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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ＭＥＳ 系统模型构建是系统实施和正常运行的前提和条件，也是 ＭＥＳ 方案设计和系统配置的
基础和难点。本文结合烟草生产过程特点，以某卷烟企业为研究和应用背景，建立了 ＭＥＳ 系
统模型。实际系统运行效果良好，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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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烟草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兼有国家宏观调
控和市场经济的特征［１］。目前，烟草企业间的竞争加
剧，难以依靠传统技术及改造提升其竞争力。而通
过引入信息技术，全面实现企业信息化，提升企业
综合竞争力，已成为烟草工业企业赢得市场与利润
的有效手段［１，２］。在烟草企业信息化中，制造执行系
统（ＭＥＳ）是一个分布式系统［３］，以管理、指挥、控
制和协调生产为核心，与企业上层（决策管理层）和
企业底层（生产过程控制层）间建立双向信息交换
通道，实现信息的纵向集成。
由于不同行业对ＭＥＳ系统要求不同，因此相应
的 ＭＥＳ 模型差异较大［４￣６］。如何针对烟草行业特点，
建立正确的ＭＥＳ系统模型，是烟草企业信息化建设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充分考虑烟草生产混合
模式及过程特点，依托某卷烟厂ＭＥＳ系统设计与实
施项目，对烟草行业ＭＥＳ系统模型进行了研究和设
计。通过系统模型构建与实施，实现了企业生产信
息管理，增强了生产过程的可视性、可控性、实时
性及集成性，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企业效益。

１ 烟草生产过程模型
烟草企业建立制造执行系统（ＭＥＳ）的核心作
用是把与生产密切相关业务的专门技术协调成为一
种综合能力，注重于高效优质、以较低综合成本控
制为目标的工程。就烟草生产过程而言，一般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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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前段是制丝过程，后段是卷包过程。过程系混
合生产模式，兼有流程行业和离散行业的特点，其
生产过程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烟草生产过程模型

按上述烟草生产过程模型及相关ＭＥＳ标准，建
立卷烟厂 ＭＥＳ 功能模型如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知，卷烟厂 ＭＥＳ 系统功能模型主要包
括厂级 ＭＥＳ 系统、制丝、卷包和动力 ＭＥＳ 子系统
等，涉及了企业生产处、质量处、库房、制丝车间、
卷包车间和动力车间等业务。面向的使用人员有厂
级领导、指挥调度中心、车间管理人员、设备管理
人员、质量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特定客户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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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相关人员可按权限要求，通过生产查询系统掌握
生产过程，通过生产监控系统了解生产过程。

ＭＥＳ系统的核心，用于描述生产单元中涉及的生产
活动信息，实现业务处理的动态执行过程。基础对
象模型用于描述系统运行需要的基本配置信息。产
品模型用于描述企业的产品组成及相关工艺标准。
以下就上述系统模型的构成分别进行介绍。
２．１ 工厂模型

图 ２ ＭＥＳ 系统功能模型

２

该模型用于对企业生产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及
生产部门内部的生产设备物理布局进行描述建模。
通过该模型可使 ＭＥＳ 系统了解企业生产的组织方
式。建立的工厂模型采用Ｓ８８国际标准对企业建模，
组织方式如图 ４ 所示。在图 ４ 中，各车间包括若干
个生产单元，且为一个或若干个生产活动的抽象。
具体来说，生产单元可以是一个工序或是若干个工
序；而在流程中生产单元一般为一个设备，例如烘
丝机即可建模为一个生产单元。

ＭＥＳ 系统模型架构

ＭＥＳ 作为上层 ＥＲＰ 系统与底层控制系统之间
连接的枢纽［１］，以全厂数据采集为基础，集成卷包、
制丝、动力能源、物流等生产环节，对其进行协调
统一的管理，从计划、生产、调度、资源分配等方
面保障生产的连续性和可控性［７］。
ＭＥＳ 系统模型是构建 ＭＥＳ 系统和进行系统配
置的基础，用来描述烟草企业内部组织及业务过程
的规范总合。系统模型是由一系列相关模型组成的
模型集合，其内容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布局、
生产相关制造过程和生产资源等信息。其组成关系
如图 ３ 所示，包括工厂模型、产品模型、基础对象
模型和业务处理模型。

图 ４ 工厂模型

２．２ 业务流程处理模型
业务流程处理模型是对生产过程中生产活动的
一种抽象描述，
通过事件模型与执行模型协作完成，

图 ３ ＭＥＳ 系统模型构成

在图 ３ 中，工厂模型主要涉及烟草企业的生产
组织方式和设备物理布局等信息，如部门的隶属关
系、设备的位置关系等信息。业务流程处理模型为

图 ５ 业务流程处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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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５ 所示。事件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将叶丝送到
成品丝柜中会产生叶丝入库事件等。事件也可以表
示抽象实体，如生产过程中的计划更改会产生计划
变更事件；也可按事件对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跟踪。
在实现过程中，事件的发生以某一或一系列的数据
标签的变化为触发条件；执行模型以事件模型为基
础，是对事件响应业务逻辑的封装。当系统侦测到
事件发生后，系统服务会调用执行模型，对产生的
事件进行处理。
２．３ 产品模型
产品模型用于描述企业所有相关产品信息，包
括产品的组成关系及其工艺控制规范。卷烟厂产品
模型主要由配方及工艺控制组成。配方由烟叶、薄
片烟叶等原料信息组成，并以物料清单的形式提供
辅料信息。工艺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参数设置等
信息。若采用分组加工方式组织生产，还需要对烟
草模块信息进行管理。由于配方及工艺是烟草生产
中的核心技术，同一牌号的配方及工艺参数还受气
候等因素影响，并随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因此对特
定牌号的配方及工艺，要有配方组管理的需求。
２．４ 基础对象模型
基础对象用于描述系统运行的基本配置信息，
如系统的权限控制等。基础对象模型主要包括人员
对象模型、计划状态对象模型和生产状态模型 ３ 部
分。
１）人员对象模型
根据企业生产人员的职责，对企业生产人员划
分为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权限（例如：普通操
作人员不应具有调整工艺段控制参数值的权限）
。
基
于角色的人员管理使系统对权限的控制具有严格性
及可扩展性。
２）计划状态对象模型
为使ＭＥＳ系统能够判断计划执行情况，需对计
划执行状况进行建模描述。计划状态模型提供计划
所处的状态及各状态间相互转换的规则。计划状态
模型是执行模型的基础，执行模型会根据计划所处
的状态调度计划的执行。
３）生产状态模型
生产状态模型用于描述生产过程中各生产单元
当前所处的情况，是正在生产还是停机。通过该模
型描述生产单元的所处状态，ＭＥＳ系统可以详细分
辨出当前生产的情况，并将生产状态记录下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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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日后进行分析（例如：记录停机生产状态的时间
为设备ＯＥＥ分析提供数据）
。

３ 模型实施
按建立的上述ＭＥＳ系统模型，应用于某卷烟厂
ＭＥＳ项目系统设计与实施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和
运行效果，验证了构建的模型的合理与有效性。图
６ 显示了该卷烟厂ＭＥＳ运行时的梗丝处理段的物料
流量情况。通过系统模型的构建与工程应用实施，
实现了企业生产信息管理，增强了生产过程的可视
性、可控性、实时性及集成性，有效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企业效益。

图 ６ 系统运行界面示例

４ 结束语
ＭＥＳ系统模型构建是系统实施与正常运行的基
础和条件，也是 ＭＥＳ 系统设计和配置的重点和难
点。本文充分考虑烟草生产企业的混合生产模式及
过程特点，对面向烟草行业ＭＥＳ系统模型进行了研
究和设计。借助卷烟厂ＭＥＳ 系统实施项目，为系统
模型研究与设计提供了可靠的应用背景和工程支撑。
通过系统模型的构建与实施，
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目前，该系统运行稳定、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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