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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件驱动模型的生产管理系统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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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制造业生产管理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结合事件驱动模型，提出了适合中小企
业应用的生产管理系统。利用事件模型便于理解、应用方便、建模简单的特点，可实现生产管理系统的模块化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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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and problems in its management. By combining
with the event-driven model, the paper proposes a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suitable for small to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 event model is easy to understand, easy to use and simple to model features, making it
possible for modularized application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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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已经成为全球的制

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2-3]。
这对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

造业中心，国际知名的制造业大亨纷纷在中国建厂，

对于所有的制造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大

借助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力，与我国的企业共

家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借助国家和国际先进技

同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

术的帮助，快速发展，跟上国际先进制造企业的脚

2025”计划之后，制造业的发展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

步，在新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话题和焦点[1]。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

目前，我国还有很多中小型的制造企业采用类

目标：第一步，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

似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

步，到 2035 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

产品虽然可以满足用户的质量需求，但是质量控制

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

的不是很好，这与工人的熟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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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产品的质量管控也没有办法做到很好。如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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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不能及时的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更

重要的是不能进行产品追溯，定位出问题产品的批

到现在面向行业的，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生产管理解

次以及去向[4-5]。

决方案，计算机系统已经深入的参与到了生产管理

针对这一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对生产管

的过程中，并且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的实时性可以

理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生产管理数据的处理能力，

在生产过程发生异常的第一时间向管理者发送警

做到数据的分析和追溯，实现生产过程的全自动管

报，并且通过与历史数据比较分析或者专家系统判

理和数据分析，达到质量管控的新要求。

断发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保证生

１ 生产管理系统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产的正常进行。同时，生产管理系统将产品信息化，

制造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可以对所有的生产

统一管理，使产品的每一个生产阶段的数据、每一个

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并且对其进行分析和统计时，

原材料的使用情况、每一批次或者单个产品的使用

不需要先将数据初始化，可以直接在条件中进行选

情况都能够在系统中统一管理，实现产品的全方位

择和设定，操作起来非常方便[6]。生产数据都保存在

监控，方便上游和下游的用户对产品进行全生命周

数据库中，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并且利

期的管理[7]。

用数据库的备份功能，可以将数据定期保存和备份，

２ 事件驱动模型构建

即使出现意外，
数据丢失或者损坏，
也可以利用备份
数据进行恢复，
这些都是保证用户数据安全的措施[7]。

事件，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物体或者活动抽
象化，提炼其特点和属性，成为事件。事件可以再细

生产管理系统的最大优点是实时性。在生产过

分为子事件，也可以多个事件合成为新事件，如图一

程手工管理阶段，所有的数据都需要手动采集，进行

和图二所示。当事件不可再分时，就是元事件。所有

初始化和查错之后，再进行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到解

的事件都是由元事件组成。

决问题，这中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假如在这期
间生产已经出现问题，但生产者是发现不了的，当发
现时，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对大量的产品造成
了影响，并且是不可逆的影响，很有可能造成该批次
的产品合格率下降，或者生产周期变长。
生产管理系统的实时性体现在它的数据都是实
时采集的，录入到系统中后，数据的整理工作就已经

图一 事件分解

展开，数据的初始化、数据的分析和结果会很快完
成，这样易尽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使生产过程能
够顺利进行，尽可能的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8]

。
从最初的手工记录数据、
手工整理，到后来的借

助计算机软件辅助记录数据，进行简单的数据保存
和分析，到针对不同产品和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再

图二 事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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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驱动模型，是由事件按照一定的规则和逻

在设计和开发生产管理系统之前的一项最重要

辑组成的模型。事件之间通过规则和逻辑建立连接，

的工作就是了解企业的实际生产管理流程。因为事

所有的规则统称为规则库。事件单独使用时为独立

件驱动模型，是基于对实际事件的抽象，并结合事件

事件，只能用来描述简单的事情或者原理。但是通

之间的联系，按照一定顺序触发事件的模型。事件之

过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建立的模型可以描述复

间的联系，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规则的抽象。为了管理

杂的对象，例如生产过程。生产过程是受到严格控

系统的事件驱动模型能够准确的映射实际流程，我

制的对象，所有活动都受到操作规则、工艺流程、管

们需要将现有的管理流程进行确定，明确规则的适

理规范等的限制，所以容易被事件模型描述。

用对象和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设计的模型符合

事件驱动模型，就是通过事件之间的规则，按照

实际需要。

一定的逻辑，触发后续事件，这一个过程可以用来描

我们首先将生产管理流程进行分解，降低模型

述一个复杂系统的运作，如图三所示。所以事件驱

设计的难度，实际上分解后的部分就是系统的主要

动模型非常适合用来建立生产过程的模型，同时引

功能模块。接下来再将这些功能模块进行细分，分解

入生产过程的实际规则作为事件触发条件，可以完

为元事件，并且与生产管理环节中实际的对象建立

整的映射实际的生产过程。

映射，将其属性和与其他事件的关系进行分析，结合
生产流程，整理出生产管理系统事件驱动模型的规
则库。
模型的搭建主要基于实际的生产流程，将已经
提取出来的事件，按照规则库中规则的要求，逐步触
发新的事件，推动生产管理系统的运作，如图四所

图三 事件触发流程

示。在模型中，当一个新的事件被触发执行后，根据

事件驱动模型除了便于理解和设计简单的优点

规则库中的触发规则，将会触发新的事件并执行，之

外，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可配置性。面对一个复杂的

后会根据规则触发新的事件。就这样根据规则，不停

对象时，我们可以将其进行分解，并将其分解后的功

的触发新的规则，将实际的生产过程在事件驱动模

能模块看作一个大事件，然后再将其细化，直至分解

型中描述。我们通过对规则的控制，可以对事件的触

到元事件。这样的过程相对于其他的数学模型更容

发顺序进行调整和管理，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管理。

易，也更容易理解，符合人们的日常思维习惯。

事件驱动模型的优点在于可配置性，所以可以

总之，利用事件驱动模型，我们可以将生产过程

先对主要的功能模块或者用户指定的功能模块设

无歧义的映射到模型中，同时利用其高可配
完整的、

计、
建模、
开发和部署，之后再根据实际的需求，对其

置性的特点，来适应不同的用户需求。

他功能块进行设计开发。这样可以使用户有足够的

３ 系统的设计

时间适应新系统，同时不影响其正常的生产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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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的基于事件驱动模型的生产管理系
统，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与运作的前提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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