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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运维服务内容 

（一）生产运维定义 

在公司为用户提供的整套生产设备验收合格后，为满足用户对设

备进行正常的日常生产操作和维护而提供的一项有偿服务。 

（二）生产运维内容 

公司根据与用户签订的运维方案，安排规定数量的运维人员，为

用户提供正常的日常生产和维护，保证完成签订方案中规定的生产数

量。其具体内容如下： 

（1）为用户提供终端自动化检定系统的正常生产工作，如设备

开机、关机、表计检定工作，并做好生产记录。 

（2）提供自动化检定系统的日常点检维护工作，如设备保养、

设备清洁等，并做好日常维护记录。 

（3）及时处理设备运行过程中硬件故障及告警、更换损坏零件、

修正错误数据、完善系统软件功能，并形成工作记录。 

（4）乙方于每月生产低峰时对系统进行巡检，为确保后期系统

能够正常运行，及时发现系统的潜在问题并记录在案，对潜在问题进

行分析，制定出维护、维修及保养计划，同时有义务提供业主方书面

的月度巡检记录单，维护、维修及保养计划。 

（5）每月针对维护设备提供月度工作报告，发现在问题及时向

用户提出以协调处理；针对用户提出经常性发问题，及时为用户提供

解决方案并确认实施，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6）针对重大机械故障、电子设备故障等现场维护人员无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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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运维人员及时上报公司，由公司及时安排相关人员到场进行

处理。 

（三）日常点检 

1、日常点检要求 

系统在每日开机运行之前，由驻场的机械运维人员、电气运维人

员对系统的各个单元、专机、零部件及电气设备进行一次日常开机前

的检查，并在开机后对各个单元、专机、零部件及电气设备进行随时

检查，预防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个单元、专机、零部件及电气设备的原

因造成系统出现的故障。 

2、日常点检内容 

（1）辊道线点检 

a、设备运行之前检查链条和辊筒是否正常，各个气缸状态是否正确。 

b、设备运行过程中，若出现卡箱，噪音异常等现象，应及时处理。 

（2）机器人点检 

a 、当设备不使用时，应该对设备进行及时清洁。 

b 、开始使用这套设备前，请先检查各运动部件是否完好无损，若有

损伤请及时更换。 

c、请检查各运动部件的润滑是否充分，应给需要润滑的部件进行润

滑，润滑的程度以不滴油为好。 

d 、设备正常工作时应定期进行检查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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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当输送设备停下保养的时候，设备的动力需要关闭 

（3） 检定线点检 

a、设备运行前检查多功能检定线上的表托和表托上的探针是否损坏，

如若损坏及时更换。 

b、设备运行前检查多功能检定线上的压接导向轴承和导杆是否顺坏，

如若损坏及时更换。 

c、设备运行前检查各个专机是否正常。 

d、设备运行前检查光电开关是否损坏。 

e、设备运行过程中对出现损坏的表针要及时更换。 

f、设备出现意外情况要及时停机。 

（4）控制系统设备的点检 

A 、PLC柜日常保养 

保养规程、设备定期测试、调整规定 

（a）检查 PLC 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若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重

新坚固连接；查看柜内继电器的动作是否正常； 

（b）检修前准备、检修规程 

 检修前准备好工具； 

为保障元件的功能不出故障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装置及

认真作防静电准备工作； 

 检修前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系好，需挂检修牌处挂好检修牌； 

B、变频器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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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运行数据记录，故障记录： 

每天要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

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

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变频器如发生故障跳闸，

务必记录故障代码，和跳闸时变频器的运行工况，以便具体分析故障

原因。 

（b）变频器日常检查：  

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

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

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

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 

（四）月度巡检 

1、月度巡检要求 

系统在每月生产运行前，根据生产任务的实际情况及系统上月的

使用情况，由驻场的 4 名运维技术人员在每个月的 1 号或 2 号对系统

进行每月一次不停运的巡检，为确保后期系统能够正常运行，及时发

现系统的潜在问题并记录在案，对潜在问题进行分析，制定出维护、

维修及保养计划，同时有义务提供业主方书面的月度巡检记录单，维

护、维修及保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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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度巡检内容 

 (1)电动类部件 

A、目测或手感或耳听电机（包括电动辊）温度、声音、振动情况。 

B、目测或手感或耳听减速机油位、机壳温度、声音、振动情况。 

C、目测链轮链条、齿轮齿条等的润滑、松弛情况。 

D、目测传动皮带的松弛、磨损情况。 

E、目测或手感积放辊筒、无动力辊筒等的运转情况。 

(2)气动类部件 

A、目测普通气缸、旋转气缸、气爪等动作情况。 

B、目测气路控制件如减压阀、过滤器、电磁阀传感器等的执行情况。 

C、目测或耳听气路老化、漏气情况。 

(3)结构类部件 

A、目测机架的牢固度、变形、摇晃等情况。 

B、目测螺钉、螺帽等紧固件的松动、脱落、断裂、滑牙情况。 

C、目测焊接件的变形、开裂、断离等情况。 

(4)配合运动类部件 

A、目测或手感各回转轴承温度、声音、振动情况。 

B、目测各直线轴承的运动情况。 

C、目测各直线导轨的运动情况。 

D、目测其他配合运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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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维服务收费标准 

每年收费内容及标准 
序号 服务项目 单位 次数 费用（万

元） 
备注 

1 驻场运维人员 1 人 250 天/年 -- 人数根据项目规模安排 
2 人员管理费用   -- 根据项目内容商议 
3 运维基本费用   -- 根据项目内容商议 
4 材料预采购费

用 
  -- 根据项目内容商议 

5 日常点检费用  250 次/年 0 运维人员独立完成 
6 月度巡检费用  12 次/年 0 运维人员独立完成 
7 季度保养费用  4 次/年 -- 根据项目内容商议 
8 年度检修费用  1 次/年 -- 根据项目内容商议 

    
 

1、各项人员费用包含：人事招聘、培训、工资、补贴、福利、平台费用、差旅

等费用。 
2、运维基本费用包含：生产保障（诸如峰值生产时加大人员投入、加班费用等

各项资源投入）、现场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如住宿，生活办公设施采购等）、

文档及其他。 

三、运维人员管理规定 

（一）总则 

（1）为加强和规范计量中心室内检定部自动化检定线运行维护

人员管理工作，确保自动化检定线能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特

制定本制度。 

（2）本制度适用于计量中心智能仓储系统、用电信息采集终端

自动化检测系统、低压电流互感器自动化检定系统、单相智能电

能表自动化检定系统、三相智能电能表自动化检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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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制度 

（1）自动化检定线上不允许放置任何物品，传输线上无螺丝或

设备脱落零件、连接件，传输线上无异物（遗留工具等），更不允

许在自动化检定线上闲坐。 

（2）在工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自动化检定线操作规程、计量

中心实验室管理规定进行作业，严禁酒后或服镇定类药物后进行

工作。 

(3)禁止在自动化检定线内存放私人物品、饮水、进食，不允许

有任何液体类饮品出现。 

(4)禁止在自动化检定线内打闹。 

(5)严守计量中心、自动化检定线机密，禁止偷看、偷拿用户机

密文件的或到处散播消息。 

（三）管理制度 

（1）无迟到、早退现象，遵守进出门制度。 

（2）坚守工作岗位，不睡岗、离岗、串岗，无私自外出，就餐

后按时返岗，离岗需填离岗登记表。 

（3）不得利用工作计算机玩游戏、私自安装与工作无关的软件

等。 

（4）注意保持远程电脑工位整洁，保持铅封工位区域卫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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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人员、工作人员需每天指导保洁人员对自动化检定线进行清扫，以

保证自动化检定线安全、正常运转。 

（5）保持好个人卫生，工作服要干净整洁并穿戴整齐，仪表端

正，精神饱满，进自动化检定线必须穿专用防静电鞋或戴鞋套（如中

心工作人员不在自动化检定线,运维人员应要求来访人员穿上鞋套）。 

（6）严禁穿工作服、防静电鞋出中心办公大楼。 

（7）自动化检定线内禁止吸烟。 

（8）下班后将各自动化检定线内照明灯及门窗关闭，将门窗锁

好后方可离开。 

（9）有事需要请假必须提前写出书面申请，（特殊情况下可电话

请假，但应及时补假条）经本自动化检定线负责人同意后方可请假。 

（10）严禁擅自带领非中心人员进入自动化检定线。 

（11）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域。 

（四）维护管理制度 

（1）自动化检定线开启前需对其运行环境进行检查，确保运行

环境符合要求后，方可按照自动化检定线启停顺序开启自动化检定线。 

（2）运维人员要每天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自动化检定线巡视记录、

故障记录单，并根据运维周工作计划，以周为单位定期做好运行维护

工作，并如实填写四线一库维护记录单。 

（3）若要对自动化检定线台体、软件等进行维护、升级，与自

动化检定线负责人沟通经其同意后，填设备升级登记表，才能进行。 

（4）若需要加班必须填写加班申请单,经线体负责人同意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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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 

（5）严禁非专业运维人员操作自动化检定线内的设备等。 

（6）下班前、节假日放假前需根据自动化检定线实际情况对可

断电设备进行断电。 

（7）设备维护时需两人以上，维护前确认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或

按下急停按钮，并悬挂相应标示牌。 

（8）对设备维护后及时清理残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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