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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网络等广泛分布的基础设施高效运行是实现主要经济指标的重要保

障。计划维护期间，必须对网络基础设施进行检查，以转化保存其价值、保

证可靠供给能力确保供给安全或优化其结构。例如，维护、调整建设和故障

排除清除（包括故障报修和处理）排程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这是至关重

要的，因为供应网络故障排除和维护是一项资源密集型工作，关系到网络运

营力成本商的成本比例。

计划措施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提高人

力资源以及其他运营资源管理效率的

潜在机遇，即

劳力管理效率一般存在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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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Qualicision®技术利用软件系统提供明智的决策支

持，优化各种行业领域的工作流程，并提高生产加

工及其他业务流程的效率。业务流程越复杂，越能

体现出这一技术在识别与处理冲突目标的卓越能力

-特别是，Qualicision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

方法。尽管一般情况下流程的优化目标是不同的，

但采用Qualicision可通过对话的方式处理目标之间

的冲突。  
这一软件适用于广泛领域。我们过去报道了宝马以及大众、奥迪和沃尔沃等汽车公

司是如何利用Qualicision进行优化排程[1/2009]。最近，成功优化公交车总站管理是

Qualicision首次用于PSI集团。 
在本期杂志中，您将了解两种新的应用。文章介绍了Qualicision与劳力管理工具

PSIcommand集成，使客户在运营、维护和调整复杂基础设施方面受益。第二种应

用是Ulla Popken时装店将其用作优化软件，这家公司300多个门店以邮购和在线

方式销售各种时装。Qualicision解决方案可用来根据需求量计算门店之间的库存调

拨，确保合理平衡各个门店间的供求关系。两种应用初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却有共

同特点：两种应用都以Qualicision系统为基础，识别并处理流程中相互冲突的目标。 
无论汽车工业还是时装分销，无论公交总站还是维护基础设施网络，都必须解决

目标冲突的问题：毕竟优化是无止境。因此，Qualicision解决方案可在将来利用智

能优化功能进行生产、能源和基础设施的管理，不断扩展PSI产品组合。也许您也将

很快成为Qualicision用户。如果是这样，我会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诚挚问候， 

Rudolf Felix博士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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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第1页

高效劳力管理

协调工作任务相应资源配备与调度的

成本很高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无论

工作的复杂程度如何，高效劳力管理

必须全面控制纳入排程的操作流程。

选择资源时，需要充分考虑高度多样

化的优化因素，包括网络拓扑结构、

系统特性、技术规格、气候条件、客

户要求、故障情况、员工配备规模及

其个人的技术水平等。只能在一定程

度上预测相互影响的因素增加了计划

过程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很多情况

下，只能预估而不能精确掌握加工难

度和劳动成本。另一方面，恰当的劳

力管理可以显著降低成本。合理协调

劳力活动，并且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协

调可以实现出色的劳力管理。特别

是，提高计划维护和故障排除的效率

可以减少非生产时间。非生产时间包

括工作场地行程时间、设备调整时

间、归档时间或纠正日常工作中不正

确的工艺路线，例如，因信息有误。

恰当劳力管理存在的复杂性远不止单

纯优化行程时间，这个问题往往可以

单独解决。由于运营活动的复杂性、

组织条件和不同的网络拓扑相关活动

的依存关系，整体优化需考虑各种因

素，这不是单纯优化行程时间能够解

决的。只有这样，劳力管理才能全面

实现工作效率的运营目标。

优化目标的复杂性

大量运营目标在性质上往往是相互冲

突的，因此必须在权衡彼此相互关系

的基础上加以优化。例如，必须针对

工作量提高员工的利用率。根据技

术水平为工作配备员工时，必须与相

邻工位的任务期限和密集程度保持一

致，同时控制由此产生的行程时间。

由于许多情况下，这类运营目标还必

须根据工作区和员工所在位置进行区

分，从而产生大量优化目标，增加了

劳力管理优化过程的复杂性。

同时有必要指出，每个优化目标需要

进一步细分。例如，员工等效工作量

必须根据最小工作量差异进行区分，

优化劳力的整体工作量。应根据某

些附加的相对标准为员工分配工作任

务，如必要的技术水平，以减少外

包，或尽可能完成更多的工作。

因此，并非所有优化目标都能同时得

到一致满足，因为这些目标彼此之间

完全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

而且是注定的。因此，管理劳力存

在如何合理地均衡协调优化目标的问

题。然而，处理相互作用的优化标准

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人为干预员工的工

作分配，由于工艺路线不正确会增加

不应有的非生产时间，或延长避免已

识别现象的沟通时间，如为了减少先

前对任务的负面认识，从而缓解参与

员工的不满情绪。

如果优化过程已充分利用所有潜在

效率，上述劳力管理优化过程中的

复杂性无法以人为的方式加以控制。

因此，负责劳力管理的人员，特别是

计划员和调度员需要系统化软件的支

持。

PSIcommand经过扩展增加了基于

Qualicision®的劳力管理优化功能

PSIcommand是 PSIAG用于维护、

调整和故障排除的组合解决方案，

其可配置的订单模型和灵活界面便

于管理不同流程和数据流的复杂

性。PSIcommand具有协调和支持故

障排除、维护和调整所有运营活动，

以及移动服务优化的功能。这个解决

方案支持移动服务员工直接访问所有

重要信息，即使在现场的情况下，减

轻采用移动设备扩展功能的协调中心

的工作量，便于无缝归档分配数据。

全面整合所有相关工作站，如厂区主

管办公室或生产计划办公室的系统，

通过数据交换实现业务管理和物流流

程与其他数据处理系统的技术整合，

并与PSIcontrol网管系统无缝集成，使

PSIcommand成为一种通用劳力管理解

决方案。

被动响应变为可计划的流程

采用PSIcommand Qualicision® Inside，, 
PSIcommand的系列服务经过扩展可包

括多种标准的优化功能。集成的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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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sion®模型可以结合任意数量的标

准进行优化。Qualicision是一种支持

多种标准决策和优化的应用软件(参

见图示：Qualicision®参数化)，可通

过智能注册和分析每一种初始状

 

态确定运营目标，权衡目标与标准

的冲突优化劳力单位的任务分配。 

Qualicision®优化模型与PSIcommand
全面集成，可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配

置，从而满足任何优化目标和条件。

用户可根据规定的优先级在线配置优

化目标。可利用目标冲突分析，根据

准确的最新数据计算和显示目标冲

突。流程数据在线连接支持实时优

化，将劳力管理由被动响应转变为可

计划的流程，全面提高计划和劳力管

理效率。 

作者:

Rudolf Felix博士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
Elmar Jaeker,
PSI AG,

电力能源部

联系人：Rainer Albersmann,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Dortmund, Germany 

电话：+49 231 97009-21 

传真：+49 23197009-29 

电子邮件：info@fuzzy.de 

网址：www .fuzzy .de

► 信息

PSIcommand用于维护、调整和故障排除的工作平台              信息来源：PSI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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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报告：优化库存调拨

Ulla Popken采用Qualicision®软件

在“总有一款适合我”的口号下，Ulla Popken集团公司销售各种女装，并每

月推出不断变化的时尚款型。作为一家多渠道公司，其300多个门店在选定的

欧洲和国际时装合作伙伴支持下以邮购和在线方式销售各种时装，同时店中

店合作伙伴提供中心仓库各种型号的商品。

受地区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各门店不

同季节的货品需求有很大变化。货品

需求使各门店库存商品和型号不尽相

同。为根据相应需求结构协调门店库

存，Ulla Popken总部员工或地区销售

主管需要定期决定哪些门店何时、将

多少商品发送给其他门店。

流程说明

UllaPopken每月推出不断变化的款

型，因此，门店按月接收新货品。每

个门店根据销售预测储备每种商品（

按型号和颜色划分）。总部确定目

标，并在可行的情况下，确定每个门

店每种型号商品的最低库存量。利用

销售报表确定库存量低于现行目标的

门店和商品。只要中心仓库有足够的

Qualicision在时装零售领域中的应用

决策软件优化仓库间库存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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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便由仓库提供补货。

否则，将进行门店调拨。确定销售潜

力最大的门店。然后，由高于调拨目

标的门店为这些门店补货，根据当前

需求调拨后，均衡每个门店的库存

量。收货和供货的门店必须根据详细

库存状况以及销售数字确定。.

基于Qualicision进行优化

基于Qualicision的优化取代了原来人

工计划调拨流程。现在，优化工作可

按多种组合方式，根据某种程度上相

互冲突的标准和条件自动完成。这些

条件包括目标库存量（可以略高或略

低）以及供应或整个尺码清仓。除这

些以销售为中心的目标外，还可以尽

可能降低这种方式下发生的运费，并

最大限度降低货物包装的组织成本。

这意味着，除大量其他标准外，包

装、数量、尺码和供品率等，也在优

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Qualicision的优化合理权衡相对

的标准，根据当前目标库存和销售数

字动态计算所需调拨量。UllaPopken
可对每种标准进行权衡，根据需要随

时进行调拨。这种方法按KPI(关键

绩效指标)定义每种优化标准，必要

时，Qualicision优先级可针对每种标

准配置优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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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Rainer Albersmann,

F/L/S Fuzzy Logik Systeme GmbH,

Dortmund, Germany

电话：+49 231 97009-21

传真：+49 231 97009-29

电子邮件：info@fuzzy.de

网址：www.fuzzy.de

► 信息 

以需求为导向优化仓库间库存调拨 信息来源：F/L/S

企业每天需要做出大量决策。这些决

策不同程度地结合到系统化业务流程

中，其中大部分目前不能自动处理。

企业的业务流程规范化程度越低，越

需要系统化决策流程。Qualicision技
术有助于这种流程实现自动化，即使

是在业务流程的数据不断变化并存在

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

采用Qualicision创建的软件系统一

般称为决策支持系统或优化系统。而

且，Qualicision系统可由用户根据特

定业务流程进行配置，不需要传统的

软件编码修改。在解决方案集成到用户

IT环境并进行修改之前，可采用软件模

拟决策流程。 

如果采用Qualicision做出的决策结合到

重复性流程中，并关系到识别研究领域

中的研究方向，可以开发基于Qualicision
的研究和优化程序。与依靠简化研究与

优化目标关系的传统方法不同，这种方

法的显著优点是可以利用模型对数据点

时行量化评估。

Qualicision可用于业务流程的数字图

像处理，例如监控物料流和控制质量。

在这方面，这个软件可用来确定生产目

标并评估质量。

  

Qualicision 软件

优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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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解决方案: 冶金行业一体化生产管理解决方案
PSImetals 5发布

上期生产管理者杂志，我们发布将PSI BT、AIS和4Production解决方案合并为

PSImetals 5的消息。现在，我们高兴地宣布已在市场上推出PSImetals 5。本文

将回顾7个月来成功的集成过程，并介绍这款新型冶金业组合软件解决方案。

去年8月收购AIS Advanced Informa-
tion Systems之后，PSI BT随即开始

组合过去独立市场上存在的AIS、PSI 
BT和4Production解决方案，将其整合

为钢铁和有色冶金行业集成式一体化

生产管理解决方案。在上一篇报道中

曾指出，这个集成项目的目的是组合

现有系统各自的优势，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并在组合产品

中结合公司多年积累的经验。下面介

绍我们首度推出的统一版PSImetals 5
。

多年经验的结晶

项目组开发 PSImeta l s ，5确立的目

标是，有针对性地整合现有冶金

行业解决方案成熟的强大功能。

因此，PSImetals 5结合了AIS Steel 
P l a n n e r原 有 组 件 与 过 去 版 本 的

PSImetals。PSImetals 5包括七个模

块：自动化、能源、物流、计划、生

产、质量和管理驾驶舱。作为所有模

块数据库的工厂模型为冶金行业端到 PSImetals 5一览—集成的模块和一体化解决方案 信息来源：PSI Metals

端流程提供标准化综合支持。从而使

PSImetals 5成为ERP系统与基础自动化

系统之间理想的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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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metals 5五大优点 

PSImetals5可使用户在多方面受益。以

下举例说明这一综合解决方案的显著

优点：

 

   1
PSImetals 5无缝覆盖全盘计划过程，

从销售计划、主计划和订单排程、直

至排序，PSImetals 5以上述工厂模型

为基础来进行工作。此外，PSImetals
是完善ERP系统（如SAP）理想的冶

金行业专用解决方案。在整个排程和

物料计划过程中，基于件次的计划模

型可对SAP基于数量的订单计划进行

精确的调整。新型集成式优化算法和

假设情景可行性分析改进并完善了

PSImetals5的功能。

2
PSImetals 5这一改进系统增强了所有

模块完整性并扩展了其功能。生产管

理所有层次的同质性保证了快速决策

过程与基于同一层次的信息制定决

策。从生产计划到生产执行，直至物

流，整个订单链高度系统完整性确保

订单按时履约。

3
采用PSImetals5，可根据存储和运输

约束条件优化物流，建立高效生产流

程。PSImetals支持计划与物料调度集

成，提高运营商在高度客户化市场中

的竞争力。采用虚拟工厂模型集成计

划功能与仓库和运输控制，可以根据

计划生产所需物料情况预定运输计

划.生成的运单可利用经过计算的优

化程序加以支持，从而减少运输次数

和库存周转。系统与雷达和激光技术

集成还可以对运单进行跟踪，精确地

确定物料位置，从而降低成本、提高

产能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并改进质

量。

 

4
PSImetals的主要目的是不断改进生产

流程。利用全面质量管理功能，可在

MES层构成订单技术细节、生产技术

实施、质量控制、误差管理和缺陷

分析的闭合回路，坚持贯彻无误差策

略跟踪整个生产过程误差根源等插件

可为用户提供创新的访问点。

5
PSImetals 5支持各种优化，专门满足

钢铁、铝和铜行业不同生产领域的特

定要求。

以钢厂为例：二次冶金区中的复杂交

互形成高度动态的环境，并突出了在

计划和生产需要有灵活性。炉次精准

地向连铸机递料（即在准确化学分析

温度范围很窄的时间条件下），需要

极为精确和详细的系统信息。为优化

PSImetals 5 结合现有AIS、4Production 和 PSI BT各自的优势组成单一的完整解决方

案。

计划

保证所有层次一致性

集成

系统集成

支持高效流程

物流

优化计划与物流

之间的物料流

质量

全面质量管理

生产

实时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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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思吟 Halina Chen,

PSI中国(百时宜），北京，中国

电话：+86 10 6280-0698

传真：+86 10 6280-0660

电子邮件：hchen@psi.de

网址：www.psimetals.com

►信息

PSImetals 5解决方案框图-全面支持相关的端到端流程

成功演进

PSImetals 5的推出为整合AIS、 4Pro-
duction和PSI BT产品的功能奠定了良

好基础。目前，成功故事的第二章已

在开始谱写：通过引入现代化对话控

制实现虚拟集成，为用户提供标准化

用户界面。

生产流程， PSImetals 5包括与VDEh- 
BetriebsforschungsinstitutGmbH合作，

结合二次冶金所有物料条件和工艺步

骤开发的温度模型。温度模型与炉次

实时排程相结合，可以保证二次冶金

行业极为精确的生产。

AIS、4Production与PSI BT
组成PSI Metals解决方案

今后,所有冶金行业解决方案将统

一由PSI Metals进行管理(参见14

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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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解决方案：从IT角度看全球化要求

物流软件提升全球竞争力

经济不断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全球化

商品流的增长向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

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全球化也加

剧了国内市场竞争和成本压力，新兴

经济地区对质量和服务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跨国企业必须适应条件的变

化，并对运输链进行调整。这种情况

也突出地体现在物流软件领域。在投

资IT时，不应忽略与此相关的环节。

从前瞻性功能角度看，例如多地点功

能、运费模拟或全球增值链和网络计

划选择，进行多样化模拟并合理地

加以组织，已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战

略化手段。这样，可以详细地、并依

据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模拟测量一种

运费对各种服务类型的效果。物流软

件多地点功能为计划员管理跨地点运

输，控制不同地点，并且可以是全球

地点不同仓库的库存和流程提供了选

择。

不过，以持续性和未来发展为基础制

定投资决策不仅仅涉及物流软件支持

的服务。这需要做出深远考虑，例如

灵活性。灵活性，即集成并提供有效

资源的能力，已成为前瞻性物流IT系
统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这是因为，

一方面，用户对物流业务流程的要求

越来越差异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

信息和协同更加复杂，协同企业网络

需要在多样化、异构并不断变化的IT
环境中无缝集成软件系统。

全球化出现之前存在的物流软件无法

专门满足用户特定流程的需求。而且 

球化出现之前存在的物流软件无法专

门满足用户特定流程的需求。而且

组织全球商品流需要前瞻性物流软件提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解决方案。

                                                      信息来源：PSI Logistics

经济步入全球化也对现代物流软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对于功能，这些

要求更侧重于灵活性。

可能需要在其不断变化发展的层次

中，灵活地无缝集成修改的或新的

业务流程，或其他经济地区不同的生

产条件。同样，这需要现代化软件架

构，软件成熟的产品特性并采用国际

标准。只有这样，软件才能用来支持

全球化，提供诸如所需本国语言的可

用性和用户界面，与文化环境相适合

的高度安全标准。

最后但不是最终的：即时在线帮助系

统不再是现代IT系统的障碍，至少就

系统计划、设置、定制和开通而言，

但用户仍需要可靠的全球现场支持。

如果软件制造商与其分支机构和所属

员工在同一地区，大量故障可以在还

未出现问题时提前消除，但仍然需要

进行系统维护。

这些例子说明，物流软件现在已不

仅仅用于单纯的流程控制。通过纵

向和横向集成，物流软件支持不同流

程的通信和连网，必要时可以跨越公

司和国家的界限。为推动创新，PSI 
Logistics在产品特性方面提供综合专

用软件。利用其功能，仓库管理系

统PSIwms，运输管理系统PSItms和分

析控制软件PSIglobal等物流软件，可

足跨地点物流流程的需求。此外，系

统链接有助于显著降低成本，进一步

提高效率。更新和发布功能还可以

保证系统对业务流程的连续支持。同

时，PSI仅在经济极具活力的亚洲地

区，便有近200名高素质的员工，并

为这一经济强劲增长地区的用户配备

现场联系人解决物流软件的相关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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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仓库管理软件用户定期参加

的 PSI Logistics用户组大会。今后，

用户组将作为决策者、系统管理员

和开发人员专家交换意见的跨行业平

台。PSI Logistics用户组项目经理Jür-
gen Ba¬guhn表示：“这个平台将向

与会者介绍最新发展趋势，积极探讨

PSIwms今后的开发情况。”在第一次

会议上，包括服务提供商、制造商和

网络运营商在内的著名企业员工了解

了论坛今后的组织形式、会员资格和

专项内容。同时，接受了今后议程的

建议，并详细讨论了今后活动的安排

和地点。今后，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

议，并结合客户系统检查。

公开对话中，还探讨了一些初步问题

和建议并规定了参与要求。从实施物

流功能到迁移、版本计划、连接税金

系统等第三方系统选件到采用CSV文

件的配置问题，会议涉及了广泛议

题。此外，通过专家演讲介绍了当前

PSIwms 1.9.2版开发的进展情况。“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专业平台，” Ba-
guhn指出“这个论坛的建立是我们为

了满足客户的一种需求。根据第一次

会议的结果，我相信，PSI Logistics用
户组将成为一种专家研讨会。”

 

PSI Logistics 用户组大会展开对话。决策者、系统管理员和开发人员专家交换

信息的高层论坛得到用户积极参与。

活动: 仓库管理用户组

成功举行第一次会议

联系人：Wolfgang Albrecht,

PSI Logistics GmbH, Hamburg, Germany

管理总监

电话：+49 40 696958-22

传真：+49 40 696958-16

电子邮件：w.albrecht@psilogistics.com

网址：www.psilogistics.com

► 信息

联系人：Anja Malzer,

PSI Logistics GmbH, Hamburg, Germany

营销主管

电话：+ 49 40 696958-15

传真：+ 49 40 696958-90

电子邮件：a.malzer@psilogistics.com

网址：www.psilogistics.com

►信息

Fo
to

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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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Oliver Schmidt谈在线平台www.erp-demo.de

突破语言障碍

ERP、MES、BI、CRM、CTP、JiT、SaaS或云计算等IT环境有自己的语言。

往往采用缩写和英文。因此，往往难以理解IT创新及企业从中受益。这是

PSIPENTA开发在线门户www.erp-demo.de的原因。它将以全新的描述方法介绍

企业软件。PSIPENTA业务发展部总监向“生产经理人”杂志介绍了新门户。

Schmidt先生，在线门户www.erp-demo.
de自3月1日式开通。初看上去，看不

出PSIPENTA是网站的主办方，为什

么?

Schmidt: 采用这种初看上去匿名的演

示方式，旨在说明我们新的信息门户

主要为感兴趣的访问者提供信息，而

不是专门用来进行特定产品的宣传。

这是与众不同的。如何产生这种想法呢?

Schmidt: IT环境主要采用英语和缩写

通信。举例来说，如果不掌握这种语

言，则很难了解企业资源规划(ERP) 
对象。因此，我们认为，普通用户面

临IT语言理解的问题，并为他们提供

信息，与此同时不做特定产品宣传，

这在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是可行

的。

如何实现呢?

Schmidt: 凡感兴趣的用户可登录www.
erp-demo.de，查找虚拟工厂，直至每

一个细节，包括财务、生产计划、基

建、生产、仓库和发运部，即生产企

业中的所有部门。您可以搜索自己的

工作站，找到一个可以理解的语言信

息中有没有技术术语。。我们认为，

这对于用户访问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在工作站之间浏览吗?

Schmidt: 当然，这是一种选择。您还

可以通过导航浏览不同的行业。浏览

过程中，突出显示所有EDP环境和支

持现代EDP系统重要的点，如服务管

理和不断增加的物料单。

信息的详细程度如何?

Schmidt:在较低层面上，信息分为三

种形式。首先，一般为客户声明。这

不是简单地赞扬PSIPENTA，而是说

明为什么使用这种软件，例如多工厂

管理，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实施软

件后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以截屏

的方式提供第二类信息，通过图片显

示如何使用软件解决目标区域的问

题。这意味着，在浏览的第一个用户

界面中，不需要选择或点击其中特定

的域。因此，不需要事先掌握专业知

识。第三类信息是我们软件适用模块

的功能说明，当然也可以用来查询与

其他供应商的对比数据。

这个门户有何与众不同或在哪些方面

有独特之处?

Schmidt:我不知道任何其他方法能将

IT语言转换为适用于中小企业，SEM，
的形式。动画图像只是过去的用来进

行特定产品宣传。这不是我们的目

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了解并确定用户

的实际需求，在他们的企业中合理地

使用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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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问你们的门户需要使用大量纸

和笔吗?

Schmidt: 当然不需要，这毕竟是IT。
例如，您可以交互方式浏览虚拟企

业，在记事本上保存需要跟踪的信

息。浏览结束时，您可以获得信息列

表，可打印输出或另存为一个文件。

这是一个包括内容以及您目前关心的

所有细分信息的列表。

我必须注册或登记才能使用你们的门

户吗?

Schmidt:当然，这对于我们了解哪些

人对我们的信息感兴趣是十分重要

的，因此，当您搜索特定层次详细信

息时，我们要求进行注册。注册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法定要求，例如，我们

演示的截屏含有我们客户的声明。我

们只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不过，注册

是完全免费的，没有捆绑条件，注册

只需要进行一次。

哪些是门户的目标用户?

Schmidt:我们将目标用户大致分为三

类：基本用户是对软件目标感兴趣的

相关方。第二类是我们的客户，我们

准备以自动化方式为其提供培训文

档、社区和有授权概念的热线链接。

过去需要采用印刷资料或用户会议发

布的信息，现在可以更加快速地发

布。第三种重要用户是大学。过去，

我们必须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系统，然

后将这些系统升级到新版本，重新培

训师资教授学生相关内容。利用门户

网站，我们现在可以帮助学生快速获

得相关流程的信息，简化课程。网络

广播可以通过实例详细讲解软件的实

施过程。

  www.erp-demo.de

联系人：Ulrike Fuchs, 

PSIPENTA Software Systems GmbH 

电话：+49 30 2801-2029 

传真：+49 30 2801-1042 

电子邮件：ufuchs@psipenta.com 

，，，www.psipenta.com

►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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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思吟 Halina Chen

PSI中国（百时宜），北京，中国

电话：+86 10 6280-0698

传真：+86 10 6280-0660

电子邮件：hchen@psi.de

网址： www.psimetals.com

► 信息

新闻: 新产品PSImetals 5成为首款组合解决方案

PSI以一个统一实体从事冶金行业所有的市场活动

PSI Logistics支持培养年轻人才

竞赛的目的是鼓励学生在与公司合作

的项目中利用自己的理论解决相关的

物流问题。

汉堡经济劳动部和   PSI Logistics  
GmbH设立了1500欧元的奖项。为

解决物流业缺少高素质员工的问

题，PSI Logistics积极支持年轻人才

的培养，并于2009年底汉堡拉尔施泰

特高中建立了牢固合作关系。“在经

联系人：Anja Malzer,

PSI Logistics GmbH Hamburg, Germany

营销主管

电话：+49 40 696958-15

传真：+ 49 40 696958-90

电子邮件：a.malzer@psilogistics.com

网址：www.psilogistics.com

►信息

PSI Logistics GmbH 支持Logistikinitiative Hamburg和地区联邦物流协会(Bun-
desvereinigung Logistik，BVL) 发起的大学生物流业竞赛，其目的是促进年轻

人对物流和信息技术的兴趣。

PSI 整合PSI BT GmbH、AIS Advan-
ced Infor¬mation Systems GmbH & Co. 
KG和4Production AG，以统一名称

PSI Metals从事冶金生产和冶金加工

的所有市场活动。

济复苏的环境下，物流业创新能力是

今后成功的基础，” PSI Logistics 总
经理如此阐述。

因此，4月初，PSI BT GmbH更名为

PSI Metals GmbH。PSI Metals集团是

一家提供综合服务的跨国企业，利用

其新产品PSImetals 5专门满足冶金行

业生产管理需求。

通过收购生产管理软件领先企业，如

专注于供应链计划的AIS Advanced 
Information Systems，铝和铜行业专家

4Production，PSI增加了具有吸引力

的服务项目。新组建的PSI Metals
集团成为这一市场领域全球最大的软

件解决方案供应商。

企业收购后仅六个月，PSI便在市场

上推出首个组合产品PSImetals5，这一

产品将以前PSI BT、AIS和4Produc-
tion每个产品各自的优点结合在一个

解决方案中。从根据特定要求进行优

化的专业化方法，到无缝集成计划、

生产和物流流程，PSImetals5满足钢

铁、铝和铜才生产流程最为多样化的

优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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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市场扩大

收入增长

联系人：Karsten Pierschke,

PSI AG Berlin, Germany

投资者关系与通信部主管

电话：+49 30 2801-2727

传真：+49 30 2801-1000

电子邮件：kpierschke@psi.com 

网址：www.psi.com

► 信息

新闻: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网站
PSI推出新网站

PSI集团及PSI集团下属部门网站五年前开始大规模重建，在技术、功能和设计

上进行改进。2010年3月1日，新的集团网站和11个集团部门网站同时上线开

通。

PSI企业标识、颜色和字体设计不

变，以保持一致的视觉效果。集团部

门网站的唯一差别只是每个部门的色

调不同：黄色代表能源管理部，蓝色

代表生产管理部，绿色代表基础设施

管理部。作为综合网站，集团网站可

用于详细查询每个集团部门网站。模

块化灵活的页面布局经过扩展适用于

当前标准1024像素分辨率。四种字体

提高了易读性。经过优化的导航功能

可以清楚地显示用户在页面结构中的

位置。用户点击快捷路径，可通过下

拉

 

菜单直接跳转主类别下的分类网页。

网站增强全局分区页脚间的交叉结合

以突出集团的相关解决方案。 

联系人：Sven Giesemann, 

PSI AG Berlin, Germany

在线通信部主管 

电话：+49 30 2801-2763 

传真：+49 30 2801-1000 

电子邮件：sgiesemann@psi.com 

网址：www.psi.com

► 信息

2010年6月6日-10

日

2010年6月6日

铜业大会 / 汉堡

DirkBernhard博士发表“铜业生产：实时物流管理”演讲

www.cu2010.gdmb.de

PSI BT

2 0 1 0年 6月 1 4
日-16日
6月15日
1 0 . 0 0 a m –
1.00pm

17. 亚琛 ERP 技术日 / 亚琛

ERP技术日供应商大会:

“对比虚拟与实际工厂环境下的企业软件”，主讲人

Oliver Schmidt, 

PSIPENTA 业务开发部主管与

Martin Pauli，Wilhelm Schwarzmüller GmbH公司IT总监

www.erp-tage.de/www.psipenta.de

PSIPENTA

Stand 5

日程表

2010年一季度，PSI集团未计利息、

税项、折旧和摊销前 (EBITDA) 的收

入增加16%，达到28亿欧元，扣除利

息、所得税之前 (EBIT) 的收入增长

3%，达到18亿欧元。扣除利息、所得

税调整后收入略有增长，达到12亿欧

元，调整后销售收入增长21%，达到3 
710万欧元。收进订单较上年同期提

高7%，达到4500万欧元，未交货订单

下降到1.05亿欧元。

由于企业收购并为满足新需求，截至

2010年3月31日，集团员工人数增加

到1,398人。

近几个月，PSI注意到，能源市场解

决方案以及重工业提高效率的需求重

新出现增长态势。管理解决方案有望

成为促进这一增长的推动因素，特别

是海湾地区，以及建立超级电网和采

用智能电网控制能耗的德国和欧洲地

区。PSI确定了2010年实现1.6亿欧元

销售收入和1000万欧元运营收入的年

度目标。



PSI AG for IT products  
and systems

Dircksenstraße 42–44
10178 Berlin (Central)
Germany
Telephone: +49 30 2801-0
Fax: +49 30 2801-1000
www.psi.de
info@psi.de

p manager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