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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当前，制造业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变化。有的来自全球化竞争、产业升级、节

能降耗等宏观环境的变化，有的则来自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及订单交付

时间等方面的挑战。企业如何应对市场新的需求和竞争态势，保持自身的竞争力，研究认为，

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化是解决制造业发展瓶颈的 2 大关键因素。 

注塑云智能工艺专家系统是制造业信息化的核心环节之一，它介于高层管理计划系统

（ERP/MRPII）和底层生产控制系统（DCS/PLC 等）之间的执行系统。解决了制造企业管理层

对生产过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要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实现制造业之“最短的市场

响应时间”、“最高的产品质量”以及“最低的生产成本”的三大境界，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和公司，作为智能制造的专业服务商，致力于企业智能制造的发展。其研发的注塑云智

能工艺专家系统，专门针对塑胶、电子、五金、医疗设备等离散型制造行业而设计。系统通过

实时采集生产现场数据，实现生产现场与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互动，实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

对生产现场实时管控的管理目标。同时提供强大数据追溯功能。 

 

2.注塑云智能工艺专家系统功能菜单                                  

实时监视 

模块包括：机器监视，工单监视，停机监视 

模块为您实现对车间设备的生产状况，工单的生产进度进行实时跟踪和监视，并通过查看机器

停机记录了解机器运作的整体性能 。 

品质管理 

模块包括：PQC（巡检），FQC（终检），数据追溯，客户投诉 

品质管理能根据产品的要求，对生产过程中次品的各种原因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便问题追溯分

析，同时对次品的信息进行调整，实时更新次品的信息。 

生产管理 

模块包括：排产计划 

模块可以按订单情况，根据产品生产要求生成生产单，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机，并将已排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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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单的生产周期进行修改，提高生产效率。 

智能工艺 

模块包括：智能工艺寻优，AI 智能工艺推荐，工艺参数，工艺档案管理 

智能工艺能根据生产数据提取出产品对应的最优工艺，实现最优工艺管理，降低对人工经验的

依赖性，节约物料，提升产能。 

报表管理  

模块包括：注塑周期明细，点检记录报表，次品原因明细报表，机器生产模次统计，稼动率 OEE

报表，生产日报表  

报表管理能根据您的需要，自动、及时、准确地生成各种报表，实现无纸化并节约人力资源。

在提高设备效率、工艺改善、品质提升以及管理决策方面提供科学、丰富的工具。 

设备管理 

模块包括：制定保养计划，新增维修记录  

设备管理提供设备维修、保养计划安排，并将设备的维修情况形成报告，实现设备自动保养提

示和性能评估。并为生产排程提供依据。 

基础资料 

模块包括：注塑机器管理，注塑产品管理，故障分类，点检项目管理，模具管理，部门管理，

停机原因管理，原料管理，车间管理，次品原因，员工管理 

基础资料是对机器、模具、产品、原料、员工及部门等进行建库归档，为其他如维护、工艺、

排配、系统管理提供基础信息。 

系统管理 

模块包括：用户与个人权限管理，群组与组别权限控制 

系统管理提供用户、权限、群组及密码等管理功能。能为系统管理人员根据系统使用人员的级

别进行相应权限分配和密码管理。 

 

3.适用范围 

 

本系统适用范围有塑胶注塑行业，注塑机生产行业，用户对象有客户、开发人员、系统分

析员，系统架构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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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塑云智能工艺专家系统菜单功能模块 

4.1 实时监控 

工单监视 

工单监视能够详细展示注塑车间生产的每一张工单的细节情况，其中包含：派工单号，机器编

号，模具编号，产品编号，派工数，良品数，完成率进度条，以及次品率等多种信息，满足不

同客户的查看需求，实现生产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视化。 

 

 

停机监视 

停机监视能够监视注塑车间每一台机器发生停机的原因以及停机时间，选择检索的条件可以查

询相应的停机记录报表、停机原因占比的饼图及停机原因次数占比的饼图，使数据更直观明了。 

 

机器监视 

机器监视能够监视查看注塑车间每台机器的运行状态，以及每台机器上正在生产的机器以及工

单信息，其中包括：机器编号，机器利用率，产品生产数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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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品质管理 

PQC（巡检） 

PQC（巡检）可以录入所有派工单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次品数量，以及次品的原因，为数

据分析提供数据保障。 

 

FQC（终检） 

FQC（终检）可以录入所有派工单在生产结束后产生的各种次品数量，以及次品的原因汇总，

为数据分析提供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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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追溯 

数据追溯可以按条件查找生产车间产出的所有次品数量，以及次品的原因的记录，为后续提升

产品品质提供数据。 

 

客户投诉 

收集，记录整个注塑车间，客户反馈的信息，以便后续直接查看，通过客户的反馈信息改进产

品，改进生产，提升品牌形象。 

 

4.3 生产管理 

排产计划 

根据生产设备实际加工能力的变化，制定机器生产计划；为了提高生产柔性，生产任务根据生

产执行具体情况及设备情况，并结合资源配置进行现场动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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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智能工艺 

工艺参数 

维护机器的工艺的基础设定参数，由工艺参数构成工艺操作的内容。 

 

工艺档案管理 

保存所有机器，所有产品生产的最优工艺，提供随时查看产品的生产工艺的功能。 

 

智能工艺寻优 

智能工艺寻优能够根据智能动态数据得出产品最优工艺，实现最优工艺管理。 

 

AI 智能工艺推荐 

AI 智能工艺推荐能够根据 AI 智能算法得出生产所需的关键工艺参数，减少对人工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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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报表管理 

注塑周期明细 

可以按给定条件下查询注塑机生产时的每一模次的详细信息。 

 

 

点检记录报表 

可以按给定条件下查询注塑机的检查，维修的记录。 

 

次品原因明细报表 

可以按给定条件下查询产品的次品记录详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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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动率 OEE 报表 

可以按给定条件下查询机器的生产稼动率，整厂的 OEE 统计信息。 

 

机器生产模次统计报表 

可以按给定条件下查询机器的生产模次的相关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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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报表 

可以按给定条件下查询注塑车间每一天的生产报表。 

 

4.6 设备管理 

制定保养计划 

可以根据生产设备实际的使用情况，制定设备的保养计划，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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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维修记录 

可以根据生产设备实际的维修情况，新增设备的维修记录，提供随时查看设备维修记录。 

 

4.7 基础资料 

注塑机器管理 

维护注塑机的详细信息，可随时查看注塑机的详细信息，为系统运行提供数据支持。 

 

注塑产品管理 

维护注塑产品的详细信息，可随时查看注塑产品的详细信息，为系统运行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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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类 

维护设备维修，保养的项目，详细记录细化分类后的维修项目，提供设备维修更便捷的使用体

验。 

 

点检项目管理 

维护设备检查项目，设置每一项检查项目的明细，为设备巡检提供数据支持。 

 

模具管理 

维护注塑生产模具的详细信息，可随时查看注塑生产模具的详细信息，为系统运行提供数据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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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 

维护企业各部门详细信息，维护部门职能范围。 

 

停机原因管理 

维护机器停机的原因，为机器监视以及停机原因汇总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原料管理 

维护注塑产品所使用的原料种类，使用量，原料属性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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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管理 

维护注塑生产车间详细信息，细化每一个生产车间。 

  

次品原因 

维护注塑产品的各种次品原因，为次品的统计以及降低次品率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员工管理 

维护企业员工信息，保存员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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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系统管理 

用户与个人权限管理 

注册，维护系统用户信息，系统用户的权限分配以及用户密码的修改，保存。 

 

群组与组别权限控制 

维护，管理群组，统一管理群组权限范围。 

 

 

 

 

 

5.常见问题与解答 A&Q 

1．用户不能顺利登入系统，有什么原因？ 

答：原因： 

  1）可能是用户的帐号、密码错误； 

2）可能是用户的帐号被禁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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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能用户的帐号不存在。 

对于第一种原因有可能是电脑键盘 Caps Lock 键是亮的，因为系统的密码是区分大小写的。或

者是真正的帐号、密码错误，那得找管理员帮助； 第二种原因如果用户的帐号确实是有权访问

系统的，可以找系统管理员的帮助，给予开放权限；第三种原因，那用户得找管理员给它建帐

号和密码。 

2. 用户保存不了记录，怎么办？ 

答：原因可能是页面必填写的输入框没输入资料，第二可能输入的资料不合法，第三，资料库

中存在重复的记录；  

 

3. 有时为什么选择下拉后，有些输入框不用手动输入就有资料了？ 

答：带出资料的现象是因为由程序控制的，这样可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第二、节省

用户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4. 为什么查询的时候不会那么准确？ 

答：这是因为程序采用的是模糊查询方式，只要记录中对应的字段包涵你输入的内容就会查询

出来，若要查询的准确，用户尽量输入完整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