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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数字孪生测试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工业数字孪生产品功能测试、性能测试要求、测试流程和判定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数字孪生产品的开发及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073-2018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GB/T 38643-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分析系统功能测试要求

GB/T 38676-2020 信息技术 大数据 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测试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s

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

真过程。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S 客户端/服务器体系结构（Client/Server）
B/S 浏览器和服务器架构（Brouser/Server）

5 体系结构

工业数字孪生系统体系结构包括孪生服务层、物理实体层、孪生数据层、虚拟实体层和孪生应用层，

如图1所示。

a）孪生服务层为数字孪生系统功能应用提供保证，包括数字孪生服务部署、运行、管理等功能；

b）物理实体层为数字孪生系统提供物理实体数据支撑，实时感知物理实体的状态并与虚拟实体之

间产生映射，接收并执行来自虚拟实体的反向控制指令，包括设备接入、边缘计算、信息采集、执行监

控等功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7%90%86%E6%A8%A1%E5%9E%8B/51081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84%9F%E5%99%A8/267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7%A7%91/2634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7%90%86%E9%87%8F/99846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6%82%E7%8E%87/82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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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孪生数据层为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融合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源，包括数据接入、计算与存储、

数据应用、连接与集成等功能；

d）虚拟实体层为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层提供数字孪生体，包括静态孪生体和动态孪生体运行、管理

等功能；

e）孪生应用层提供数字孪生应用服务，包括监测、预测、仿真、优化、交互支、可视化等功能。

图 1 工业数字孪生系统体系结构

6 功能测试

6.1 孪生服务层

6.1.1 服务部署

服务部署测试包括数字孪生服务层的部署方式测试和部署后运行状态。

6.1.1.1 测试内容

a）数字孪生系统支持的部署方式；

b）数字孪生系统支持的运行方式。

6.1.1.2 测试流程

a）查看孪生服务层部署方式与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中要求的一致性和符合性；

b）查看孪生服务层部署后运行方式与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中要求的一致性和符合性。

6.1.1.3 判定准则

a）部署方式与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一致，则本测试通过，如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无要求，应至少

支持一种部署方式，如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本地化等，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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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署后运行情况与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一致，则本测试通过，如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无要求，

应至少支持一种部署方式，如C/S 、B/S、微服务、移动端、虚拟设备等，否则不通过。

6.1.2 服务运行

服务运行指对数字孪生体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运行状态的监控，实现物理实体和虚拟实体实时映射

同步运行。

6.1.2.1 测试内容

a）数字孪生服务系统运行状态；

b）数字孪生体物理实体数据与数据驱动虚拟实体的一致性。

6.1.2.2 测试流程

a）查看系统运行日志数据，如运行状态、运行ID、运行开始和结束时间、运行时长、运行错误信

息等；

b）查看数字孪生系统物理实体和虚拟实体状态是否一致，如实时映射生产过程、设备运行情况、

质量跟踪状态、设备运行状态管控、过程质量管控和物料管控同步、监测报警等。

6.1.2.3 判定准则

a）服务有效可用，服务日志数据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物理实体和虚拟实体状态运行状态基本一致，信息同步，且数据延迟在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控

制范围内，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1.3 服务管理

服务管理包括服务搜索、服务启动、服务停止、权限管理等功能。

6.1.3.1 测试内容

a）数字孪生系统支持服务启动；

b）数字孪生系统支持服务搜索；

c）数字孪生系统支持服务停止；

d）数字孪生系统支持服务重启；

e）数字孪生系统支持权限管理。

6.1.3.2 测试流程

a）启动数字孪生系统，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是否正常运行；

b）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是否支持搜索服务；

c）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是否支持停止服务；

d）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是否支持重启服务，且重启后功能正常；

e）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是否支持权限分配。

6.1.3.3 判定准则

a）数字孪生系统运行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数字孪生系统搜索服务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数字孪生系统搜索停止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数字孪生系统重启后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数字孪生系统权限分配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2 物理实体层

6.2.1 设备接入

6.2.1.1 测试内容

a）设备接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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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数据源接入能力；

c）协议转换能力。

6.2.1.2 测试流程

a）设备接入

1）在物理实体层接入新增设备；

2）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查看新增设备信息。

b）数据源接入

1）在物理实体层接入新增数据源；

2）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查看新增数据源信息。

c）协议转换

1）接入支持常见协议的设备；

2）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查看设备状态信息。

6.2.1.3 判定准则

a）能够查看新增设备、新增数据源信息，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2.2 边缘计算

通过部署在边缘的智能设备，实现消息转发、智能计算等功能。

6.2.2.1 测试内容

a）用户侧接口与网络侧接口数据传输能力；

b）边缘节点管理能力；

c）数据采集分析能力；

d）断点续传能力。

6.2.2.2 测试流程

a）用户侧接口与网络侧接口数据传输能力

1）用户侧接口：

通过边缘网关接入设备；

使用MQTT、HTTP、OPC UA等方式向边缘云转发数据；

查看边缘云能否接收到正确数据。

2）网络侧接口：

在边缘网关中接入设备数据；

通过数据转发，转发至边缘云；

配置转发方式，如以太网、WiFi等；

查看能否接收到正确数据。

3）边缘节点管理能力

执行边缘节点接入、修改、删除等功能；

执行边缘节点启动、停止等操作。

4）数据采集分析能力

数据采集时延：通过边缘节点采集数据，将采集到的时间转发至检测平台，同时检测采集当前边缘

节点的时间；对比检测平台采集到的采集时间和边缘节点的检测时间。

数据采集频率：设置边缘节点的数据采集频率；通过时间与周期变化数据的双重校验，查看边缘网

关的采集的连续性。

数据分析：查看工业数字孪生系统数据；对比采集端数据信息。

d）断点续传能力；

1）设置边缘网关通过mqtt、http等方式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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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动断开边缘网关的网线；

3）对比边缘网关侧观察数据传输能否恢复。

6.2.2.3 判定准则

a）用户侧接口与网络侧接口数据传输能力

用户侧接口：通过不同接口连接用户侧与网络侧，数据传输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网络侧接口：通过以太网等接口连接边缘网关，数据传输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边缘节点管理能力

执行边缘节点接入、修改、删除、启动、停止等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数据采集分析能力

数据采集时延在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要求范围以内，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数据采集频率可自行设定，并且采集数据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数据分析功能正常，处理后的结果和预设相符，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断点续传能力

网络断开重连后，数据传输自动恢复，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2.3 感知接入

感知接入是通过客户端、移动端、VR/AR、脑机交互等方式实现与孪生体交互。

6.2.3.1 测试内容

客户端、移动端、AR\VR等智能终端支持接入能力；

6.2.3.2 测试过程

a) 通过智能终端设备访问查看虚拟实体；

b）执行启动、转动等功能，检查物理实体和虚拟实体能通过感知接入设备交互的能力。

6.2.3.3 判定准则

a）依据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智能终端设备能够连接数字孪生系统，并执行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中

各项功能要求，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2.4 数据采集

通过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光纤网络等工业通信网络实现工厂内设备的接入和数据采集，通

过接口和系统集成方式实现对SCADA、DCS、MES、ERP等应用系统的数据采集。

6.2.4.1 测试内容

数据采集测试包括采集的数据量完整性、实时性、有效性等。

6.2.4.2 测试流程

a）完整性测试：通过接口采集现场数据，查看采集的数据量及每条数量包含信息是否有丢失或缺

失的情况。

b）实时性测试：将采集数据与现场实时数据进行对比，查看采集的数据是否在采集频率是否在规

定的范围内；

c）有效性测试：采集的数据是否与现场实时数据数据一致，查看采集到的数据是否一致。

6.2.4.3 判定准则

a）数据采集完整性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数据采集实时性正常，在系统规定的延时范围内，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数据采集有效性正常，采集的数据一致，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2.5 执行监控

执行监控是指对物理实体（包括设备、产线、车间、工厂等）实体状态感知和实时状态监控，形成

物理实体运行和管理情况统计，同时实现对物理实体的反向控制。

6.2.5.1 测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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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支持对物理实体实时状态监控；

b）支持对物理实体反向控制；

6.2.5.2 测试流程

a）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查看物理实体状态信息，如物理实体生产运行信息、物理实体监控状态信息、

物理实体维护信息以及管理信息等；

b）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控制物理实体，并执行相关操作，如控制物理实体开关机、运动速率等；

6.2.5.3 判定准则

a）能够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查看物流实体状态信息，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数字孪生系统反向控制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 孪生数据层

6.3.1 数据接入测试

6.3.1.1 数据集成测试

6.3.1.1.1 测试内容

a）物理实体层数据接入能力；

b）数据源访问接口接入能力；

c）异构能力与同步能力；

d）数据集成可扩展性能力。

6.3.1.1.2 测试流程

a) 物理实体层数据接入能力

1）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查看物理实体、虚拟实体、孪生服务的数据和信息；

2）检查孪生数据是否与物理实体、虚拟实体、孪生服务的数据和信息同步，如设备信息新增、

修改、删除，虚拟实体模型构建、运行、交互信息等；

b) 数据源访问接口接入能力

1）检查能够支持通过统一形式进行访问；

2）检查用户是否能访问物理实体的数据源；

c) 异构能力与同步能力

1）检查数据集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相互独立，互不干扰；

2）检查同步能力效果，即时序数据在对应的时刻点上，空间数据在同一维度。

d) 集成可扩展能力

1）检查是否支持资源的可扩展性，如增加硬件、软件升级等；

2）检查是否支持应用的可扩展性，如孪生数据面对数据结构调整、数据颗粒度变化时，能根据

应用需要对数据进行封装；

3）检查是否支持技术升级的可扩展性，以保证孪生数据正常复制、迁移。

6.3.1.1.3 判定准则

a） 物理实体层数据接入能力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数据源访问接口接入能力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异构能力与同步能力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 集成可扩展能力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1.2 数据标准化测试

6.3.1.2.1 测试内容

a) 数据标准定义规范能力；

6.3.1.2.2 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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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孪生数据具备数据标准定义规范

检查是否对数据的表达、格式及定义有统一的规范，如数据采集、数据业务属性、技术属性和管理

属性等；

6.3.1.2.3 判定准则

采集到的数据已进行标准化处理，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1.3 数据清洗测试

6.3.1.3.1 测试内容

数据清洗能力

6.3.1.3.2 测试流程

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数据清洗的一致性、缺失性的处理情况，如坐标转换、拓扑纠正、不完整数据处

理、数据格式统一、不完整数据处理、冲突数据处理、错误数据处理等；

6.3.1.3.3 判定准则

数据一致性、缺失值处理等数据清洗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1.4 数据降维测试

6.3.1.4.1 测试内容

a） 数据降维处理能力

6.3.1.4.2 测试流程

a） 数据降维处理能力

1）查看降维处理后的数据；

2）对比降维前后的数据，查看数据降维后的效果。

6.3.1.4.3 判定准则

数据降维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1.5 数据存储测试

6.3.1.5.1 测试内容

a） 本地存储能力；

b） 分布式存储能力。

6.3.1.5.2 测试流程

a） 本地存储

1）检查数据是否支持本地化存储，应保证使用环境内的服务器或云服务，保证数据安全；

2）检查存储功能能否通过界面/工具/命令行方式完成自动或手动备份；

3）构造一个关键节点故障，验证存储功能的数据读写是否正常。

b） 分布式存储

1）检查是否支持分布式存储，是否支持多种数据类型，结构化数据、非机构化数据、半结构化

数据；

2）检查是否支持分布式的弹性扩展功能，支持动态添加以及删除节点；

6.3.1.5.3 判定准则

a） 本地存储能力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分布式存储能力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2 数据应用测试

6.3.2.1 数据汇聚融合测试

6.3.2.1.1 测试内容

a） 物理实体数据应用能力；

b） 虚拟实体数据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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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算法库应用能力。

6.3.2.1.2 测试流程

a） 物理实体数据应用能力

1）检查台账内容是否全面，如规格、功能、性能、关系等要素属性数据，运行状况、实时性能、

环境参数、突发扰动、报警预警等动态过程数据等；

2）检查物理实体数据是否能真实映射物理对象的变化，如部件更换、位置变动、故障处理、工

单流程可视化、报警响应回馈等；

b） 虚拟实体数据应用

1）检查虚拟实体数据是否能全面支撑对物理实体的映射；

2）检查虚拟实体数据与物理实体数据的一致性，并能通过虚拟实体控制物理实体状态。

3）检查虚拟实体数据的可视化情况，能够支持多维度孪生数据的提取，如统计分析数据、截面

数据、面板数据、地理数据、仓库或厂房数据等。

c） 算法库应用

1）检查算法库运用情况，如加权平均法、卡尔曼滤波法、聚类分析法、贝叶斯推理法、D-S证
据理论等；

6.3.2.1.3 判定准则

a） 物理实体数据应用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虚拟实体数据应用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算法库应用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2.2 数据提取测试

6.3.2.2.1 测试内容

a） 数据查询能力；

b） 数据回刷能力；

c） 数据提取纠正能力。

6.3.2.2.2 测试流程

a） 数据查询能力

查看工业数字孪生系统是否支持数据查询，如精准查询、模糊查询；

b） 数据回刷能力

检查是否支持数据回刷功能，如数据应用时发现导入数据错误，应支持回刷到前一个正确状态，

当仿真场景构建错误时，应支持回刷到前一个应用状态等。

c） 数据提取纠正能力

检查数据提取的纠错机制，即当数据提取导致数字孪生系统运行异常时，应有支持数据提取中断

或退出的动作。

6.3.2.2.3 判定准则

a） 数据查询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数据回刷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算数据提取纠正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2.3 数据驱动

6.3.2.3.1 测试内容

数据驱动及应用分析能力。

6.3.2.3.2 测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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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是否支持常见的数据分析，如最大值、最小值、求和、总数等基本的数值统计、如平均

数、中位数、众数等等数据集中趋势的统计分析、如极差、方差、标准差等数据离散程度的统计分析、

如协方差、相关系数等多个随机变量的关系分析等；

2）检查是否支持离线数据分析，如结构化查询语言分析、离线数据的分布式分析、工作任务的

切分和分布式调度等；

3）检查是否支持交互式联机分析，如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分布式联机分析、通过结

构化查询语言对数据进行查询、利用可视化中间件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显示等；

4）检查是否支持预测性分析，如使用趋势预测、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预测型分析，模型训练效

果的可视化展示功能，分析结果的可视化展示功能，训练好的模型的存储和发布功能等。

6.2.2.3.3 判定准则

数据驱动及应用分析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3 数据计算测试

6.3.3.1 测试内容

a） 分布式批数据处理能力，如离线查询、分析等；

b） 流数据处理能力，如SQL查询、实时计算等；

c） 图数据处理能力，如图数据导入、分布式计算和查询等；

d） 图形化界面显示能力，如查看计算任务进度、状态实时上报；

e） 任务创建能力，如采用滑动窗口或跳跃窗口方式；

f） 批数据、流数据、图数据的并发查询能力。

6.3.3.2 测试流程

a） 在分布式离线计算框架、批处理框架等环境下，查看工业数字孪生系统能否执行批处理任务；

b） 在实时流计算框架环境下，通过工具/命令行/图形化界面进行数据的全量、增量、及自定义导

入，执行SQL查询语句实时读取并批量处理数据，对比查询数据与预期数据是否一致；

c） 查看是否支持对实时图数据进行分析和查询；

d） 查看图形化界面能否查看离线或实时计算任务进度与状态；

e） 创建滑动窗口方式的实时分析任务，查看窗口大小、滑动步长是否可调节；

f） 模拟多个客户端发起批数据、流数据或图数据查询请求，查看能否查询到相应的数据结果。

6.3.3.3 判定准则

a） 分布式批数据处理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流数据处理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图数据处理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 图形化界面显示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 任务创建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f） 批数据、流数据、图数据的并发查询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4 连接与集成测试

6.3.4.1 连接测试

6.3.4.1.1 测试内容

a） 物理实体与孪生数据的连接能力，即实体采集数据传输至孪生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b） 孪生数据与虚拟实体的连接能力，即孪生数据传输至虚拟实体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c） 孪生数据与孪生服务的连接能力，即服务调用过程中，孪生数据传输、整合与转换的及时性、

准确性、完整性；

d） 物理实体与孪生服务的连接能力，即物理实体数据采集服务调用的及时性、准确性；

e） 虚拟实体与孪生服务的连接能力，即虚拟实体孪生应用服务展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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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多维数字孪生的虚拟实体间的连接能力，即虚拟实体间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准确性；

6.3.4.1.2 测试流程

a） 根据数字孪生体需要采集、分析的数据，查看孪生数据库内数据集生成、更新、删除记录，虚

拟实体的孪生数据展示，测试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b） 物理实体、虚拟实体、孪生数据与孪生服务运行的匹配与调度。

6.3.4.1.2 判定准则

a） 物理实体与孪生数据的连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孪生数据与虚拟实体的连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孪生数据与孪生服务的连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 物理实体与孪生服务的连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 虚拟实体与孪生服务的连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f） 多维数字孪生的虚拟实体间的连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4.2 映射测试

6.3.4.2.1 测试内容

a） 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数据映射配置的有效性；

b） 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数据双向映射准确性；

c） 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数据格式转换正确性。

6.3.4.2.2 测试流程

根据映射配置模板数据项，查看物理实体至虚拟实体、虚拟实体至物理实体的数据映射准确性。

6.3.4.2.3 判定准则

a） 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数据映射配置有效，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数据双向映射准确，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物理实体与虚拟实体数据格式转换正确，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3.4.3 集成测试

6.3.4.3.1 测试内容

a） 集成接口与集成服务能力，即集成接口和集成服务的正常响应与调用；

b） 虚拟实体面向实体制造过程的业务集成能力，即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c） 虚拟实体面向实体应用运行的业务集成能力，即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d） 孪生服务与业务应用系统集成能力，即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e） 多维数字孪生下孪生服务间的集成能力，即数据传输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6.3.4.3.2 测试流程

a） 在物理实体制造过程中，查看虚拟实体与相关制造业务的信息集成交互；

b） 在物理实体应用运行过程中，查看虚拟实体与相关运行环境的信息集成交互，集成数据传输的

及时性、有效性、准确性；

c） 查看工业数字孪生服务与企业内其他业务应用系统集成，孪生集成服务调用与数据传输的准确

性。

6.3.4.2.3 判定准则

a） 集成接口与集成服务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 虚拟实体面向实体制造过程的业务集成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 虚拟实体面向实体应用运行的业务集成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 孪生服务与业务应用系统集成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 多维数字孪生下孪生服务间的集成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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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虚拟实体层

6.4.1 静态孪生体测试

6.4.1.1 测试内容

a）虚拟实体模型

1）几何模型：虚拟实体模型的几何尺寸与物理实体的一致性；

2）物理模型：虚拟实体模型在物理材质、动力学特征等方面与物理实体的一致性；

3）规则模型：虚拟实体模型在价值流中的规则与物理实体一致性；

4）行为模型：虚拟实体模型价值流、工艺等行为模型的排布能力；

5）模型管理：虚拟实体模型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等功能；

b）虚拟实体模型自运行

1）动画演示：虚拟实体模型动画演示与物理实体模型运行的一致性；

2）数据驱动：虚拟实体模型数据驱动能力。

c）虚拟实体模型场景交互

1）场景漫游：虚拟实体模型支持数字孪生场景漫游能力；

2）VR/AR切换：R/AR设备接入及设备间自由切换能力；

3）场景标注：场景文字标注能力。

6.4.1.2 测试流程

a）虚拟实体模型：

1）根据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物理实体几何尺寸、物理材质、动力学特征等数据，依次对比虚

拟实体层的相关数据；

2）执行虚拟实体模型的增加、删除、修改、查询等操作；

3）执行模型更新，轻量化处理；

4）执行虚拟实体模型的可视化查看，如爆炸图等；

5）修改虚拟实体模型的渲染效果，如阴影等；

6）执行虚拟实体模型导入导出功能。

b）虚拟实体模型自运行：

1）执行模型运行环境优化，如模型运行数量、面数、动态物体、静态物体等；

2）执行模型运行配置，如动态物体、静态物体、纹理数据、动画数据、音频数据、程序包数据

等；

3）执行模型运行实时监测，查看线上场景巡检、场景透明化等能力；

4）执行虚拟孪生模型动画展示；

5）执行虚拟实体模型实时联动；

6）查看虚拟实体模型历史回溯功能，包括查找分析虚拟实体模型历史状态，快速找到模型状态

异常点等。

7）接入真实数据源，查看模型运行情况，关闭真实数据源，查看模型运行情况；

8）接入模拟数据源，查看模型运行。

c）虚拟实体模型场景交互：

1）执行虚拟场景中的轨道相机、镜头视角调整等操作；

2）执行虚拟场景改变环境光操作；

3）执行虚拟场景中的模型交互操作；

4）执行虚拟场景模型属性编辑功能；

5）执行场景漫游，固定线路游览，远程监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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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执行虚拟场景VR/AR切换，如VR设备智能培训，AR巡检场景等；

7）查看场景标注功能，如模型状态标注、运行问题标注、问题处理标注等。

6.4.1.3 判定准则

1）虚拟实体模型与物理实体在几何尺寸、物理材质、动力学特征等方面与物理实体一致，则本

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2）虚拟实体模型执行运行环境优化、运行配置优化、实时监测实时监测等功能正常，则本测试

通过，否则不通过；

3）虚拟实体模型场景交互镜头视角调整、环境光改变等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6.4.2 动态孪生体测试

6.4.2.1 测试内容

a）定义、编辑模型和场景，如多场景定义，模型和场景的动画、行为等的动态编辑；

b）孪生体虚拟仿真、验证，模型导入导出；

c）数字孪生体在几何、物理、行为、规则等维度仿真、验证；

d）主流的三维设计软件文件格式的导入，支持通用文件格式的导出，如FBX；
e）数字孪生体的拓展和升级；

f）数据屏蔽功能。

6.4.2.2 测试流程

a）执行编辑模型面数、材质数量、纹理数据、建模规则等功能；

b）定义、编辑场景

1）执行定义新的场景

2）编辑场景面数，如控制场景整体面数、优化场景面数对性能的影响等；

3）编辑场景灯光效果，如控制光源数量等。

4）编辑场景布局，如布局更改、布局优化、优化排产、调整工艺流程。

c）虚拟仿真

1）执行虚拟环境仿真，如周边建筑、布局、天气环境仿真等；

2）执行产线设备仿真，如产业、工位等；

3）执行生产流程仿真，如生产线流程仿真、查看实时数据等；

4）执行仿真推演，如物理实体全生命周期推演，时序数据推演等。

d）模型验证

1）执行模型验证，如实时联动、数据传输等；

2）执行模型状态验证，如动态模型状态、异常提醒状态等；

3）执行孪生数据验证，如面板数据验证、截面数据验证、数据准确性验证等。

e）导入导出

1）导入孪生体模型；

2）导出孪生体模型。

f）拓展升级

执行孪生体模型的校证、诊断、修复、适应、学习、优化、组织、协调、仿真等操作。

6.4.2.3 判定准则

a）编辑模型功能正常，如编辑模型面数、材质数量、纹理数据、建模规则等，则本测试通过，否

则不通过；

b）定义、编辑场景功能正常，如执行定义新的场景、编辑场景面数、编辑场景灯光效果、编辑场

景布局等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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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环境仿真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2）执行产线设备仿真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3）执行生产流程仿真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4）执行仿真推演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模型验证

1）模型验证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2）模型状态验证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3）孪生数据验证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导入导出

1）孪生体模型导入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2）执行孪生体模型导出功能正常，则本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f）拓展升级

孪生体模型的校证、诊断、修复、适应、学习、优化、组织、协调、仿真等功能正常，，则本测

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7 性能效率测试

性能效率测试包括工业数字孪生通用性能、工业数字孪生产品模型计算性能两部分。

7.1 通用性能

7.1.1 测试内容

a）数字孪生系统 CPU利用率测试；

b）数字孪生系统内存利用率测试；

c）数字孪生系统负载测试；

d）数字孪生系统网络带宽测试；

e）数字孪生系统吞吐量测试；

f）数字孪生系统运行可靠性测试。

7.1.2 测试流程

a）通过测试工具或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数据，查看数字孪生系统 CPU资源占用情况；

b）通过测试工具或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数据，查看数字孪生系统内存资源占用情况；

c）模拟多用户同时登陆，对系统进行负载压力测试；

d）通过测试工具或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数据，查看数字孪生系统网络带宽占用情况；

e）通过测试工具或查看数字孪生系统数据，数字孪生系统吞吐量情况；

f）通过数字孪生系统日志数据，查看数字孪生系统运行时长；

7.1.3 判定准则

a）CPU平均利用率符合被测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中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内存资源利用率符合被测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中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c）模拟多用户同时登录，负载符合被测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中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

通过；

d）网络带宽符合被测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中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吞吐量符合被测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中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f）数字孪生系统运行时长符合被测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中的相关要求或满足 7*24h正常运行，则

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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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工业数字孪生产品模型计算性能

7.2.1 测试内容

a）数字孪生系统人机交互响应时间测试；

b）数字孪生系统模型打开加载时间测试；

c）数字孪生系统模型交互加载时间测试；

d）数字孪生系统模型求解时间精度测试；

e）数字孪生系统模型计算时间测试；

f）数字孪生系统数据打开加载时间测试；

g）数字孪生系统数据交互加载时间测试；

h）数字孪生系统模型精度测试；

i）模型计算精度测试。

7.2.2 测试流程

a）在各功能点之间切换，记录页面完全展现所需时长；

b）将模型首次装载到工业数字孪生系统中显示完成所花费的时间；

c）用户与模型交互过程中到工业数字孪生系统中显示完成所花费的时间；

d）模型求解在时间上覆盖范围；

e）模型虚实融合计算所花费的时间；

f）将数据首次加载到模型融合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

g）将数据交互加载到模型融合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

h）计算理模型和虚体模型的尺寸的相似度；

i）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现场数据的差异比例。

7.2.3 判定准则

a）平台页面响应时间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b）系统成功加载模型所花费的时间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

过；

c）用户与模型成功发生交互时间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d）模型求解时间维度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e）模型虚实融合时间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f）数据首次加载到模型的时间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g）数据交互加载到模型时间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h）物理模型和虚体模型精度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i）模型计算精度符合产品需求规格说明书的相关要求，则测试通过，否则不通过。

8 测试准则

依据工业数字孪生功能测试、性能测试中的测试要求、测试流程依次开展测试，功能测试中各层级

通过该层级测试项总数的三分之二，则符合各层级的测试要求，性能测试须通过全部测试项测试要求。



T/CESA XXXX—2022

15

参 考 文 献

[1] GB/T 9386-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制规范

[2]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3] GB/T 34960.1-2017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4] GB/T 37961-2019 信息技术服务 服务基本要求

[5] 《数字孪生_百度百科》

[6]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制规范》

[7] 陶飞：数字孪生标准体系研究

[8] 陶飞: 数字孪生及其应用探索

[9] 孔宪光.基于数字孪生的工业大数据智能分析与实践.先进制造业，2018.
[10]孔宪光，数字孪生将成为数字化企业标配，中国电子报改革开放40周年两化融合特刊，2018


	目  次
	前  言
	工业数字孪生测试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数字孪生 Digital Twins

	4　缩略语
	5　体系结构
	6　功能测试
	6.1  孪生服务层
	6.1.1  服务部署
	6.1.2  服务运行
	6.1.3  服务管理

	6.2 物理实体层
	6.2.1 设备接入
	6.2.2 边缘计算
	6.2.3  感知接入
	6.2.4  数据采集
	6.2.5  执行监控

	6.3  孪生数据层
	6.3.1  数据接入测试
	6.3.1.1  数据集成测试
	6.3.1.1.1  测试内容
	6.3.1.1.2  测试流程
	6.3.1.1.3  判定准则

	6.3.1.2 数据标准化测试
	6.3.1.2.1 测试内容
	6.3.1.2.2 测试流程
	6.3.1.2.3 判定准则

	6.3.1.3 数据清洗测试
	6.3.1.3.1 测试内容
	6.3.1.3.2 测试流程
	6.3.1.3.3 判定准则

	6.3.1.4 数据降维测试
	6.3.1.4.1 测试内容
	6.3.1.4.2 测试流程
	6.3.1.4.3 判定准则

	6.3.1.5 数据存储测试
	6.3.1.5.1 测试内容
	6.3.1.5.2 测试流程
	6.3.1.5.3 判定准则


	6.3.2  数据应用测试
	6.3.2.1 数据汇聚融合测试
	6.3.2.1.1 测试内容
	6.3.2.1.2 测试流程
	6.3.2.1.3 判定准则

	6.3.2.2 数据提取测试
	6.3.2.2.1 测试内容
	6.3.2.2.2 测试流程
	6.3.2.2.3 判定准则

	6.3.2.3 数据驱动
	6.3.2.3.1 测试内容
	6.3.2.3.2 测试流程
	6.2.2.3.3 判定准则


	6.3.3 数据计算测试
	6.3.3.1 测试内容
	6.3.3.2 测试流程
	6.3.3.3 判定准则

	6.3.4  连接与集成测试
	6.3.4.1 连接测试
	6.3.4.1.1 测试内容
	6.3.4.1.2 测试流程
	6.3.4.1.2 判定准则

	6.3.4.2 映射测试
	6.3.4.2.1 测试内容
	6.3.4.2.2 测试流程
	6.3.4.2.3 判定准则

	6.3.4.3 集成测试
	6.3.4.3.1 测试内容
	6.3.4.3.2 测试流程
	6.3.4.2.3 判定准则



	6.4  虚拟实体层
	6.4.1  静态孪生体测试
	6.4.2  动态孪生体测试


	7　性能效率测试
	7.1.1  测试内容
	7.1.2  测试流程
	7.1.3  判定准则
	7.2.1  测试内容
	7.2.2  测试流程
	7.2.3  判定准则


	8　测试准则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