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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亲爱的读者， 

 

天气和季节顺应同步。秋天即

将来临，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沉甸

甸的麦穗和满缸的甜酒成为在田地

里挥洒辛勤汗水的丰厚回报。在许

多方面PSI 集团的最新发展与之非

常相似。子公司（最近 PSI Mines 

& Roads 公司和 PSI Logistics 公司

）因其创新性、优秀的产品和预测

性的解决方案而获得相应奖项。目

前市场对 PSI 软件系统的需求十分

旺盛。 

这些成绩是多年来PSI秉承一贯

的开发工作、技术专长和专业行业

知识收获的成果。这证明了我们的

客户对 PSI 产品的信任和满意。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公司 和 PSI 

Metals 公司的两份用户报告均支持

这一观点。本期《生产管理人》还 

 

 
将为您带来关于新开发工作的最新

信息和引人入胜的背景信息，特别

是描述主数据管理的数字化和项目

报告的主版文章。 

谈到数字化，我们承认我们对

来自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

最新数据感到惊讶。多年来，PSI 

一直 

为所有的系统层级提供预测性的 IT 

解决方案，以应对数字网络化的挑

战。对于PSI 产品的用户来说没有任

何问题。正如诗人里尔克（Rilke） 

在《秋日》中所写的那样，“谁此

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并且

“徘徊，落叶纷飞”。但是秋天尚

未到来…… 

 
我们希望本刊能收获您的关注。 

 

 

Giovanni Prestifilippo 博士 

Sascha Tepuric 博士 

总经理  

PSI Logistic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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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迁移和功能软件系统 

 生产和物流的数字网络化  
 

 

 

 

 

 

 

据 ZEW 的研究，德国在世界

上排名第 17 位 - 落后于其他工业化

国家，例如：芬兰、英国和美国。

与此同时，Bitkom 最近的一项调查

显示，德国一半以上（53％）的公

司在过去两年中成为了工业间谍活

动、破坏活动或者数据盗用的受害

者 — 每年造成约 550 亿欧元的经济

损失。去年年初，ZEW 公布了一项

研究，指出数字化与数据安全密切

相关。 其中，经济学家将保障数据

安全和保护列为促进数字化的三大

关键活动领域之一。 

 

 

 

 
 

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使公司能够对其价值

链进行联网。数字网络化使信息能

够在价值链的不同阶段之间进行交

换。这将优化业务流程并实现效率

增益。但是一提及数字化，中小企

业尤其落后。只有 20％ 左右的公司

开始了产品和服务的数字网络化工

作，只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正在将生

产和物流进行网络化。数字化和网

络化是当前影响公司未来竞争力的

关键挑战。在此背景下，最新的研

究结果多次令人惊讶。“在生产控

制和企业内部物流中，没有任何一

 

个环节比在工业 4.0描述和物联网

（IoT）的框架下形成的IT网络化更容

易在将来实施基础设施数字化和进化

过 程 ， 并 确 保 投 资 安 全 ” 。 PSI 

Logistics GmbH 总 经 理  Giovanni 

Prestifilippo 博士表示。 

 

对数字化的要求  

作为德国最具创新力的软件公司

之一，PSI集团关注早期阶段的数字化

需求，并将其融入产品开发。例如，

PSI Logistics 公司因为在软件解决方

案、产品和服务开发方面实施了全面

数据保护和高级安全等级，从而获得

了 ISO 2700 认证。经过测试的信息安

全管理系统（ISMS）证明了所使用的

数据线的完整性 - 无论是在内部和外

部 - 以及系统的网络安全性和对于攻

击的易感性。 

数字协会 Bitkom 和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ZEW）最近公布的

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当谈到数字化这一最重要的经济趋势时，德国

面临着落后于国际水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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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 集团内部技术转移的一个例子：自适应订单启动。 

 

标准系统的架构和  PSI 基于 

Java 的框架 （PJF）为客户带来了额

外的收益，这是系统编程和客户定

制系统设计中的一个前瞻性里程碑

，目前已在整个集团中得到推广。

PJF 为子公司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结构

，它使得 PSI 标准产品的功能和创

新性新的开发成果可以自由地兼容

彼此相关联。  

PSI Logistics 公司在其软件系统

功能开发中同 Qualicision 在某些领

域正在展开合作。来自姊妹公司 PSI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的

相关算法支持对过程质量进行维护

和优化。其中一个例子是最新发布

的 PSIwms 4.0 中的自适应订单启动

功能，它使得 PSIwms 能够自动启

动或延迟订单处理。其目标是根据

生产能力实现对所涉及资源的均衡

利用。 

 

智能 PSI点击设计  

客户能从功能和技术系统定制

的最大灵活性中受益，这超越了传

统系统的标准和附加功能。他们可

以信任基于成熟标准逻辑、算法和

功能的智能 PSI 点击设计。子公司

提供的系统也可以为行业建立一套

全面的水平和垂直连接的 IT 基础设

施。 

借助借助这一优势，专长于汽

车行业流程的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GmbH 公司，为制造和物流

公司设计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

可融入至IT基础设施作为 PSIwms 中

内部运输管理或者装卸平台和槽管理

模块的附加解决方案。于是这就形成

了从  ERP 通过  MES 和  SCM 再到 

WMS 的全面的 IT 解决方案，全部数

据来源唯一，不存在接口问题。 

集团面向未来

的业务定位正在得到

市场的认可。去年，

PSI Logistics 作为最

具创新力的德国中小

企业（SME）之一

，获得 100 强奖项。

今 年 春 季 ， PSI 

Logistics Suite 的仓

库管理系统 PSIwms 

在“仓库管理  IT”

类别中被评为“2017 

年最佳物流品牌”。

此外，来自知名公司

对 PSIglobal、PSIms 

和PSIairport 解决方

案的新订单表明集团业务富有活力地

持续发展，且销售额进一步增长。 

 

升级和发布能力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Prestifilippo 

博士强调到：“除了经过认证的数据

安全和创新的编程平台之外， PSI 

Logistics Suite 系统还具有最大程度的

未来可行性，且重视长期的投资安全

性，这些优势均归功于其升级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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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wms 仓库管理系统于春季获得“2017 年最佳物流品牌”认证（第 3 名）。 

 

能力”。这使得系统的功能可以随时

覆盖并整合最新的技术开发成果。 

 

核心模块中生产和物流

的协调优化 

另外，它们为调整用户的工

业 4.0 和物联网 （IoT）业务流程

提 供 了 基 础 。 例 如 ， 标 准 的 

PSIglobal 软件选择性地整合运营数

据用于管理分析。它显示了用于识

别潜在改进的关键绩效指标。 

 

 

 

PSI Logistics 属于首批公司之

一，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功能和算

法用于组合分析及生产和物流的协

同优化，并将它们集中在一个新的

核心模块。该模块是标准 PSIglobal 

软件包的一部分，但也可以嵌入至 

PSI Logistics Suite 中的所有其他系

统。案例项目显示，取决于行业、

规模和结构情况，用户可以使成本

额外降低两位百分数。 

 

PSIglobal 作为中央数据

平台和元系统 

 PSIglobal 还可以读取和使用

几乎所有常见的数据格式，或者以

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格式转化，用

于特定用途或应用。该系统可以处

理异构数据，无需任何中间步骤来

进行统一。在应用 ERP 系统时，

PSIglobal 因此能满足数字化预适应

的要求。就大数据这个概念而言，

该软件可以作为中央数据平台和元

系统，用于统一和分析来自不同来

源的多结构主数据。 

基础算法和对适应性功能的关

注凸显了 PSI Logistics 作为市场上

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之一的地位。 

通过与领先的研究机构进行密

切合作，公司正在释放更多的增长

因素。Prestifilippo 博士解释说：“

参与研究项目有助于积极开发和将

预测性功能以及解决方案整合至 

PSI Logistics Suite 的标准系统。” 

例如，PSI Logistics 成立了“智能

包裹”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PSI 

Logistics 作为亚琛工业大学园区的

智能物流集群的一员，与关联行业

中心展开合作。在关联示范工厂的

实际条件下开发物联网 （IoT） 应

用程序。在对包裹及其状态进行透

明跟踪时，PSItms 或者PSIwms 模块

可以与 IoT 芯片或者 iBeacons进行通

讯。 

Prestifilippo 博士表示：“物流 

IT 的一切都与为用户提供更高效和

更具竞争优势的预测性和创新性解

决方案有关。”“ PSI Logistics 

Suite 的系统、集团内部的技术转移

以及系统的预测性架构和功能设计

为市场提供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关

键手段。”  

 

 

PSI Logistics GmbH  

Phillip Korzinetzki  

市场经理 

电话： + 49 231 176 33-280 

p.korzinetzki@psilogistics.com 

www.psilogistics.com 

” 

参与研究项目可以

实现主动开发，并将预测

性功能和解决方案整合至 

PSI Logistics Suite 的标准系

统中。 

Giovanni Prestifilippo 博士 

总经理  

PSI Logistics Gmb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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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复杂的供应链，以及不断增长的终端产品需求，使得加

州钢铁公司需要对现代化综合生产管理解决方案进行投资。在现有

和新厂区中，所有的生产流程与PSImetals的各项功能均进行了完

整的匹配，从而实现各个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该解决方案的逐步

实施确保了生产的平稳运行。 

 

 

 

 

例如，通过追踪无缝材料实现更高的生产透明度。 

 

用户报告：加州钢铁公司（California Steel）应用 PSImetals 

通过成功的开腔大手术实现未来安全 
 

 

加州钢铁工业公司 （CSI）位于

丰塔纳，坐落在阳光明媚的美国西

海岸，距洛杉矶约 

80 公里。该公司从

采购的板坯开始，

为客户生产热轧和

冷轧卷材、镀锌卷

材和 ERW（电阻焊

）管材。产品种类

和最终用户同样具

有多样性：客户范

围从建筑行业延伸

至管道行业，再到 

OEM代工生产商和

服务中心市场。 

 

坚定不移的

增长战略  

自 1984 年成立以来，加州钢铁

工业公司 CSI 已经为工厂生产投资

了数亿美元。最新的重大项目是于 

2015 年委托建造的最先进的管材生

产线。从那时起，该产线能够为客

户每年额外提供多达 40 万吨的高品

质 ERW 管材。 

 

供应链日益复杂、对最终产品

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新增的重要生

产线，使得当时在用的 MES 系统达

到了其能力极限。在对市场上现有

的各种现代的生产管理解决方案进

行深入评估之后，CSI 决定采用 

PSImetals系统。它并不是对现有旧

系统进行1：1的替换。为了从引进

的替换MES 系统中获得额外的收

 

益，CSI 决定实施由计划、质量、执

行和物流模块组成的完整综合解决方

案。替换旧的系统意味着新系统不仅

能覆盖新的管材生产线，还能覆盖所

有在运行的生产区域：从板坯库到热

轧 再 到 各 种 精 轧 工 序 。 因 此 ，

PSImetals 系统将全面负责所有材料（

包括板坯、卷材和新型管材产品）的

计划、跟踪、质量控制和管理。 

 

局部麻醉而非全身麻醉 

计划的解决方案除了功能复杂性之

外，其系统实施也是一件棘手的问题。

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点在于，当前的生产

须受到尽可能小的影响，同时须避免出

现更大的停机事件。整个工厂停产，相

当于“全身麻醉”，这是不希望看到的

局面。在新的系统下重新启动所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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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Victor Rivera 先生 

加州钢铁信息服务部 

 
PSI：更换原有 MES 的原因是

什么？ 

 

Rivera 先生：我们知道我们自

己开发的应用程序已经过时了，并

认识到公司需要一套具有图形用户

界面并可以对其进行配置修改的现

代化系统。 

 

PSI：你们如何让用户为系统

更改做好准备？ 

 

Rivera 先生：这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首先，我们确定了公司不同

领域的关键用户，并邀请他们观看

所有供应商的演示。他们参与了遴

选过程。并通过调查问卷提交了他

们的反馈信息。其次，一旦选定了 

PSI，我们会选择一组缩小规模的 

 关键用户，邀请他们参与技术

规范书和和工厂验收过程。第三，

关键用户对测试和培训活动的参与

度很高，其中一些关键用户成为了

最终用户的培训师。最后，我们仔

细倾听，认真对待所有的调整和变

化要求。 

 

PSI：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新

解决方案有哪些优势？ 

 

Rivera 先生：向用户提供的数

据量显著增加。他们可以立即得到

其问题的答案。该系统非常直观且

易于使用。用户需要花时间习惯新

系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

熟悉新系统的操作。现在他们知道

如何以自己需要的方式过滤或分割

数据。 

 

产过程的风险过高。因此 CSI 和 

PSI 选择逐步实施系统，即在“局

部麻醉”条件下完成几个连续的系

统实施步骤。对于每个生产单元，

新解决方案的配置和上线都是一步

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为了在 

SAP、原有 MES 系统和 PSImetals 

之间创建临时接口，PSI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然而，平稳、无故障的

系统实施优势消除了项目延期的不

利影响，并且用户高度的接受度和

满意度以及项目成本控制证明了项

目的巨大成功。 

CSI IT 和生产部门与北美 PSI 

专家之间的出色团队合作使得项目

成功实施。这期间尤为重要的是，

对CSI IT 专家和关键用户进行了有

关PSImetals的培训，他们深度参与

了系统的配置。基于这些掌握的专

业知识，CSI 的IT专家们开发了大

量详细的应用案例和测试案例，然

后 PSI 和 CSI 针对每个部分功能的

上线对其进行了实施。对新解决方

案质量的高度重视是所有产线投产

平稳运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

项目进行的 4 年的时间内从未发生

过意外停产。 

 

用户接受度高 

逐步实施和广泛的测试带来了

另一项非常积极的影响。尽管在许

多情况下，替换熟悉的多年已习惯

的环境会导致新系统与用户发生冲

突，但 CSI受影响的用户能够逐渐

熟悉新的解决方案。在不同产线中

进行并行操作可以比较旧系统和新 

 

系统的功能。通过比较，现代的用

户环境、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易

于配置性显而易见有助力于用户接

受新系统。单个生产车间不断增长

的集成需求使我们很快认识到，

PSImetals 解决方案新的整体功能

是如何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并促进

生产过程中所有涉及部门之间的更

简单通讯。 

随着 2017 年 8 月的最终验

收，从 2013 年开启的这趟旅程已 

 

 

经成功结束。然而，通过系统新功

能的定期发布，PSI 持续的产品开

发会继续为 CSI 提供其他的功能和

新的功能提升。我们遵从的座右铭

是向前不停，它完美契合 CSI 的公

司战策。  

 

 

PSI Metals 

Raffael Binder  

市场总监 

电话：+ 43 732 670 670-61 

rbinder@psi.de  

www.psimetals.com 

mailto:rbinder@psi.de
http://www.psi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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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Wagner International AG 集团而言，生产过程的精心计

划和监测至关重要。然而对相应的生产控制系统的要求超出了现有 

ERP 软件的能力。由此应感谢  PSI，成功地填补了这项差距。

Wagner 现在拥有从 ERP 到车间数据采集再到生产控制中心的集

成系统 - 这意味着它始终处于生产脉动中。 

 

 

 
 Wagner 生产过程中的员工。 

 

用户报告：从 ERP 到车间数据采集再到生产控制中心的集成系统 

Wagner 在生产的脉动中使用 PSI 

 

凭借其应用于油漆、湿涂料和粉

末涂料以及其他液体材料的创新涂料

技术，Wagner 在世界各地为卓越的

外观质量做出了贡献。Wagner 外观

技术目前被 DIY 爱好者、手工业者和

工业界使用 — 从小型、方便的喷漆

系统到专业的手工设备和工业喷漆系

统。位于瑞士阿尔特施泰滕Altstätten 

的 Wagner International AG 集团是所

有运营公司的控股公司。该公司在全

球拥有约 1500 名员工。 

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Wagner 

依靠于高效的生产过程。来自当前

运行中透明和最新的信息非常重要

。 这

些信息可以提供当前情况的可靠细节

，并使得系统可以立即对任何异常事

件做出反应。由于现有的 ERP 系统不

具备这些功能，Wagner 决定评估另外

的软件作为系统的补充。这样做的目

标是，企业始终可以抓住生产脉搏。

扩展的系统需要与现有的 ERP 百分之

百兼容，并且能在国际上推广。替换

功能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公司已从经

验中得出，只有易于操

作的系统才能在实际生

产中得以实施，这意味

着用户友好性也是首要

考虑的标准。 

 

MES 提高了竞

争力 

通过引入功能强大

的 MES，Wagner 设定了

明确的目标。对生产过

程进行更好的计划和监

测旨在提升交付可靠性并

减少计划工作量。得益于

对生产成本进行清晰、实

际的计算，公司希望可以

更高效地进行生产，并能

随时获得目标/实际成本

情况的概况。这意味着

系统需要提供生产和非生产工作时间

的数据。HR 系统和 SDC 系统之间的

兼容性对于避免媒介中断和提高分析

的 有 效 性 至 关 重 要 。 最 后 但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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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下列应用程序 

 

PSIintegration。企业应用程序集成可确保第三方软件与 PSI 模

块之间的数据交换。 

 

PSIbde。该解决方案能使用软件/硬件终端作为后续成本和成本

核算基础，实现精确的车间数据采集。保证直接链接到现有的 HR 时

间记录。 

 

PSIprofessional。项目管理应用程序确保所有项目关键信息始终

可用。同时，该模块还包括强大的劳动力计划功能和广泛的评估选

项。 

 

PSIleitstand。此应用程序用于详细计划、订单管理和生产监

控。在 Wagner，MRP 数据通过 ERP 系统进行传输并在图形化的 PSI 

有限容量排产模块中进行处理。 
 

 

 
在 Wagner 使用的 SDC 软件终端。 

样重要的是，基于反馈信息，能够

无论何时实时确定生产订单的当前

状态至关重要，这些信息不仅对客

户，而且对于计划和排产也非常重

要。 

 

PSI 作为高要求客户的合

作伙伴 

Wagner International AG 管理

经理 Peter Neukam 解释说：“经验

告诉我们，只有极少数的软件供应

商可以追赶上这个水平”。PSI 的

产品最终被选中是由于其提供了卓

越、强化的咨询方案。公司相关人

员和 PSI 的专家在为期两天的技术

研讨启动会上制定了详细的系统框

架。这为随后的软件配置提供了基

础，该配置完全根据 Wagner 的要

求特别定制。随后是单独的用户培

训。在阿尔特施泰滕  Altstätten 

Wagner已成功启动将  ERP、SDC 

和 MES 成功连接的示范项目，这

里也是开发和生产基地之一。 

 

 

满怀信心，展望未来 

得益于 PSI，Wagner 能够成功

扩展现有的 ERP 系统，使其具备所

需的功能。这不仅增加了计划的安

全性，也为未来的性能提升打下了

可靠的基础。Peter Neukam 表示：

“对目标/实际数据进行比较使产品

成本更加透明。与此同时，不断地收

集车间数据使我们能够确定哪些改善

措施降低了成本。这意味着我们可以

持续优化生产。”对于 Peter Neukam 

而言，尽管客户要求发生额外变化，

但是仍可以设法按时完成订单，是致

臻合作的体现。PSI 的专家被认为是

友好、专业的项目合作伙伴，他们从

未间断地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接下来

的计划是在其他生产基地推广PSI系

统 - 得益于与 PSI 合作的良好体验，

Wagner 将以极大的信心来完成这项

工作。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GmbH 

Bernhard Vetter  

销售经理 

电话：+41 44 83257-10 

bvetter@psi.de 

www.psi-automotive-industry.com 

mailto:bvetter@psi.de
http://www.psi-automotive-indust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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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给我们的客户带来了新的挑战。整个商业

模式都面临着压力。PSImetals FutureLab 是一种方法，即：为应

对当前和未来挑战，我们开发软件解决方案以支持我们的客户。 

 

最新动态：PSImetals FutureLab 活动 

设计明天的软件 
 

通过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协

作，我们专注于智能数字化金属

生产，并启动 PSImetals FutureLab 

作为持续创新平台。我们一起设

计未来的软件，通过以下方式实

现智能化生产： 

• 分析与工业 4.0 有关的开发 

• 与客户、合作伙伴和专家合作 

• 将先进的 IT 技术与 基于 Java 

的PSI平台结合使用 

 

我们热忱地邀请所有客户，

共同积极帮助开创智能化生产的

未来。 

 

秋季开始的各种技术研讨会涉及

以下主题。 

 

 

“摆脱金字塔”研讨会 

 

 

计划、MES 和自动化之间更

好的合作  

目标：通过更好的通讯识别

潜在的价值创造领域。 

 

 

“大数据”研讨会 
 

 
 

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 

目标：让先进的数据分析匹配

真正的业务需求，从而“发掘数据

中的宝藏”。 
 

 
 

“综合产品设计”研讨会 

 
 

技术订单规范书的综合方法 

目标：作为服务的技术规范书 

- 讨论业务案例并收集需求。 

“反应性与协作计

划”研讨会 

 

 

基于生产反馈的实时计划和基

于示例场景的计划 

目标：确定两种计划方式的潜

力。 

 

“接口”研讨会 

 

 

为冶金行业定义标准服务平台 

目标：讨论确定、实施和协调

冶金生产管理服务的标准方法。 

 

欢迎您参与这些活动，感谢您

为冶金行业未来的软件贡献您的想

法! 

 

有关研讨会的更多英文信息和

日期，请访问：

psimetals.com/futurelab。  

 

PSI Metals 

Heiko Wolf 

PSImetals FutureLab 负责人  

电话：+49 30 2801-1863 

hwolf@psi.de  

www.psimetals.com 

 

扫描二维码，并邀请您

参与研讨会，无强制性义

务。 

mailto:hwolf@psi.de
http://www.psi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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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第四工业时代，生产现场的面貌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

化。得益于 IT、机器和人员的持续互联网络化，比如工业 4.0 集群

生产意义下的自动引导无人驾驶车辆系统，生产变得更加灵活且移

动性更强。另外，可以基于信息和物料流动在车间层面建立自组织

生产结构，控制各个过程，而无需同时忽略各种关键绩效指标

（KPI）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之间的相互作用。 

 

产品报告：使用 Qualicision 在车间层面进行生产排序 

智能生产的排产 
 

在智能生产中，通过网络物理

系统实现了各种生产过程的自我管

理、计划和控制的高灵活性。通向

智能生产道路的一些概念研究项目

带动开发了一些软件解决方案，例

如 来 自  PSI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的 Qualicision I4.0 

Scheduling软件，该软件已经在车

间层级实现了订单序列的可视化可

支持生产计划和控制。该软件优化

并显示生产订单、独立生产单元的

利用率、以及由 KPI 控制的在工作

站和存储区域之间移动的自动引导

车辆系统（参见图片）。 

 

实时优化生产流程 

Qualicision I4.0 Scheduling 使用

户能够实时优化生产过程。另外， 

在开始生产之前，该软件可以模拟

在什么时候，需要哪些 KPI 输入设

置以计算估算值，从而使计划订单

能够按时完成，同时在考虑 KPI 目

标冲突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流程实

现 KPI目标优化。排产结合了经过

验证的排序方法，该方法通过使用

灵活的资源，例如，工业 4.0 集群

生产意义上的自动引导车辆系统以

及以 KPI 为导向的生产订单计划和

控制中的生产工作站特性，根据订

单特征或每个工作站的计划时间来

确定序列。 

该应用程序使用待生产产品的

优先图进行配置。该图提供了生产

各自产品所需的所有相关生产工序 

 
Qualicision I4.0 Scheduling 使用户能够实时优化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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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 Metals 正在重组 PSImetals的客户支持服务。未来，一批

专家将在调试后进行产品维护工作，并在项目完成之后为客户项目

提供维护支持。这是实施产品理念的又一个里程碑。 

 

的技术图，以及与其前序操作和后

序操作过程的关系。例如，它显示

在汽车中首先一定要铺设电缆束，

然后再铺设部件的内饰护板。 

但是，如果在操作顺序方面有

自由度，则可以执行实时的情景计

算，确定由哪个工作站以何种顺序

进行哪项操作。例如，对于两个可

以同时为两个不同的订单执行相同

操作的工作站，可以通过情景计算

进行更好的判断，采取哪个顺序能

更好的达到 KPI 生产目标。 

例如此类 KPI 的目标是最小化订单

交付期，同时最大化整个车间的产

能利用率。  

 

冲突和兼容性分析 

为了分析在车间层面生成的序

列，可以使用 Qualicision 提供的冲

突和兼容性分析。它使用实时自组

织 KPI 目标关系矩阵计算分析并控

制调度器。可视化显示指明了哪些

优化输入的要求相互冲突，需要进

行逐步和集中满足，从而实现了过

程的透明展示。 

用户可以通过调度器中的集成滑

块调整优化设置。基于 Qualicision 

KPI 导向的优化模型，利用灵活的

资源相应地优化平衡目标冲突。

因此，在同类应用程序中，该系

统较于普通的优化系统，比如基

于加权和的情况下，可节约成本

高达15％。  

 

 

 

 

 

新闻：集中维护和客户支持 

PSImetals 的全球产品支持 

 

 

以前我们的维护服务仅限于区

域公司的服务范围，但是从现在开

始，我们的维护专家将在全球范围

内提供维护服务。当然，在需要情

况下，相关项目的专家将会像以前

一样提供支持。该支持服务小组由 

Julie Clements 女士负责，她为这个

支持服务小组确定了清晰的工作目

标：“良好的沟通是重中之重!我

们为客户使用 PSImetals 提供支持

，向他们展示系统提升的潜力，并

由此努力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全球支持服务负责人 Julie Clements。 
 

PSImetals 的客户将拥有专业

的团队支持，基于网络的在线工具

将获得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

支持服务。除了电话热线、远程维

护和问题解决等传统服务外，全球 

支持团队还将负责产品升级、定期

现场访问和月度协调。如有需要，

支持专家还将成为软件扩展计划、

用户培训、现场支持以及使用 

PSImetals 实现新业务目标的首要

联系人。 

在这一服务组建阶段，该团队

一直为三名现有客户提供支持。最

初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因此，全

球支持小组的新目标已经确定 — 

支持所有进入维护阶段的新项目。 

 

 

 
 

PSI Metals 

Julie Clements 

全球支持服务负责人  

电话：+ 44 1923 652037 

jclements@psi.de www.psimetals.com 

PSI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Pascal Kätzel  

高级顾问 

电话：+4989 14818480 

pkaetzel@fuzzy.de  

www.fuzzy.de 

mailto:jclements@psi.de
http://www.psimetals.com/
mailto:pkaetzel@fuzzy.de
http://www.fuzz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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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 PSIroads-MDS 解决方案，PSI 子公司 PSI Mines＆Roads 

GmbH 成为德国移动大奖的 10 个获奖者之一，这也是该公司今年

的第二个奖项。在2017竞赛年，由“德国-创意国度”组织和联邦

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主办的竞赛为聚焦安全领域的最佳先行实践

项目颁发了奖项。数字创新解决方案 PSIroads-MDS 通过支持多标

准决策的方法优化交通管网的使用，从而实现了安全可靠的道路移

动。 

 

 
德国移动大奖 

 

新闻：PSIroads-MDS 由于智能移动的旗舰项目而获得奖项 

2017 年德国移动大奖 

 

由联邦议会议员、联邦交通和

数字基础设施部议会国务秘书

DorotheeBär 女士主持的 16 位专家

组成的评审团评选出 10 个获奖项

目。在昨晚德国柏林交通运输部举

行的仪式上，她与“德国 — 创意

国度”组织总经理 Ute Weiland 一

起为 10 位获奖项目的负责人颁发

了奖项。PSIroads-MDS 使道路运

营商能根据自由定义的运营和战略

目标优化交通。为此，在现有和预 

计的交通状况基础上，

使用来自  PSI 子公司 

PSI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的解决

多标准决策和优化任务

的 Qualicision软件对可

能影响交通的措施进行

了 评 估 。  PSIroads-

MDS 确定并建议了能

实现最优目标的影响交

通的措施。 

全国范围内，约 170 家创业公

司、协会和研究机构提交其项目参

加竞赛。  

“德国是移动性最强的国家!凭借

德国移动大奖，我们正在推动“德国

制造”的创新。因为具有最好的创意

，所以我们将成为移动 4.0 的开拓者

!”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长 

Alexander Dobrindt 表示。“获奖者示

了数字创新如何使移动更安全。这些

项目背后的人们，通过其创造力和参

与，正在为我国的未来可持续发展作

出重要的贡献，”德国工业联合会 

（BDI）主席和德国 - 创意国度主席 

Dieter Kempf 如此评价。  

 

 
 

PSI Mines & Roads GmbH  

Elmar Jaeker 

电话：+49 6021 366-875 

ejaeker@psi.de 

www.psi-minesandroads.com 

 
PSIroads-MDS 使道路运营商能根据自由定义的运营和战略目标优化交通。 

 

mailto:ejaeker@psi.de
http://www.psi-minesandroa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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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就是 21 世纪的石油。虽然它确实包含了大量的事实，但

这个普遍使用的短语只着眼于硬币的一面。毫无疑问，数字化可带

来巨大的合理化潜力，但要真正充分利用大数据提供的机遇，工业 

4.0 和类似的主数据持续管理至关重要。 

 

产品报告：自动化主数据管理是数字世界中的成功因素 

使用PSIpenta 提高数据质量 

 

数据的流通性、一致性、有效

性和代表性正日益成为关键因素。

简而言之，数据质量对于实现未来

的经济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

到为什么 ERP 中的自动化主数据

管理十分有意义， 且已经拥有了

何种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所有 ERP 解

决方案都基于数据处理。从这个意

义上说，主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它代表了长期有效的商业数据。

如果这一数据不正确，整个过程可

能运行不正确或根本无法运行。因

此，真正的数字化只有使用高质量

的主数据才可行。 

每天都有许多 ERP 用户报告

不完整的、旧的或不正确的数据。

当然，部分原因是由于维护主数据

所涉及的高工作量，此项工作目前

仍然主要是手动维护，因此，无法

最佳使用 ERP 系统提供的选项。

由于主数据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更多

问题也可能发生在实际的 ERP 系

统之外，例如在支持过程中如果由

于信息不正确，与客户进行讨论或

纠正错误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客

户满意度也相应降低。 

 

自动化的主数据管理为最大限

度地减少用户的工作量，同时优化

业务流程提供了机会。ERP 系统的

整个目的是为用户提供可持续的支

持并减轻他们的负担。 

 

 
 

那么推进自动化主数据

管理的方法有哪些？ 

一方面，公司、客户和供应商

之间已持续进行数据交换。在未来

的几年里，随着工业 4.0 步伐的加

快，IT 基础设施将变得比现在具

有更强的网络化特征，在许多情况

下会跨越公司边界。供应商比客户

更了解他们的产品，这意味着立即

提供产品信息具有实际意义。客户

不必花费时间和精力提供价格、交

付时间、尺寸、重量、海关信息和

任何变化信息，将来这些数据将由

制造商方便地提供。 

 

自动数据维护  

另一方面，数字通信，例如电子

邮件，包含大量目前未被使用的信息

。将来，ERP 系统可以自动监测与供

应商之间的通信，然后，可以自动应

用通信的地址变更。与此同时，如果

用户想要输入不同的联系信息，ERP 

可以指示任何的不一致，从而有助于

将错误降至最低，同时保证用户的自

主性。 

 

计划相关数据  

主数据自动维护的另一个机会就

是计划相关数据的领域。例如，在很

多情况下有关采购价格变动的信息会

自动更新，但对于订单管理很重要的

其他数据则被忽略了。关键是要尽可

能利用 ERP 中的可用数据，包括用于

主 数 据 管 理 的 数 据 。 PSIpenta / 

Adaptive 解决方案包在这一领域为用

户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对于生产制造企业而言，根据可

能的资本投入和安全要求，持续确

定和评估采购交付周期、平均交付

周期、采购类型（基于消耗对比基

于需求）、订购点（报表点）、订

单数量和最大数量颇有裨益。在可 

 

VDMA 工作组“ERP 2020 对

话主数据管理”编制了一份关于这

个 主 题 的 白 皮 书 ：

http://sud.vdma.org/ viewer/-

/article/render/15281816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是 

VDMA 的成员，并参与了各种工

作组。 

 

http://sud.vd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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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主数据管理可以节约资金。 

 

工业 4.0 和智能工厂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流行词汇，并且成为

未来汽车行业革命的先驱者。但很少有人知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确定的范围内，可以基于特定项目

和特定工厂将这些数据纳入 ERP 的

计划参数中。 

 

多阶段需求和消费预测 

因此，基于过去的数据自动维

护主数据，并根据实际的订单情况

规划产品这一侧的未来需求。 

这些多阶段的需求和消费预测使得

计划参数能够不断适应新的订单水

平和采购市场的情况。 

例如，如果用户在买入零件方

面遵循 PSIpenta / Adaptive 的建议

，那么当记录收到货物时，主数据

会自动更新。 此外，预测特定项

目的交付时间，能更好地在生产过 

程中进行计划和设备使用。自动化

主数据维护减少了用户的工作量并

提高了数据质量。同时，它可以减

少库存，增加平均交货周期和准时

交付率，并保持流动性。 

有关 APS 解决方案 PSIpenta / 

Adaptiv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sipenta.de/en/erp/advancedpla

nning-scheduling/  

 

活动：2017年亚琛PSI未来移动论坛 

汽车行业中的一个变革机遇 

 

我们想和您畅谈这些发展对您

的公司具体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

提供了什么机会。为此，我们诚挚

地邀请您参加 2017 年 9 月 26 日在

亚琛我们的客户StreetScooter 举行的

特别活动。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GmbH 已经为未来的数字世界提供

了高效的解决方案。在 StreetScooter

，每天都在使用这些解决方案。在

一系列令人激动的技术演示中，电

动汽车制造商 StreetScooter 以及来

自 Evidanza 和 PSI 的 BI 专家将向来

宾汇报他们的经验。论坛的主题将

包括移动应用程序、单独定制的新

用户界面 PSI-Click-Design 和现代 

 SCM 解决方案。 

所有信息和注册详情请访问： 

www.psipenta.de/fmf2017/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GmbH 

Felix Saran 

内容市场经理 

电话：+49 30 2801-2130 

fsaran@psi.de 

www.psi-automotive-industry.com 

http://www.psipenta.de/fmf2017/
mailto:fsaran@psi.de
http://www.psi-automotive-indust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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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 Metals 与中国多年的客户马钢签订合同，为其实施 

PSImetals 计划系统，该计划系统将涵盖从炼铁到服务中心的所有工

厂，并将 PSImetals 质量系统作为全流程的质量管理系统。 

 

经过六个月的测试阶段，总部位于斯图加特  - 祖文豪森的 

Robert Bosch GmbH 公司的中央物流部，于 2017 年 4 月被授权使

用 PSI 子公司 PSI Logistics GmbH 的 PSIglobal 软件系统。 

 

新闻：PSImetals作为完整的供应链计划和全过程质量管理系统 

PSI在中国马钢集成其生产过程 
 

自 2015 年以来，马钢一直在为

其所有板材生产线的供应链计划和

综合质量管理寻求新的 IT 解决方案

。最后，马钢决定在这两个项目上

选择 PSI。PSI 的解决方案基于一个

工厂模型，能够集成马钢的各个生

产过程。该合同也使马钢和 PSI 之间

十几年良好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 

 

供应链计划系统的目标旨在构

建一个纵向的战略规划解决方案，

范围涵盖从销售和订单计划（其中

包括在线交期应答）、产量计划到

产能和设备排产等方面的内容。而

横向的解决方案则集成了铁水需求

、炼钢、热轧、冷轧到全国各地马 

钢分式服务中心这些内容。 

质量管理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解

决方案，包括集中订单设计、质量

标准管理和质量行业知识数据库。

基于过程数据采集，系统提供全面

的过程分析、在线质量决策、跨产

线缺陷位置分析以及集中过程控制

统计 （SPC）。 

“我们已经与 PSI 合作了 12 年

。随着这两个项目通过招标签订合

同，PSI 和马钢将继续展开互信合作

。我们深信，凭借其自身的经验和

经过实际验证的计划和质量解决方

案，PSI 将以最佳方式优化我们的 

IT 系统，”马钢副总经理张文洋表 

示。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中

国第七大国有钢铁企业，成立于 1958 

年。目前，马钢的钢铁产能达到 1800 

万吨/年。在全球范围内，马钢拥有世

界一流的冷轧薄板、热轧薄板、镀锌

板、彩涂板、硅钢、H 型钢、高速线

（棒）材、高速车轮等生产线。 

www.magang.com.cn/  

 

  

 

 

新闻：面向物流网络战略规划与优化的软件系统 

PSIglobal 优化了博世（Bosch）的供应链 
 

博 世 集 团 由  Robert Bosch 

GmbH公司 和来自 60 个国家的约 

440 家子公司和地区性公司组成。

在为生产车间供货以及将汽车零部

件配送至领先的汽车制造商的过程

中，博世选择应用 PSIglobal系统设

计优化物流结构。 

 

综合场景技术  

战略规划和优化软件结合了有

针对性的生产数据，用于进行管理

分析。通过综合场景技术，可以设

计多阶段、多情景供应链的流程和

运输链，并确定主要参数和敏感

度。

 

随着 PSI 标准软件的实施，博

世员工可以对全球供应流以及生产

和存储设施进行可视化显示和优

化。该技术还支持向现有生产基地

配给新产品，同时考虑生产和运输

成本。 

PSI Metals 

Annett Pöhl  

市场经理 

电话：+49 30 2801-1820 

apoehl@psi.de  

www.psimetals.com 

http://www.magang.com.cn/
mailto:apoehl@psi.de
http://www.psi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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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global 用户可以独立解决与供应链管理相关的复杂任务。 

 

通过使用 PSI Logistics GmbH 公司提供的新 PSIglobal 软

件，位于德国不伦瑞克的 Nordzucker AG公司在考虑每天的生产

能力、生产、采购和运输成本的情况下，能够为其工厂组织原材

料供应。基于 PSIglobal 的新模块 Nordzucker 公司能够实现额外

的、以前无法达到的成本降低水平。 

 

作为领先的物联网公司，博世为

智能家居、智能城市、连接移动

性和工业 4.0 的创新提供解决方案。

早在测试阶段，博世员工就接受  

了PSI 深入的培训，以便能够对多

功能系统进行最佳操作。 

为了进一步支持复杂的计划任

务，PSI 还实施了包括网络会话在

内的售后服务。  

 

 

 

 

新闻：改善物流过程降低生产和采购成本 

Nordzucker AG 公司通过 PSIglobal 实现优化 
 

针对日常业务运营中生产和物流

组合优化所需的功能和算法是新核心

模块开发过程的重点。该模块使 

Nordzucker 公司能够实现额外的、以

前无法达到的成本降低水平。 

 

计算最具成本效益的供应量 

PSIglobal 从位于 Nordzucker 公司

上 游 的  SAP 系 统 实 时 接 收 各 个 

Nordzucker 工厂的产能和需求关键数

据，以及供应商甜菜田当前和预期的 

收获产量。在此基础上，PSI 软件根

据指定的参数计算各个生产中心的最

具成本效益的供应量。在甜菜收获期

之前和甜菜收获期间均会进行这种计

算，前者是为了选择最便宜的甜菜合

同，而后者是为了控制甜菜运输的物

流活动。 

 

计划结果的分析  

通过使用 SAP 过程集成（ PI）的

接口实现 PSI 系统与上游 Nordzucker  

 SAP ERP 系 统之 间 的 数据 交 换 。

Nordzucker 甜菜物流部门可以使用 

PSIglobal 软件随时分析使用优化模块计

算出的计划结果。基于优化算法的计划

结果可以根据需要对框架参数进行加权

并且执行进一步的规格测试。 

2017 年 5 月底，在 Nordzucker 公司

应用PSI系统进行优化供应控制已经开始

试运行。  

 

 

 

PSI Logistics GmbH  

Phillip Korzinetzki  

市场经理  

电话：+ 49 231 17633-280 

p.korzinetzki@psilogistics.de  

www.psilogistics.de 

PSI Logistics GmbH  

Phillip Korzinetzki  

市场经理  

电话：+ 49 231 17633-280 

p.korzinetzki@psilogistics.de 

www.psilogistics.de 

mailto:p.korzinetzki@psilogistics.de
mailto:p.korzinetzki@psilogistics.de
http://www.psilogistic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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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秋季的四项活动中，PSI Logistics 公司将与客户和其他市

场参与者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以“技术合作创造价值”为主题，“PSIpenta 用户组”

（IPA）大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和 10 日在维也纳希尔顿城市公

园酒店举行。在一系列研讨会、报告和广受欢迎的合作伙伴展览中

将讨论有关数字化、工业 4.0 和物联网的议题。 

 

活动：PSI Logistics 公司参与四项秋季活动 

请保存日期 
 

由2017 年 9 月 26 日和 27 日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五届供

应链大会 EXCHAiNGE 开始，这些

活动拉开了序幕，届时公司将介绍具

备最新开发成果的 PSI Logistics 套件

产品。 

在10 月 10 日至 13 日于慕尼黑

举行的欧洲国际机场设施和技术及服

务展览会期间，公司将重点宣传  

PSIairport解决方案，届时 PSI Logistics 

公司将在机场协会 GATE 展区（A5 展

厅 1174 号展位）欢迎各届莅临指导。  

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 34 届德国物

流大会上，PSI Logistics 公司的代表将

会在媒体合作伙伴 Mainblick 提供的媒

体贵宾厅与来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

分享理念。 

 

于11月9日至10日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希尔顿城市公园酒店举行的第31届

PSIpenta 用户组（IPA）大会上，PSI 

Logistics 公司将就“内部运输管理”这

一主题进行详细介绍。  

 

 

活动：维也纳 IPA 2017 

数字化、工业 4.0 和物联网 
 

研讨会一直特别受欢迎，客户

在研讨会中谈论他们使用 PSI 软件的

经验。今年，Aequator AG 将报告 

PSIpenta 与 eKanban 相结合带来的效 

 

 

预计今年 IPA 将再次展开热烈的讨论。 

率提升。 Schöfer 公司将阐述中小企

业综合物流流程的优势，而 Kampf 

公司将概述如何使用 myOpenFactory 

进 行 采 购 优 化 。 同 时 ， S D 

Automotive 公司将展示有限容量排

产，我们也期待 Bahmüller 公司关于

报价配置和成本的精彩演讲。除此

之外，还有来自 PSI 集团关于以下

主题的介绍：“基于 Qualicision 的 

KPI 优化作为符合工业 4.0 的新订单

标准”， “PSIpenta 的内部运输管

理”以及 “PSIindustrial App 满足 

PSIcommand：人力管理的完善”。  

其中大会的一个亮点是Colonel公司 关

于安全问题的主题演讲。 

 

 

Michael Bauer与紧随其后的晚间

活动将展示维也纳最美的一面。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GmbH 

Felix Saran 

内容市场经理  

电话：+49 30 2801-2130 

fsaran@psi.de 

www.psi-automotive-industry.com 

 

所有关于 IPA 2017 的信息和

登记情况，请点击我们的客

户社区 PSIng ：

www.psing.org/termine/ipa-

2017 

PSI Logistics GmbH 

Phillip Korzinetzki 

市场经理 

电话: + 49 231 17633-280 

p.korzinetzki@psilogistics.de 

www.psilogistics.de 

 

mailto:fsaran@psi.de
http://www.psi-automotive-indust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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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PSI Mines ＆Roads GmbH 公司

将在北京举办的 2017 年中国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

（CCM）上展示用于井工煤矿生产的 PSImining 矿井控制系统。 

 

活动 

www.psi.de/en/events 
 

2017.09.26  2017 年 PSI 未来移动论坛 

德国亚琛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2017.09.26.-27  EXCHAiNGE 供应链大会 

德国法兰克福 

PSI Logistics 

2017.09.28.-29 中国制造业国际论坛 

中国天津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2017.10.02.-06 2017 ABM 周 

巴西圣保罗 

PSI Metals 

2017.10.10.-13 欧洲国际机场设施和技术

及服务展览会 

德国慕尼黑 

PSI Logistics 

2017.10.17.-18 第9届德国机械制造峰会 

德国柏林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2017.10.25.-27 第34届德国物流大会 

德国柏林 

PSI Logistics 

2017.11.09.-10 IPA Penta 用户大会2017 

奥地利维也纳 

PSI Automotive & 

Industry, PSI Logistics, 

PSI FLS, PSI EE 

 

 

活动：PSI在2017北京中国煤炭和矿业博览会上推出创新的采矿解决方案PSImining 

使用 PSImining 进行矿井维护 
 

集成的PSImining 解决方案将监

测、控制、自动化和资源计划整合至

一个系统。得益于模糊逻辑算法增强

的集成度，PSImining 在未来将覆盖矿

井维护的关键领域。 

 

预见性维护 

通过新型集成维护模块，

PSImining 支持矿业公司提高维护效

率。其中一个亮点是预见性维护。

数学方法用于识别车间数据和事件

之间的模式和关系，以便能实时预

测未来的故障来源。 这使得系统可以

建议交叉维护措施，以防止意外的故

障和维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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