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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监控

每个独立的炼钢生产步骤是否已完

成，是否准时，生产过程中在何时碰

到了何种问题，这方面的知识构成了

对生产过程优化和改进的基础。

需要满足的特殊的交货期和目标值（

例如，熔炼步骤能源投入最小化）在

PSImetals中是以完全可配置的形式记

产品&解决方案：建立全程的操作时间表

炼钢厂操作时间和停机时间的自动监控和报告 

自动化过程的目标包括过程标准化和

信息的标准化采集，处理和评估。 

流程不协调导致的信息丢失和信息错

误使流程评估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达

到需要的性能和质量，连续的时间管

理也是炼钢和冶金所必需的一部分投

资。 PSImetals  新功能的目标是自

动监控生产过程，包括报表和故障和

停工的属性，揭示出潜在的生产过程

中的弱点并简化根源分析过程以发现

可以提高的区域。

 电弧炉生产 来源: Stahlzentrum

录的，便于生产过程的监控。 

由基础自动化系统传输上来的信号和

反馈信息，PSImetals可以自动监控每

一个步骤的操作和停工。. 

工厂操作时间表

自动记录时间可以在PSImetals中制成

全厂操作时间表，并与VDEh操作时

间和原因代码模型保持一致的属性格

式（操作-，操作准备-和调整时间，

小停工，故障）。 其他记录班组的

时间和原因代码或更多的分类VDEh时

间代码（例如，速度损失）可以在

PSImetals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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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生产行业经验，无论钢铁，铝业还是铜业生产，我们都是冶金生产生产

管理系统的领先制造者。为了保持这份名誉就需要与我们的客户保持优质的

联络，PSI总是迫切地从其大量的项目中汲取更多的知识并在领先的行业活动

中发表言论-从展会到研讨会。借这些机会与我们的专家在某些特定的日期展

开讨论。

事件：在冶金会议上的发言

在行业网络中的PSImetals专家

面向炉次计划预测和温度变化的集成

系统是被设计来控制从通过转炉或

电弧炉的二级冶金模型的钢包处理过

程到炉次到主机的按时交货的能源消

耗。动态模型会根据实际的实时炉次

计划结果计算整个处理过程中的温度

变化。基于这些结果，对于BOF出钢

温度或钢包炉的能源投入会根据当前

的设备资源负荷情况进行优化。这个

系统为转炉和电炉炼钢厂带来巨大的

能源节约

在中厚板厂将计划和排程与仓库管理

进行无缝的集成对于在当前客户驱动

的市场状况下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在虚拟的工厂模型中，排

程的细节被转化为码垛指令和运输

命令。集成雷达和激光科技的系统可

以自动的跟踪运输命令的执行。精确

的钢板在堆垛中的位置信息被反馈会

排程用以进一步的优化从而完成了整

个闭环。使用了这个方案的领先的欧

洲钢铁企业实现了对于能力利用的游

湖，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产量。请加

入我们在2010年于AISTECH的展示，

这是美洲市场最主要的钢铁科技会

议。

突破现有的限制  –

使用实时物流管理解决方案来优化

铜业生产

6 月 6–10 铜业年会

汉堡/德国

www.cu2010.gdmb.de

演讲者：Dr.Dirk Bern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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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业生产包括了大量不同的生产步骤

和过程并使用了多种原料（主要和次

要）。在这些过程中，会产出各种半

成品和成品。为了优化不同产线设备

的利用率和目标金属的产出率，生产

计划员和工程师在任何时刻都能正确

了解到当前物流和当前库存内容至关

重要。物流的实时透明为优化生产路

径和在正确的时间优化混装制定决策

提供了基本的支持。在本次介绍，我

们将以Aurubis AG,欧洲最大的铜生

产商，为例，展示为铜业提供的全球

首个全面生产网络实时物流管理解决

方案。

应用于炼钢厂的基于温度的计划

4 月20日 DAMPF Arbeitskreis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德国

www.uni-due.de
5 月3 –6  AISTECH 2010
匹兹堡/美国,
www.aist.org/aistech/
5 月23–26 41. ABM “炼钢研讨会”, 
巴西

www.abmbrasil.com.br

演讲者: Markus Heesen, Heinz-Josef 
Ponten, Pierre Beghin

通过排程和仓库管理集成优化板材

厂物流。

May 3–6 AISTECH 2010
匹兹堡/美国

www.aist.org/aistech

•	5 月 4, 2:30 pm, 会议：物料处理

的改进

演讲者: Harald He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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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Van Nerom先生，你可以给我们

介绍一下计划的产品线合并和迁移的

理念吗？

Luc Van Nerom: 我们在去年秋天就

启动了‘联合解决方案项目’，成员

皆为来自 PSI BT，4Production和AIS
的相关专家。既然我们希望在做出重

要的和果断的决策之前看到“整体蓝

图”，毫无疑问地，我们必须将所有

的产品功能范围，从生产计划到发货

纳入我们的评估范围。引导团队的目

标是：a) 维护我们的客户现有的设

备投资，b) 创建一个中长期的能够

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产品融合的路线

图。

在这种背景下，项目的交付物一方面

是对做为中长期路线图的第一步，在

2010年投入部署的新产品基础的定

义。另一方面是需要为当前的PSIme-
tals和Steelplanner客户开发的迁移模

式。显然地两个任务具有极强的相互

依存关系。因此，我们会在 功能“

同类最佳”的主导思想以及为迁移模

式取得合理结果的努力之间，遵循一

种迭代和平衡的方式。

访谈：Luc Van Nerom和Jörg Hackmann谈AIS和4Production的整合 

PSI BT, AIS and 4Production的解决方案合并成为

PSImetals 5

在上一刊的《生产管理者》中，Sven Busch（斯文. 布什）PSI BT GmbH的

总裁对合并AIS Advanced Information Systems 和产品线整合的中期计划等背

景信息做了简要介绍。今天的访谈中， PSI BT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管理经理

Jörg  Hackmann，AIS技术总监Luc Van Nerom，将介绍现阶段所取得的成

果。

PM: Hackmann 先生， 迄今为止这些

工作团队努力的结果如何？

Jörg Hackmann: 这个具有挑战性的

任务做为一个全新的任务，同时也是

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挑战。当我们开

始进行这次项目的时候，没有人能够

确定我们能够保证给定的时间结点：

在2009年底为新命名的PSImetals 5完
成初步设计阶段。但是在工作的最初

几个星期我们逐步地认识到尽管我们

工作在同样的市场范围，但各自的解

决方案有着不同的，甚至是互补的能

力。例如在PSI计划领域，总是强制

要求所有的模块的集成模式是基于同

一个工厂模型并与SAP的功能范围保

持协调。

AIS SteelPlanner 解决方案相比较之

下大部分侧重于高端的优化模型，而

这些模型在项目范围内被集成到客户

端系统中。这样在PSImetals 5 中，同

时结合两种方式提供给市场会更加合

理：在同一个方案中提供面向计划和

排程的同类最佳的优化方法和无缝集

成流程。 

在项目过程中除了达到的技术成果之

外，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使三家公

司的专家走到一起交换彼此经验，并

将他们的能力绑定到我们的组合中。

只有将合适的、投入的人员参与其

中，最佳产品路线图才有可能获得成

功。

PM: 什么时候PSImetals 5 的第一生产

版本可用？

Jörg Hackmann: 我们期望在2010年第

二季度介绍联合解决方案的第一个版

本。 

"(...)只有将合适的、投入的人员参与其中，最佳产品路线

图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Jörg Hackmann)

► 联络信息

关于第10 到11页的内容，请联系：

陈思吟，PSI中国 

电话：62800698

Email: hchen@psi.de

Internet: www.psi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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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解决方案：Hydro Grevenbroich厂的叉车导向系统

了解到何处找到何物料 –PSImetals对物流的优化

Hydro在Grevenbroich的轧制工厂是

全球领先高品质铝带和铝箔生产厂，

其中有部分产品是在此进行再加工和

精整。此区域主要提供半成品，用

于，例如，包装、汽车和印刷行业的

进一步处理。铝带业务部门是首先将

PSImetals标准产品中的叉车导向系统

(FGS)投入使用的部门，而这个系统

的使用所引发的直接效果就是唤醒需

求。. 

简洁、快速、高效：这是为位于Gre-
venbroich的Hydro提供的灵活叉车新

管理系统。由于其迅速带来了明显的

效果并使得工作更加轻松，叉车驾驶

员对此非常满意。而相应的，那仍未

使用系统的驾驶员则急于获得系统的

支持。之前根据需要运输物料卷的方

式，通常都伴随着超长的查找时间，

手工的文档管理，库存运输造成的损

坏以及因为停机造成的不必要的等

待，实在无法使任何人满意。 

内部的推广，客户说服的工作－在这

里几乎都不必要：系统的效果直接由

最初的使用者宣传出去。通过这样

的方式，系统的实施和使用直接由用

户自己推动投入运行。通过对已更新

的叉车，时间和情况的进一步介绍，

叉车驾驶员们开始抱怨没有使用新的

系统。在这样的项目中，几乎不可能

再期望更好的案例和接受度。工厂中

的其他部门现在也希望尽快参与到其

中。

触摸屏上直观地操作  来源: Hydro Grevenbroich

直观、灵活的调度方案

4production的专家，已经利用其丰富

的经验在铝业仓储管理层面通过优化

单件次相关库存透明度实现了这一目

标。这实际上是后续相关效率提升的

起点，例如降低在制品，实时更新计

划以及各种进一步的优化方案。叉车

导向系统的特别之处在于无缝集成到

已有的生产组织体系中。所以一切的

基础在于- 成功并应用相关的- 将已

有的生产控制应用先进化。下一步运

输和库存调度的信息经由无线网络通

过独立的叉车导向系统传递到叉车。

快速的物料卷定位，物流的优化管理

以及明显减少查找时间不仅带来了高

效率，同时也包括相关员工的工作动

力。减少了90%的查找时间，80%的

客户订单绑定到了库存，合适的物料

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并包

括适用的叉车并不再只是巧合。透明

的，无纸化管理系统还有一个额外的

优势：完全的灵活度。客户区域是否

需要调整或扩展，系统可以由用户的

某个员工通过手工的方式在未来任何

时间进行重新组织。 

到其他操作区域，这些都为驾驶员提

供帮助。

快速，智能，高效

另一个系统的亮点是Grevenbroich工
厂的其他部门可以完全独立的利用系

统的功能。这都是取决于不需要深入

调整当前的IT系统结构。由于其可控

的成本，不超过3-5个月的项目周期，

其他的Hydro工厂对于Grevenbroich的
发展情况都给予了关注。

PSImetals软件的叉车导向系统具有突

"叉车导向系统的投入远远超过其希望的接受度和益处。" Herbert Rös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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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叉车上的终端

触摸屏上直观地操作

•	

•	

•	

•	

• 如果触击显示屏的存储区域，就可以显示此区域中的库存布局。

• 额外的，每个驾驶员可以适用系统查找物料卷或订单，然后相关信息将

在库区布局中用彩色显示在其当前位置。

• 颜色标注显示是否或者何处物料卷可以被存放。例如，某个物料卷只能

放置在称为单独位置（显示为橘色）的库存点。驾驶员还可以看到同一订

单的其他物料存放在何处从而直观的保证将同一订单的 存在在一起。

• 另外的功能可以对独立的存储区域进行缩放，检索特定的物料或者切换 

到其他操作区域，这些都为驾驶员提供帮助。

出的优势，同时它也是已有生产管理

系统现代化的必要基础。只有透明度

达到了单件次的程度，运输时间才能

逐渐缩短，同时也包括循环的库存。

这样，下述情况才能得到保证：

• 每个叉车要装备触摸屏，用以显示

操作区域和当前叉车位置（显示为明

黄色），驾驶员姓名，当前车叉装载

的信息。也可以显示当前的物料卷和

订单好信息。

• 车叉通过WLAN网进行联络。

• 下一步运输指令通过已有的Hydro
信息系统进行创建

• 驾驶员通过扫描粘贴的条形码，也

可以通过面板输入物料卷。当驾驶员

将物料保存在特定的存储区域时，他

只需点击触摸屏上的区域。所以叉车

导向系统100%的操作都可以在不离开

叉车的情况下执行。

• 物料卷的显示区域可以转化为黑色

或彩色，以显示存储区域的调整，通

过这种方式，驾驶员可以直观的决定

其所在位置，以及产线的位置和驾驶

路线。

陈思吟，PSI中国 

电话：62800698

传真：62800660

Email: hchen@psi.de

Internet: www.psimetals.com

► 联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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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思吟

PSI中国，北京，中国

电话： +86 10 6280-0698

传真： +86 10 6280-0660

Email: hchen@psi.de

Internet: www.psimetals.com

► 信息

 自动操作过程监控 来源: PSI BT GmbH

停工和生产损失率概览

生产超过计划时间或者发生了意外停

机事件，例如，电炉停机，系统会自

动生成故障原因，故障原因会被自动

记录或有操作员手工录入。生产事

件决定预定义的生产过程的开始和结

束，生产过程的顺序（例如，开机准

备和调整，装入废钢料斗，一号熔炼

废钢料斗除渣）以及在PSImetals中配

置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意外停机的发

生。

电力能源供给的监控

由于熔炼阶段的电炉炼钢的特性需

求，PSImetals不仅可以监控生产过

程，同时可以给出需要投入的能源

量。如果发生非计划的能源暂停供

给，熔炼所需的最小能源量不能够

被满足时，PSImetals自动生成错误信

息。当能源供应量达到标准，针对此

事件的后续的操作会继续展开。这些

工作将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

进行。

您可使用的新功能！

在生产中的任何阶段，包括工厂中的

全部事件及时间点，炉次的生产都会

被由以上描述的功能时时地自动监

控。 在这种情况下，由PSImetals服务

住哪个键的全厂操作时间表是可以有

效地记录和分析生产过程的基础。此

功能目前被引进Peiner Träger GmbH 

公司。PSImetals的模块型和高可配置

度，此功能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对此

感兴趣的钢铁供应商。

作者：Heinz-Josef Ponten， 炼钢部门经理 PSI 

BT Gm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