产设备管理控制和操作；
b）宜包括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其中输入信息包含工艺路线和工序内容，输出信息包含刀具加工
运动曲线（刀位文件）和数控程序；
c）数控编程过程宜包括分析零件图样、工艺处理、数学处理、编写程序单、输入数控系统及程序
检验。
10.14

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

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充分利用虚拟仪器；
b）能以数字和图形曲线等多种形式对外显示；
c）具有标准信息交换协议及接口。
10.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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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艺过程设计需满足以下要求：
a）包含模块零件信息的获取、工艺决策、工艺数据库、人机交互界面、工艺文件管理与输出；
b）具有输入设计信息、选择工艺路线、决定加工程序、加工设备、工艺辅具、决定工艺参数、估
算工时、材料消耗与成本；输出工艺文件；向CAM提供零件加工所需的设备、工艺装备、加工参
数以及反映零件加工过程的刀具轨迹文件等功能；
c）刀具轨迹文件应包括刀具路径的规划、刀位文件的生产、刀具轨迹仿真及NC代码的生成等。
10.16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产品数据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具有数据与文档管理、工作流与过程管理、产品结构配置管理、版本管理、应用封装与集成等
功能；
b）管理所有与产品相关信息和相关过程，与产品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零件信息、产品结构、结构
配置、文件、CAD文档、扫描信息、审批信息，与产品相关的所有过程包括生命周期、工作流程、
审批/发放、工程更改等的定义与监控。
10.17

虚拟产品开发系统

虚拟产品开发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包括总体设计、平台开发、虚拟设计；虚拟分析；虚拟装配、虚拟加工等工作流程；
b）宜在虚拟状态下构思、设计、制造、测试和分析产品，解决时间、成本、质量等相关问题；
c）采用数字模型替代原实物原型，开展基于物理属性的虚拟实验研究，进行数据分析、研发试验、
优化设计；
d）宜具有数字化、集成化、智能化、协同化、虚拟化等特点。
10.18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宜支持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的创建、管理、分发和应用；
b）包括基础技术和标准、信息创建和分析的工具、核心功能、应用功能。
10.19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系统需满足以下要求：
a）以成熟模型构建重用层知识库。重用层知识库包括可供设计员直接调用的模块、标准化和参数
化的零组件模块和文档模块；
b）应用层应将知识模块、设计方法、设计工具、设计流程固化，实现多种研发工具的协同与沟通，
成熟知识的强迫复用与管理，研发流程的优化与规范；
c）宜基于数据流向进行集成管理实现设计仿真工具的统一调度和知识自动推送，构成产品设计集
成环境。
11

建设要求
建设要求包括：
a）具有电磁干扰环境的物理工厂，智能化系统应选择具有电磁兼容（EMC）认证的产品；
b）具有爆炸环境的物理工厂，智能化各系统应选择防爆或本安型产品；
c）具有潮湿、化学腐蚀或易受水浸泡影响的物理工厂，智能化各系统应选择防水、防腐蚀产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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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具有高温作业环境的物理工厂，智能化各系统应选择具有耐热外防护的产品；
e）具有放射线作业环境的物理工厂，智能化各系统应选择具有适合耐受放射线辐照强度的产品；
f）安全性要求高且鼠害严重的物理工厂，智能化各系统传输线缆应选择防鼠线缆；
g）具有低毒阻燃性防火要求的物理工厂，智能化各系统应选择不含卤素防护层的产品；
h）各子系统在建设过程中，设备终端与设备接口空间距离不应大于1米；
i）设备接口应采用模块化接口，避免线缆与设备的直接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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