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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
cronetwork 在奥钢汽车零部件公司
MES-Software cronetwork at voestalpine
Automotive Components Linz GmbH
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可以在英杜睿MES系统的帮助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Automotive supplier can continue to grow with the
help of the MES by Industrie Informatik

voestalpine Automotive
Components Linz GmbH
能在 cronetwork 的帮助下
继续成长

voestalpine Automotive Components Linz是全球钢铁企业
voestalpine的子公司，拥有200名员工，每年在奥地利林
茨的两条冲压生产线和12条焊接生产线上，生产超过1500
万套激光焊接毛坯。欧洲领先的坯料生产商，客户包括全
球所有知名汽车制造商。为了满足汽车部门对钢铁产品的
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包括生产计划和物流在内的生产性
能要求的提高，奥钢联欧洲铂金公司决定用cronetwork来
协助其SAP系统，这是一家同样位于林茨的IT服务提供商
Industrie Informatik提供的MES解决方案。奥钢联Automotive Components的IT协调员和MES项目负责人Thomas Nolz
表示：“我们公司
的发展以及竞争
„我们购买的是一个成功公司完
的加剧使这一步
整封装的成熟系统，一个在生产 骤 变 得 必 要 。 此
环境中经过测试的MES标准解决 外，SAP标准中的
详细计划/排程不
方案，他有针对性地满足我们的
符合奥钢联的要
要求…最后，并且这套系统有非常 求，并且SAP的扩
高的成本/收益比。”托马斯·诺兹 展 A P O （ 高 级 计
（Thomas Nolz）IT协调员和MES项 划 程 序 和 优 化 程
序）不具有成本
目负责人
效益。

全面的基于IT的计划。对生产和物流数据的所有评估都需
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MES项目负责人Nolz补充说：“相应
的数据质量和数据完整性没有保证。”手动输入的机器时
间和不同的解释方法妨碍了客观性。 “我们需要的是计划
的稳定性和客观绩效数据，以及增值链中更高效的流程和
对我们管理的大量优化。”
稳定的供应商
汽车供应商非常了解对新MES解决方案的需求，正如IT协
调员Nolz所说：“我们希望MES具有详细的计划，包括排
班计划，设备连接性以及与领导系统SAP的接口–所有这
些都需要一个标准的解决方案。”但是，不仅产品而且供
应商都成为决策过程的重点：“软件生产商必须是一家稳
定的公司，并且规模不小且取得相应的经济成功。”在选
择阶段结束时，MES专家Industrie Informatik做出了有利于
cronetwork的决定：“我们以成功整体公司打包，经过现场
测试的MES标准解决方案出售，目标是满足我们的要求，
Nolz表示：“在招标阶段已经在需求规格书中提出的建议
实施方案，最后，同时也是重要的一点是有吸引力的成
本/收益比。”
奥钢联Automotive Components的与cronetwork引入相关的
目标包括：能考虑到整个IT体系结构的实施适应性强和可
扩展的IT基础架构，能灵活的和周边的系统进行横向纵向
的集成，并消除多次数据录入。进一步的目标是提高生
产计划，管理，生产和对应评估的灵活性和效率。 IT协调
员Nolz补充说：“我们还希望提高所有数据和信息的一致
性，完整性和质量，并且与现有解决方案相比，功能没有
减少，并且要替换所有相关的Excel文件。”项目最初不包
括自动记录设备数据的时间，但在项目过程中，自动记录
时间被视为很重要，因此也得以实施 。

目的：减少人工劳动
在引入MES解决方案cronetwork之前，奥钢联Automotive
Components在其信息系统SAP和Microsoft Excel方面缺乏对
业务流程的一致支持。此外，系统之间的无法进行集成或
通信。Industrie Informatik解决方案实施之前,Nolz承认：“
因此必须手动处理集成 - 数据的多次输入和冗余是规则。”
Excel在生产计划和物流中的主导地位阻碍了灵活和

1 cronetwork 工厂数据收集
2 激光焊接系统现在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3 Thomas Nolz，IT协调员和MES项目负责人
4 用高频钢制品国际汽车工业都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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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施的过程可视化
根据 Nolz报告，整个cronetwork项目的实施涉及15名员工
和3000个小时。人员的选择，SAP的前期工作，供应商的
寄售仓库的连接以及物料跟踪的前期工作，乃至实际启动
的所有过程，都是要掌控的任务。在这里，实施策略对成
功实施起了重要作用，正如Nolz解释的那样：“真正帮助
我们的是预制模板和精心设计的过程可视化以及对标准流
程定义的坚持。”
引 入 cronetwork模 块 后 ， 计 划 板 ， PDC（ 工 厂 数 据 ）
，MDC（设备数据），PAT（人员时间）用于评估和人员
规划，以及带有KPI（关键绩效指标）的生产信息，这是
标准软件满足了奥钢联85％的需求。其他需求主要涉及对
现有功能的开发扩展。对于仓库单位，开发了针对Euroblanks的功能和接口，该功能和接口支持将在cronetwork
中创建的库存单位转移到SAP，并继续在SAP仓库管理系
统中进行后续操作和发货处理。在这两个系统中使用相同
的参考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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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计划中，计划计划板可作为SAP MRP运行（物料需
求计划）的延续。 “我们仅使用PAT来映射我们的复杂班
次模型至排程调度模块。此外，我们使用了工厂数据收集
以及自动收集所有线体的停机时间，并且在某些设备上还
可以自动收集停机时间原因，” Nolz说。
有关数量和时间的订单条目，基于系统和产品的带有指
标，数量和时间的所有评估类型，补充了cronetwork的功
能深度。 Nolz补充说：“其他有价值的方面包括对条目中
错误的定位和物料追踪的评估，以及基于系统指标概述的
每日报告。”
最重要的是，MES项目负责人Nolz赞赏cronetwork的功
能，这些功能涉及详细的计划/计划，具有自动收集停机
时间的机器数据收集，简单的终端输入流程以及具有众多
评估选项的指示器。
该软件很好地满足了我们的原始要求。
cronetwork和Industrie Informatik在满足我们要求方面的灵活性以及自适
应选项是成功引入和实施该解决方案的决定性因素。”
Nolz评估道。将来，将通过改进用于系统同步的接口来提
高cronetwork与SAP的集成，从而加快数据交换。此外，
不仅可以在运输部门进行存储和处理，还可以为整个生产
创建库存单位。库存单位将大大简化生产过程中物料管理
和位置。

voestalpine使用 cronetwork的最大收益
cronetwork计量需求量
汽车供应商的160名员工现在使用MES解决方案cronetwork-包括首席技术执行官和办公室员工，生产计划员以
及车间员工。
主要用途是技术管理，针对产品评估的生产管理以及作为
生产计划和计算基础的系统指标，，并在控制中采用直接
（cronetwork）和间接（SAP）评估选项。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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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简化标准预订流程
自动采集停机时间并提升数据质量
用图形化的计划排程面板显示详细计划
有关系统状态的实时报工反馈
单击按钮即可进行标准评估
不为人工操作增加额外的负担

laser-welded blanks for worldwide automotive
industry
人员数:
200 (47.500 in the group)
cronetwork 使用模块: scheduling board, plant data collection,
machine data collection, time & attendance,
transports, PIDO, KPI, SAP®-connect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line at:
www.voestalpine.com/
automotivecomponents
www.industrieinformatik.com

Scheduling Board
Graphic scheduling for your
production: live, fast and flexible

cronetwork MES:
The data hub for the Smart Factory

Plant Data
Low feedback effort for
a real-time view & traceability

Machine Data
Correct data & information
automatically

Time & Attendance
Clear employee administration
and flexible scheduling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es & evaluations with
real-time information

Mobile Applications
Enter and evaluate data
from any location

Technology
Benefits for software
owners a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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