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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分析和研究烟草企业对生产管理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将制造执
行系统引入生产管理过程，
提高生产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和生产效率。通过在企业的实际应用，证明了制造执
行系统对烟草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提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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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传统单一低效的资料记录，充分利用信息化技

当前，烟草行业在生产管理、设备管理、质量管

术，对设备单机运行、
维修、
消耗、产出等全过程实行

理和绩效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急需应用

分析评价。在质量控制方面需要有效采用先进的质

信息化技术提升管理水平。在卷烟生产加工过程中，

量控制技术和方法，全面控制制造过程，实现质量工

全面实现核心数据自动化采集、
实时分析和调整，不

艺参数化、
过程化。在物耗控制方面，通过信息技术，

断提升智能化控制水平。在生产管理方面，
运用先进

实现成本控制即时化、
精细化管理，使原料、辅料、半

的生产管理技术，
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提高生产组织

成品、在制品、
产品再生产以及物流等各环节得到有

效率，缩短生产准备时间，合理安排生产要素，保证

效追踪，不断降低产品制造过程的消耗，优化制造成

卷烟加工均衡生产和加工过程的稳定，提高精细管

研究并提出
本［３－４］。本文从制造执行系统应用的角度，

理、精益制造、柔性生产水平［１－２］。设备管理档案需要

了烟草行业信息化管理的新方案。

★ 基 金 项 目 ： 辽 宁 省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编 号 ：
２０１１２１６００８）

１ 烟草行业制造执行系统概述

７２

生产执行系统是位于企业上层资源计划系统

追踪及生产监控是关键模块。这些模块能够对实际

与底层工业控制系统之间的面向生产现场的管理

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如果进行信息化升级，能够有效

信息系统，是管理和优化从任务下达到完成加工整

地提高生产和管理的效率。

个生产活动的硬件和软件的集合。它在 ＥＲＰ 与制造

３ 烟草 ＭＥＳ 主要模块设计

单元的过程控制系统之间构筑一座桥梁， 连接企业

３．１ 计划管理

上层管理与生产车间之间的信息，实现管理活动与

计划管理负责生产计划的接收、分解、下达等操

生产活动间的及时沟通。
烟草行业的 ＭＥＳ 以生产实时数据采集为基
础，集成卷包、制丝、动力能源、物流等生产环节，提
高各部门各系统间协调指挥能力，使计划、生产、调

作。计划管理包括的功能有：短期生产计划接收管
理、短期生产计划排产管理、卷包日排产计划管理、
制丝日排产计划管理。
生产计划由上级部门发起，生产厂具体执行并

度、资源分配更加科学、准确，保障生产的连续性、

反馈。上级管理部门根据营销计划制定年生产计划，

可控性，
使生产过程数字化、
透明化。实现生产作业

然后将年生产计划分解为月生产计划以及短期生产

计划编制与执行、资源调度优化、产品质量全过程

计划，
并下达到生产设备科，以指导车间的生产。短

分析与跟踪、生产设备动态运行管理、在制品管理、

期生产计划模块负责 ＥＲＰ 系统下达计划的接收，包

能源供应控制、操作管理以及底层生产现场数据的

括月生产计划和短期生产计划，计划内容包括牌别、

转换、存储、分析和发布等数据集成和应用［５－６］。

合计数量、
计划生产数量。月生产计划主要用于工厂

２ 烟草 ＭＥＳ 概要设计

职工的绩效考核，
不用于指导生产，系统接收后仅进

烟草制造执行系统主要包含以下模块：计划管
理、生产调度管理、物料管理、配方工艺管理、质量
管理、设备运行管理、在制管理、生产追踪、生产监

行版本保存操作。短期生产计划用于指导车间实际
生产，下达后不作调整。
同时，对短期生产计划进行自动排产。根据短期

控、统计分析与报表、数据采集与处理、领导查询。

生产计划的需求牌号类别、需求数量等数据，结合机

如图一所示。

台生产能力、
工作时间等信息，系统自动制定排产计
划。制丝日排产计划根据短期生产计划范围内的生
产烟丝需求量确定。结合各工艺段设备的生产情况
进行每日的排产安排。卷包日排产计划根据短期生
产计划生成，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计划内容进行修
改，并制定产品更换计划。

图一 烟草制造执行系统主要模块

３．２ 生产调度管理

其中，
计划管理、生产调度管理、物料管理、配方

生产调度管理模块主要用于对生产任务的调

工艺管理、质量管理、
设备运行管理、在制管理、生产

度。生产调度管理包括的功能有：生产工单管理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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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任务查询。生产工单管理将计划分解得到的任务

以日批次计划为指导，结合当日设备实际情况，对原

单下达到各生产车间，生产车间中控室将工单分解

料进行生产组织，以配方信息为依据，进行批次投料

为执行命令下达到 ＰＬＣ 设备上。例如，通过卷包日

管理。
原料投料管理包括烟叶投料管理、
烟梗投料管

排产计划，
生成卷包生产工单和嘴棒生产工单，下达

理和香精香料投料管理。通常情况下分这三种主要

到卷包车间和嘴棒车间。通过制丝日排产计划，生

原料的投料管理，具体类别的划分需要结合具体生

成制丝生产工单，
下达到制丝车间。

产厂实际业务需求，当扩大生产时，产生了颗粒梗和

生产任务查询用于查询生产反馈数据，如制烟

薄片等生产时，需要加入颗粒梗、
薄片投料管理。烟

丝、卷包生产任务的进度综合查询、信息发布，用相

叶、烟梗的投料管理是分批次、分牌号的绑定叶组、

关图表显示排产结果、计划停机、设备负荷、任务完

梗丝配方信息，对原料进行投料管理。
香精香料的投

成等信息。也可进行信息的分类查询，如成品库存

料管理是根据叶组香精、梗丝香精配方信息进行掺

信息、储丝房信息、
配方烟叶库信息、
辅料库存信息、

配比对。

生产加工单信息、
制丝批次作业工单信息等等。

原料在制管理是对原料投入生产后，整个生产

３．３ 物料管理

过程的物料监督和半成品核算。主要包括成品香精

物料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原料和辅料管理，其中

检斤管理、成品香精掺配管理、梗丝检斤管理、梗丝

又包括接收确认模块、投料管理和在制品管理等重

库存管理、梗丝投料管理、
掺配加香管理。原料在制

要模块。原料接受确认模块是物料管理模块中物料

管理是对烟叶、
梗丝、
香精香料的生产过程及半成品

接收确认的子模块，是原料从仓储物流中心到制丝

管理，由跟班核算员对香精、梗丝进行检斤数据统

车间的确认环节，是原料归属的重要确认过程。原

计，原料管理员对半成品数据进行系统车间级管理，

料接受确认是从原料需求管理开始，原料管理员根

同时对掺配加香段工艺进行原料掺配物比例、品种

据生产设备科的日批次计划，结合技术中心下达的

记录。

配方信息，对车间小库现有原料进行生产评估和核

３．４ 配方工艺管理

算，
从而生成原料需求单传送到仓储物流中心，仓储

配方工艺管理根据内容可分为：叶组配方、
香精

物流中心根据原料需求单，
派送原料配送单，
制丝车

香料配方、
辅料清单、
生产工艺、
实验线工艺；按照系

间跟班核算员与仓储物流中心跟班核算员对物料的

统的管理方式又可以分为：配方工艺的接收子系统、

品种、数量、质量等信息进行核实，物料核实包括烟

配方工艺的统计分析子系统、配方工艺的版本控制

包入库核实和香精香料领用核实两部分，在 ＭＥＳ

子系统、
配方工艺的日志管理子系统、
配方工艺的本

系统中分别进行信息维护。

地维护。

原料投料管理是制丝车间组织生产的开始，是

７４

叶组配方的管理，主要是针对技术中心下达叶

组配方时，各个部门在接收时能够进行及时的确认，

生产过程离线检测模块主要负责制丝离线质量数据

并进行跟踪各个部门的执行情况，并进行历史处理

的录入和维护，卷包生产过程在线检测模块主要负

配方的统计分析、
版本管理，在遇到问题时能够进行

责卷包过程质量数据的在线采集、质量数据的录入

追溯历史的操作记录，以查清问题的来源，
另外在配

和维护，卷包生产过程离线检测模块主要负责卷包

方无法接收时，
能够从本地获得配方，
同时在实际调

离线质量数据的录入和维护，滤棒生产过程检测模

试时也可通过模拟数据进行实际业务的调试。香精

块主要负责滤棒生产过程质量数据的录入和维护操

香料配方和辅料配方管理与叶组配方管理类似。

作。

生产工艺的管理，主要是针对技术中心下达生
产工艺时，
各个部门在接收时能够进行及时的确认，

３．６ 设备运行管理
设备点检模块可提供按照一定的标准、一定周

并进行跟踪各个部门的执行情况，并进行历史处理

期、对设备规定的部位进行检查，以便早期发现设备

生产工艺的统计分析、
版本管理，
在遇到问题时能够

故障隐患，及时加以修理调整，使设备保持其规定功

进行追溯历史的操作记录，
以查清问题的来源，另外

能的设备管理方法。当技术员通过 ＭＥＳ 系统接收

在生产工艺无法接收时，
能够从本地获得生产工艺，

到点检结果数据之后，会对点检结果进行审核，当发

同时在实际调试时也可通过模拟数据进行实际业务

现问题工单之后，会判断是否需要启动维修过程，
一

的调试。

旦确定启动维修过程，则会下发临时维修工单，然后

３．５ 质量管理

由维修人员对检查点进行维修，并将维修的结果回

质量管理模块负责原辅料入库、
生产、
成品烟出

报给 ＭＥＳ 系统，最后技术员对维修结果进行确认

库三个环节的质量检测，其中原辅料入库和成品烟

和审核。

出库的质量检测由三级站完成，整个生产环节的质

设备维修系统为用户设置合理的设备维修流

量检测由质量管理科及各生产车间完成，技术中心

程，实行定期强制性的设备维修制度。
对于计划外维

对质量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该模块分为以下几个

修，系统可以生成临时维修工单并按要求下达。
已下

子模块，包括原辅料入库检测、成品烟入库检测、制

达的工单，系统会通知维修人员登录 ＭＥＳ 系统进

丝生产过程在线检测、制丝生产过程离线检测、卷

行查看，并按照工单要求对需要维修的部位进行维

包生产过程在线检测、
卷包生产过程离线检测、
滤棒

修。设备维修系统为维修人员提供知识库查询以往

生产过程检测。

的维修经验，以便能对维修部位进行快速的维修。
若

其中，原辅料入库检测模块主要负责原辅料入
库检测数据的录入和维护操作，成品烟入库检测模

在维修过程中需要更换备件，系统会生成备件更换
记录，同时对备件库相关信息进行更新。

块主要负责成品烟入库检测数据的录入和维护操

设备保养系统按照设定好的保养周期，对设备

作，制丝生产过程在线检测模块主要负责制丝过程

进行相应的保养操作，以便减少因设备磨损等原因

质量数据的在线采集、
质量数据的录入和维护，制丝

造成的故障率。
对于计划外的保养要求，系统可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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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广场 ２０１４．１

成临时保养工单并按照要求下达。已下达的工单，
由

［２］尹刚．生产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的改进及在

设备保养人员登录 ＭＥＳ 系统进行查看，
保养人员会

烟草企业中的应用研究［Ｄ］．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根据保养规则对设备进行相应的保养，并且填写好

２００９．

设备保养记录。

［３］姜之帆，蔡鸿明，步丰林．面向制造执行系统

３．７ 生产追踪和监控

的建模和组装的研究和实现［Ｊ］．东华大学学报（自然

对于产品的生产过程，通过生产线上的工人及

科学版），
２０１２，３８（０５）：
５８１－５８７．

自动传感器采集实时的生产数据，并将数据上传到

［４］朱理，苏宏业，沈清泓．基于关键性能指标的

生产管理服务器，
获得生产线上的实时生产状态，实

流程行业制造执行系统评价体系［Ｊ］．计算机集成制

现生产的追踪和监控。

造系统，
２０１２，１８（１２）：
２６４３－２６４９．

４ 结束语
通过对烟草企业的制造执行系统的研究和设
计，
结合烟草企业的实际生产需求，本文提出了一个
烟草企业制造执行系统的解决方案。通过前期的分
析和设计，
最后在实际的烟草企业中实现应用。在部

［５］崔江波，吕希胜，姜滢，等．面向烟草行业的
ＭＥＳ 系统模型研究与设计［Ｊ］．制造业自动化，２００９，
（０６）：
１３６－１３８．
［６］孙永刚，吕希胜．制丝线实时数据采集与控制
系统［Ｊ］．制造业自动化，
２００９，
（１１）：
９３－９６．

署应用的过程中，
企业的生产效率有明显提升，并且
企业的管理更有针对性，解决了一些隐藏的或难以
解决的问题，对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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