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技术·

生产运行管理软件在上海桃浦污水处理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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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排水企业的生产运行管理包括运行监控、设备资产管理、维修、备品备件、合同档案、工作
流、厂级人事等一系列内容。介绍了上海市城市排水市北运营有限公司桃浦污水处理厂的信息化管
理系统。从具体应用角度分析了排水企业如何利用ＷａｔｅｒＰｒｏ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管理上的信息共
享，并最终改善生产管理。
关键词排水企业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运行管理软件资产设备管理

上海市城市排水市北运营有限公司桃浦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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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市北桃浦”）承担了在桃浦工

业区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及相关配套运行、管理

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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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服务项目。市北桃浦近几年来已经陆续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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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特定的信息管理系统，如：ＳＣＡＤＡ系统、

图１生产管理系统网络拓扑结构

ＧＰＲＳ管道流量压力系统、视频运行实时监视系统、
办公自动化软件、财务软件等一些功能软件。由于
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软件相互之间比较独立，

系统间的信息数据集成交换、信息的综合再利用较
难实现，形成“信息孤岛”的状态，信息的流转存在瓶
颈，不利于信息的共享，也不方便管理层决策参考。
为进一步完善市北桃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提升现

代企业的运作水平，决定自２００５年起进行信息系统
的整合，在ｗａｔｅｒＰｒｏ管理平台基础上开发架构厂

级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引入科学、高效的管理模式，
有序地推进市北桃浦的信息化建设。
１

生产管理系统在运行管理中的应用

１．１生产管理系统的结构
市北桃浦生产管理系统的网络拓扑如图１所
示，其中运行监视网络层主要供运行操作人员、工程

ｌ！竺些Ｊ止竖些Ｊ

提供数据接口。系统采用Ｃ／Ｓ结构，中心数据库使
用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０。

１．２生产管理系统与ＳＣＡＤＡ对接
ＳＣＡＤＡ系统采集了大量实时信息，主要供操
作人员和工程师使用。但在实际工作中，管理人员
也需要使用实时数据。例如设备管理人员需要检查

设备的使用情况、累计运行时间等数据，维修养护人
员需要根据设备运行时间执行计划维护；操作人员

和工程师也同样需要设备、维护、备品备件、工单流
转等一系列管理信息。
采用了生产管理软件后，每日各类运行报表可
以选择人Ｔ或自动填写，及时对运行情况进行统计，

大大提高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实时性。每月自动生成
各类管理报表，运行分析一目了然（见图２）。

师使用，主要面对设备层。运行操作人员可以通过
网络调取设备或设施档案资料、维修养护记录等，同
时可以根据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启动特定的维修、养
护、巡查Ｔ单。办公网络层供管理人员使用，不同职

能的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分别完成其任务，并根据其
需要共享信息。主干以太网是通讯干线，承载大容
量的数据通讯。接人公共网络后，可以为移动办公

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同时为ｗＥＢ的信息发布服务

图２运行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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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生产管理系统与设备设施

生产管理中的设备设施管理不再是简单的设备
档案记录，而是动态的设备设施管理。设备在使用
中各种属性，包括人员、维修、养护、故障率、地点、运

行状态、备品备件、附属设备、专用工具、资产价值、
折旧、使用手册、制造商、售后服务商等都是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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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需要涉及的。

主动的设备设施管理是将生产运行中的各类
实时信息、静态信息、流程信息、规则与评价标准

图３维修养护流程

有机地结合起来。管理者能够深入了解设备资产

的存放、数量等。可以和财务软件实现数据共享，

的运行和维护的现实状况，定位跟踪检查工作的执

符合财务上科目、每月结账的要求。针对库存量、

行，减少设备的故障率，缩短维修响应和维修工作时

使用量的动态数据，评价采购人员、库管人员的工作

间，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让备品备件采购、储存、使用

情况。

更合理。

１．６生产管理系统与合同档案

１．４生产管理系统与维修养护

生产过程中有各种规范、程序、计划、专项、体系

生产管理系统在维护管理中体现了“５Ｗ１Ｈ”原

文件、合同、档案，如何合理的管理、使用、约束是一

则（何时、何地、何人、何物、何种情况、如何处理的经

个关键问题。传统上的大量纸质文档不仅不利于保

过），实行缺陷过程质量跟踪。在日常维护中，纳入

存，而且使用过程中易损坏、丢失。针对这些具体问

了“５定”原则（定点、定质、定量、定期、定人）。维修

题，将各类档案、文件、合同实行电子化，固定保存原

养护管理和ＳＣＡＤＡ系统的实时信息相通，系统能

件，使用电子文件。

够随时提醒相应责任人应该执行的工作。所有的执

针对合同管理，还需要考虑其审批流程、收支、

行过的维护工作，均自动列入相应设备的维护记录

执行状态，并能够进行各种角度的统计并自动生成

中，并根据已经发生的故障信息进行缺陷故障分析。

报表。

系统可以由人丁或自动签发工单，并跟踪工单的执

１．７生产管理系统与工作流

行过程。对由制造商或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维护服务

生产管理中涉及到多项事务的审批与流转，传

的，系统提供数据接口；供服务商远程登录，检查设

统上多通过办公自动化软件（０Ａ）来实现，即无纸

备运行状态、维护记录等信息。

化办公。但生产管理中，审批和流转多与生产过

针对维护Ｔ作中的工种、工时、用料、合同情况，

程和运行有关，例如Ｔ单的流转，其中同时包含了

系统可以自动统计维护人员的Ｔ作量、维护成本。根

多项工作任务、执行检查、物品领用、成本统计、人

据丁单的执行状况及当前设备的运行状态，系统可以

员评价等一系列业务信息，这是传统０Ａ无法胜任

计算分析故障率、完好率，合理评价维修养护的结果，

的。系统采用可灵活配置的自由工作流设计，流

根据维护工单记录，可以列出对制造商、服务商的综

程中可自动链接设备设施档案、库存、人员等

合评价。图３是该系统典型的维修养护流程。

信息。

１．５生产管理系统与备品备件

１．８生产管理系统与财务

在更高的管理层面上，建立规范的出入库制度，

生产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成本核算。应

做到出人库有据可查，建立每月明细账目、汇总账

该能够根据财务的各种收支、科目进行横向、纵向

目，备品备件的流向一清二楚，帮助管理者严格管理

的比较与分析，计算各种运行成本指标，评价运行

库存。针对排水企业生产消耗的特点，自动计算合

成本状况。系统可以导人财务软件的数据、按照标

理库存，列出推荐采购清单，寻找滞库物品。针对特

准财务科目进行总成本、分项分析。生产成本分析

定设备，可以针对性地检查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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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生产管理系统与消息订阅

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了解方方面面的信

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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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信息。系统可以为管理者提供信息订阅服务。

例如：运行中的报警、越限等实时信息、工单流转提
醒信息、Ｔ单执行结果、工作（值班）日志、公告、通知

蠡主管ｌ

等，这些信息可以由使用者根据权限主动订阅，订阅
后相应信息会主动发送到订阅人。信息也可以在员
工之间自由传递。

蠡主管ｌ

１．１０化验室质量管理

蘸主管２

化验室担负着对污水处理厂出水和进水水质

ｉ申｛
ｉ斟
：率ｌ
ｉ匦每ｌ

：匦卒圈ｉ

息，传统上是处于被动的状态，需要经过下属的报

告、会议、会谈、文件流转过程、主动巡视检查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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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主要围绕水质监测管理流程，并结合化验室

图５化验室管理流程

ＣＭＡ计量认证要求，对检验任务管理、常用药品管

的信息可以按照需要进行分配和重组，提高了信息

理、仪器设备等管理Ｔ作进行优化。化验室水质监

的附加价值。

测的主要业务流程为：检验委托单、检验任务单、检

（２）提高管理效率。传统上很多工作在执行过

验报告，检验委托单和检验报告的状态根据检验任

程中缺乏监督和检查，本系统使执行的过程在管理

务单的完成情况进行自动更新。具体管理流程如图

者面前几乎处于透明，而且使用消息订阅可以帮助

５所示。

管理者快速了解所关心事项的最新状态，筹划者、决

该系统通过规范的管理流程和自动化的数据

处理技术，协助提高化验室日常工作效率，提升了

策者、执行者能依据企业信息进行信息处理、信息反
馈，实施实时动态有效管理。

化验数据的质量，同时帮助管理者对化验室管理

（３）ＷａｔｅｒＰｒｏ平台同样适合集团化水务公司。

流程进行优化，使化验室的管理水平提升到了新

该系统在管理中表现出其能够适用于集团水务管理

的高度。

的潜力。系统的先进结构使其能够将下属运行单位

２应用结果

的各类运行管理信息及时传输到管理总部，使总部

市北桃浦生产管理系统经过近一年的实际使

的管理能力大大加强，使总部职能部门覆盖更大的

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运行、资产设备设施、资产、

工作范围，便于降低管理成本。

维修养护、备品备件、合同档案、工作流、厂级人事等

３结论与展望

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在以下方面给日常
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给排水企业的生产运行管理是一个实时动态的
过程，信息化将能够为企业的生产管理提供强大的

（１）信息的高度共享。打破了传统上信息在业

信息支持，使传统管理模式不断完善和提高。另

务部门间的阻塞和隔绝状态，使得不同部门、单位间

外随着排水行业市场化机制的深入以及对管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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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水管厕优化坡度设计计算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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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在满管流或水面平接非满管流多管段排水管网中，各管段在交汇节点上的水位高程相
等，可以归纳为能量连续的排水设计管段。以最小工程造价为目标函数，充分利用设计管网起端至
终点之间可利用最大水位差为输水能量，以设计规范规定为约束条件，建立排水管网优化设计坡度

数学模型，求解各管段的经济坡度和优化管径。
关键词

排水管道系统能量连续优化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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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排水管道中各管段在交汇节点上水位相等，亦

０前言

排水管道系统设计中，各管段设计流量已

即水流的输送能量相等，本文定义其为能量连续

知，水流以重力流方式输送，雨水管道按满管流设

的排水系统，如图ｌ所示。在排水管道布置和管

计，污水管道按非满管流设计。在一条设计管道

段流量已知条件下，建立以工程造价最小为目标

上，可以充分利用该管道中起端至终点间可以利

函数的优化设计数学模型，求解各管段的经济管

用的最大水位差作为输水能量，以满足设计规范

径，可以得到污水或雨水排水管道系统优化设计

规定为设计条件，最大可能地节约管道的造价费用。

方案。

量、效率、成本等因素的要求逐渐提高，对现有的生产
运行管理模式有必要进行深入思考和大胆尝试。市
北桃浦生产管理系统的应用是排水企业在生产运行

殁通讯处：２０１１０３上海市紫藤路９９弄１６号上海昊沧
系统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范岳峰
电话：１３７０１９４８８１１

管理上主动求变的举措，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Ｅ－ｍａｉｌ：ｊ００ｈ＠ｖｉｐ．ｓｉｒｌａ．ｃｏｍ

仍然有很多地方有待提高和继续完善。无论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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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还是信息技术都需要依托管理实践继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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