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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MOM制造运营管理的定义

MOM是Manufacturing 

Operation Management的缩

写，美国仪器、系统和自动化

协会(Instrumentation, 

System, and Automation 

Society, ISA)于2000年开始发

布ISA-SP95标准，首次确立了

制造运营管理MOM的概念，

针对更广义的制造运管理划定

边界，作为该领域的通用研究

对象和内容，并构建通用活动

模型应用于生产、维护、质量

和库存四类主要运行区域，详

细定义了各类运行系统的功能

及各功能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家标准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的定义



锐制MOM是以MES制造执行系统为基础，加入APS高级排程、PMC计划物控、WMS电子仓

储、DBI大数据分析等相关系统，涵盖计划、物流、生产、质量、设备五大制造领域，集制造

执行与工厂运营于一体，对工厂实行全方位数字化管理的软件系统

以平台化的工厂建模方式，在软件上灵活构建
从集团到工厂、车间、产线、设备的工厂运转
体系；并以此进行包含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
的工艺BOM管理

01

以RFID/标识码、现场物流、生产防错、异常
处理、动作管控、数据采集及监控SCADA、
SPC及产品溯源、质量管理、设备运维等系统
功能，满足生产工厂工位级别对人、机、料、
法、环、测等方面的制造执行管理和现场控制

02

采用工业大数据平台进行现场监控、数据仿真、
工业智能和大数据分析，从而实现工厂管理的
全方位数字化

03

锐制软件对MOM系统的定义



锐制MOM系统运行关系图



锐制MOM系统数据层级图



1/2/3.锐制CPS高

可用信息物理系统/ DCS数
据采集控制系统 / DTS上位

系统数据接口

4.锐制平台化数字工厂建模

/工艺EBOM/制造PBOM

5.锐制APS高级计划

与排程

6/7.锐制数字化供应链：

PMC计划物控 / WMS电子
仓储/ WIP及智能物流

8.锐制MES工位级

制造执行 / SCADA现
场数据采集与展示

9.锐制QMS质量管理：

过程检验/异常事件

10.锐制TPM设备运维

管理 /模具工装/能源管理

11.锐制DBI工业大数据

分析平台 /共屏显示

锐制MOM系统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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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制MOM系统功能清单



1. 锐制CPS高可用信息物理系统



2. 锐制DCS数据采集控制系统



2. 锐制DCS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设备联网应用场景

某轴承工厂生产设备联网率97%某覆铜板工厂生产设备联网率100%

某电子元器件工厂生产设备联网率90%某电子元器件工厂生产设备联网率95% 某PCB工厂生产设备联网率100%

某湿巾工厂生产设备联网率100%



2. 锐制DCS数据采集控制系统—物流设备联网应用场景

日化工厂自动化立体仓库联网覆铜板工厂AGV仓库联网

电子制造工厂智能物料柜联网SMT工厂电子货架的联网



3. 锐制DTS数据接口系统



4. 锐制MOM系统工厂建模



4. 锐制MOM系统工厂建模-汽车零部件工厂建模范例



4. 锐制MOM系统工厂建模-电子制造工艺BOM



4. 锐制MOM系统工厂建模—工段/产线/物流



锐制MOM系统工厂建模—工位数据控制计划



5. 锐制APS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



5. 锐制APS高级计划与排程系统



6. 锐制PMC计划物控系统



6. 锐制PMC计划物控系统



7. 锐制WMS电子仓储系统



7. 锐制WMS电子仓储系统



7. 锐制WMS电子仓储系统



7. 锐制WMS电子仓储系统



8.1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生产模式及作业计划



8.1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生产计划与作业计划



8.2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下发接收



8.2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下发接收



8.2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下发接收



8.2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工厂现场--工单接收、图纸SOP接收、标签发行

工单接收

跟踪标签发行

SOP查看



8.2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现场智能物流



8.2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WIP在制品库存管理



8.3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工位数据采集



8.3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工位数据采集及数据控制点



8.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工位数据采集



8.3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工位数据采集



8.3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覆铜板工厂数据采集

报工采集 报工采集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生产现场防错/现场动作管控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电力成套设备制造工厂材料防错

材料溯源标签发行粘贴

PDA扫描进行防错检查和溯源绑定

产品溯源绑定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生产防错--设备参数/物料/位置/模具/人员资质

设备设参防错 保持架上料防错钢材上料防错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生产防错--位置/模具/人员资质

模具防错及寿命管理SMT位置防错 人员资质防错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IPQC/PQC/FQC/送检

首检 巡检 FQC送检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设备点检/维修保养/仪表报验

设备点检设备维保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异常事件处理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异常事件处理



8.4 现场无纸化应用场景：轴承工厂异常事件处理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1：计划进度实时监控/看板

产线进度

计划进度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2：产线机台现场监控/线头看板

产线机台看板

车间状态监控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3：设备运行效率监控

设备OEE监控

设备停机分析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4：设备运行参数监控

产线SCADA

机台SCADA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5：质量SPC监控

计量型SPC

计数型SPC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6：车间班后总结

车间班后汇总

车间班后汇总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产线机台现场监控/线头看板

产线线头看板-湿巾工厂 产线线头板-SMT生产线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场景：电子元器件工厂、成套电气工厂、湿巾工厂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数控机床自动化产线的实时状态、稼动率、关键尺寸SPC监控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数控机床自动化产线监控中心大屏



8.5 现场可视化应用：监控中心大屏



8.6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产品溯源



8.6 锐制MES制造执行系统—产品溯源



9. 锐制QMS质量管理系统



9. 锐制QMS质量管理系统



10. 锐制TPM设备运维系统



10. 锐制TPM设备运维系统



10. 锐制TPM设备运维系统



10. 锐制TPM设备运维系统—能源相关性性分析



11. 锐制DBI工业大数据分析系统



11. 锐制DBI工业大数据分析系统



11. 锐制DBI工业大数据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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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锐制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锐制软件是杭州锐智软件工程有限
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全资子公司，
是具有二十一年企业数字化工程能
力的数字工厂系统集成供应商

锐制软件提供平台化建模的数字工
厂全系列软件，并为企业提供数字
工厂项目实施、系统集成和持续运
维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About us关于我们





控制器/整流器/LED
电感/电容/电阻
滤波器/微波天线
声表器件/压电陶瓷

覆铜板/PCB

电子/元器件

车用轴承/轮毂轴承
变速箱导电片
新能源导电器件
避震器/轮毂组件
锥形齿轮/皮革座套
缸体拉刀/刃具/量具

汽车零部件

电气成套设备
电力铁塔
钢结构
超市货架

电力成套/钢结构

服装/纺织
牙刷/湿巾
彩印/包装
户外/家具

轻工产品

Our Service



Our Service

Client 数字工厂系统部分用户

电子制造

603059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枪集团江苏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新亚实业有限公司四家工厂
奥美（荆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方源集团有限公司十三家工厂
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831248 浙江奇尚商业设施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长江印业发展有限公司

人本集团上海百信轴承有限公司
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士顿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258
浙江雅士迪汽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雅迪世纪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
海宁佳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300488
浙江三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鑫雷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上虹货架有限公司

浙江欣美成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嘉兴市恒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飞剑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

轻纺家居
电力设备

汽车零部件

五金机械

300319深圳麦捷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金之川电子有限公司

002151 北斗星通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
839229 佛山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0360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格瑞特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日精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罗奇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舜韵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三十六研究所
603303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宇中高虹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雷士灯具有限公司
江苏恒太照明有限公司

海宁新光源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技术总监 徐健

移动：13958149959 13957385889
QQ ：2003875
邮箱：xujian@runsoft.cn
网址：www.runsoft.cn

项目总监 窦薇

移动：13867398796
QQ ：93249694
邮箱：douwei@runsoft.cn
网址：www.runsoft.c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