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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包业务操作手册 

1.1 生产订单管理 

将所有生产部门完成的生产任务，以生产订单的方式进行统一管理，包括

企业管理营销部门收集的用户销售订单、库存需求等订单数据，经 MES归纳整理，

为生产计划的编制提供生产需求数据。 

1.1.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生产订单信息进行查询。查询条件包括订单编号、产

品名称、客户名称。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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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新增 

增加生产订单信息。点【新增】按钮弹生产订单新增页面，如下图：  

 

订单编号由系统自动生成，产品名称和产品规则通过下拉选择。输入数据

后，点击【提交】完成生产订单信息维护。 

1.1.3 修改 

修改一条订单记录。点【修改】按钮弹出订单修改页面，见下图： 

 

产品名称和产品规则通过下拉选择。输入数据后，点击【提交】完成生产

订单信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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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删除 

删除一条或多条订单记录。点【删除】按钮弹出订单页面，见下图： 

 

点击【确认】完成订单的记录删除，点击【取消】放弃订单的记录删除。 

1.2 生产需求统计 

生产计划管理员或生产调度员，对具体时间段、待生产产品进行统计，统

计结果供生产计划制定时的参考。操作界面如下图： 

 

1.3 生产计划管理 

生产计划管理员或生产调度员，根据企业的月度生产需求维护工厂日生产

作业计划。包括生产任务的开始、结束时间以及任务执行优先级等数据项，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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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执行开始执行之前允许对任务调整和任务插单。计划下发后生产计划不允许修

改。 

生产计划下发后，形成生产作业工单，指导现场生产作业，生产任务结束

后，生产计划管理员或生产调度员维护时间完成情况。 

1.3.1 生产计划制定 

1.3.1.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已经制定的生产计划进行查询。查询条件包括计划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工单类型。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生

产计划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 

 

1.3.1.2 新增 

增加一条生产计划计划。点【新增】按钮弹出生产计划新增页面，操作界

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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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单号自动生成，选择工单类型、生产车间名称（生产线）、产出物

料名称、物料单位。填写计划生产数量、计划开始时间、计划结束时间，提交完

成工单维护，工单处于草稿状态。 

1.3.1.3 修改 

修改一条生产计划记录。点【修改】按钮弹出生产计划修改页面，见下图： 

 

1.3.1.4 删除 

删除一条或多条生产计划记录。点【删除】按钮弹出生产计划页面，见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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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完成相应生产计划的记录删除，点击【取消】放弃生产计划

的记录删除。 

1.3.2 生产计划执行 

1.3.2.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已经制定的生产计划进行查询。查询条件包括计划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生产计划执行

信息。查询效果见如图： 

 

1.3.2.2 执行 

开始执行工单和完成工单操作。点击【开始工单】或【结束工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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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示“是否开始执行工单”或“是否结束工单”，见下图： 

 

如果该工单已经开始或结束，不能重复执行，系统给以相应的操作错误提

示：见下图： 

 

1.3.2.3 工单投入输入 

生产工单结束前维护工单投入的信息。点击【新增】按钮，弹出相应维护

界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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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工单产出输入 

生产工单结束前维护工单投入的信息。点击【新增】按钮，弹出相应维护

界面，见下图： 

 

1.4 生产通知管理 

生产管理人员（生产班长、组长、设备管理人员、生产调度员）可以编辑

生产通知，如：换牌通知、生产调度通知、生产告知等，并下发到制定的操作岗

位；现场人员在操作段查看通知。 

1.4.1 收信息 

现场操作人员接受操作通知界面如下： 



Agile-MES 项目                                          基本包业务需求说明书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 12 页 

 

1.4.2 发信息 

现场操作人员发送通知操作界面如下： 

 

1.5 生产时间管理 

1.5.1 工作月 

根据企业下达的月度生产计划，确定本厂以及相关生产部门的月度工作日

历，包括月度内那些日期为工作日，那些为休息日。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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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时间管理人员维护完成，可以设置工作月的具体工作日或休息日。 

1.5.2 工作时间 

根据工作月中定义的工作日历和生产实际情况，调整某个班次的工作时间。

操作界面如下图： 

 

1.5.3 生产排班 

根据企业工作月中定义的工作日历，根据基础数据中定义的轮班规则，以及

上月末最后一个班次的班组安排，进行班组的排班管理。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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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成品质量检验 

质量检验员对成品出库的质量进行检验。操作界面如下图： 

 

检验员完成检验工作后，在系统中增加检验记录，检验记录包括单据记录

和检验明细记录。完成检验后，检验员提交质量管理员进行审核。 

1.7 材料入库检验 

质量检验员对供货商的供货原材料的质量，在入库前进行检验。操作界面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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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完成检验工作后，在系统中增加检验记录，检验记录包括单据记录

和检验明细记录。完成检验后，检验员提交质量管理员进行审核。 

1.8 BOM 管理 

对企业物料清单进行维护，包括物料信息维护和 BOM版本维护。 

1.8.1 物料信息维护 

物料信息维护操作界面如下图。包括物料信息的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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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BOM 版本维护 

维护 BOM 版本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包括 BOM 版本信息的查询、新增、修

改、删除。 

 

1.9 出入库管理 

对产品的出入库进行管理，包括成品出库管理和入库管理。 

1.9.1 成品出库管理 

维护成品出库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包括成品出库信息的查询、新增、修

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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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成品入库管理 

维护成品入库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包括成品入库信息的查询、新增、修

改、删除。 

 

1.10 生产产量统计 

以成品和半成品的入库数量作为产量计数数量。半成品、成品产量统计就

是依据半成品入库数据，按照不同周期对半成品、成品数量进行统计。查询界面

如下图： 

 

1.11 设备台帐管理 

维护系统设备管理主数据，以此为基础构建设备基础架构，实现对生产过



Agile-MES 项目                                          基本包业务需求说明书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 18 页 

程发生的设备维修、设备轮保、设备润滑、设备点检等历史记录的归集与管理，

建立设备运维台帐，满足设备日常维护管理需求。操作界面如下图： 

 

1.11.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已经维护的设备台帐信息进行搜索。查询条件包括设

备名称、设备种类、设备状态。 

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设备台帐信息。查询效果见

如图： 

 

1.11.2 新增 

增加一条设备台帐记录。点【新增】按钮弹设备台帐新增页面，见下图：

输入设备名称、设备编号（依据设备编号编码规则编码）、设备种类、所属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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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固定资产编号（依据固定资产编号规则编码）、生产厂家、设备型号、出

厂编号、购置日期、设备状态、安装位置、安装用途等信息，提交后完成新增设

备台帐的维护。其中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依据企业设备编码规则进行编码，

确保编码的唯一性，如有重复系统给以报错提示；设备状态包括：正常、停用、

维修中、报废。  

 

1.11.3 修改 

修改一条设备台帐记录。点【修改】按钮弹出设备台帐修改页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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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依据企业设备编码规则进行编码，确保编码的唯

一性，如有重复系统给以报错提示。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1.11.4 删除 

删除一条或多条设备台帐记录。点【删除】按钮弹出生产计划页面，见下

图： 

 

点击【确认】完成相应设备台帐的记录删除，点击【取消】放弃设备台帐

的记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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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设备维保管理 

设备维保管理包括维保任务定义、维保任务执行、维保统计查询等功能。

以工单管理模式实现对设备的点检、保养、润滑各项工作的任务定义、执行、管

理，以及统计分析。 

1.12.1 维保任务定义 

1.12.1.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已经维护的维保任务信息进行搜索。查询条件包括任

务名称。 

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维保任务信息。查询效果见

如图： 

 

1.12.1.2 新增 

增加一条维保任务记录以及对应的作业要求说明。点【新增】按钮弹维保

任务新增页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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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设备维保数据项后，点击【提交】完成设备维保定义。 

完成维保任务记录维护后，增加相应的任务作业任务步骤信息。如下图： 

 

首先选择设备维保任务主数据，第二步选择【新增】弹出新增页面，第三

包维护步骤信息的录入，在填写过程中确保步骤号唯一性。点击【提交】完成维

保步骤信息的维护。 

1.12.1.3 修改 

修改一条设备台帐记录。点【修改】按钮弹出设备台帐修改页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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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依据企业设备编码规则进行编码，确保编码的唯

一性，如有重复系统给以报错提示。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1.12.1.4 删除 

删除一条或多条设备台帐记录。点【删除】按钮弹出生产计划页面，见下

图： 

 

点击【确认】完成相应设备台帐的记录删除，点击【取消】放弃设备台帐

的记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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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维保任务执行 

1.12.2.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已经维护的设备台帐信息进行搜索。查询条件包括设

备名称、设备种类、设备状态。 

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设备台帐信息。查询效果见

如图： 

 

1.12.2.2 新增 

增加一条设备台帐记录。点【新增】按钮弹设备台帐新增页面，见下图：

输入设备名称、设备编号（依据设备编号编码规则编码）、设备种类、所属业务

部门、固定资产编号（依据固定资产编号规则编码）、生产厂家、设备型号、出

厂编号、购置日期、设备状态、安装位置、安装用途等信息，提交后完成新增设

备台帐的维护。其中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依据企业设备编码规则进行编码，

确保编码的唯一性，如有重复系统给以报错提示；设备状态包括：正常、停用、

维修中、报废。  



Agile-MES 项目                                          基本包业务需求说明书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 25 页 

 

1.12.2.3 修改 

修改一条设备台帐记录。点【修改】按钮弹出设备台帐修改页面，见下图： 

 

设备编号、固定资产编号依据企业设备编码规则进行编码，确保编码的唯

一性，如有重复系统给以报错提示。点击【保存】即可完成。 



Agile-MES 项目                                          基本包业务需求说明书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 26 页 

1.12.2.4 删除 

删除一条或多条设备台帐记录。点【删除】按钮弹出生产计划页面，见下

图： 

 

点击【确认】完成相应设备台帐的记录删除，点击【取消】放弃设备台帐

的记录删除。 

1.13 设备维修管理 

以统一规范管理实现设备维修申报、维修处理、维修结果验证、维修进度

查询和维修情况统计。 

1.13.1 维修申报 

1.13.1.1 查询 

可以按照查询条件对已经维护的维修申请信息进行搜索。查询条件包括开

始时间、结束时间、设备名称。 

填写相应的条件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维修申报信息。查询效果见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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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2 新增 

增加设备维保申报记录。点【新增】按钮弹出设备维保申报新增页面，见

下图：  

 

申报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提示提交成功后，完成设

备维修申报。 

1.13.1.3 修改 

修改设备维保申请记录。点【修改】按钮弹出设备维保申请修改页面，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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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4 删除 

删除一条或多条设备维修申报记录。点【删除】按钮弹出生产计划页面，

见下图： 

 

点击【确认】完成设备维修申报记录删除，点击【取消】放弃设备维修申

报记录删除。 

1.13.2 维修处理 

1.13.2.1 维修处理 

维修人员通过查询结果，找到待处理的维修申报记录，点击【维修】弹出

维修记录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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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2 提交验证 

维修人员完成维修记录维护后，点击【提交验证】提交管理人员验证，如

下图所示： 

 

1.13.3 维修验证 

设备维修管理人员对维修人员提交的维修记录进行验证。点击【验证】弹

出验证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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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维修查询 

通过输入维修开始时间、维修结束时间、设备名称、维修状态信息查询维

修记录。如下图： 

 

点击【详情】查询设备申报、维修处理、维修验证等详细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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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维修统计 

通过维修统计设备维修及故障处理情况。如下图所示： 

 

1.14 标准文件管理 

管理人员对工厂的对各类文件（管理、技术等类别）进行维护，实现标准

文件统一编码、归类，为工厂管理和现场操作提供参考。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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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交接班管理 

对工序/机台交接班信息进行详细记录。交接班记录主要记录上班产量、上

班剩余物料、上班遗留问题、交班人、接班人、交接班时间。 

1.15.1 交班管理 

现场操作人员交班时为交班信息，包括该班的质量情况、生产情况、设备

运行情况等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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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接班管理 

现场操作人员接班时，确认上一班次交班信息，包括上一班的质量情况、

生产情况、设备运行情况、物料剩余量等信息，操作界面如下图： 

 

 

1.16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包括基础数据管理、权限管理。具有系统管理员权限进行维护和

管理。 

1.16.1 基础数据管理 

实现系统基础数据的分类管理，主要包括基础数据类型维护、结构维护、

基础模型维护、类型关联维护等。 

1.16.1.1 基础数据类型维护 

基础数据类型包括物料、设备、质量、通用、业务模型、系统维护、生产

模型。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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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1 物料 

物料基础数据管理主要包括物料类别管理、物料单位管理，操作界面原型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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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2 设备 

设备基础数据主要包括机种、机型、设备部位维护，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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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3 质量 

质量基础数据包括抽检方式、仪器种类、检验结论、单据状态、单据业务

类型，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 



Agile-MES 项目                                          基本包业务需求说明书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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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4 通用 

通用基础数据包括系统配置、入库类型、时间单位、启用状态、是否权限

控制，是否主键等，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所示： 

 

1.16.1.1.5 业务模型 

车间模型基础数据包括生产车间类型、客户信息、仓库、设备排班日期规

则、生产线、公司、工厂、部门、车间、班组、班次、班组类型等，操作界面原

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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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6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基础数据包括菜单、菜单功能项、派生类型、扩展字段、基础数

据类型等，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所示： 

 

1.16.1.1.7 生产模型 

生产模型基础数据包括接班项目、交班项目、设备种类、生产区域、设备

状态、BOM类型、工单类型等，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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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2 结构维护  

系统结果维护主要对系统结构进行定义，操作界面如下图： 

 

1.16.1.3 基础模型维护 

基础模型主要包括系统菜单、组织结构、班次关系、班组关系等信息进行

维护，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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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4 类型关联维护 

类型关系操作界面原型如下图： 

 

1.16.2 权限管理 

完成系统业务功能操作的权限控制与管理。权限管理分人员管理和角色管

理。 

1.16.2.1 人员管理 

对人员信息进行维护，并指定功能菜单的管理权限，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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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2 角色管理 

定义系统角色，并将指定人员关联到该角色。操作界面如下图： 

 

1.16.2.3 登录日志 

查看用户登录情况，操作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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