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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PDM 成了企业实现信息集成不可缺少的环境
平台. 本文结合网络经济时代实现网络化制造的必要性, 讨论了研究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
重要性, 主要介绍了 PDM 及其发展现状, 分析了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功能需求, 并详细说
明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功能模型和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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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s and the coming of the web era, PDM is indispensable to realize
informat ion integrat ion in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Webifying Manufacturing in the w eb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 PDM ) , the function requirement of WM oriented PDM are
discussed, and the funct ion models and the informat ion models of WM oriented PDM are consider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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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面对网络经济时代制造环境的变化, 传统的组织结构相对固定, 制造资源相对集中, 以区域经济环境
为主导, 以面向产品为特征的制造模式已不再适应竞争激烈的网络经济. 因为随着因特网的扩展和延伸,
网络深刻的影响了制造业, 对产品从设计、
制造到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使竞争
也更加激烈, 主要表现在: 产品质量( Q) 、
产品成本( C) 、
交货时间( T ) 、以及售后服务( S) 四个方面 [ 1] . 为了
适应市场的变化, 提出了众多 的现代制造系统模式, 主要 有: 并行工程( CE) 、准时生产( JIT ) 、精良生产
( LP) 、敏捷制造( AM) 等. 这些先进的制造系统与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化制造系统与技术的发展.
新的制造模式的提出, 当然应当有着与其相适应的信息集成平台 PDM. 最近几年, 随着网络技术、
数
据库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PDM 技术也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变化的需求, 其功能已
突破当初单一产品图档管理的局限, 几乎渗透到与产品有关的全部信息过程中, 成了企业实现信息集成的
不可缺少的环境平台 [ 2] .

1 PDM 及其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
数据库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及 Cilent / Server, Brower/ Server 体系结构和 O - O
技术的应用. 最近几年 PDM 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PDM 是一软件为基础, 管理与产品相关的信息,
( 包括电子文档、数据化文字、
数据库记录等) 和产品相关的过程( 包括审批/ 发放过程、
工程更改过程、
一般
工件流程等) 的技术. 它提供了产品全生命周期( 包括市场需求调研、
产品开发、
产品设计、销售、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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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管理. 并在企业范围内和企业之间为产品设计和制造建立一个并协化的协作环境. PDM 技术研究
与应用在国内外都非常普遍, 目前, 全球范围商品化的 PDM 软件不下 100 种. 这些 PDM 产品间虽然有许
多差异, 但一般来说, PDM 具有的主要功能有: 电子仓库、
生命周期管理、
产品结构和配置管理、查看和查
[ 3]
阅、
零件分类管理、
工具与集成开发接口 .
由于 PDM 集数据管理能力、网络通信能力及过程控制能力于一体, 因此提供了对产品设计与制造的
并协化协同工作环境. 由于随着网络的发展, 竞争日益激烈, 各种先进制造技术的提出, PDM 也必须适应
市场的发展, 在其功能上发生相关的变化. 比如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与传统的 PDM 就有了很大的区
别. 从范围上看, 传统的 PDM 系统一般是企业内部使用, 是面向局域网开发的系统, 而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系统适用于全球 范围内的虚拟企业, 是面向 广域网开发的系统; 从采用 的体系结构来 看, 传统的
PDM 系统一般大多采用典型的客户机/ 服务器( C/ S) 结构, 而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系统是采用基于
Web/ CORBA 的浏览器/ 服务器 ( B/ S) 体系结构; 从用户的操作界面来看, 传统的 PDM 的用户界面是图标
的用户界面. 而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系统所使用的是基于 Web 的浏览器客户端的界面[ 4] .

2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网络化制造( Webifying Manufacturing) 又被称为分散网络化制造( Dispersed Networked Manufacturing) ,
敏捷制造( Agile Manufacturing ) 或基于因特网的制造( Int ernet - based Manufacturing) , 是一种快速响应市场
的制造概念, 它是围绕着新的市场机遇通过建立动态联盟来实
现的[ 5] . 动态联盟是指企业为了赢得某一机遇性市场竞争, 把复
杂产品迅速开发、
生产出来推向市场, 他们从各子公司中选出开
发生产新产品的优势部分, 然后综合成一个单一的经营实体[ 6] .
网络化制造是跨机构、
跨地区的全球企业组织方式, 这就要求作
为企业继承环境平台的 PDM 突破单个企业范围的限制, 从产品
为核心的信息集成转变成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为核心的过程集
成, 进而实现网络化制造企业动态联盟, 即企业间的集成. 而这

图 1 动态数据库的创建

种继承又是动态的、临时的, 它随着市场机遇的产生而产生, 又
随市场机遇的消亡而消亡. 这样,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与传统的 PDM 在范围、
采用的体系结构和用户
的操作界面都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除了图档管理、
流程管理、
项目管理等基本功能
外, 还必须具备: 支持异构系统, 异构 PDM 数据管理, 动态用户管理和网络安全保障, 支持并行设计和产品
数据的分布管理. 例如其基于 C+ + Builder 的动态数据库的建立的界面如图 1 所示:

3 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功能模型和信息模型
3. 1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功能模型
网络化制造是敏捷制造的实现形式, 动态联盟是企业外部的组织结构, 面向网络化制造中的 PDM 应
该具有以下功能, 即是产品管理、
物料管理、
设备管理、
组织管理、
系统集成和过程管理. 其中过程管理是整
个功能模型的核心. 项目管理是建立在过程管理的基础上, 管理与项目有关的计划、
组织、人员及相关的数
据管理和配置, 对项目运行状态进行监视, 并完成计划的反馈; 产品管理是管理产品结构书、
产品配置、
版
本以及相关的设计信息、
采购信息、
库存信息、制造信息、
财务信息、
销售信息等; 组织管理是管理参与敏捷
制造虚拟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的各级组织机构和权限; 物料管理是管理网络化制造环境下的虚拟企业经
营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标准件、
辅助材料等各种物料; 设备管理是管理网络化虚拟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制造设备、
工装夹具、
运输设备等资源的属性和能力状况等; 系统集成不仅集成 PDM 与其他异构应用系
统( 如 MRP

、
ERP) , 而且实现 PDM 系统的联邦机制, 即一个 PDM 系统能够管理另一个 PDM 系统中的数

据, 数据可以在不同的 PDM 之间相互转移; 过程管理是管理过程定义和分解的多个层次, 例如虚拟企业过
程层, 动态联盟中个实体企业过程层, 使体内部个活动对象层等[ 7, 8] . 各功能模型集成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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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信息模型
3. 2. 1 网络化制造的信息集成基础结构
信息基础结构是指网络化制造的信息支持环境, 包括能
提供各种服务的网点、
中介机构等一切为虚拟企业服务的信
息手段. 网络化制造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企业在信息集成基
础上的合作与竞争, 为此, 必须高效率管理、维护和交换各类
信息, 因此开发开放式计算机网络的信息集成框架就成为网
络化制造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参加网络化制造环境的企业
可以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制
造业的应用, 企业一般都建立了内部局域网、连接管理、设计
和控制系统. 要建设网络化制造的环境, 必须将各企业内部局
域网络连接起来. 网络化制造的研究开发将以因特网中关于

图 2 集成框架功能模型

电子邮件、
多媒体文件、
超文本文件及信息存取的标准为基础, 开发支持先进的分布式工程设计和电子商
业服务的标准, 并且进一步专业化, 定义接口、协议和加工服务、
中介人, 以及制造功能等方面的标准 [ 9, 10] .
一个典型的信息集成基础结构框架有四个层次: 网络通信层、数据服务层、
信息管理层、应用服务层. 其结
构框架入图 3 所示:
( 1) 网络通信层. 连接异构设备和资源, 进行结构和目标描述、定义
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
( 2 数据服务层. 向计算机网络节点发送和从计算机网络节点请求信
息, 进行数据格式转换, 在计算机网络节点间进行信息交换;
( 3) 信息管理层. 提供通用软件包和程序库, 具有信息导航功能, 支持
电子邮件和超文本文件的传送;
( 4) 应用服务层. 提供支持企业经营、电子化贸易和建功制造活动的
标准、协议、系统模型和接口.
3. 2. 2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信息模型
有了如上所述的信息基础结构和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的功能模

图 3 信息集成基础结构

型, 当然也有相关的信息模型. 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信息模型主要有: 项目信息模型、
产品信息模型、
过
程信息模型、
物料信息模型和组织信息模型. 每个信息模型都有其特定的作用, 优势和其他信息模型相互
联系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其中下层信息模型为上层信息模型提供属
性描述, 同时每个信息 模型还可以进 行进一步
分解, 例如产品信息模 型还可以分解 为产品功
能信息模型、
产品结构信息模型、产品原理信息
模型和产品制造信息模型 4 个视图, 分别描述产
品的功能、
结构、原理和制造属性.

图 4 集成框架信息模型

各个信息模型的定义为: 项目信息模型是从多方面对项目进行描述. 如计划、
组织人员等; 过程信息模
型是以统一的数据对网络化制造环境下与产品有关的各个过程进行描述, 是设计、审批、工程更改各流程
过程中相关事物的记载信息描述. 产品信息模型是描述与产品有关的一切属性, 如产品结构树、产品配置、
相关设计等. 物料信息模型是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与产品有关的物料的属性信息, 如采购、
库存等; 组织信息
模型描述网络化制造的虚拟企业经营生产过程中的各级组织机构、
人员和权限; 设备信息模型是描述网络
化制造环境下的各种设备的基本属性和能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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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PDM 早已成为了企业实现信息集成的不可缺少的环境平台, 但是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 网络化
制造是传统制造业在网络经济中必然要采取的行动. 网络化制造的复杂环境对信息集成处理提出了新的
挑战, 当然对 PDM 技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网络化制造的要求, 必须对传统的 PDM 的
信息模型和功能模型应加以变革, 所以建立面向网络化制造的 PDM 系统以及对其技术的研究必将成为制
造业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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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非线性有限元技术的发展, 使得 30 多年来的土力学研究成果能够在具体的土工结构上实现统一的或
大部分统一的数值计算. 这其中包括土体固相的弹塑性、
流变特性与气液相的瞬变渗流偶合, 结构变化和
作用变化过程的模拟等. 面向图形对象的程序设计使得复杂的计算操作简单, 计算成果一目了然. 值得注
意的是边界条件的变化将使得计算结果不同. 有时小小的变化, 将导致结果有很大的差异, 要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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