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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A's Global Education Program (GEP)  

MESA GEP 全球教育计划 
MES/MOM Certificates of Awareness 

MES/MOM 方法论基础能力认证培训（CoA） 

 

 

Registration Fee 认证培训费用 

Registration Details 

注册详情 

One Person 

1 位注册 

Two People 

2 位注册 

Three or More People 

3 位（含）以上 

Quantity 

数量 

Total Amount 

总价 

Individual  

or Group 

个人或团体 

RMB 17,500  

Per Delegate 

(人民币/人) 

RMB 15,800 

Per Delegate 

(人民币/人) 

RMB 13,500 

Per Delegate 

(人民币/人) 

  

Attendee Info 培训人员信息 

 

 

 

 

 

 

 

 

Provision on Cancellation 取消条款      Payment Methods 付款方式 

 

 

 

 

 

REGISTRATION FORM   报名表 

Please select training date & place. 

请选择培训日期和地点： 

 Apr.14th-16th, 2022, Shanghai, China 中国上海 

 Aug.18th-20th, 2022, Shanghai, China 中国上海 

 Nov.17th-19th, 2022, Shanghai, China 中国上海 

Please fulfill, scan and email it to dana.shi@ciways.com 

请填好后，扫描本页并邮件发送至：dana.shi@ciways.com 

Tel联系电话：+86 18013173450  (MS)Dana Shi 

Company Name 公司中文名（发票抬头）                                                               

                      Tax No.税号                                   Tel 公司电话                  

                  Address 单位地址                                   Postal 邮编                  

Name姓名                               

Job Title 职位                                E-mail邮箱                                            

Direct Line 直线电话                          Mobile Num.手机                                                         

Name姓名                               

Job Title 职位                                E-mail邮箱                                            

Direct Line 直线电话                          Mobile Num.手机                                                         

Name姓名                               

Job Title 职位                                E-mail邮箱                                            

Direct Line 直线电话                          Mobile Num.手机                                                         

Date日期                                     Signature 签名                                     

If you are unable to attend it, you can ask your colleague 

to make it instead of you and change attendee name 

without any extra costs; or you can also reserve the 

seats in the name of credit voucher and use it in our 

future events; should you cancel your registration before 

15 days prior to the event date, a charge of 80% of the 

registration fee will be deducted; we regret that we 

can't accept the cancellation if it took place 15 days 

before the event date and payments will not be refunded 

and all the costs should be fully paid as well. 
如果您不能参加培训，您可以让其他人来接替您出席并变更参加

者姓名，无需额外支付费用；您也可以选择以代金券的形式全价

保留培训席位，可以在思艾维公司以后的培训中使用；如果您在

培训开始前15天前取消席位，我们将扣除80%的注册费用；如果

您在培训开始前15天内取消席位，我们将不予接受，您必须支付

注册费用，并且恕不退还您所付款项。 

Credit Card:       Visa      Master    JCB 

Card Num. 

                                                          

 

Expiry Date:     /             CVV:       

 

Card Holder’s Signature                                  

 

 T/T transfer / Wire transfer / Local transfer 银行转账 

账户名称：苏州思艾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苏州新街口支行 

人民币帐号：4962 6175 8660 

Bank Name: BANK OF CHINA 

Account Number: 4962 6175 8660 
Please pay within 5 working days upon receipt of invoice via email 

请在收到付款邮件之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付款。 

MESA GEP全球教育计划仅限MESA国际指定授权机构+授权导师提供。 

更多详情请访问：www.ciways.com(思艾维咨询)，www.mesa.org (MESA国际)  

 

 

http://www.ciways.com/
http://www.me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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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解决方案协会 MESA 国际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性社区，由制造公司、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

供应商、系统集成商、咨询服务商、分析师、编辑、学者和学生组成。其共同目的是通过优化信息技术和

最佳管理实践的应用和实施，改善业务成果和生产运营。  

MESA 国际成员公司和个人以及我们的知识库涵盖从离散到批量到混合模型到加工的一系列制造环境。

该协会致力于帮助制造社区使用信息技术，提供生产过程的实时可见性。此外，MESA 致力于连接这种可

见性以创造业务成果，实现诸如精益制造、协作供应链管理、质量和法规合规性、资产绩效管理和产品生

命周期管理等真正的价值链目标。MESA 国际提供各种计划和活动，共同帮助制造商更好地了解信息技术

在提高盈利能力、业务价值、敏捷性和客户满意度方面可能实现什么，参与"最佳实践"，了解其他制造商为

取得可衡量的成功做了哪些工作，更有信心地处理技术投资决策，学习改进新技术的应用。 

    MESA 国际的 GEP 全球教育计划和活动向制造企业展示用于解决公司内部关键问题以及扩展到其供

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的最佳实践。作为成员，制造商和信息系统提供商都受益于在解决关键业务问题和

推进行业使用集成信息系统方面的发展状态。   

MESA 国际 GEP 证书课程有方法论基础能力证书（CoA）和方法论专业能力证书（CoC），GEP 教育

计划将来自广泛相关主题和课程的培训材料整合到一个单一的学习活动中。目前，MESA 授权培训机构提

供三个证书课程的教育与认证，以下为方法论基础能力证书（CoA）的详细课程大纲介绍。 

◆MES/MOM 方法论基础能力证书（CoA） 

*注：MES/MOM=制造执行系统/制造运营管理  

 

 

 

 

 

 

 

 

 

 

 

2，MES/MOM 方法论基础能力证书（CoA01）课程介绍 

【课程对象】 

MESA 的 MES/MOM 方法论基础能力证书课程是 MES/MOM 商业功能课程的高级课程。本课

程适用于：制造型企业高管、生产运营、维护运营、质量运营、库存运营主管经理和 IT 部门

系统分析师、系统架构、软件开发程序员与运维、以及销售专业人员。 

 

【课程时间】 

课堂环境，3 天。 

 

【认证测试】 

课程中的每门课程都将进行基础能力测试，要求每次测试的分数达到 85%或更高，才能获得

课程的基础能力证书。对于每门课程，基础能力测试分为两部分： 

1，随课测试：由最多 8 个问题组成的课程内测试； 

2，课后测试：课程结束后八周内，由最多 8 个问题组成的课后测试。 

 

MESA 国际与 GEP 介绍（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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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 / MOM 方法论基础能力证书课程中的课程（CoA）    

201. MES / MOM 在跨全球供应链的可扩展持续改进中的作用 查看课程说明（EN） 

202.全球市场推进自适应制造 2.0 架构  查看课程说明（EN） 

203.制造运营标准之间的关系 查看课程说明（EN） 

204.制造转型战略：成熟度和路线图建模 查看课程说明（EN） 

205. MES / MOM 设计和生命周期的管理 查看课程说明（EN） 

206.企业制造智能（EMI）的度量标准框架：调整财务和运营度量

标准 

查看课程说明（EN） 

207.向业务负责人证明 MES / MOM 系统的合理性，业务案例的合

理性和投资回报率（ROI）评估 

查看课程说明（EN） 

208.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MES / MOM SOW，RFP 和产品评估方

法 

查看课程说明（EN） 

309. MES / MOM 项目管理技术 查看课程说明（EN） 

201 MES/MOM 在全球供应链可扩展持续改进中的作用 

本课程回顾 MES/MOM 系统如何帮助公司进行持续改进和供应链优化。概述了实现制

造业转型的以下因素： 

1）供应链概念以及 MOM 系统如何在扩展的供应链中提供关键信息和功能； 

2）持续改进概念，如六西格玛、改善、看板、价值流图等； 

3）精益之旅和 DMAIC 作为一种持续改进过程，在任何实际公司中应用；  

4）技术和 MES/MOM 系统如何具体加速持续改进计划的可观收益。 

当前行业讨论的重点是制造/生产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实际作用，对于任何具有竞争

力的制造商来说，实际的制造运营活动必须在供应链和企业流程中高度互动，以实现有效的

协作和竞争。这是协作和柔性制造运营管理（MOM）系统体系结构的领域。本课程解释了

使用基于 MOM 国际标准的不断发展的方法来有效设计、实施、更改和优化制造运营工作流

程以及在分布式拉动式供应链中支持 MOM 系统架构的业务案例。 

 学员将能够： 

 确定 21 世纪全球制造业的市场驱动力 

 认识到制造商为什么在变化，以及 MOM 如何通过可扩展的持续改进在加速变化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描述 MOM 如何融入供应链，以及这如何使数据治理复杂化 

 认识精益和六西格玛，以及它们如何得到技术支持以巩固改进 

 确定企业对制造业的挑战，以及如何利用 ISA-95 缓解这些挑战 

 课程议程： 

 21 世纪变革的动机和理由 

MESA GEP 课程大纲（CoA）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1-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2-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3-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4-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5-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6-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7-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208-Course-Description.asp
http://www.mesa.org/en/globaleducationprogram/309-Course-Descrip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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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运营管理的演变 

 21 世纪全球供应链需求 

 持续改进概念与实践 

 您如何确保控制以保持收益 

 什么是可扩展的持续改进？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8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MESA 指南：精益制造战略计划指南 

202 全球市场进步自适应制造 2.0 体系结构 

本课程概述了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如 MESA SOA for 

manufacturing Guidebook 和 Gartner Group 的制造 2.0 方法所述。制造 2.0 解释了 SOA 的制

造特定需求。通过企业服务总线（ESB）用于企业的 SOA 与通过制造服务总线（MSB）用于

工厂中的实时 MES/MOM 和自动化系统的 SOA 之间存在差异。制造 2.0 与所谓的制造 1.0 体

系结构不同，后者基于独立的客户机/服务器数据库应用程序，试图通过点到点接口和应用

程序之间的自定义数据转换来表示业务流程建模。 

本课程简要介绍了制造 2.0，并概述了 SOA 元素和机制。由于大量事务、高参数数据负

载以及操作应用程序的实时要求，需要使用单独的制造服务总线（MSB）。根据工厂应用程

序支持的操作工作流的事务/数据负载和响应要求，MSB 可以缩小到工厂或工厂的一个区域

或跨多个生产设施。制造 2.0 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解释了企业业务流程的制造主数据管理

（mMDM）不同于 ESB 上的 MDM。 

制造业 MDM 为一组不同的制造运营管理应用程序提供服务，如调度、路线执行和报警

与事件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的对象、属性和生产规则集比代表企业计划、（主）调度和

物流的 MDM 要精细得多。提到 mMDM 主题时，给出了一个基本定义，即确定的关键 SOAm

设计组件。MDM 的形式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行业及其产品集、细分市场、生产

类型和复杂性以及供应链类型。例如，MDM 与生命科学、汽车、航空航天和电子技术有很

大不同。由于新产品的引入、SKU（库存单位）数量的变化、不断发展的工艺技术文档和生

产规模，制造业 2.0 应用程序的变化率很高，因此制造业 MDM 需要一套专用的工具和服务。 

 学员将能够： 

 认识到制造 2.0 实时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要求，以实现全球供应网络 

 确定工厂敏捷性和卓越性同时需要可扩展的持续改进制造 2.0 方法的原因 

 列出通过企业服务总线（ESB）的企业 SOA 与通过制造服务总线（MSB）的近实时

操作流程、MES/MOM 和自动化所需的制造 SOA 之间的差异 

 在企业业务流程的 ESB 上识别制造主数据管理（mMDM）和 MDM 之间的差异 

 课程议程： 

 制造 2.0：业务需求与理论 

 制造 2.0：体系结构路线图 

 制造 2.0：示例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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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制造业中的 SOA 指南 

203 制造运营标准之间的关系 

当前行业讨论的重点是制造/生产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实际作用。对于任何具有竞争

力的制造商来说，实际的制造运营活动必须在供应链和企业流程中高度互动，以实现有效的

协作和竞争。这是协作和柔性制造运营管理（MOM）系统体系结构的领域。 

本课程解释了使用基于 MOM 国际标准的不断发展的方法来有效设计、实施、更改和优

化制造运营工作流程以及在分布式拉动式供应链中支持 MOM 系统架构的商业案例。本课程

解释了 21 世纪全球制造业的市场驱动因素，以及这些驱动因素是如何在制造工厂及其供应

链中快速发展实时智能系统和方法的。 

20 多年来发展起来的 MOM 标准是制造 2.0 架构中制造应用框架的基础。本文解释了

MOM 标准的业务价值和方向，并概述了每个 MOM 标准的业务角色。最后，根据基于标准

的制造 2.0 体系结构如何允许配置工厂工作流程以满足供应链需求，解释了适应性制造的概

念。 

在全球竞争趋势的推动下，制造业市场正在迅速变化，这使得生产灵活性成为供应链协

作的关键路径组成部分。这种跨全球供应链和内部企业集团的协调数据交换只是制造业 2.0

业务案例的一部分。 

 学员将能够： 

 认识到市场驱动因素是如何快速发展的系统和方法，这些系统和方法是制造厂及其

供应链中实时智能所必需的 

 确定制造运营管理（MOM）标准的业务价值 

 认识到主要 MOM 标准的业务角色 

 列出适用于灵活 MOM 系统体系结构的主要 MOM 标准 

 课程议程： 

 基于标准的制造智能 

 自适应 MES/MOM 标准概述 

 MESA-11 蜂窝 

 协同制造（MESA） 

 战略举措（MESA） 

 协同制造管理（ARC） 

 Open O&M 域映射 

 ISA-95：企业控制系统集成 

 ISA-62443（ISA-99）：IAC 系统的安全性 

 自适应 MES/MOM 标准概述（续） 

 ISA-88：批处理控制 
 OMAC 

 SCOR（供应链委员会） 

 OAGIS（OAGi） 

 OPC 统一体系结构（OPC 基金会） 

 基于条件的操作（MIMOSA） 

 结论 

 测试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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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1.MESA 白皮书#25：ISA-95 和 OAGIS 的概述和比较 

2.MESA 白皮书#26：相关制造业整合标准调查 

204 制造业转型战略：成熟度和路线图建模 

许多制造商在没有一致的 MOM 系统策略的情况下尝试持续改进（CI）计划，但失败了。

因此，一场新的全球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其基础是如何通过将 CI 方法与使用制造转型战略

实施的自适应 MOM 系统架构相结合来优化制造厂。 

本课程通过结合两个框架详细介绍了制造业转型战略的构建：一个支持制造业转型战略

的制业成熟度模型——针对该成熟度模型映射的 ISA-95 方法，以支持 MOM 系统和 CI 路线

图。在路线图中，每个 MES/MOM 项目 ROI 确定了纠正措施，通过对组织结构、流程、人员

和技术进行必要的更改来降低风险。 

传统上，工业企业将降低制造成本视为一个劳动力成本问题。这甚至不是最大的成本。

显著降低成本是指在正常和异常运行状态下，跨工厂和供应链运行的有效工作流程。有效工

作流程的真正解决方案需要同时改变组织结构、操作流程和员工技能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

制造运营管理系统（MOM）技术实现的。 

成功的优化集中于通过精益和六西格玛方法描述运营工作流程，预防设计中的生产问题。

根据产生的用户和系统功能需求，衍生出 MOM 系统路线图，包括每个项目确定的风险和有

形投资回报（ROI）。然而，当 MOM 系统路线图缺乏每个系统的文化转型要求时，系统项目

就会失败。 

 学员将能够： 

 认识到为什么需要制造业转型战略 

 描述支持此类战略定义的框架 

 确定有助于定义制造系统路线图和能力矩阵的工具，如 ISA-95 

 识别常见的 MES/MOM 陷阱和风险 

 课程议程： 

 为什么选择制造业转型战略 

 制造成熟度模型 

 应用 ISA-95（和其他）模型开发转换交付物 

 进程域 

 结构域 

 人域 

 IT 领域 

 ISA-95 使用方法概述 

 确定制造成熟度 

 误解和风险 

 现实：进步的洞察力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8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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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MESA 白皮书#38：用 ISA-95 方法构建制造业转型战略 

2.MESA 白皮书#53:MESA MOM 能力成熟度模型 1.0 版 

 

205 MES/MOM 设计和生命周期管理 

本节概述了各种 MES/MOM 实施和治理方法和概念，以及它们在 MES/MOM 计划中的

应用。概述了 

1）系统设计和项目管理方法和框架，如 GAMP 和 Zachman； 

2）开发方法，如瀑布式和螺旋式/迭代式开发； 

3）与此类项目相关的风险和治理。 

此外，还讨论了系统开发生命周期（SDLC）方法和不同 SDLC 组件的重要性，包括需求

规范；还讨论了行为变更管理计划的重要性，以确定其作为治理过程一部分的关键作用。 

在过去 4 年中，大多数 MES/MOM 建议书请求（RFP）都基于 ISA-88/95 语言进行功能定

义。制造商正在将 ISA-95 制造运营活动模型用于 RFP、功能需求规范（FRS）和项目管理计

划。MES 项目工具解释了工作流、生命周期成本、灵活性和变更管理方面的不同系统配置。

ISA-95 通过将操作应用程序及其事务接口转换为灵活的制造框架的最佳实践，实际解决了企

业对制造（B2M）解决方案的规范问题。 

 学员将能够： 

 描述如何设计和管理 MOM 解决方案 

 描述良好的自动化生产实践，以及这有助于降低风险和成本 

 认识到每个 MOM 标准在基于制造类型的 MOM 设计中都有特定用途 

 概述如何收集和组织需求并生成 MOM 设计文档 

 关联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需求，以确保实现的解决方案的持续适用性 

 课程议程： 

 正式生命周期管理实践的理由 

 确保 SDLC 管理的最佳实践 

 需求收集和设计过程与标准 

 在 MOM 设计框架中使用 2 级设计概念 

 应用于 MES/MOM 的 GAMP 方法 

 需求模板的标准和指南 

 制造主数据管理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8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1.MESA 白皮书#20：基于 ISA-95 的变更管理 

2.MESA 白皮书#22：制造信息系统：基于 ISA-88/95 的功能定义 

3.MESA 白皮书#23:  ISA-95 现状/待研究 

206 企业制造智能（EMI）度量框架：调整财务和运营度量 

需要一套专用的工具和服务，本课程模块旨在满足制造业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关键需

求，使他们能够在与财务和业务级别指标关联之前和之后，了解制造运营指标的实时决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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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过一系列预配置案例研究，将这些实时操作方面映射到 ERP、供应链、研发（PLM）

等方面的能力转化为执行报告，以优化业务流程。 

本课程模块使用的所有工具和开发的材料均符合制造 2.0 体系结构、MESA 度量框架和

指南第二版。 

 学员将能够： 

 确定 21 认识到将运营指标映射到财务和业务指标的决策能力有所增强 

 识别来自不同业务级别的不同类型的度量，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有效优化业

务流程 

 描述如何制定执行级与工厂级报告 

 讨论度量指南和框架中使用的度量模型 

 课程议程： 

 21 驱动因素和问题 

 指标确实重要，为什么？ 

 源度量与大鸿沟 

 校准–全面–使用的模型 

 资源成本核算，以更好地进行决策 

 案例讨论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8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MESA 指南：MESA 指标指南 

207 向企业领导者证明 MES/MOM 系统的合理性、商业案例论证和投资回报（ROI）评估 

基于与行业领导者和领域专家的讨论，课程解释了为 MES/MOM 系统构建具有可辩护

ROI 业务合理性的引人注目的商业计划的主题。交换想法，提出问题，并得到答案！了解其

他公司如何应对工厂和公司在 MES/MOM 项目中投资的合理性问题，并了解哪些工具和流

程有帮助。 

最终用户、供应商和集成商必须共同努力，为“拉动”经济建设适应性强的 21 世纪制

造厂。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为持怀疑态度的企业和/或 IT 领导者提供最佳的运营管理解决方

案，从而实现快速市场响应和创新的方法/技术组合。解释了如何量化操作流程的形式、其

低效性、其解决方案替代方案/折衷方案、效益和工厂迁移路径。还讨论了风险管理和缓解

策略、解决方案竞争（内部和外部）、对决策者的影响、业务驱动因素以及总体资本批准流

程。结束时，具体讨论了公司 CIO/CFO 层面确定项目范围和证明项目合理性的挑战。合理化

不是一个软件演示，观众将被武装起来，了解和应对当今制造商中存在的稀缺资源竞争（内

部和外部）。 

通过与行业领导者、同行和领域专家的对话参与，探讨构建生产管理业务合理性的引人

注目的行业主题。交换想法，提出问题并获得答案！了其他公司如何处理证明工厂或公司项

目合理性的问题，并了解哪些工具和流程有帮助。 

最终用户、供应商和集成商需要共同构建灵活的制造工厂，以实现不断发展的“拉动”

经济。总之，我们需要向工厂最高层证明生产管理解决方案是快速市场响应甚至创造市场的

技术。将低效率、风险、回报、迁移路径、替代方案/折衷方案、竞争（内部/外部）、决策者、

业务驱动因素和批准流程一起量化，使其变得更加简单。 

 学员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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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用于证明 MES/MOM 项目合理性的关键业务要素 

 确定解决方案竞争（内部和外部）、对决策者的影响以及业务驱动因素 

 确定总体资本批准流程 

 确定 IT 业务合理性的基本财务信息 

 描述 ROI 收益方程和风险缓解策略 

 课程议程： 

 对正部件 

 行政人员的主要优先事项 

 关注 MOM 的关键业务要素 

 基本财务状况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投资回收期 

 净现值 

 内部收益率 

 主要目标：创造股东价值 

 了解财务资产负债表 

 ROI 建模 

 宏观与详细 ROI 方法 

 确定 MOM 系统和项目 

 好处：识别并映射到生产废物流和业务驱动因素 

 效益计算：假设和采用率 

 投入：基准和预期改进 

 投资：系统和支持 

 投资回报率：总结 

 风险缓解 

 以战略利益为基础 

 新趋势 

 案例分析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MESA 指南：精益制造战略计划指南（第二版） 

208 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MES/MOM SOW、RFP 和产品评估方法 

本课程以互动的方式介绍了成功选择合适的 MES/MOM 解决方案以实现业务和运营目

标的方法的主要要素。该方法包括两个阶段： 

1，快速创建潜在解决方案的简短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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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明候选单上的候选人足够好（或不够好）来实现你的目标，并按适合性顺序对他

们进行排名。 

将解释开始选择过程的先决条件。各种类型的要求和规范，如何确定它们以及如何与潜

在供应商沟通，是选择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将根据收集到的所有信息详细说明最终评估和排

名。通过实践练习，参与者将获得一些关于选拔过程中最重要活动的亲身体验。 

 学员将能够： 

 解释成功选择合适的 MES/MOM 解决方案以实现业务和运营目标的方法的主要要

素 

 描述如何快速创建潜在解决方案的简短列表 

 确定候选名单上的候选人足够好（或不够好）以实现你的目标的证据，并按适合

性顺序对他们进行排名 

 确定启动选择过程的先决条件 

 确定需求和规范的类型 

 向潜在供应商解释并有效沟通需求和重要问题 

 描述最终评估和排名的过程 

 课程议程： 

 导言和概述 

 建立组织并启动 

 要求和规格 

 创建候选名单 

 需求文件 

 会见解决方案提供商 

 最终评估和排名 

 下一步行动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1.MESA 白皮书#4：MES 软件评估/选择 

2.MESA 白皮书#7：证明 MES 的合理性：业务案例方法 

3.MESA 白皮书#11：MES 产品选择：最佳实践 

309 MES/MOM 项目管理技术  

本文解释了 MES/MOM 项目管理的关键交互作用和好处，以及用于提高对项目范围、资

源、技能集和项目跟踪能力的理解的关键方法。重点在于需要创建一个框架，用于： 

1）批判性思维 

2）沟通 

3）决策点项目跟踪 

4）描述项目管理过程和制造从业者的角色。 

接触 MES/MOM 项目管理框架为学生（尤其是最终用户）提供了更好地理解 MES / MOM

项目的工具：请求、变更管理工具、执行、跟踪、报告和完成。本项目管理 MOM 领域的需

求。本模块课程是基于案例研究的项目计划，让学生能够快速： 

定义：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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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 

 需要的知识领域 

确定： 

 风险 

 成本 

 项目约束 

 假设 

 实现 

了解适用于 MESA 框架和指南的用于项目目的的指标和报告的项目关联。 

 学员将能够： 

 确定项目集成管理的工具、关键交互和好处 

 描述项目范围、资源、技能集和项目跟踪能力的项目集成框架 

 识别用于清晰批判性思维和与组织内所有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工具 

 课程议程： 

 为什么选择项目管理 

 基本语言 

 项目框架 

 应用与实践 

 结论 

 测试和练习： 

1.课程形成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讨论中的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2.课外总结性评估测试：7 道问题，自学开放式笔记，答案记录在测试表中 

 课程先决条件：无 

 参考资料： 

1.MESA 白皮书#20：基于 ISA-95 的变更管理 

2.MESA 白皮书#22：制造信息系统：基于 ISA-88/95 的功能定义 

3.MESA 白皮书#23:  ISA-95 现状/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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