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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料号管理系统，其包括上位

机、485通信模块和PLC控制器；所述上位机与工

厂MES系统连接通讯；所述485通信模块一端通过

通讯线与所述上位机连接通讯，所述485通信模

块另一端通过通讯线与所述PLC控制器连接通

讯；所述PLC控制器通过线束与外部运行设备连

接通讯；所述PLC控制器连接有触摸屏并通过所

述触摸屏实现二次人机交互。本发明构思合理，

采用上位机与PLC控制器通信实现人机交互，能

够快速、准确写入和导出产品信息和生产料号，

有效解决以往繁杂的人机交互问题，显著提高了

产品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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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上位机、485通信模块和PLC控制器；

所述上位机与工厂MES系统连接通讯；所述485通信模块一端通过通讯线与所述上位机连接

通讯，所述485通信模块另一端通过通讯线与所述PLC控制器连接通讯；所述PLC控制器通过

线束与外部运行设备连接通讯；所述PLC控制器连接有触摸屏并通过所述触摸屏实现二次

人机交互。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与所述工厂MES系统的

生产系统模块连接通讯；所述上位机具有上位机通讯端口；所述485通信模块一端通过通讯

线与所述上位机通讯端口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位机上搭载有料号管理单

元；所述料号管理单元包括信息获取模块、生产数据模块、导入模块、分析模块和发送模块；

所述导入模块的输入端通过所述上位机与所述工厂MES系统连接，所述导入模块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信息获取模块的输入端，所述信息获取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分析模块的输

入端，所述分析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生产数据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生产数据模块的输出

端连接所述发送模块并通过所述发送模块与所述上位机通讯端口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信息获取模块是利用c++语言

写的文本显示控件；所述导入模块从所述信息获取模块内部获取数据并按格式要求生成文

档，显示在所述信息获取模块的显示界面上，供生产计划员目视检查。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数据模块是利用c++语言

写的文本显示控件；所述分析模块从所述分析模块内部获取数据，显示在所述生产数据模

块的界面上，供生产计划员目视检查。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入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

软按钮控件；所述导入模块从所述工厂MES系统里下载生成的文档中获取数据，用于给所述

信息获取模块提供数据。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析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

软按钮控件；所述分析模块从所述信息获取模块中获取数据并被c++语言写的内部代码过

滤和截取后，得到生产设备需要的数据用于给所述生产数据模块提供数据。

8.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送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

软按钮控件；所述发送模块从所述生产数据模块中获取数据，并且被内部C++语言写的代码

处理成可以被PLC识别的数据发送至所述上位机的通讯端口。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PLC控制器通过RS-232通信接

口连接有所述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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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料号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控制技术领域，涉及设备智能更换料号，具体涉及一种能够智能

料获取生成发送的料号管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设备更换料号的方式为工厂生产计划员从厂系统MES获取生产料号，料号中

含有生产品信息。例如长度尺寸、直径尺寸、颜色、数量、客户信息、交货周期等，生产计划员

根据料号中的信息制作生产工单，然后人工交给现场作业员，作业员根据生产工单，然后在

机器触摸屏上面输入料号、长度尺寸、颜色、直径尺寸、数量等信息，这个过程很容易出错，

且因为每日频繁更换料号，非常耗费时间，据统计每日有接近1000种料号，每天有一半时间

浪费在这方面，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

[0003] 目前市面设备获取料号的方式有两种：

（1）作业员接到生产通知工单以后检查审阅工单；确认无误以后停止设备运行，然后在

触摸屏上开始手动逐个录入数据，数据录入完成以后目视无误，启动设备开始生产运行。

[0004] （2）作业员在电脑上人工整理料号数据，停止设备运行，然后拷贝U盘后，把U盘插

入设备，然后倒入料号，启动设备开始运行生产。

[0005] 综上可知，目前各行各业自动化生产设备人机交互都是完全由人工手动逐个录入

完成，对于一个大型工厂来说上千台设备是常态，人工录入100个料号最快也要150分钟，那

么1000台设备每天累加上要花工时为：200*1000/60=3333.33小时，很明显这个过程浪费了

大量时间，并且员工手动录入料号时设备不可能全部停机，例如加热器，空压机，集成抽风

等都还在运转，这些能耗全部损失了。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能够智能获取、生产及发送

料号，快速、准确写入和导出产品信息和生产料号，以显著提高产品生产效率的料号管理系

统。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上述的料号管理系统，其包括上位机、485通信模块和PLC控制器；所述上位机与工厂

MES系统连接通讯；所述485通信模块一端通过通讯线与所述上位机连接通讯，所述485通信

模块另一端通过通讯线与所述PLC控制器连接通讯；所述PLC控制器通过线束与外部运行设

备连接通讯；所述PLC控制器连接有触摸屏并通过所述触摸屏实现二次人机交互。

[0008]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上位机与所述工厂MES系统的生产系统模块连接通

讯；所述上位机具有上位机通讯端口；所述485通信模块一端通过通讯线与所述上位机通讯

端口连接。

[0009]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上位机上搭载有料号管理单元；所述料号管理单元

包括信息获取模块、生产数据模块、导入模块、分析模块和发送模块；所述导入模块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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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通过所述上位机与所述工厂MES系统连接，所述导入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信息获取模

块的输入端，所述信息获取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分析模块的输入端，所述分析模块的输

出端连接所述生产数据模块的输入端，所述生产数据模块的输出端连接所述发送模块并通

过所述发送模块与所述上位机通讯端口连接。

[0010]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信息获取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文本显示控件；

所述导入模块从所述信息获取模块内部获取数据并按格式要求生成文档，显示在所述信息

获取模块的显示界面上，供生产计划员目视检查。

[0011]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生产数据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文本显示控件；

所述分析模块从所述分析模块内部获取数据，显示在所述生产数据模块的界面上，供生产

计划员目视检查。

[0012]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导入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软按钮控件；所述导

入模块从所述工厂MES系统里下载生成的文档中获取数据，用于给所述信息获取模块提供

数据。

[0013]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分析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软按钮控件；所述分

析模块从所述信息获取模块中获取数据并被c++语言写的内部代码过滤和截取后，得到生

产设备需要的数据用于给所述生产数据模块提供数据。

[0014]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发送模块是利用c++语言写的软按钮控件；所述发

送模块从所述生产数据模块中获取数据，并且被内部C++语言写的代码处理成可以被PLC识

别的数据发送至所述上位机的通讯端口。

[0015] 所述料号管理系统，其中：所述PLC控制器通过RS-232通信接口连接有所述触摸

屏。

[0016] 有益效果：

本发明料号管理系统采用上位机与PLC控制器通信实现人机交互，能够快速、准确写入

和导出产品信息和生产料号，有效解决以往繁杂的人机交互问题，显著提高了产品生产效

率，能够有效的实现人机交互，实现了智能料号获取生成发送机器的全部过程，解放了作业

员双手，节省了大量工时，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实现了高效节能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料号管理系统的结构框图；

图2为本发明料号管理系统的上位机的料号管理单元的工作原理图；

图3为本发明料号管理系统的工作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所示，本发明料号管理系统，包括上位机1、485通信模块2和PLC控制器3。

[0019] 该上位机1与工厂MES系统3的生产系统模块连接通讯，该上位机1具有上位机通讯

端口11（com3端口）。该485通信模块2一端通过通讯线连接该上位机1的上位机通讯端口，另

一端通过通讯线连接PLC控制器3。该PLC控制器3通过线束与外部运行设备4连接，该PLC控

制器3通过RS-232通信接口连接有触摸屏31并通过触摸屏31实现二次人机交互。

[0020] 如图2所示，该上位机1上还搭载有智能料号获取生成发送管理单元12；该料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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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元12包括信息获取模块121、生产数据模块122、导入模块123、分析模块124和发送模块

125。

[0021] 该导入模块123的输入端通过上位机1与工厂MES系统3连接，该导入模块123的输

出端连接该信息获取模块121的输入端，该信息获取模块121的输出端连接分析模块124的

输入端，该分析模块124的输出端连接生产数据模块122的输入端，该生产数据模块122的输

出端连接发送模块125并通过发送模块125与上位机1的上位机通讯端口11连接。

[0022] 生产计划员登录工厂MES系统3，进入MES系统3的生产管理模块；然后从工厂MES系

统3上一次下载所需要的全部料号，生产管理模块会把用户选择的全部料号信息数据自动

生成一份文档，并保存在上位机1上。

[0023] 该信息获取模块121是利用c++语言写的文本显示控件；当生产计划员点击导入模

块123时，在信息获取模块121内部获取数据，且按格式要求生成文档显示在信息获取模块

21的显示界面上，供生产计划员目视检查。

[0024] 该生产数据模块122是利用c++语言写的文本显示控件；当生产计划员点击分析模

块124时，从分析模块124内部获取数据显示在生产数据模块122的界面上，供生产计划员目

视检查。

[0025] 该导入模块123是利用c++语言写的软按钮控件；生产计划员点击该导入模块123

会自动从工厂MES系统3里下载生成的文档中获取数据，用于给信息获取模块121提供数据。

[0026] 该分析模块124是利用c++语言写的软按钮控件；生产计划员点击分析模块124会

自动从信息获取模块中获取数据，并被c++语言写的内部代码过滤，截取等，得到生产设备

需要的数据用于给生产数据模块122提供数据。

[0027] 该发送模块125是利用c++语言写的软按钮控件；当生产计划员点击发送模块125

时，从生产数据模块122中获取数据，并且被内部C++语言写的代码处理成可以被PLC识别的

数据发送至上位机1的通讯端口11（com3端口）。

[0028] 该工厂MES系统3是目前大多是工厂使用的成熟的工厂生产管理系统，例如（SAP系

统，ERP系统，MES系统）；工厂MES系统3内部有很多维持工厂运营的模块，例如人事管理系统

模块，财务管理系统模块，采购系统模块，生产系统模块，仓储系统模块等等。

[0029] 本发明料号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

如图3所示，通过上位机1的工厂MES单元13获取料号信息并自动存档在生产信息文档

EXCEL中，生产计划员点击料号管理单元12的导入模块123（也称导入料号按钮），导入模块

123会从指定生产信息文档EXCEL中导入生产料号信息，生产计划员点击该导入模块123,导

入模块13会自动从先前工厂MES系统3里下载生成的文档中获取数据，并且经过导入模块13

内部C++语言写的代码处理以后，显示在信息获取模块121的显示界面上，供生产计划员目

视检查，生产计划员检查没有错误以后点击分析模块124，生产计划员点击该分析模块124

会自动从信息获取模块121中获取数据，并被c++语言写的内部代码过滤，截取等，得到生产

设备需要的数据并显示在生产数据模块122的显示界面上供产计划员目视检查，生产计划

员确认无误后点击发送模块125按钮，当生产计划员点击发送模块125的软按钮控件时，从

生产数据模块122中获取数据，并且被内部C++语言写的代码处理成可以被PLC识别的数据

发送至上位机1通讯端口11（com3端口）；同时，生产计划员点击发送模块125，该发送模块

125会调用WriteFile函数向上位机1的串口缓冲区写入生产信息数据，经过上位机1的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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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通讯端口（com3端口）自动传送给485通信模块2，再由485通信模块2传送给PLC控制器3，

PLC控制器3获取生产数据后会通过RS-232通信接口自动显示在触摸屏31上，作业员会根据

需要手动选择生产优先顺序，或者直接自动生产，这样省去了繁杂的料号输入过程即人机

交互过程。

[0030] 本发明构思合理，能够快速、准确写入和导出产品信息和生产料号，有效解决以往

繁杂的料号输入过程，显著提高了产品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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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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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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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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