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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企业 ＭＥＳ 中生产指挥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李飞１ 王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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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在的烟草企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提
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控，降低生产环节的成本，才能保证不被市场淘汰。本文设计了一
个烟草企业生产指挥系统，可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控，利用 ＷＰＦ 技术开发系统界面，保证了系统使用的方便
性。通过在实际烟草企业的应用，证明了该系统的可行性，并对企业的生产管理具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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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既然我国

近几年，中国烟草行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

的烟草企业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基础，那么

跨越式发展。但是，对于刚刚步入市场化的中国烟草

接下来就是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去跟竞争对手在

行业，
真正的竞争和挑战已经到来。中国是世界最大

市场中分个高下［１－２］。

的烟草生产国和卷烟消费市场，
烟叶、卷烟产量和消

烟草的品质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只有生产出高

费量均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烟草企业拥有员工 ５０ 万

质量的产品，并且有效的控制生产成本，才能在激烈

余人，是世界四大烟草公司员工总和的 ２ 倍多。但

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设计的生产指挥

是，烟草企业大而弱、
多而散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

系统就是用于解决生产环节的管理问题，能够及时

本解决。虽然市场的蛋糕已经做大，
但是如何将这块

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而

蛋糕吃下，
而不是为国外的烟草企业做嫁衣，是一个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
— ７３ —

１ 生产指挥系统概述

（２）辅料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生产指挥系统，最主要的功能包括生产管理看

实时显示辅料高架库库存信息，并进行库存预

板系统实时显示、预警生产组织管理过程中各关键

警分析。
按辅料牌号查询高架库库存，反馈高架库中

业务流程、关键设备的状态、
性能和生产执行情况等

各辅料实时库存数据。按照辅料配方分析高架库中

信息［３］。其核心的功能就是将生产环节中各个节点

各配方库存数据。操作人员从 ＭＥＳ 系统中输入库

的状态通过数据采集系统显示在系统中，供生产管

存预警阈值后，看板系统根据阈值进行报警显示。

理者查看生产进程的实时状态。从而能够及时发现
问题，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快速定位问题的原

（３）嘴棒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实时显示嘴棒高架库库存信息，并进行库存预

因以及涉及的设备和人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４］。

警分析。
按嘴棒名称查询高架库库存，反馈高架库中

同时，生产指挥系统也是制造执行系统（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各牌号嘴棒实时库存数据。操作人员从 ＭＥＳ 系统

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简称 ＭＥＳ）的一个关键组成部

中输入库存预警阈值后，看板系统根据阈值进行报

分，通过生产指挥系统，将 ＭＥＳ 中的关键数据和状

警显示。

态显示给用户，用于做出企业生产管理方面的分析
判断［５］。所以生产指挥系统是烟草企业必不可少的
生产管理系统。
在生产指挥系统中，涵盖了企业生产的整体生
产流程，其中关键流程包括物流科、制丝车间、卷包
车间、动力车间［６］。在关键流程中添加导航节点，通
过点击导航节点启动指定看板窗体 ［７］，实现对生产

（４）成品丝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实时显示成品丝库存信息，并进行库存预警分
析。
按牌号查询高架库库存，反馈高架库中各牌号成
品丝实时库存数据。操作人员从 ＭＥＳ 系统中输入
库存预警阈值后，看板系统根据阈值进行报警显示。
（５）成品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实时显示成品库存信息，并进行库存预警分析。

的实时管理。

按牌号查询高架库库存，反馈高架库中各牌号成品

２ 烟草生产指挥系统功能设计

实时库存数据。操作人员从 ＭＥＳ 系统中输入库存

烟草生产指挥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原料库存实
时查询预警、辅料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嘴棒库存实时

预警阈值后，看板系统根据阈值进行报警显示。
（６）制丝批次计划生产执行监控

查询预警、成品丝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成品库存实时

制丝批次计划生产实时监控，包括制丝批次计

查询预警、制丝批次计划生产执行监控、
卷包计划生

划批次号、
批次名称、
执行状态、
所在生产单元、批次

产执行监控、高架库设备实时监控、
制丝车间设备及

开始时间、
批次结束时间。

能源实时监控、喂丝机实时监控、
嘴棒发射机实时监
控、卷包车间设备及能源实时监控［８］。
（１）原料库存实时查询预警

批次号来自 ＭＥＳ，是批次计划生产批次号，用
于生产指挥的唯一标识。批次名称来自 ＭＥＳ，是批
次计划生产批次名称，用于人员操作人员阅读理解

实时显示原料高架库库存信息，并进行库存预

的批次计划唯一标识。执行状态来自 ＭＥＳ、高架库

警分析。按烟包牌号查询高架库库存，反馈高架库

系统和制丝中控系统，是已指定、
已下达、
已投料、已

中各烟包实时库存数据。按照配方分析高架库中各

进入某生产单元。所在生产单元来自 ＭＥＳ、高架库

配方库存数据。操作人员从 ＭＥＳ 系统中输入库存

系统和制丝中控系统，是正在执行生产计划的生产

预警阈值后，
看板系统根据阈值进行报警显示。

单元名称。批次开始时间来自 ＭＥＳ、高架库系统和

— ７４ —

制丝中控系统，是所在生产单元开始生产批次计划

产关键参数来自制丝中控系统，是生产单元执行生

的时间。批次结束时间来自 ＭＥＳ、高架库系统和制

产的关键参数，如投料口投料量、储丝柜储丝量（进

丝中控系统，是所在生产单元完成生产批次计划的

柜量、
出柜量、
储丝量）及设备状态（故障、
未生产、已

时间。

生产）。能源参数来自能源管理系统，是关键生产区

（７）卷包计划生产执行监控
卷包计划生产执行实时监控，包括计划生产牌
号、计划生产数量、已完工数量、生产机组（卷接机、
卷包机、提升机包借组列表）。

域的能源参数，包括温湿度、
正负压、
水、
电能源实时
数据（生产用能、环境监控）。
（１０）喂丝机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喂丝机连接配置状态、
喂丝牌号。

计划生产牌号来自 ＭＥＳ，是计划生产的牌号名

设备名称来自 ＭＥＳ，是成品丝柜、喂丝机、卷包

称。计划生产数量来自 ＭＥＳ，是月生产计划中安排

机组名称。喂丝机连接配置来自 ＭＥＳ，显示喂丝机

牌号生产数量。已完工数量来自 ＭＥＳ 和卷包数采

与储丝柜、
卷包机组的连接配置信息。
喂丝牌号来自

系统，是当月已完工数量。生产机组列表来自卷包

制丝中控，实时显示喂丝机正在送丝的牌号。

数采系统，
是正在由那些机组进行生产。
（８）高架库设备实时监控
实时显示高架库设备运行状态，包括 ＡＧＶ 小
车、原料投料口和辅料投料口。
ＡＧＶ 小车来自高架库系统，是显示 ＡＧＶ 小车
运行状态。原料投料口来自高架库系统，是投料牌
号、投料批次、投料时间。辅料投料口来自高架库系
统，
是投料成品牌号、
送料机台、
送料时间。
（９）制丝车间设备及能源实时监控
实时显示制丝车间生产线各生产单元相关生产

（１１）嘴棒发射机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嘴棒名称、
发射数量。
设备名称来自 ＭＥＳ，是喂丝机名称、卷包机组
名称。
嘴棒发射机连接配置来自卷包数采，是显示喂
丝机与储丝柜、
卷包机组的连接配置信息。
发射数量
来自制丝中控，是实时显示喂丝机正在送丝的牌号。
（１２）卷包车间设备及能源实时监控
实时显示卷包车间设备状态、卷包开机数量统
计。
设备名称来自 ＭＥＳ，是卷包机组名称。卷包机

状态。包括生产单元名称、
生产单元实时状态、
生产

组运行状态来自卷包数采，是待产、
正在生产、故障。

牌号、生产开始时间、
生产结束时间、
生产关键参数、

生产牌号名称来自卷包数采，是卷包机组正在生产

能源参数列表。

牌号的名称。
卷包生产速度来自卷包数采，是卷包生

生产单元名称来自 ＭＥＳ，包括投料口、制丝生

产实时速度。卷包开机数量曲线来自 ＭＥＳ，是各时

产线上各生产单元、
储丝柜、
喂丝机。生产单元状态

间段卷包机组开机数量统计曲线。卷包各区域能源

来自高架库系统和制丝中控系统，包括待产、
正在生

参数监控来自能源管理系统，是关键生产区域的能

产、故障。生产牌号来自制丝中控系统，是生产单元

源参数，包括温湿度、
正负压、
水、
电能源实时数据。

正在生产牌号、已生产牌号列表。生产批次号来自

３ 烟草生产指挥系统的实现

制丝中控系统，
是生产单元正在生产批次号、
已生产

生产指挥系统的客户端实现人机交互界面，应

牌号列表。生产开始时间来自制丝中控系统，是生

用多媒体编程技术以多种形式呈现信息并提供人性

产单元生产牌号的开始时间。生产结束时间来自制

化的操作界面。客户端主要应用微软的 ＷＰＦ 架构

丝中控系统，是生产单元生产牌号的完成时间。生

实现。ＷＰＦ 为桌面客户端和浏览器客户端提供了通
— ７５ —

用基础，为所有的这些用户界面提供一致的技术基

系型数据库采用微软公司的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 版本，

础。

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并且该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
生产指挥系统负责采集生产过程数据，并将采

维护操作方便的特点，降低了车间数据库日常管理

集到的数据送到数据库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中进行存储。关

维护的成本。图一为烟草企业生产指挥系统界面。

图一 烟草企业生产指挥系统界面

４ 结束语
本文对烟草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进行了设计与
实现，
通过在实际企业中的部署应用，满足了管理者
对生产过程实时监控的目的。另外，
该企业已经提前
部署了制造执行系统的其他模块，生产指挥系统与
这些模块的数据交互，也使得整个烟草 ＭＥＳ 更加完
整，提高了企业的信息化程度。在实现提高产品质量
的目标时，
也保证了生产过程的流畅，降低了生产环
节的成本，
使产品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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