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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面向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化产品定制，在分析 ｅ 定制生命周期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由企业门户、功能组件和设计仓库等分层组建的分布式 ｅ 定制体系。进而讨论了实现全生命
周期 ｅ 定制的关键技术：面向原子级定制的产品族模型、基于在线配置器的功能 － 结构 － 设计

相混合的配置方法、基于 Ｊ２ＥＥ 的集成框架。最后以鞋机产品为例进行应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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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定制（即 ｅ 定制）为企业与客户交流提
供了一个高效便捷的电子商务平台，使客户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访问产品信息，进行自助配置等，极
大增强了企业获取客户订单的能力。ｅ 定制已广泛
应用于汽车、家电、房屋和服装等诸多领域［１，２］。
经过大量文献和应用研究发现，现有 ｅ 定制系
统与技术存在如下问题： ①通常仅限于产品数据查询
和部件选配等订单获取阶段，与设计和生产等后续
环节相剥离；②客户通过功能或结构的选配实现产
品定制，方式单一，难以描述产品的特殊设计要求；
③现有系统基于电子商务平台考虑较多，与企业其
它系统相对独立。
针对上述问题，基于国家 ９７３ 项目“可重构制
造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
并以浙江省制造业信息化
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面向鞋机行业的大规模定

制关键技术研究与实施”为应用背景，本文提出了
一种面向全生命周期的ｅ定制模式， 研究了ｅ定制实
现的关键使能技术，并开发了相应的原型系统。

１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ｅ定制模式

１．１ ｅ定制的全生命周期流程分析
在大规模定制中，客户驱动成为产品开发的持
续原动力，要求产品定制生产过程始终以客户订单
为核心，
进行一致连贯的产品数据演化和业务流转。
以订单状态作为刻度标记定制的生命周期过程，建
立定制的典型业务流程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定制全生命周期的大致流程为：首先客户通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登录企业的销售门户网站，
浏览产品信息，
进行产品自助配置，并获取相应产品报价和供货期
等信息，确认后提交产品订单意向。企业接收到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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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定制业务流程

单意向后，对客户提出的特殊需求进行工程转换，
并从设计、工艺和经济等方面对订单进行可承接性
分析，并与客户洽谈协商，以签订合同，形成正式
订单。订单生效后，客户定制需求规范（包括客户
定制物料清单 Ｃ Ｂ Ｏ Ｍ 和特殊需求等数据），被提交
到相应的设计、工艺和生产等部门，各部门基于产
品族技术进行结构数据转换、变型设计、快速工艺
规划和生产计划编制等。客户定制的产品经过零部
件自制生产、外协加工、零部件装配、产品总装后，
交付给客户验收。企业需要为客户提供与订单相符
的个性化售后服务，例如产品定期检修、技术支持、
备件备料及时供应等。客户全程参与产品定制生产
过程，包括查询历史数据，监测订单执行，协同设
计、变更设计和维护维修申请等。
定制生命周期跨越了需求分析、设计、生产到
售后服务多个阶段，涉及到多个职能部门之间的业
务及数据交互。因此要想实现高效稳定的全生命周
期ｅ定制，需要具备：①可重用的统一设计资源，例
如产品族架构、知识库、参数化标准件库，支持产
品设计、工艺、生产制造甚至服务的快速重构；②
多业务、多系统集成，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业务
流程的连贯性；③高度集成和柔性的网络支撑平台，
使客户和企业等价值链成员能够基于网络实时交互，
及时发布、共享和转化产品数据。

为实现连贯一致的数据及业务流，各独立子系
统（ＣＡＤ／ＣＡＰＰ／ＰＤＭ／ＥＲＰ）在 ＰＬＭ 环境下进行组
件服务注册，提供统一数据访问接口和业务调用方
法；同时 ＰＬＭ 在各子系统中嵌入相应功能菜单与插
件，实现 ＰＬＭ 与 ＥＩＳ 的双向集成。ＰＬＭ 下的各业务
模块的主要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数据及业务转化
关系如图 ２ 所示，主要特征如下：
（１）ＰＤＭ 负责产品族、零部件等基础数据管理
和文档检入检出管理等。ＰＤＭ 为客户在线定制提供
产品数据、通用物料清单（ＧＢＯＭ）和配置参数等；
根据从销售系统中接收的客户定制需求规范（包括
定制 ＢＯＭ、特殊需求等）
，在原型产品的基础上，进
行产品结构的变型调整，如：替换零部件、增加新
零部件等，形成差异零部件列表；通过对差异零部
件的变异设计形成准确的技术资料，即差异零部件
物料清单（差异 ＢＯＭ）
、正式物料清单（ＥＢＯＭ）和
设计规范等；产品结构调整完成、审批后，发布到
ＥＲＰ 系统中进行生产准备，而设计人员同时进行差
异零部件的变型设计。
（２ ）ＣＡＤ／ＣＡＥ 负责对零部件模块进行变型设
计、工程分析和装配等，需要从 ＰＤＭ 中申请图号、
查询填写借用件信息，并访问 ＰＤＭ 的零部件模块设
计参数库和装配推理库；在建立零部件属性时，需
要从 ＥＲＰ 中读取材料、标准件、外购件的编码和名
称规格信息；设计完成后，将相关数据和图文档提
交给 Ｐ Ｄ Ｍ 系统。
（３）ＣＡＰＰ 通过建立标准工艺文件库，采取查
询、修改相似产品工艺文件的方法，快速编制定制

１．２ ｅ定制解决方案的总体技术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设计 ｅ 定制解决方案的总体技
术框架如图 ２ 所示。其中 ＰＬＭ 为 ｅ 定制提供一个全
面集成的应用环境和设计资源库，以企业门户的方
式为价值链成员提供单一访问入口和协同工作平台，
同时进行系统级的管理和业务流程控制。基于 ＰＬＭ
既可直接开发相应功能模块例如网络化销售与定制
子系统，又可通过业务组件的方式与企业遗留系统
（ＥＩＳ）例如 ＰＤＭ／ＥＲＰ 等进行集成。信息基础架构是
ｅ定制系统实施基于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的网络架构和
数据库系统等软硬件环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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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ｅ定制解决方案的总体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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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工艺文件；ＣＡＰＰ 直接共享 ＰＤＭ 的设计数据
（ＥＢＯＭ、零部件图形及属性、设计文件等）
；从 ＥＲＰ
中获取基础生产数据（工作中心、车间班组、材料
信息等），为 ＥＲＰ 编制工艺路线等。
（４ ）Ｅ Ｒ Ｐ 负责生产组织管理，从 Ｐ Ｄ Ｍ 中获取
ＥＢＯＭ 和差异 ＢＯＭ 数据，并从 ＣＡＰＰ 读取工艺物料
清单（ＰＢＯＭ）
、工艺路线和工艺装备等数据；进行
相关的主生产计划、物料需求计划编制，执行相应
的采购、库存和车间作业管理等。
１．３ ｅ定制系统框架
由上述讨论，笔者开发了基于 Ｊ２ＥＥ 的 ｅ 定制全
生命周期管理系统（ＥＰＬＭＳ）
。ＥＰＬＭＳ 采用四层架
构模式，如图 ３ 所示。
（１）资源层处理企业遗留系统、底层数据和知
识资产。设计手册、标准工艺、专家知识、典型实
例和标准件库等构成了企业的重要知识资产。设计
仓库作为产品信息中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
资产进行系统组织和管理，支持面向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信息检索、知识重用和智能设计等。
（２）
业务层封装系统各项主要功能的业务逻辑，
构建数据管理、工程设计等中性功能组件，各功能
组件对外具有标准一致的调用方法和属性接口。组
件服务层为功能组件的垂直应用提供基础性的服务，
负责资源层访问接口封装、组件对象注册、基础类
型定义、权限验证等底层事务的处理。
（３）门户层为 ＥＰＬＭＳ 的访问入口。销售门户为
企业面向客户的网络营销站点，
负责执行客户注册、
在线配置和历史数据查询等交互操作；协同设计门
户提供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产品三维虚拟可视交互环境，

图３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ｅ定制系统的体系结构图

利用 Ｖ Ｒ Ｍ Ｌ 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产品的动态展示、
协同设计和虚拟装配等；应用门户为 ＥＰＬＭＳ 面向企
业内部人员和合作伙伴等成员的系统入口，为产品
研发和系统维护等提供集成交互环境。
（４）客户层为客户端浏览器层，客户和设计人
员等通过基于 Ｗｅｂ 的浏览器例如 ＩＥ，访问定制系统
的门户网站，执行相应权限的操作。

２

产品构架建模

产品族技术是实现全生命周期 ｅ 定制的关键技
术，Ｅ Ｐ Ｌ Ｍ Ｓ 以产品族架构（ Ｐ ｒ ｏ ｄ ｕ ｃ ｔ Ｆ ａ ｍ ｉ ｌ 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ＦＡ）模型为核心对一族产品的功能、
设
计、制造和服务等数据进行概念表示和逻辑组织，
使之构成设计仓库的骨架。
本文将 ＰＦＡ 模型定义为一个四元组，即 ＰＦＡ＝
＜Ｉｔｅｍ， ＧＰＳ， Ｒｃｏｎ， Ｆｅ＞， 其中Ｉｔｅｍ表示物料项、ＧＰＳ
表示产品族创成结构、Ｒｃｏｎ 表示配置规则、Ｆｅ表示
特征参数。
｛Ｉｔｅｍ｝表示一组标准的、
可互换 的零部件模块、
毛坯和原材料等物料项，形成产品定制多样化和个
性化的基础。其中，复合模块 ＣＭ 表示由一组子模
块装配而成的部件模块；类产品 ＧＰ 属于特殊的 ＣＭ，
作为 ＧＰＳ 的根节点，为一族相似产品的通用表示；
构件模块｛ Ｇ Ｍ ｝表示一组功能主体相同的类似模块
的组合；参数化模块｛ＰＭ｝表示一类参数可调模块的
虚拟设计原型，属于一种特殊的无子节点的 ＧＭ，在
实际定制中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实例化设计，生成
具体定制模块。
ＧＰＳ 以树形结构来表示和组织产品数据，以 ＳＲ
表示Ｉｔｅｍ之间的结构关系，则Ｉｔｅｍ和ＳＲ构成了ＧＰＳ
的节点和树枝。ＳＲ＝｛Ａ ，Ｏ，Ｘ｝，Ａ 为“存在”分
枝，表示 ＣＭ 与子节点之间的装配关系；Ｏ 为“挑
选”分支，表示 ＧＭ 与其子节点之间的多选一关系；
Ｘ 为 “可剪”分枝，表示附件模块相对父节点的可
选关系。ＧＰＳ 利用虚拟模块节点｛ＧＭ，ＰＭ｝和变元
结构关系｛Ｏ，Ｘ｝，来抽象表示相似产品之间的差异
部分，从而能够以一个单一产品结构树来表示一族
产品的通用结构关系。通过基于 ＧＰＳ 的配置、虚拟
模块赋值，来消除变元结构，得到具体的定制产品。
产品族各构成元素｛ＧＰ，Ｉｔｅｍ， ＳＲ｝利用一组特
征参数｛Ｆｅ｝来描述其自身特性及其与外界的关联，
由 ＧＰＳ 负责全局组织和逻辑表示。
｛Ｆｅ｝包括：标识
数据（即 ＩＤ、名称和类型等）
、关联文档数据（文档
路径或以ＡＳＣＩＩ码数据形式保存的文档）
、领域参数
第 ２８ 卷

第 １０ 期

２００６－１０

【３】

制造业自动化
（即功能、技术和制造等方面的参数）等。
产品族定义和管理需要一整套规则｛Ｒｃｏｎ｝来约
定，主要包括：①模块之间的约束规则，例如在产
品配置时，选择模块 Ａ 则必须选择模块 Ｂ；②产品
族领域视图之间的映射转换规则，例如产品功能需
求与零部件模块的匹配规则；③ ＰＦＡ 的构建规则，
用以构建的正确有效的 ＰＦＡ 模型，例如 ＧＭ 与子模
块之间不能定义 ＳＲ＝”Ａ”类型关系。
图 ４ 给出了 Ｐ Ｆ Ａ 的主要构造关系类图，其中
ＧＢＯＭ 表示产品族的通用物料清单，是 ＧＰＳ 的数据
视图。 通过配置可从 ＧＢＯＭ 生成客户定制产品的具
体物料清单（即 Ｃ Ｂ Ｏ Ｍ ）。

图４

ＰＦＡ 构造关系类图

产品族中通常存在一类需要特殊定制的模块，
模块实例之间具有几何、设计和工艺等共有特性，
具体参数视客户个体需求而定。在 ＰＦＡ 模型中采用
ＰＭ 作为此类参数可调模块的设计原型，以实现面
向 ＥＴＯ／ＭＴＯ 的原子级定制。经过分析，本文采用
三种方法来对 ＰＭ 进行表述和定制转化：
（１）系列参数可选，通过对 ＰＭ 的可变参数的
连续取值空间进行离散分析，得到一组逼近各类客
户共性需求的最优解，形成该 ＰＭ 的各项参数的系
列可选值列表。例如在 ＥＶＡ 鞋机中，
“注射机构”模
块具有定制参数：｛螺杆类型＝｛２段式，３段式，…｝，
螺杆直径 ＝｛φ ５０，φ ６０，…｝，…｝。客户通过对各
类参数的可选值列表进行选择，组合形成 ＰＭ 的实
例定制数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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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事物特性驱动，对于具有成熟技术基础的
模块，ＰＭ 采用事物特性表［３］，结合参数化零部件主
模型，对模块进行几何、工艺等特征描述。在实际
定制中，由客户给定具体尺寸值等数据，由事物特
性表驱动主模型生成实例模块和相应技术规范。
（３）设计向导辅助，一些模块的设计和开发完
全由客户订单决定，企业一般不具备主动性，客户
需求也难以预测。对于此，ＰＭ 通过一组设计向量来
采集数据，引导客户进行需求规范表述，实现客户
需求向工程设计的转换。必要时企业和客户双方进
行网络协同设计，以获得精确的设计数据。

３

在线配置设计

配置器是实现产品定制操作和需求转化的机制
与手段，基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在线配置器通过 Ｗｅｂ 站点
发布产品配置信息，用户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
登录访问，
在系统指导下自主设计产品并提交订单。
通常存在两种基于配置器的配置方法，功能配
置和结构配置［４］。
但这两种方法配置手段单一，
智能
性和简单直观性不能兼备，且都难以实现面向ＥＴＯ／
Ｍ Ｔ Ｏ 的原子级定制。
客户之间呈现明显的群体特性，体现为对产品
的价位、主要功能和技术特征等需求趋向一致。例
如企业将 ＥＶＡ 鞋机细分为“Ｚ 型直压式”
，
“Ｓ 型肘
杆式”和“Ｌ 型肘杆式”等子类产品，以面向不同
客户群对制鞋批量、颜色、尺码和价位等主体需求。
由此，本文设计了一种功能、结构和设计相混合的
配置方法（简称 ＦＳＤＣ）
，通过四个主要步骤实现：
步骤１
全局功能配置，用户首先对一组产品
全局功能选项进行判断选择，配置器基于此进行初
步配置，过滤 ＧＢＯＭ 数据，缩小配置范围，产生一
个基准 Ｂ Ｏ Ｍ ；
步骤 ２
结构配置，用户基于基准 ＢＯＭ 选择需
要的零部件模块，对于配置选项复杂的 ＧＭ 构件模
块，用户可以进入该模块的功能配置界面，通过功
能配置来确定其对应子项；
步骤３
参数化模块设计，用户对产品结构中
的 ＰＭ 进行工程需求描述，必要时申请在线协同设
计，实现对 ＰＭ 的原子级定制；
步骤４ 提交订单，
用户确定产品配置方案后，
由配置器估算价格和供货期等数据；用户确认后，
可输入特殊需求，提交订单意向，由配置器向销售
系统提交订单等记录。
图 ５ 给出了 ＦＳＤＣ 配置流程的 ＵＭＬ 活动图。

制造业自动化

图６

图５

ＦＳＤＣ配置活动图

ＦＳＤＣ 融合了功能配置和结构配置两种方法的
优势，使配置过程既智能易懂又直观简捷，符合客
户习惯定制方式；采用逐步求精的方法，需求转换、
约束求解易于实现；且面向 ＥＴＯ／ＭＴＯ 等原子级定
制，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客户的需要。

４

基于 Ｊ２ＥＥ 的集成框架

Ｊ２ＥＥ是一种用于简化分布式企业级应用开发与
部署的平台规范［５］，具有多层分布、基于组件、易于
部署和支持多系统集成等特性。
本文采用如图 ６ 所示的 Ｊ ２ Ｅ Ｅ 技术体系构筑
ＥＰＬＭＳ 系统架构，具有以下技术特征：
（１）客户层 由客户端浏览器构成，负责显示用
户界面，用于信息表示和用户交互。
（２）Ｗｅｂ 层 处理表示逻辑，对用户请求做出响
应。Ｗｅｂ 层采用 Ｓｔｒｕｔｓ 框架实现 ＭＶＣ （模型 － 视图 －
控制器）模式：①模型，由Ａｃｔｉｏｎ类调用ＥＪＢ Ｈｅｌｐｅｒ
（帮助类）来访问ＥＪＢ层的业务逻辑；②视图，由ＪＳＰ
负责与客户交互和页面动态生成；③控制器，由
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ｌｅｔ实现应用逻辑流程控制，
例如根据客
户请求选择相应 ＪＳＰ 视图等。
（３）ＥＪＢ 层 由 ＥＪＢ 组件构成，负责业务逻辑。
利用会话Ｂｅａｎ封装业务逻辑，实现Ｓｅ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ａｄｅ
（会话面）模式，用以管理多个业务对象的作用关

系，控制客户端（指需要访问企业服务的应用程序）
与企业数据及服务对象的交互；通过Ｈｅｌｐｅｒ类封装
一部分应用逻辑，为Ｗｅｂ层提供访问接口；实体ＥＪＢ
为数据库存储数据的对象视图，
利用Ｆａｃｔｏｒｙ
（工厂）
与 ＤＡＯ（数据访问对象）结合的模式，使业务逻辑
与数据访问代码相分离，便于异构数据库的移植和
集成。
（４）资源层，即存放异构数据库和企业遗留系
统（ＥＩＳ）的容器。为保证系统的平滑移植，不能将
应用逻辑放在资源层。
全生命周期的 ｅ 定制具有多业务、多系统集成
的特性，因此在 ＥＰＬＭＳ 的集成框架设计中，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与各类非 ＪＡＶＡ 代码、应用及系统的封
装问题。为此：使用 ＲＭＩ－ＩＩＯＰ（基于网际 ＯＲＢ 的
远程方法调用）
，来支持 ＥＪＢ 组件与 ＣＯＲＢＡ 对象互
访；采用连接器体系结构（ＪＣＡ），用以实现 Ｊ２ＥＥ 应
用服务与ＥＩＳ的安全的、事物的通讯；应用ＪＮＩ（Ｊａｖａ
本地方法调用）来封装非 ＪＡＶＡ 语言编写的代码，例
如 Ｃ 或 Ｃ＋＋。
为驱动定制业务工作流程的自动执行，本文基
于 ＪＭＳ（Ｊａｖａ 消息服务）和 Ｊａｖａ Ｍａｉｌ（邮件服务）
建立事件通知机制，实现定制业务在不同子系统之
间的交替和控制（消息传递、任务派遣和流程控
制）
。事件通知机制包括事件的定义、订阅、触发、
记录和查看等过程。例如客户提交订单时会触发预
定义的“订单通知事件”
，系统会发送一个 ＪＭＳ消息
到 Ｊ２ＥＥ服务器，由服务器调用相应的事件Ｂｅａｎ（即
一个消息驱动 Ｂｅａｎ）
，解析消息，执行相关事务操
作。这里包括构造电子邮件，自动发送到该事件订
阅者（例如销售部门经理）的邮箱，并将工作指令
和客户订单记录等递交到其在 Ｅ Ｐ Ｌ Ｍ Ｓ 中的个人工
作区，供其查看。
【下转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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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描述及特长：
该系统采用中央监视和分散控制的原理。
由：控制局域网（ＦＬ— ｎｅｔ相对应），
数据库站（ＡＤＳ — ＰＣ２０００）—对数据库进行一元
化管理，
操作站（ＡＯＳ — ＰＣ２０００）—用于设备监控，
控制站（ＡＣＳ — ＰＣ２０００）—用于设备控制等构
成。
数据库站实现了对设备的数据进行一元化管
理，扮演了系统中枢的角色，通过通用以太网提取
到个人电脑上进行处理。
控制站通过有效结合ＥＩ（电气和仪表）两种机能
可实现高速的控制。同时处理大量的数字量和模拟
量例如喷吹过程中的流量和压力等。
开放性的系统：该系统实现了数据库的开放式

结构。能自由提取在监视控制系统中存储数据，想
得到的数据可随时被取出。另外，与商用软件包相
连也很简单，所以能实现信息的高效率使用。

３ 结束语
２５００ Ｍ ３高炉脱硅设施投入使用一年多来，运转
正常，充分证明了 ＭＩＣＲＥＸ — ＡＸ 系统自动化程度
高、运用灵活、稳定可靠。特别是在对一些参数调
整修改时更显出其灵活方便的特长。目前，炼铁厂
正在计划将该系统并入 ２５００ Ｍ３ 高炉控制系统，如
此一来可提高生铁的整体质量，更好地满足不锈钢
基地对铁水的需求。
参考文献：
［１］ ＭＩＣＲＥＸ－ＡＸ 系统硬件及网络［ｚ］．
［２］ ＭＩＣＲＥＸ－ＡＸ 系统仪表控制功能及实现［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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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鞋机定制开发的实例分析，与应用 ＥＰＬＭＳ
前相比，从获取订单到产品装配完成的整个生命周
期缩短 ３０％ 以上。
ＥＰＬＭＳ 的主要界面如图 ７ 所示。

６ 结束语

图７

５

ＥＰＬＭＳ 主要门户界面

应用实例

基于本文的方法和思想，ＥＰＬＭＳ 采用 Ｅｃｌｉｐｓｅ
３．０等工具开发，
数据库采用Ｍｙｓｑｌ５．０和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０，并与 ＰＲＯ／Ｅ、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以及 ＸＴＰＤＭ、
ＸＴＥＲＰ 等 ＥＩＳ 系统集成。系统的 Ｗｅｂ 层和 ＥＪＢ 层
分别采用 Ｔｏｍｃａｔ ５．０ 和 ＪＢＯＳＳ ３．２ 作为应用容器，
整个架构部署在多个服务器上，实现多层、基于组
件的、易扩展的分布式体系结构。本系统已成功应
用于温州瓯江液压有限公司的鞋机产品网络化定制
与开发中。通过实施 ＥＰＬＭＳ，该公司建立了面向全
生命周期的企业级产品定制平台，能够实现基于
ｗｅｂ 的产品在线配置、协同设计、订单数据快速转
换、产品变型设计等诸多功能。通过对典型产品

现有网络化定制系统功能单一、难以实现面向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业务的一致转化与集成。本
文在剖析 ｅ 定制全生命周期模式的基础上，讨论了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 ｅ 定制系统的设计，并对产品族
架构、在线配置和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进行了深入
研究。基于此开发的原型系统 ＥＰＬＭＳ 在鞋机企业的
实际应用证明，该系统能够为产品网络化定制提供
一个高度集成的协同平台，对产品配置、设计、生
产到售后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
实现整个企业以客户需求为驱动的协调运行和资源
共享。
参考文献：
［１］ ＺＥＲＤＩＣＫ Ａ ， ＰＩＣＯ Ｔ Ａ ， ＳＣＨＲＡＰＥ Ｋ． 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０．
［２］ 韩伟力， 陈刚， 董金祥． 面向个性化服务的虚拟设计系统
［Ｊ］．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２００１，７（１２）：１３－１８．
［３］ 祁国宁， 顾新建， 李仁旺． 大批量定制及其模型的研究［Ｊ］．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２０００， ６（２）：４１－４５．
［４］ 顾新建， 金勇华， 胡蓉， 等． 网上通用产品配置设计工具的
研究［Ｊ］．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２００１，７（４）：２２－２５．
［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 Ｊ２ＥＥ设计开发编程指南［Ｊ］． 北京：北京电子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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