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述 

近日北京精诚软件公司和国内最大的汽车安全带生产企业 Autolife 申

达公司签署合约，共同实施精诚 MES 系统软件，帮助 Autolife 申达公司实

现生产过程质量追溯和过程控制，基于 QAD ERP 系统接口技术，达到信息

共享和制造过程的全面协同。 

SVOA 申达公司是专业生产和销售汽车安全带、航空安全带及各类工业

产业用织带，致力于大中小型汽车安全带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等，

随着公司产量的逐步加大，对原料采购、供应商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及现

场数据采集和质量分析、售后服务等环节都出现了一定的管理瓶颈。 

精诚 MES 系统帮助汽车安全带企业精益生产 

虽然公司具备了 QAD ERP 系统，但在生产管理环节还是不能及

时完成数据采集，在线产量和完工率都不能得到及时的统计和分析，

同时基于物料批次和条码化管理，更是为了迎合汽车行业兆回制度和

JIT 及时生产、售后质量追溯的要求等，公司决定采用条码 MES 系统

来协助公司提高效率。 

生产计划与排产 

产品工艺数据管理 

集成的 EDI 和条码管理 

设备与人员管理 

实时数据采集与监控 

JIT 准时物料管理 

过程控制及预警 

SPC 统计分析  

质量管理与追溯 

WEB 查询与报表 

售后服务与维修 

ERP 系统数据接口 

车间 LED 看板管 

多工厂间协同应用 

精益生产 敏捷制造 

北京精诚软件公司凭借多年MES条码系统的开发和实施

经验，专业的咨询和软件实施服务团队，与 Autolife 申达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是精诚 MES 软件在汽车电子行业的又

一典型案例，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共同促进民族产

业发展而携手前进。 



 

  

二、需求分析 

1、根据工厂车间实际工位设置，目前迫切需要实现各类原材料的上料、

换批、补料和生产过程（工艺流程）控制、人员管理、生产数据采集、设备

管理、质量管理和条码追溯等基本功能，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的工艺流程控制

和整个生命周期的数据采集、质量追溯等。 

2、通过 MES 条码系统，收集关键工序（上料、织带、染色、疵点检验、

开条、包装等）工位的生产过程数据，记录生产过程数据，统计员工、设备

和生产线的产能、效率等，同时可分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艺缺陷，便于及

时调整。 

3、对生产计划和生产任务实现实时指派，必要时进行归并处理，调度

算法需合理，需要时再进行人工干预，以工序为准进行，进行实时安排。订

单或工艺变更，需以日志或版本的方式体现出来，以便进行跟踪； 

4、通过包装条码扫描，建立包装物和产品的关联关系，完成出库扫描

和售后服务追溯，可通过包装物或产品本身的任何一个条码信息关联所有原

料、零部件、供应商、客户、生产过程、质量检验等关键信息。 

5、建立产品售后服务跟踪体系，对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召回和维

修，记录维修信息，生成各类售后服务报表,对发生质量缺陷的产品可以通

过条码追溯自动查询等。 

6、预留 QAD ERP 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各项基础数据（物料信息、人

员信息、工艺数据等）的统一维护和操作，减少企业信息孤岛，实现 MES

生产执行系统和 ERP 系统间的协同工作。 

三、实施规划 

配合 Autolife 申达公司信息化建设和 ERP 项目的整体进度，实施 MES 系

统必须遵循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本次 MES 系统

可分为前后两期来分别完成，一期项目定义为工厂生产车间进行实施，重点

完成原料、半成品、零部件、成品的生产加工和装配管理，能够实现基础的

数据采集和质量追溯，二期项目可在一期项目基础上，对条码管理系统进行

优化，在相关其他工厂和车间进行推广，最终实现集团公司全程条码化追踪

管理，一期项目必须预留 ERP 系统的数据接口，同时为二期集团公司条码化

管理预留接口，为实现公司整体信息化建设奠定好基础。 

 

精诚 MES 系统利用条码

设备、设备接口或人工录

入等方式采集生产过程

中工位的实况信息、经过

处理，系统自动核对过程

的正确性，并将记录和进

程信息以文档、报表、图

片等形式展示在需要的

场合，同时提供综合查

询、统计分析等手段。 

技术领先 经验丰富 



 

  

基于生产线的条码化物

料管理、生产任务执行、

人事绩效管理、设备监

控、生产数据采集、在制

品进度管理、产品质量监

控、售后质量追溯和生产

系统报表等方面的基本

需求，精诚 MES 提供了

详尽的系统解决方案和

实施方案，得到了领导的

高度称赞和认可。 

打造透明的制造工厂 

三、系统结构 

精诚 MES 系统采用 C/S(Client/Server) 结构设计，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网络拓扑结构如下： 

 

在采用生产线条码技术后，首先将订单号、零件种类、产品数量编号形

成条码，在产品零件和装配的生产线上打印并粘贴条码。这样就可以很方便

的获取产品订单在某条生产线上的生产工艺及所需的物料和零件。 

产品在生产线上完成后，由生产线质检员检验合格后扫入产品条码、生

产线条码号，并按工序顺序扫入工人的条码（可一次确定后不变）。对于不

合格的产品送维修，由维修确定故障的原因（工序位置）。 

最终完成包装工序后进入产成品入库环节，而后完成销售，形成整体的

流程关联。 

精诚 EAS-MES 生产制造执行系统基于大量的网络硬件设备和条码扫描

设备，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行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是生产车间管理系统安全、

高效、稳定运行的前提，包括： 

1、 服务器： HP/IBM 服务器：志强 2.4×2/1G/72G×2/千兆网卡以上  

2、 无线移动采集器：（CASIO DT300/DT900）用于物流出入库环节 

3、 车间有线扫描枪：（SYMBOL-LS2208）用于生产线数据采集 

4、 条码打印设备：（TSC-TTP243/东芝 B-SX4T）  

5、 LED 车间看板：（LED 单色车间显示屏） 

6、 工位显示屏：（9821SP LED 工业生产线汉字液晶显示终端） 

7、 条码标签纸及相关耗材等。 



 

  

功能分类 名称 

1、系统管理 数据备份恢复 

系统操作日志 

系统权限设定 

公告与通知 

LED 车间看板输出 

更改密码 

2、基础数据 车间人事定义(接口) 

供应商(接口) 

客户(接口) 

工厂及仓库(接口) 

车间工作中心(接口) 

BOM 定义(接口) 

条码定义与打印（工艺条码） 

批次条码管理 

质量缺陷定义 

4、生产管理 产品工时定义 

车间工序定义 

工艺流程 

生产任务 

生产排产 

车间排班（班次管理） 

生产任务查询 

生产用料计划 

生产完工报表 

5、过程数据采集 上料排班工位 

织带工位 

染色工位 

疵点检验 

开条工位 

返修工位 

包装入库 

智能预警提示 

6、质量管理 随工单查询 

在制品查询 

生产状态查询 

质量数据跟踪查询 

工单流水查询 

工单明细查询 

工位数据汇总查询 

条码替换汇总查询 

产品缺陷统计分析 

7、维修管理 维修通知单： 

精诚 EAS-MES 生产制造

执行系统遵照 ISA-SP95

国际标准，结合中国本土

化应用需求设计，提供资

源管理、生产排程、数据

采集、过程控制、动态分

析、作业指导、产品追溯、

动态库存管理、质量管

理、质量预警、自动报表

等功能，实时反应生产进

度、人机效率、检验结果、

交付情况，保证接单有

据、生产有序、品管有器、

追溯有力。 

精益生产 敏捷制造 

四、系统功能 



  

7、维修管理 维修通知单： 

维修记录与处理单： 

维修条码替换： 

维修记录流水帐： 

返修记录统计表： 

维修出入库汇总： 

维修月统计表： 

8、报表与决策支持 良率/不良率分析 

缺料补料分析 

生产进度分析 

质量检验分析 

停工停产分析 

产品缺陷分析 

人员绩效统计分析 

车间产能综合分析 

9、QAD ERP 接口 基础信息接口（人员、产品、供应商、客户等）

QAD 提供  完工接口（白坏、染色、成盘、开条、包装）

MES 提供  返修接口（返修数据汇总后传输给 QAD） 

 报废接口（制品报废数量传给 QAD） 

接口说明： 可以通过 xml xls txt 等格式导入导出，完成数据

接口，双方不能直接写入对方的数据库， 

10、帮助 使用说明、帮助 

 

众多的经过合理设计和优

化的报表，为管理者提供迅

捷的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

实时把握生产中的每个环

节。综合报表实时展现了生

产现场的第一手过程数据，

并对产线即时产量、工序产

出率、设备和人员的作业状

况进行汇总分析，为生产执

行状况和产品品质改善与

提升提供有效的评估依据。 

五、 条码管理系统功能 

高效运营 精确决策 



 

 

通过精确掌控生产过程中

每一个细节，改善质量、

提高生产率和生产力，来

最大化利用企业资源，创

造价值。我们的方案帮助

企业达到六西格马（6 Sig

ma）、 精益生产（Lean 

Manufacturing）、准时生 

产（JIT/KANBAN)、平衡物

料（Balance）、 优化生产

（Operation Excellent）等

先进管理。 

精益求精 诚信服务 

五、实施效益 

通过精诚科技公司研制开发的这套 MES 执行系统，结合条码技术在管

理过程中的应用，解决了公司对库存商品和半成品，原附材料的管理，一方

面商品条码将贯穿于整个物流环节，可以随时在系统中进行检索、追溯，另

一方面系统可以加强现场的管理体制， 规范业务流程，提高大家的整体协

作能力，提高效率和准确率，为后期的数据查询分析和总部数据的对接提供

基础的数据来源； 

MES 系统通过与 ERP 系统的集成，完成车间任务的下达，同时在车间生

产操作这一层进行管理控制，弥补了 ERP 系统在现场生产制造这一环节无法

管理调度的弱点。满足了企业对于产品在生产及时性、质量可靠性以及可跟

踪性、更细致的成本控制、更完善的物料控制上的要求。 

系统的成功实施为 Autolife 申达公司信息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与 E

RP 系统的有效集成，将大力提高 Autolife 申达公司从采购、库存、生产、销

售到财务管理的有效协同，真正在企业搭建了一个统一集成的制造管理平

台，使 Autolife 申达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又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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