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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 某客车制造企业的涂装车间是典型混合流水车间，要求在确保满足交货期的前
提下，对其生产运行进行高效的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方法 采用倒排产方法进行计划排产． 通
摘

过分析涂装车间中多遍彩条工序的工作过程和工位设置情况 ，确定具有可重入式制造系统特
点的工序和工位． 在基本倒排产算法基础上，增加系统联动和循环排产功能． 结合企业实际给
出可重入倒排产工作过程，对可重入倒排产的执行步骤和设计要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结果 该
增强倒排产算法适用于涂装车间彩条的可重入工序 ，是对基本倒排产算法的有效改进． 结论
解决了涂装车间的多遍彩条工序排产问题 ． 通过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验证了该排产方法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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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 a painting workshop which is a classic hybrid flow
shop in a bus manufacture enterprise，an efficient management should be taken to the production on the premise of satisfying the due date． A method called back scheduling is used to make scheduling． Through analyzing
both working process and work station setting of many color stripped procedures in the painting workshop，the
work procedure and sta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re-entra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ar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fundamental back scheduling algorithm，system linkage and circular scheduling functions are added． Considering actual situations in the enterprise，a re-entrant back scheduling of work processes is given．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design essentials of the re-entrant back scheduling are discussed in details． The enhanced
back scheduling algorithm is applicable to the re-entrant working procedure of color stripped in painting workshops，and it is an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basic back scheduling algorithm． As a result，the many color
stripped procedure scheduling problems in painting workshop are solved，practically proving validity of th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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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客车制造
商，其制造模式是面向客户定制，甚至面向客户设

为贴彩条、喷漆和烘漆三个子工序，每一辆车如果
只做一遍彩条工序的处理，需要依次经过“贴 ”、

计，导致客车生产品种多、批量小、工艺复杂，随着
行业竞争加剧，客户的交货期要求越来越短，这就

“喷”和“烘”三个子工序．

需要制造部门既能满足柔性制造，又要满足较短
的交货期； 同时，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长，生产的
不均衡为制造部门的计划、现场管理带来了更大
［1］
的压力 ． 生产品种和生产过程多样性使得生产
计划、生产组织复杂化，带来诸多生产管理上的困
难． 目前 SAP（ 世界排名第一 ERP 软件） 给出的日

对于由多种颜色构成且设计复杂的图案，如
果只做一遍彩条工序处理，不能完成彩条图案喷
绘． 这种情况下，需要将图案分解，每次完成图案
中一种颜色的喷绘，或是将图案分成几个部分别
绘制，因此就会产生彩条工序的循环处理 ，即车辆
需要多次经过“贴”、“喷 ”和“烘 ”三个子工序才
能完成彩条工序的处理，将图案绘制完成．

生产计划指派到关键工位，对车间的生产指挥调
度有一定支持． 但由于计划的粒度粗，无计划完成

该客车制造企业的涂装车间根据车间现有的
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将彩条工序的处理工位分

情况的实时反馈，无完成计划情况的实时监控，对
生产现场实际情况反映不是很全面，特别是对于

为两大生产加工区域： 第一遍彩条工序加工区域
和第二遍彩条工序加工区域． 涂装车间实际的彩

具有复杂的混合流水车间特点的涂装车间生产管
理意义不大，难以满足承装吊装 （ 承装车间第一

条工序的工位配置图如图 1 所示．

个工序承装吊装工序的开始时间，也是涂装车间
的最晚交货期，即涂装车间最晚目标完成时间 ）
［2 － 3］

的要求

． 倒排的优势是从目标倒推，所以排产

结果一定满足吊装点要求． 倒排产是基于拉式生
产模式，与该企业客车生产线的特点一致 ． 所以结
合厂方的要求，涂装车间采用倒排产逻辑进行详
细排产，这也是国内首次在客车生产线上采用倒
排产的排产方法进行生产排产．
所谓可重入制造系统 （ Re － entrant Manufacturing System，RMS） 是指在系统中工件在工艺路
线的不同阶段多次访问同一加工站的制造系
［4］
统 ． 目前，许多学者采用启发式方法、拉格朗日
松弛等方法对可重入排产问题进行建模和求
［5 － 8］
． 在涂装车间中多遍彩条工序由于在生产
解
每辆客车时彩条遍数不同，不同遍数的彩条工序
复用相同加工区域，使得车辆进行在多遍彩条工
序生产过程中多次进入到相同加工区域的情况 ．
所以在涂装车间存在可重入制造过程． 在采用倒
排方式组织涂装车间生产时，遇到可重入工序，就
会增大倒排产项目实施的难度和复杂性，所以能
否解决可重入倒排产问题是倒排产算法在涂装车
间应用的难点之一． 笔者着重分析涂装车间可重
入工序的特点和应用环境，并给出了合理的解决
方案．

1

可重入工序分析
在涂装车间中彩条工序是一个大工序，其分

图1
Fig. 1

彩条工序的工位配置图

Work procedure distribution of color bars

每个区域都包括多个工位和设备． 烘房和漆
房是设备，但是其坐落在工位上，所以排产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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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烘房和漆房都作为工位处理． 虽然每辆车的彩
条遍数有很大不同，最多达到八遍，但是每辆车至

颈工序是动态变化的． 在排产过程中再加入其生
产线特有的 70 多种约束条件和 4 大类排产规则，

少要做一遍彩条的处理，所以在做一遍彩条工序
时有专用的工位，即所有车的第一遍彩条工序都

并且客户规定排产程序的运行时间，如此复杂的

在一遍彩条的生产区域进行处理； 二遍彩条也有
专用的工位，但是二遍以上彩条工序的处理在二

混合流水车间的排产问题不适于采用一般理论研
究中使用的智能算法，如果对该企业的排产问题

遍彩条的工位上进行处理，即做第二遍彩条工序

使用一些智能算法都会产生状态空间爆炸或指数
［9 － 12］
，无 法 满 足 实 际 车 间 排 产 的 要
爆炸的情 况

和做二遍以上彩条工序的车都在二遍彩条的工位
进行加工． 也可以理解为做两遍以上彩条工序的

求，所以采用改进倒排产算法来解决问题 ．
2. 1 倒排产算法概述

车在两遍彩条的工位循环加工． 做二遍以上彩条
工序的车就产生重入式的情况．

倒排产算法也叫倒序排产法，是指将确定的
订单完成时间作为起点，然后安排各道工序，找出

由于车间中的大部分工位没有工作任务时也
可以临时做缓冲工位使用，并且已经设置了大量

各工序的开工时间，进而得到订单的最晚开工时
［13］
间 ． 排产计算由合同的交货时间开始，进行倒

缓冲工位，所以客户要求按无限缓冲区的条件进
行排产设计，因此图 1 中仅画出缓冲区，不画出具

序计算，以便确定每道工序的完工时间． 一辆客车
按着生产工艺先是经过焊装车间加工，然后到涂

体缓冲工位．

装车间的加工，再到承装车间加工，倒排产算法在

如果一个车在彩条工序需要做三遍彩条的处
理，这个车顺序的经过一遍贴彩条工序 、一遍喷漆

本排产系统中解释为以承装车间的吊装上线序列
（ 吊装车间第一道工序的开始时间序列 ） 作为涂

工序和一遍烘漆工序，经过一遍彩条工序的生产
加工区域后完成第一遍彩条处理工作，然后进入

装车间最后一道工序 （ 涂装车间的第 M 个工序 ）
的最晚完工时间序列，从涂装车间最后一道工序

二遍及以二遍上彩条工序生产加工区域，首先是
经过二遍贴彩条工序工位、二遍喷漆工序工位和

生产最后一辆客车的完工时间一直倒推回涂装车
间第一道工序第一辆上线车的开工时间，采用倒

二遍烘漆工序工位，完成第二遍彩条工序的处理
工作，当第二遍彩条工序处理完后，该车重新又回

排产算法获取的每道工序 （ 第 N － 1 道工序，N ≤
M） 时间队列是基于已经排过的工序 （ 第 N 道工
序） 时间队列推出． 也可以理解为从涂装下线的

到二遍贴彩条缓冲区中等待处理，当排到这个车
加工时，该车又再次进入到二遍贴彩条工序的工
位进行第三遍贴彩条工序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该
车重入二遍贴彩条工序的工位，接着再次经过二
遍喷漆工序工位进行第三遍喷漆工序，接着进入
二遍烘漆工序工位进行第三遍烘漆工序处理 ． 如

目标完成时间（ 时间数值大 ） 向涂装上线时间 （ 时
间数值小 ） 进行反向推导，每个工序每辆车的排
产计算都是时间数值的减法计算 ．
倒排产的具体演示排产过程如图 2 所示．

果四遍彩条，该车还会继续在二遍及以二遍上彩
条工序生产加工区域循环处理．

2

可重入倒排产设计

由于该客车公司生产车型多达 6 000 种 以
上，在其涂装车间 ABCF 线，每天平均 80 辆客车
上线，同时每天平均 70 辆客车在 GHUR 线上线，
每辆车的工艺路线也不相同，仅在涂装车间最大
加工工序就可以达到 46 道． 每辆车在同一个工序
加工，由于车型的不同，加工时间也不同． 对于同
一个工序同一个车型由于高产期、中产期和低产
期的不同，加工时间也不相同． 同一个工序的班组
配置和班组的人员配置也影响加工能力，所以瓶

图2
Fig. 2

倒排产算法排产过程演示图

Demonstration of back scheduling algorithm scheduling processes

在倒排产过程中是从工序 5 倒推回工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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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道工序都从交车时间最晚的车辆 5 开始推导到
交车时间最早的车辆 1，T3 是车辆 5 在工序 5 的

序时，调用可重入倒排产程序，首先要生成五个临
时表： 排产结果临时表用以临时存放排产结果数

开工时间也是在工序 4 的最晚完工时间． T2 是车
辆 4 在工序 4 的开工时间也是在工序 3 的最晚完
工时间． 但是由于车辆 5 在工序 3 的加工时间长，

据． 彩条工序烘房车辆数据记录临时表用以存放
在烘漆工位加工车辆的信息． 彩条工序漆房车辆

车辆 5 的最晚完工时间减去在工序 3 的加工工
时，所得到开工时间 T1，T1 ＜ T2，所以车辆 4 在工
序 3 经过倒排产所得到完工时间是 T1．
2. 2 可重入倒排产工作过程

数据记录临时表用以存放在喷漆工位加工车辆的
信息． 贴彩条数据记录临时表用以存放在贴彩条
工位加工车辆的信息． 在可重入倒排产程序执行
［15］
过程中这五个表中的数据都在动态变化 ．
（ 3） 可重入倒排产步骤． 根据第 1 节可重入

在上面倒排产算法中推导过程是在每个工序
推导出所有车加工时间，再进入到下一道工序的

工序分析所述的该企业涂装车间多遍彩条工序的
工位和设备配置情况，通过 9 辆车的倒排产，阐述

推导． 在多遍彩条工序 （ 二遍和二遍以上彩条工
序） 前的工序和多遍彩条工序后的工序可以按着

可重入倒排产的具体排产步骤．
Step 1： 从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取出开工时间

基本倒排产算法进行处理． 彩条工序可重入倒排

最晚的车辆 9 （ 最后一个生产出来的车 ） ，并且在
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中删除这个记录，这辆车进

产主要采用系统工序联动执行和多遍循环处理的
［14］
方式，即反向模拟实际生产过程 ．
（ 1） 数据准备． 可重入倒排产的基础数据准

入烘漆工序处理，倒推入一个烘房（ 见图 3） ． 生成
排产结果放入到排产结果临时表中，并且加入彩

备工作与其他工序进行倒排产所需要进行的数据
准备工作是相同，都需要获取本工序所配置班组

条工序烘房车辆数据记录中，再按着下一道开工
时间顺序取出下一辆车 （ 车辆 8） ，由于涂装车间

的工作时间，本工序可用的加工设备信息 （ 有的
设备可能正在维修 ） ，全部排产车辆在本工序的

在二遍及二遍彩条工序区域配置 3 个烘房，当从
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取出第三辆车 （ 车辆 7） 后，

加工时间，与车型相关的排产规则和与工序相关
的排产约束等基础数据． 在执行倒排产程序前将

所有的烘房都已经被车占满．

倒排产所需要的基础多遍数据准备好 ．
多彩条工序有一类特有的基础数据，即在彩
条工序排产前需要知道每辆车的彩条遍数 ． 这些
车当中做二遍和二遍以上彩条工序的车将在二遍
彩条工序的工作区域进行循环加工，从而产生可
重入倒排产问题． 已排过工序的开始时间队列，作
为本道工序最晚完工时间序列，这个序列需要减
去工序间的间隔时间． 因为是倒排产，所以是减去
工序间的间隔时间．
（ 2） 生成临时表． 排产程序运行后从最后一
个工序开始倒排，取出所有做二遍和二遍彩条的

图3

Step 1 演示图

车形成一个准备排产队列，车工号、彩条遍数和已
排过工序的开始时间 （ 作为彩条工序的最晚完工

Step 2： 当要对从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取出倒

时间） 被记录在这个队列中． 然后对列表中的记
录按着时间降序排列． 这个队列存在多遍彩条数

排的第四辆车 （ 车辆 6） 进行处理前，根据倒推的
FIFO 原则 （ 即反向运用 FIFO 原则； FIFO，先入先

据临时表中． 这些车的彩条遍数数值在执行的时
候，每完成一遍彩条处理，将彩条遍数减 1，直减

出规则） ，找到烘房车辆数据记录表中最晚完成
的车辆和烘房，这辆车 （ 例如车辆 9） 进入到喷漆

到彩条遍数等于 1，因为一遍彩条有自己的专用
工位区域加工，一遍彩条按照基本倒排算法处理 ，

工序处理，还是按着倒排产的原则，对该车进行倒
排产处理，将排产结果放入倒排产结果临时表 ，并

不用可重入倒排产程序处理． 当排到多遍彩条工

且在漆房排产车辆记录临时表中加入一条记录 ，

Fig. 3

Demonstration of st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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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循环进行的倒排产才是排的该车二遍彩条工
［13］
序 ，如图 6 所示．

（ 二遍烘房 1） 中，对这辆车 （ 车辆 6） 进行倒排产
处理，将排产结果放入到排产结果临时表 ，并且在
烘房排产车辆记录临时表中加入一条记录 ． 如图
4 所示．

图5
Fig. 5

图4
Fig. 4

Step 3 演示图

Demonstration of step 3

Step 2 演示图

Demonstration of step 2

Step 3： 再依次从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中取出
倒推粉的第五辆车，进入到烘漆工序，重复 Step 2
的过程，直到取出第七辆车（ 辆车 3） ． 由于涂装车
间在二遍及二遍彩条工序区域配置 3 个漆房，所
以这时烘房和漆房都已占满，当第七辆车 （ 辆车
3） 进入到烘房，引发排产程序联动，联动的情况
是这样，当车辆 3 进入烘漆处理工序，即倒推入二
遍烘房 1 中，二遍烘房 1 的车辆 6 被倒推入喷漆
工序，即车辆 6 被倒推入二遍喷房 1 中，原来二遍
喷房 1 的车辆 9 被倒推到贴彩条工位加工，即进
入到二遍贴彩条工位 1 中，如图 5 所示．
Step 4： 当从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中取出第八

图6
Fig. 6

Step 4 演示图

Demonstration of step 4

Step 5： 重复上述 Step 1 ～ Step 4 处理过程，直
到排完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中所有的车 ．

辆车（ 车辆 2） 时，也会引发同样的联动，这时需要
对从贴彩条工序工位倒推出的车辆进行判断 ，如

3

果这辆车（ 车辆 9） 的二遍彩条是两遍，则从贴彩
条数据记录临时表中删除这个车的记录． 如果这

采用倒排产算法在保证交货期的前提下，充
分发挥班组和设备能力，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

个车（ 车辆 9） 的彩条遍数是两遍以上，这辆车的
记录要回到多遍彩条数据临时表，由于经过前面

效率． 但是由于客车在各工序的生产时间存在极
大的不确定性（ 手工作业 ） ，涂装工艺路径的可变

倒排产处理过程，这个车的已经排过工序的开始
时间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对多遍彩条记录临时表 ，

性，同一类型工作中心的重复性以及紧急订单的
插入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存在，给涂装车间的排产

进行重新的降序排列． 还需要将这辆车的彩条遍
数记录中的数值减 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

带来很大的困难，核心程序已达到两万多行． 其中

辆车（ 车辆 1） 如果其彩条遍数是三遍，由于进行
的是倒排产，刚才这辆车倒排的是三遍彩条工序 ，

结

论

针对多遍彩条工序的可重入倒排产设计是本系统
的难点之一，通过进一步增强和完善倒排产算法
程序，满足可重入倒排产设计需求，得到涂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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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计划，能够指挥涂装车间的生产运行． 该系统
在车间实施后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系统采用．
Net 2008 环 境 开 发，后 台 数 据 库 采 用 Sql Server
2005，满足该企业客车生产车间生产线复杂的分
布式网络环境中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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