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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报告：获得资助的项目证实了相关各方的期望 

成功管理大型铸造厂的能耗 

围绕能源价格的持续辩论以

及德国能源政策转变带来的

相关挑战，已促使工业，尤其

是高能耗生产工厂优化其能

耗水平。这成为德国联邦环

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BMU）赞助以“最佳生产”

为主题的项目的原因。该部希

望此项目成为大型铸造厂能

源优化生产的典范，并在绿色

IT 领域发挥先锋作用。 

 

通过使用浸入式钢包和活塞进行镁处理，有效利用上一工序
钢包的余热。        资料来源：FWH 

无论何时项目目标旨在改进

生产流程和序列，更商效地利

用供应链中的潜力。通常工厂

的产能、物料和人力资源可用

性等因素均为改进工作的重

点。然而，当涉及到像铸造厂

这样的能源密集型业务时，这

些方面的改进是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司

想要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提

高生产率，从而提高其竞

争力，则智能控制其巨大

的能源消耗水平即便不是

决定性的因素，也是额外

要考虑的因素。 

 

实现和结果 

 

这一实现对“最佳生产”项目至

关重要，该项目于 2011 年 5 月由

Friedrich Wilhelms- Hutte 

Eisenguss GmbH（FWH）与其伙

伴 PSI Metals 共同启动，并从联

邦环境部的环境创新计划中获得

了约 290,000 欧元的资金。项目首

次实施了基于 IT的制造执行系统

（MES），该系统还将能效定义为

相关的目标标准并作为系统亮

点。项目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我想在优化能效方面，我们甚

至会超出预期。”FWH 的业务总

经理 Georg Stierle 博士评论道：

“这是真正令人满意和欣慰的结

果”。毕竟节约目标是每年 150 万

千瓦时的电耗，这相当于减少 850

吨二氧化碳排放。这还不是全部：

节省的能源还包括每年 60,000 立

方米的天然气消耗。“看起来我们

的生产率也将实现超过 10%的计

划增长。” 

项目拨款计划 

“最佳生产”项目是一个绿色 IT 项目，该项目在德国环境

部的环境创新计划中吸引了“IT 走向绿色”的优先资助。

自 1979 年以来，环境创新计划为示范项目提供资金，旨

在鼓励首次利用不会给环境带来负担的创新技术。这取决

于某些条件：这类企业必须证明它们在相关部门的技术水

平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并且可以应用于类似的过程和系

统。环境创新计划是 R&D 在环境工程领域与其实施和市

场渗透之间的重要纽带。在铸造行业，迄今已有 40 个创

新项目获得了价值超过 4200 万欧元的资金。 

  



13 生产 

 管理人 

 

2013 年 1 月•生产管理人 

自 2012 年 7 月以来，铸造厂的所

有生产设施一直使用 PSI 创新的

生产控制系统。该项目很可能也

会引起其他大型铸造厂的兴趣，

因为这里应用的绿色 IT 改善了能

源守衡，提高了生产率，并且缩

短了交付周期。原材料/物料效率

的优化同样会产生额外的效果，

例如在维护和维修的情况下、或

者使能源采购更加灵活。 

Georg Stierle 博士 

常务董事，FWH 

 

“我们假设，在优化能源效率方面，我们甚至会超出预期，

并取得一个真正令人满意和欣慰的结果。看起来我们的生

产率也将实现超过 10%的计划增长。” 

 

初始情况和方法：掌控复杂性 

大型铸造厂的工作流程很少以集

中方式进行组织，而是对传统上

被视为孤立的单个步骤进行组

织。这些步骤主要通过公司负责

人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或者各个部

门来控制。大型铸造厂出现的另

一个典型问题是天车和连铸坑的

可用性出现瓶颈。其结果是，由

于外部和内部的影响，流程很可

能会受阻：生产链很少是透明的，

工人经常在周围等待，机器闲置，

从而给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最佳

能效在这里几乎是不会存在的。

另一种情况是：制造执行系统

（MES）将能耗作为关键控制参

数。在本项目中，能效因素首次

作为相关控制参数被引入制造执

行系统。这代表了与传统流程优

化程序相比的显著差异和益处，

毫无疑问，这也是促使德国该部

委为该创新企业提供资金的原因

之一。 

 

PSI 扩展了其标准模块，并为

能耗测量系统创建了新的接

口。事实证明，这一概念是正

确的战略，FWH 技术总经理

Reiner Eschen 表示：“在项目

进行期间，中期结果已经表

明，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流程同步性的提高对能源

效率和生产率有直接影响。”

在 MES 的帮助下，以能源消

耗为基础对每周的铸造时间

表进行有效的计划和控制成

为可能。所有上游工序（成型、

制芯）和下游工序（浇涌浇毕、

补炉、加工、检查、调度）都

可以按照时间表进行组织和

协调。 

 

透明度允许调整业务策略 

项目负责人 Wolfgang 

Tobias 评论道：“我们的目

标是在进行粗略和详细计

划时，建立集中的、以市

场为导向的连续生产，以

快速而灵活的方式应对环

境变化，最重要的是适应

能源消耗需求。”“这是一

个多阶段的过程，因为新

系统在旧系统维持生产的

同时引入，所以我们必须

一个部门接一个部门逐步

进行。” 

 

 

能耗作为计划的关键控制参数   资料来源：F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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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生产计划和控制部门是为

了确保计划更为准确。这意味

着未来在 24 小时的时间尺度

上，将能实现集中、透明和更

精确的协调。 

控制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车

间数据的收集，这些数据被反

馈到生产部门的新终端。程序

不仅向员工显示日常工作列

表，还显示相关操作的序列。 

MES 将分析每个任务和干扰事

件实际花费的时间，以便进行

后续计划，及时显示任何生产

瓶颈或生产条件冲突。就像早

期预警系统一样。  

在不断获取实际数据之后，系

统会对这些信息进行永久性分

析。 

因此，可随时提供成本核算后

的数据。这种方法可以不断地

改进工作流程和产品，从而有

助于优化业务战略。 

Wolfgang Tobias 

FWH 项目经理 

 

“我们的目标是在进行粗略和详细的计划时，建立集中的、

以市场为导向的连续生产，以快速而灵活的方式应对环境变

化，最重要的是适应能源消耗需求。” 

 

逐步走向新的结构 

考虑到系统切换的复杂性，

采用逐步切换的方法被证明

是有效的。有趣的是，首先

重组的是补炉车间，这是生

产链末端的一个流程。由于

这涉及到范围特别广泛的工

作步骤，天车和空间可用性

也是关键因素，因此,在一开

始就确保序列的一致重组和

布局的重新安排至关重要。

这为项目的其他部分提供了

一个范例，因为它提供了相

关的经验价值和见解，为将

来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带来了

重大收益。 

 

Wolfgang Tobias，“整个过程需

付诸巨大的努力，这对我们每

个人的工作都作出了很高的

要求”。这并不奇怪，因为对

于一家工厂来说,修改经过试

验和测试的内部结构总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当整个

生产链正在进行重组时。因

此，相关工作能否顺利实施也

取决于 PSI 是否为部门主管、

负责人、监督员和工人提供培

训。负责 FWH 项目的所有员

工都认为，不能低估向计算机

化操作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阻力，也不能低估员工对新

技术的恐惧。 

 

熔炼计划，实施生产执行系统前后熔炼车间的能耗。     资料来源：F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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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系统的有效沟通：周五的会议由工程管理、生产计划和生产控制的

相关人员以及部门领导参加。     资料来源：FWH 

合作伙伴包括： 

密切合作 

 

FWH 是 Georgsmarienhutte

集团的业务部门，客户通常

来自传统电力工程部门、机

械工程、重型发动机、矿业

和钢铁工业以及风能等相关

领域。作为一家传统的大型

铸铁厂，FWH 生产的产品重

量在 8 到 160 吨之间。 

 

在“最佳生产”项目上，它

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来自北威

州维尔瑟伦 Wurselen 的 PSI 

Metals 团队，该团队为冶金

生产商提供优化生产和物流

的生产管理解决方案，并因

此而闻名。它的专家们基于

对实际价值的早期分析，已

提出了生产执行系统和车间

数据收集的概念，他们仅用

了 13 个月就成功地在 FWH

实现了目标。 

 

 

位于马格德堡的 Fraunhofer

工厂运营与自动化研究所

IFF，就熔炼过程的能源优化

等特殊问题提供了建议。 

考虑到长期能源节约的可行性，

无论如何，努力克服这些反对意

见是值得的。 

副作用和机会 

另一个结果是单个产品的交付

周期有了显著改善。这一点在新

系统的测试阶段已经得到了清

楚的证明。风力发电厂的铸造主

机最初计划使用旧程序，然后切

换到新系统。结果是平均交付周

期效率提高了 20%，尽管理论

上的预期优化水平为 10%。另

一个副作用也随之而来：由于所

有员工对运营有了更好的了解，

对工作氛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们知道自己每天都要做些什

么，知道每个工作清单所需的时

间。这让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节

奏，现在他们周末加班的次数更

少了。该公司成功地消除了最初

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主要

来自负责人和部门主管，他们被

迫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FWH 的最佳生产项目无疑将成

为其他大型铸造厂的榜样，因

为其好处显而易见：智能绿色

IT 允许在生产过程中节约资

源，并为分公司提供了在应用

智能电网背景下全面思考网络

化的机会。最后，这种创新的

生产执行系统能够提高传统企

业的竞争力。Georg Stierle 眼中

的“开创性项目”，从字面上而

言是“最佳的生产。”  

作者：Caren Mohrke 博士 

Marketing Services Dussel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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