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研究：基于约束的优化 
 

约束规划的评估 

Dr. Guido Tack
天主教鲁汶大学, 比利时

优化是PSImetals的核心模块之一。

从订单计划/排程、到几何问题和运

输和物流，优化算法有助于综合管理

和提高效率。在 ParAPS 项目中，PSI 
Metals 和 K.U. Leuven 运用约束

规划研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nutshell中的约束规划(CP) 
 

 

“利用CP技术，我们期望通过对每个

炉次的二次炼钢获得更好的自动选

择转换路径， 

获得可以适应不同类型工厂拓扑结

构的更灵活方式。“ 

让我们来看看流行的数读：在下方文

本框9×9的空白单元格填入从1到9
的数字，使得每行每列和3×3方块内

包含所有从1到9的数字。数学上，单

元格的每个空格都是可变的，并且它

的游戏规则称为约束。一个解决方案

分配给每个可变量一个数值，同时遵

循所有约束限制。 
 
我们如何解开数读？通过推理空白

单元格的数值来解谜。在我们的例子

中，通过推理我们可以知道红色空格

中唯一符合行和列的约束限制的数

值为2。 

 

 

 

 

 

 

 

 

 

 

 

 

 

 

 
一个标准的数读需要全部用到从 1 到 9 的数字。所
有从 1 到 9 的数字只能在每行、每列和每 3×3 方框
中出现一次。 

 

在推理不成立时，我们就必须搜寻。猜

测一个数值在空格字里，然后再次推测。

幸运的话，这次将是 终的解决方案。 
 
如果猜测不好，就可能出现失败，这种

情况可以尝试其他数值，或者继续寻找、

猜测其它空格内的数值。结合推理和搜

寻的方式称为约束规划（CP）。数读通

常不需要搜寻。就用一支钢笔按照不需

要写下来的规则来揭开数读，而不是一

支铅笔-尝试一下！ 
 
 

 
 
 
基于约束的排程 
 

CP相比较其它优化方式的其中一个优

势是它对高等级和结构化模式的支持。 
在排程领域，任务和资源是变量，约束

描述优先权（比如：开始B任务前完成A
任务）和资源的需求。 

 
这个解法体现了对于资源和优先权约束

运用专属推理算法的结构优势。另一个

关键成分是启发式，在搜寻中利用已获

悉的猜测。强大的推理和智能的启发可

以大幅度减少搜寻空间，使问题可以得

到解决，即使是疑难的排程问题。  
终，通过分支定界寻找越来越多的解

决方案，优化跨度、产出或其他像能源

消耗这样的对象。 

 

 

 

 
 
案例：炉次排程 
 
我们正在处理出现在某综合性钢厂

的一个问题。计划工具（比如：

PSImetals计划系统的铸机排程优

化器）提供钢坯在连铸机上的铸造序

列。执行这个计划要求有一个详细的

关于炉次（钢铁批次）如何在转炉上

生产，以及如何在一个或多个精炼设

备（比如真空脱气）上处理的时间进

度， 后运输到连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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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APS项目 

 
并行高级计划和排程（ParAPS）是PSI Metals 布鲁塞尔和K.U.Leuven 合
作研究的项目，资金出自于布鲁塞尔INNOVIris. 目标是来评定CP技术如何

被运用到解决钢铁生产的优化问题中。该项目重点放在并行、提高多进程硬

件上的处理器性能。 

 

 
必须灵活地协调此排程，例如：由于

热轧不可预期的化学反应导致连铸计

划的设备损耗、延期、额外处理或变

化。在任何时间的重新排程都是必要

的。为了避免任何拖延生产的情况，

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此处理应

该在几秒钟内作出反应。 
 

利用CP技术，我们期望对于每个炉次

获得更好的转炉和精炼路径的自动

选择，获得可以适应不同类型工厂拓

扑结构的更灵活方式。例如：我们要

达到更详细的设备间的运输序列，就

要把天车通道的几何形状作为约束

条件考虑在内。  
 

 
 
我们目前的原型系统已经生成了很

好的解决方案，并且我们有自信运用

专门的搜寻启发方式获得及时的反

应。在生产系统新的解决法集成方

面，正与两个客户密切合作。 

.  

 

 

 

 

作者:  Guido Tack博士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比利时 

PSI Metals NF 招聘 

新生产部门经理 
 
 
 
 
 
 
 
 
 
  
 
2011年1月1日，Michael Traeger 将正

式接替 Dirk Bernhard博士任职生产经

理来管理PSI Metals Non Ferrous 
GmbH生产部门。 
 
 
 
 
 
Michael Traeger在之前任职的几个

管理职位中，曾负责过程控制引进和

SAP系统在铝业和铜业的运用。他专长

的领域是开展进一步业务流程重新设

计的咨询。Michael Traeger 曾在德

国的RWTH Aachen大学学习数学专

业。PSI Metals Non Ferrous GmbH
是PSI Metals集团在铝业和铜业生产

方面的专家。 
 

► 联系方式 

 

Contact for both articles: 陈思吟 

Marketing 

PSI China 

Telephone: + 86 10 6280-0698 

Fax: + 86 10 6280-0660 

Email: hchen@psi-china.cn 

Internet: www.psimet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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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PSImetals User Group2010 
 

共同实现新解决方案 

 
在PSI BT与AIS合并成为PSI Metals一年后，第一次联合

客户会议召开了：“PSImetals用户

大会”在2010年12月举行。来自于

全世界70个客户于2010年11月30
日-12月1日在冬天的莫尔斯、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相互交换经验。这次出

席的客户来自于韩国、墨西哥、巴西

和阿联酋等，对PSI Metals新的战略

和解决方案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这次活动主要是提供AIS和PSI的客

户会面，从而扩大合并后的服务范

围。PSI Metals的执行总裁 Sven 
Busch, Peter Nowak 和 Detlef 
Schmitz向参会者致谢并介绍了新

合资公司的战略：工业技术、联合产

品研发基地、客户的投资安全和整个

地区的全球客户服务。 
 
 
 
对多个主题的演讲阐述了客户如何

从PSImetals 5集成解决方案服务

范围的扩大中获取利益。AIS的客户

被生产、质量、物流和SAP的一体化

领域的拓展所吸引；PSI的客户则乐

于了解到其在计划部分功能的提高，

比如：销售&需求计划、主计划和订

单设计。PSImetals的一体化方式和

对钢铁生产完整供应链的全面覆盖，

是行业内唯一的，同时为双方创造利

润 。 新 的 研 发 介 绍 了 运 用 在

PSImetals物流和标准化的3D显示

效果，用户自定义的可自由配置的图

形用户界面（GUI）在未来产品版本

中的作用。 
 

 

 
  
 
 
 
 
第二天的要点是在蒂森克虏伯

Nirosta的Krefeld工厂的演讲和工

厂参观。蒂森克虏伯Nirosta的CIO 
Klemens Bransmöller介绍了公

司国际性战略，包括其在德国、美

国和中国的生产基地，和在全球标

准化进程IT部门所需要扮演的集成

整合的角色。客户的演讲还包括了

ArcelorMittal Bremen公司以“一

体 化 计 划 ” 为 主 题 的 演 讲 和

Ilsenburger Grobblech 公司以

“厚板生产的物流优化”为主题的

报告。 
 
 
 
 
 
 
 
 
 
 
 
 
 
 
 

 
 
 
 
 
 
 
 

参与者都积极地投入关于AIS和PSI两
个公司合并后产品的整合的研讨。良好

的基础使我们可以延续原路线继续与

客户保持合作，利用行业行情的回升使

新 想 法 成 为 现 实 。 下 一 次 的

PSImetals UserGroup 将计划在

2011年秋季举行。 
 

►联系方式 
 

Contact for both articles: 陈思吟 

Marketing 

PSI China 

Telephone: + 86 10 6280-0698 

Fax: + 86 10 6280-0660 

Email: hchen@psi-china.cn 

Internet: www.psimetals.com 

 

 

 

13 生产 

管理者 

PSI BT与AIS的第一次联合会议UserGroup在2010年底举行。下一次的PSImetals 
UserGroup 将计划在2011年秋季举行。资料来源：PSI Met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