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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C

生产与维护－集成控制和计划

在过去的数年中，企业商务软件

的大规模应用改善了工业企业的效

率。企业资源规划 (ERP) 系统实现

了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透明和快速反

应能力。潜在的成本节约，通常蕴

藏在生产和自动化层面，以及行政

管理与生产过程之间最优化集成方

面。这里并不存在一种最有效的唯

一的技术解决方案，关键在于提供

一个能够满足公司需求的，基于实

际生产的标准模块化解决方案。

企业商务软件已经成为制造行业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支持业

务流程的计划和控制，实现业务间

的最佳协调并提供多样化的系统共

存解决方案。然而，我们看到在很

多工厂生产过程中，IT却扮演着次

要角色，即使是在跨国公司的工厂

运营中也有种情况。这些企业使用

内部开发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但通

常仅是局部的方案，并不能充分支

持日益复杂的生产流程，尤其是不

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在机器设备

层，每一次的设备延迟和故障都会

耗费大量的资金并产生不能按时交

货的风险。生产管理系统 (MES) 所

具有的不断增强的生产透明度和高

效的生产工艺附加在设备管理方面

还不能完全起到应有的作用。只有

把MES组件与特定的辅助模块相结合

（例如订单管理、维护、物料管理

或可调整的生产控制以及复杂的接

口技术），才能实现集成的计划控

制系统。

工厂级的解决方案

在大中型企业以及集团各部门中

使用的ERP解决方案更多关注的是商

务方面。对于生产控制而言，这种

传统的方案设计过于僵硬，不能根

据特定的生产要求提供足够的功

能，包括制定工作计划、有限能力

计划、计划的排序、设备维护计划

和现场移动操作人员的软件解决方

案。因此公司不仅要为工厂或生产

线寻找合适的MES解决方案，而且还

要寻找合适的模块扩展ERP系统用于

跨工厂和跨生产线的应用，当然尽

可能采用来自同一个数据源的软

件。

PS I生产与维护方案所提供的

计划执行和控制（P E C）功能恰

好 能 够 满 足 这 一 要 求 ， 并 且 各

模 块 根 据 企 业 的 不 同 业 务 需 求

可 以 独 立 组 合 。 这 些 功 能 适 用

于 机 械 设 备 制 造 商 、 汽 车 生 产

商 、 汽 车 配 件 供 应 商 和 维 修 服 

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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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C

接口技术的集成

所有的模块可以独立地集成到现

有的系统环境中。实现这一点，我们

使用的是基于PSI公司自己开发且经 

SAP 认证的接口技术PSIiface。此方案

保证高速的数据采集，并且在不同的

系统之间实现数据的同步交换。

项目管理

FI

WM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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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SEM

SD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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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TR

PS

PLM

维护

订单管理

仓库

管理

排序
可调整
计划

物料管理

采购

移动方案

车间
数据采集

设备
数据采集

有限
能力计划

成本计算

ERP
(e.g.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控制系统

PSIi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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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计划

项目管理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项目管理

PSIiface

PSIprofessional

PSIprofessional将传统的项目

管理与人事计划和反馈系统结合起

来，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全

面的项目管理解决方案。并且集成

项目的完成期限、流程、资源和成

本，进行跨公司的整体项目协调。

多项目管理

多项目管理是 PSIprofessional 

的核心模块，支持项目经理利用核

心资源，进行跨组织、跨项目的整

体协调管理。

项目流程可以以任意深度的等级

结构方式创建在一定的时段中，并

通过连接使流程间建立联系。

此外根据项目要求，资源能力还

可以分配到具体的项目流程中。资

源能力分为员工和资源两种，例如

生产所需的物料、基础设施、车辆

及机器设备等。

为了实现不同的工作方式，执行

单元 （包括资源、员工或员工组）

不能直接分配到项目或匹配到相应

的需求上。相反，会为每个项目建

立一个项目资源库，库里包括可用

于满足项目资源需求的所有执行单

元。这意味着工作包的计划授权可

以拆分给不同的用户使用。

项目计划的安排可以随时向前推

进或退后处理。

项目面临的挑战

资源管理

我们把“计划”纳入到与生产和物流优化相关的所有

业务领域，其中包括生产的计划与控制、物料计划、能

力计划和排序的粗计划。维护过程的优化计划，或者

不直接受影响的维护过程也包括到此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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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全部资源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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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人力计划具有能力管理功能

人力资源经理通过具有能力管理

功能的人事计划为已计划的项目指

派所需的员工，同时考虑员工的工

作能力和经验，从而尽可能实现人

力资源的无缝利用。为了更容易地

分配人员或小组以满足特定的需

求，可以为员工授予不限数量的资

质（有时限的或无时限的）。

当人力计划集成到ERP系统中，

尤其是结合项目管理系统使用时，

将为每位员工提供工作时间模块，

以实现最佳的人力分配，同时也会

考虑公共假期进行人员的调整。

不同的视图可提供详细的信息，

例如计划甘特图和概览甘特图。

对订单范围和当前单个员工利用

情况或整个企业资源计划利用状况

进行深入评估选择。

反馈系统

为了监控项目进展，可建立一个资

源使用概览，比如项目分配人员的实

际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从工作时间

表、工作数据表、终端的数据反馈、企

业的车间数据或工作时间采集系统中

产生。

PSIprofessional 的工作时间表

和工作数据表可以在线和脱机使用，

在联网情况下，可通过反馈系统同步

脱机时的文档。反馈系统中的数据纳

入到项目管理中，此时计划数据由实

际数据“代替”。这样项目的偏差就

立即凸现出来，项目经理能够采取适

当的应对措施。

多项目管理系统通过共享的数据

库服务器，实现项目在不同地理位置

的顺利执行。电子邮件支持功能可根

据个性化需求进行配置。通过互联

网，图形化反馈系统能够把报表提交

到世界各地。

计划可靠性 
所需的透明度

最佳资源利用

跨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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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把握生产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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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物料管理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物料管理

PSIiface

高效生产的最重前提是高效的物

料管理，包括公司所有部门相关的

物流活动，从计划到入库管理到盘

库。

物料计划

物料计划包括粗计划和细计划，

保证企业中所有的物料需求能在正

确的时间做出计划。物料计划涉及

计划标准、多品种部件和无订单的

部件、装配线，以及特定订单的产

品和型号。另外，还有与其它众多

工艺相关的净需求计划和批次计

算。同步检查所有的生产需求，评

估能力的可行性。

为了实现每个物料的最佳计划，

必须权衡经常发生目标冲突的各种

物料。其中包括可交货的物料、贯

彻低成本的低库存、短期处理时

间、采购和生产中的高效批次计

算、低成本设置、库存能力和较长

的补货时间。

通过一定的计划方法，物料计划

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 

 •  生产排程计划确保按时交货

 •  物料项的粗计划，包括长交货时

间和瓶颈产能

 •  细计划包括优化的需求计算，基

于物料需求和消耗所生成的批次

过程

计划的结果是形成多级生产订单

和可分配的能力。

为了对新需求或发生改变的需求

做出快速反应，物料计划提供基于

客户订单，能够模拟需求计算的功

能。为未来交货和物料的可用性，

跨工厂物料进行评估，所有的需求

计算在对话框中操作，或在后台以

更长的运行时间操作。

考虑冲突目标 

计划方法

模拟需求计算



9

计 划

案例

柏林西门子燃气涡轮机厂

行业：机械制造

产品范围：涡轮机叶片

员工人数：300

2009年10月，柏林莫阿比特西门子燃

气涡轮机工厂叶轮生产部经过10个月的系

统实施，采用 PEC 解决方案代替现有的众

多小型IT系统。PSI方案结合公司的SAP系

统，提供生产过程中控制与计划的集成解

决方案。除了在全部80台设备和员工工位

的终端上进行数据采集外，大量应用的有

限能力计划系统具有制定短期、中长期计

划的功能。而传统的 MES 功能需增加订单

管理和维护模块。

现在，新软件的应用保证了安全的信

息流，支持生产人员执行明确的工作流

程。生产数据可在线自动更新并在各模块

之间传输数据。计划员实时跟踪整体生产

过程并及时对故障做出响应。

订单管理

维护

车间数据采集

有限能力计划

根据不同生产类型专门开发的功

能是物料管理解决方案的完美补

充。以合同制造商为例，此系统从

跨工厂到隐匿生产环节都保留了客

户订单参考。无物品号的零部件在

产品，装配或组件的生产架构中制

定计划。

文档订单选项和各种计划视图进

一步完善了该模块。

S
i
e
m
e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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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维护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维护PSIiface

对于管理和维护复杂的技术系统

而言，PSIpenta维护功能能够提供

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它提供的工

具用于计划和执行内部维护，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做为MRO（维护，修

理 ， 检 查 ） 服 务 的 维 护 工

具。PSIpenta维护功能能够监控维

护服务的周期，并协调设备维护、

复杂系统和其它设备的维修。

下列是与系统维护工作相关的：

 •  服务：明确当前的状态

 •  维护：维持所期望的状态

 •  修理：恢复到所期望状态

基本数据

维护是把相关的对象与维护对象

结合到一起，相关的对象包括设

备、设备部件、工程建设、工程的

各部分以及监控装置。反过来，这

些相关的对

象结合在一起能够创建一个维护

架构里面包含维护对象行。每个维

护对象都能定义不限数量的维护对

象行。

维护对象行可用于系统架构设

计，明确目标位置应该在哪个维护

任务中执行，或应该在哪种情况下

检查、监控测量值或计数器的读

数。计数器读数、测量值或测量状

态可定义成实际的维护值。

已计划的维护

已计划的维护能够使维护对象对

相关的维护事件进行监控。维护事

件定义好了已计划的，周期性的或

预防性的措施。也可以用来提前定

义一旦出现特殊故障要采取的行

动。

如果出现维护事件，则为订单管

理生成生产订单，以便计划、控制

物料需求和能力需求。维护路径和

物料清单可以交叉转移。

通过维护监控组件，可对已计划

的维护工作定义到期日。并根据实

际的值或具体的日期进行监控。

维护对象和维护行

维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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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SR Technics

维护计划基于已定义的激活的维

护监控组件，并通过明确的比对来

决定维护事件的到期日。根据不同

的选项和分类方法，建立到期事件

概览。通过明确的预览范围，建立

前瞻计划，触发维护订单。

未计划的维护

未预计的故障情况会做为偶发的

维护事故或维护投诉报告给维护模

块，采用不同的标准将这些故障进

行划分处理。偶然事件可以设定成

紧急级别，并分配到相应的维护单

元。这里也可以在订单管理系统中

创建生产订单，或者通过维护事

件，为故障情况设定执行日期并纳

入到维护计划中。

日志

在不同的维护日志中（对象日志 

/ 对象行日志、实际值日志、事件

日志、偶发事件日志）记录了所有

的维护活动和参数，它们为后续可

能发生的故障情况提供了重要数

据，并且总结出特殊维护对象的可

靠性。

路径计划

维护模块还可以用来定义维护对

象的位置路径，以便在生成订单时

决定维护路径，从而利于制定路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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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订单管理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订单管理

PSIiface

订单管理是实施标准商务软件和

生产管理系统之间的桥梁，在多工

厂或各种生产设备中，订单管理的

设置非常容易实现。

配备可灵活配置的且能够在线兼

容的接口，订单管理功能存储主数

据和生产数据与上级系统进行自动

同步，并与集成的 MES 组件连接。

订单管理是模块化设计，可根据

企业实际生产情况方便的调整订单

范围。主系统释放之后，订单管理

与 MES 模块共同扩展生产过程中的

计划和控制选择项。

全面的功能能够支持所有工单相

关的集成处理，从基于订单的单件

生产和重复生产到面向订单和多品

种生产。分段计划使物料与能力在

粗计划和细计划中能够同时显示，

在计划和控制的所有阶段，模拟提

供了一个“全过程”的生产优化。

高效的机制实现高效且按需供给的

补给控制，同时又完全独立于上一

级系统。商务订单处理所需的必要

信息的准确性得到了保障，客户交

易的参考信息可以在所有相关的订

单中获取。

此模块的一个关键在于其粗计划

和细计划的功能特性。

例如在复杂的生产项目中，粗计

划可以包括各种组件，如瓶颈能

力、重要的物料或外围相关的部门

能力。用户可借助单级的粗计划

可灵活配置的 
且在线兼容的接口

模块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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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案例

SR Technics

行业：民用航空

服务项目：机队、飞机零部件和发动机生

产提供技术支持

员工人数： 4100 

SR Technics 是民航技术服务领域全

球领先的独立供应商，该集团为航空公司

机队、飞机零部件和发动机生产提供量身

定做的全面的的技术解决方案。

2010 年，这家企业获得 "Aviation 

Week MRO of the Year Award" (维护、

修理和检查)年度大奖 — 以肯定其在改

善维护流程方面所进行的创新模式。SR 

Technics 提供短时间的维护处理，同时

又满足严格的质量标准要求，占据着该行

业的国际领先位置。

PSI 的 PEC 解决方案优化飞机库中全

部的维护计划和执行工作，它与 SAP 集

成为苏黎世和马耳他两个基地的能力及物

料管理提供综合的计划功能。集中存放所

有与计划相关的数据，供所有参与人员查

看。

这家企业的长期目标是希望通过 PSI 

解决方案与 SAP 商务软件的集成，不断缩

短服务和维护处理时间。

项目管理

车间数据采集

订单管理

移动解决方案

有限能力计划

表，提前获得交货日期。细计划则

细化分解物料清单和路径，检查物

料和能力的可用性并计划详细的工

单。如果粗计划和细计划相邻位置

很近，可以同步这两个计划范围以

减少工作量。

除了非订单生产的排程计划之

外，大量的功能还可用于工单处

理、能力计划、工单控制以及特别

的或是计划的分包合同。这为订单

控制提供了广泛的支持。

S
R
 
T
e
c
h
n
i
c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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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排序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排序

PSIiface

生产过程的特点是复杂的物流计

划和潜在的生产故障，因而优化生产

排序可以节省资源并缩短生产与交货

时间。

优化排序的决策软件

决策软件所提供的合理的解决方

案要考虑大量的目标标准（在某些

情况下目标相互冲突），以便计算

最佳的生产排序。例如大量的目标

标准是由众多不同的产品类型产生

的。

以汽车行业为例，设备的广泛选

择性造成了产品生产的多样性，要

求必须以有限的能力大批量的生产

出这些多样产品，这样的约束条件

产生了大量潜在的对生产排序的要

求。这个决策软件确定最佳的、低

成本的且高效的生产排序。

计划一周的生产排序，即以怎样

的顺序生产本周计划的车辆、工具

或零部件，这仅仅需要几分钟时

间。排序软件的一个关键优势是生

产控制员能够尽可能晚地优化生产

过程，而不失去制定计划的自由

度。

高效的高级计划和物流

由于清晰的定义了计划范围，制

造商能够让合作伙伴更灵活的制定

计划并优化供应链和物流。从而降

低库存并利于改善 JIT和JIS的物流

供应。

快速计划

示例 
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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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灵活性是关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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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

可调整计划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可调整
计划

PSIiface

工业领域中很多分厂的生产具有

生产过程复杂性和接收订单波动性

的特点。如产品的高度客户化要求

与满足短期交货的要求共存，控制

和优化动态生产过程在 ERP 系统中

占据很高的要求。

与传统解决方案不同，PSIpenta 

的计划方案不只是高级计划排程

(APS)，它采用了控制回路技术中

的可调整算法，可以独立实现预设

定的目标，例如提高生产速度的目

标。计划功能的目标是实现实际生

产中数据的最大透明度以及设备、

物料和员工的最佳利用率，在最小

资金承诺下实现稳定的交货能力。

自我调节机制 (SRM)

SRM 会连续分析 ERP 系统中的

基础数据并将它们与量化的目标进

行对比，从中计算预测情况，推导

出正确的变量，并为计划类型的决

策提供建议。出现设备故障或延迟

交货的偏差时，会自动变更变量。

为更好地与供应商合作，系统为

物料管理创建了中长期预测。在此

数据基础上，所有人员都可以快速

调整时间和需求级别，从而显著缩

短补货时间。还能够识别并排除冗

余库存，库存水平的降低可减少资

金的承诺。

可承诺能力(CTP)

CTP功能组件包括以最快速度获取

交货日期，不考虑过去的起始日

期，对已预留工作排除可能的重复

计划。如果一个订单对应多个产

线，则此模块的所有部分都会对齐

最后计划行。由于为有限能力制定

计划，所以生产不会有超负荷的瓶

颈。

控制回路技术算法

低资金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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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生产调整 (DPA)

根据当前生产状况，DPA会连续

调整订单结构。简单地说，它能在

整个生产循环中弥补采购和生产中

的错误。

在整体生产结构定义之前，用预

订单生成特定客户的订单释放或部

分释放。如果其余项目订单后续被

释放，则 DPA 会自动将其合并到预

订单中。

为了达成目标，此系统会自动更

改储存模型和方式，并在必要时对

订单网中的紧急订单排出优先级。

通过这种方式，在报价的早期阶段

能够决定实际可靠的交货期。

集成的模拟平台能够修整 DPA 

并提供自制或购买决策的准确模

板。

准时交货

案例

Rhatische Bahn AG

行业：旅游交通

生产 / 服务范围：旅游、通勤和货物运

输，卷料和基础设施的内部修护，第三方

铁路服务和车辆运输

员工人数：大约 1400 

Rhatische Bahn（雷蒂亚铁路）是瑞

士阿尔卑斯山区最大的铁路公司。它利用

自身独特的高山路线、世界文化遗产身份

以及著名的Glacier和Bernina快车，在

120 多年里始终为格劳宾登这个多语言地

区提供着一流的铁路体验。

物料管理承担了本公司列车上货物和

其它列车货物运输的部分职责，它必须把

所需的物料交付到需要的地方。PEC解决

方案与 Performis 公司的 ERP 系统一起

提供了“强大的系统稳定性”，物料管理

负责人Stefan Ackermann强调道，尤其是

订单管理、物料管理和维护之间的反馈效

果非常显著，通过中央处理数据可以不断

地优化生产过程。引入PEC软件之后费用

降低了一半，内部生产得到优化，停机次

数明显减少，产量显著提升。

维护

物料管理

订单管理

R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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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执行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设备
数据采集

PSIiface

“执行”包含了支持细计划的所有软件模块，即“班组长层”计划。

我们把计划数据与设备之间的直接链接以及实时的多方面反馈做为计划优化的基础，移动终端

和相应的 IT 辅助应用提供了这一技术架构。

设备数据采集将机器设备集成到

现有的 IT 系统环境中，该软件解

决方案能够创建并提供设备状态、

数量和过程数值的报表。

根据设备的类型，通过现有的接

口和 / 或连接着一台或多台设备的

以太网 TCP / IP 总线控制器实现

集成。此外还可以直接集成控制系

统从而改变设备状态，这样，系统

可以在设备定义的状态下中断设备

并改变生产过程 。

生产数字和报表以 MES 数据为

基础，可在任意位置、任何时间获

取。在出现偏差或故障时，通过集

成的电子邮件 / 手机短信通知员

工。解决方案集成到现有的车间数

据采集 (BDE) 软件终端中，从而能

够比较手动信息录入和自动信息录

入。因此在出现事件时可以手动录

入故障原因或停工原因，维修技术

人员也可以直接在设备上执行录

入。

设备数据

直接集成 
设备控制系统

最新数据 — 随时随地



19

执 行

车间数据采集提供生产订单、工

位和设备方面最新的生产状态信

息。并对订单进展、生产成本计算

或计件和奖金计算的所有重要事件

进行便捷地录入。

公司组织结构（例如 工厂、成本

中心、工作组和工位）通常由 ERP 

系统自动转换而成。与计划有关的

订单（计划的数量、计划时间、计

划工位、计划日期等）可由上游系

统或有限能力计划系统转换而来，

并返回订单的进程信息（例如状

态、数量、时间、持续时间）。 

但也可以在车间数据采集内部创

建新的生产工序，主要是未计划的

合并工作、订单成本（例如维修订

单或工作损耗）或运输订单。有条

形码的订单文档，即生产跟踪表可

以从系统里打印出来，这些订单纸

车间数据

ERP
(e.g.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车间
数据采集

PSIiface

（工序操作卡）。通过连续记录所

有车间数据采集来确定每个生产过

程当前状态。

通过用户专用的可配置的数据采

集终端或在 Microsoft Windows 操

作系统下运行的电脑软件终端，记

录生产数据。终端之间的通信通过

独立硬件接口实现，且可通过此接

口操作多向终端结构。

客户化的输入对话框更易于向上

一级的计划系统报告生产过程。数

据采集之后，数据将进行两级与客

户相关的可信度检查。如果根据第

一次可信度检查接收印戳，则保存

到数据库中，不接受的印戳则在终

端被拒。

生产过后，数据可以用做单独评

估和改善控制流程。精确的数据和

实时性也可简化企业内部的成本分

配。

集成计划和控制

用户自定义配置

个性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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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 行

移动解决方案

ERP
(z.B.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移动方案

PSIiface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集实际产

生的数据，这就需要以最大的灵活

度，可靠性和透明度来高效处理移

动业务。PSIpenta mobile 移动模

块恰好能够满足这些特定的要求。

使用不同类型的移动终端采集数

据，可以在数据发生时立即记录数

据。因为此解决方案与所有固定的

采集终端兼容，所以它可作为新的

组件很方便地集成到现有的工作时

间和车间数据采集系统中。

标准无线网络的应用，意味着企

业将越来越多的把网络应用到通信

平台中。新型的低成本的移动采集

终端也更加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

展。在需要移动通信或安装网线的

地方（尤其在生产车间），由于费

用高且安装复杂，无线网络便成为

一种经济的解决方案。

PSIpenta mobile 是一种可移动

的灵活的解决方案，它可以直接将 

ERP 系统的功能“置于用户之手”：

 • 快速处理订单

 • 直接在货架上记录仓库信息 

 •  由移动设备打印的交货标签

 •  显示叉车的运输订单

 • 库存查询

用户以无线方式与整个系统保持

在线连接，减少不必要的路径和纸

张，也不会出现信息的丢失。在没

有网络信号时（即脱机状态下）也

可以记录信息。一旦网络恢复连

接，数据会立即发送到中央数据库

并进行处理。

实时数据处理能够立即获取数

据，实现每日清算，并最大程度的

显示数据概览。仓库、物料移动、

订单信息以及人事信息始终处于最

新状态，无需进行手动方调整。

最大透明度所需的 
最大灵活性

实时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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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任何纸张

V
W
 
赛

车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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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控制

有限能力计划

ERP
(e.g. SAP)

车间层

业务计划层

生产与维护的 计划、执行与控制

有限
能力计划

PSIiface

有限能力计划具有多工厂计划的

能力，可用于生产过程的详细计划和

排序优化，以实现高效生产，提升按

时交货的能力。做为集成的ERP系统

的一部分，它是基于有限能力制定计

划，因此有限能力能够连接从销售至

生产的订单处理直到发货流程。由于

计划的时间范围可以从几分钟到几

年，所以它适用于计划不同的生产类

型和维修计划。

对于生产任务的详细计划、控制、

监控和通信，有限能力计划接收由生

产计划释放的订单列表，撑控关键的

信息（例如每个工序最早的开始日期

和最晚的结束日期）。可以复制所有

需要转换的数据的结构，并反馈有限

能力产生的数据。

对ERP系统中接受的订单、生产订

单或工序进行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

的详细计划安排，即在考虑整个订单

的关联情况下，工序被分配到单独的

工位上，并精确到最近的生产时间。

排序计划的计划战略在有限能力计

划中执行，计划战略通过在线定义的

规则和参数进行客户化（如时间规

“控制”模块包含所有软件支持的部门，它监控成本和资源优化方面更高层的流程。同时，各种

数据源可显示在媒介上，如有限能力计划系统和控制系统。清晰的数据显示不仅使生产透明，

而且实现了跨平台的流程优化。

跨部门详细订单计划

订单分配精确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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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延迟和延误、动态或外部优先规

则等）。

对复杂的生产制定详细计划时，会

考虑所有层面物流和交货期相关的各

个生产工序，并实现可视化管理。当工

序进展的信息进入计划中时，会立刻

触发整体计划的更新。如果对单个工

序重新做计划，会影响后续工序计划

以致整个生产订单的排程。也能够立即

（实时的）看出对整体计划的影响，这

时需要考虑能力和资源的实际可用

性。

可视化管理为生产计划员或管理

人员提供与生产整体情况相关的所有

信息概览。另外，根据能力曲线，可以

快速配置并创建不同生产时段的新

能力评估。

在计划过程中，也可以并行假设计

划的模拟（“如果怎样-计划”），并对

比各模拟的影响。实现最佳目标的计

划场景可以应用在实际的生产中。

整体计划 
一览

用户自定义 
可视化管理

因模拟而优化的
计划

案例

Audi AG 

行业：汽车制造商、工具制造、配件商

生产范围：汽车、发动机、工具

员工人数：58,046（全球）

 

在 Audi AG 德国的两大生产基地因

戈尔施塔特和内卡苏尔姆，PSI 解决方案 

PEC 与 SAP 软件集成在企业层计划并控

制同步生产的工具产品。多项目管理系统

专门为奥迪产品多样性量身设计了跨地区

的中期计划和能力计划，并取代繁琐耗时

的 Excel 表维护功能。单个工具的生产状

态及其完整的生产活动会根据所定义的标

准实时的自动报告，同时显示在电子计划

板上。这样为透明地、快速制定计划提供

了前提条件。通过PSI的终端，在项目管

理，有限能力计划和设备数据采集之间的

多方面的反馈系统能够优化设备利用率并

实现基于订单的可靠计划。此外它为全面

的评估提供了基础。

车间数据采集

项目管理

有限能力计划

设备数据采集

A
u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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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PSIPENTA Software Systems GmbH 由PSI 

AG集团并购成为其全资子公司，PSI AG集团于1969年成

立。作为集团内最大的独立公司，它提供生产、物流、工厂

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等全套解决方案。

作为母公司，PSI AG 也为能源和基础设施管理提供高性

能的控制系统。作为欧洲市场电力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管

道控制系统领导者，在国际上也拥有卓越的声誉。

概括而言，PSI AG 雇有1400 多名工程师、软件研发人

员和系统应用专家，年营业额接近 1.4 亿欧元。

PSI 分布

德国

亚琛 / 

维尔瑟伦

阿沙芬堡

柏林（总部）

多特蒙德

杜塞尔多夫

埃森

汉堡

汉诺威

卡尔斯鲁厄

慕尼黑

斯图加特

国际

巴林

曼谷

布鲁塞尔

布宜诺斯艾利斯

钦奈

伊斯坦布尔

叶卡特琳堡

加尔各答

吉隆坡

莱奥本

林茨

伦敦

莫斯科

北京

匹兹堡

波兹南

里约热内卢

上海

韦尔斯

苏黎世

成立：       1969 — 从 1997 年开始作为 PSIPENTA  

             开展业务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上市公司 PSI AG 的 

100% 子公司

CEO:          Alfred M. Keseberg — 自2004 年起

雇员数：      205

营业额：      2550 万欧元 (2011)

客户 / 用户：  500多 家公司，用户数超过  

30000 个

所属协会：    VDMA, VDA, VDI, BITKOM

认证：         ISO 9001:2008, HP, IBM, Microsoft, 

Oracle

P S I P E N T A  —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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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 全球客户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捷克共和国

埃及

克罗地亚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英国

匈牙利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意大利

肯尼亚

科威特

卢森堡

马耳他

马来西亚

墨西哥

荷兰

阿曼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南非

南韩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泰国

土耳其

乌克兰

美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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