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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 Mattec MES

您是制造专家，客户希望您能在恰当的时间，以合适的成本交付他们需要的产品。这就是

Epicor Mattec制造执行系统(MES)的缘起。

独立的制造商采用Mattec MES改进质量、减少残次品，实现按时交付帮助提升生产率。这

都是围绕着改进生产执行、绩效来获得竞争优势。如何利用有限的资产创造更多的收益？发

现并消除停机时间……制造更多零部件或削减成本。MES能够帮助您提高产能提升盈利。

如果产能更多了，您将用来做什么？用它来拓展您的业务，或者提升您的财务表现？不管

怎样，“做更多”对您的生意是很有裨益的。

Epicor Mattec MES直接从车间设备和操作人员处采集实时数据，尽可能减少不准确和耗时

的人工数据采集。当您手握“实时”数据，您将能够更加主动地预测并在生产问题出现之前解

决它们。实时监控能帮助您确定关键问题，减少浪费，提升质量和客户服务。工厂和生意

中的每个人都能够采取行动提高生产绩效。

想让生产操作创造更大价值，获得更高的收益，请使用MES系统。让MES自动监控您的机

器，全天候分析您的生产与绩效。

Epicor Mattec
 制造执行系统(MES)

实时监控提供更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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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

“我们过去的次品
率为3-4%。上个
月，次品率下降
到1.37%。这样
的成果很理想；
这是世界级的水

准，Mattec功不可
没。它提供了所需
要的数据，让我们
做出了正确的决

策。”
Dave Rose，质量工程师， 

Johnson Controls

为您的行业量身定制
Epicor Mattec MES是为您的行业量身定制。它最早起源于橡胶、塑料、自动化和金属
行业，至今已具备20余年的行业领域最佳实践，让您能够灵活的应对不断变换的需求和
要求。

Epicor Mattec是一款开放式可配置的MES解决方案。它能够在快速实施的同时仍然满足
最苛刻的需求。

自定义部署
您可以立即开始……从开始部署到实现即时生产和性能灵活性只需要短短几周的时
间。它能够快速达到ROI，成为公司各级、运营和业务成效的软件工具。不论是陈旧
或是崭新的设备，Epicor都能很容易实现，Mattec使用机器交互单元(MIUs)，开放
连接协议(OPC)，可编程逻辑控制(PLC)以及个人电脑(PC)交互界面。

易用性
Epicor Mattec MES可自动采集生产数据——再也无需为人工采集数据而烦恼。车间工
人使用触屏向自动生产数据添加深度和维度，因此您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停机时间、循环
时间、质量和残次品的内容、原因和时间。系统还有实时报警、通知和其他通信功能，
因此，需要知晓情况的人员能够把握住关键时刻，从而能够采取措施，纠正问题或在现
场改进性能。

从生产计划变更到日常运营会议，再到管理面板和报告，Epicor Mattec操作简单，只需
点击一下就能查看深度的内容和报告。最重要的是，它的兼容性让您能够将其同ERP系
统相连，将公司的办公室同车间连接起来。

Epicor Mattec值得您拥有
 X 消除人工数据采集

 X 消除人工数据采集以提高数据准确性

 X 改善维护计划与资源

 X 降低库存

 X 实时监控机器状态提高计划的灵活性

 X 准确生产，高效工作，降低成本

 X 明确制造事实和实时信息，提高效率

 X 改善全局设备效率(OEE)，循环时间，工厂生产力，计划排程和机器停机时间

 X 定位关键问题，减少浪费，改善质量和客户服务

 X 机器负载最大化，停工时间最小化

 X 发现确定节能环节，降低能耗和整体电力需求

 X 检查使用现有设备和资金投资之间的平衡情况

 X 支持自发性与程序性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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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设备效率

运营卓越性
更好的业务表现

可用性

找到并缩短停机时间
用更少的资产创造更多的收益

绩效

找到速度缓慢
      和循环时间变
 量的原因
                改善生
       产能力

质量

     发现质量下
    降的原因
  提升质量
  减少次品

让更好的OEE
带给您激励

AxPxQ
=

OEE

实时监控以实现更好的生产和业务表现
您的生意与众不同，我们也是如此。您的目标是更高的生产率
吗？您需要准确的数据和迅捷的信息。如果您已经决定实现运营
卓越的目标，那么您就需要更迅捷的数据。不论如何，实时自动
生产和直接在机器上处理数据是改善绩效的黄金标准，而我们通
过分析、报告和计划超越了这一标准以帮助您实现目标。

您在进行战略规划时，可以通过Epicor将战略转化成改进的战术，
因为事实明确时改进才比较容易。准备好放弃人工采集数据和干
预了吗？使用Mattec MES，您能在机器运行中立即拿到准确的数
据，而不是等到几分钟、几小时或一班结束后。您和您的全体运
营团队、生产团队能够协同工作，减少浪费，降低库存，缩短停
机时间并优化设备、资金和工人资源并通过Epicor增加绩效。

实时生产信息有助于持续的改进，发现潜在机会来提升质量和收
益。凭借更多的产能和排程中的工作岗位，您能不断超越客户预
期，赢得更多业务。

办公室、移动设备、全球
在能够联网的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上也可以使用Mattec MES，使
用基于浏览器的面板、信息和分析。此外，不论您有一家工厂还
是在全球各地都有工厂，Mattec现在能够提供超过10种语言的版
本，并能实现语言自定义设置。

监控、数据和通信
车间是一个实时环境，因此，您的MES也应该是实时的。各种事
件会随时发生和改变。有时，一台机器会比您预想的要多停止几
分钟，或残次品或零件计数会停止 — 仅仅几个零部件可能就会
令客户体验有天壤之别。Epicor Mattec的实时、自动生产监控和
流程监控能确保您的业务正常运营，消除客户和供应商的连锁反
应。

我们能帮助您实现同车间的全天候连接以实现实时监控 — 直接从
机器中采集数据 — 并将其转变为车间、管理和所需的信息，自动
通知以及提供给您Mattec系统和业务所需的数据。

 X 对停机时间和运行时间进行自动生产监控

 X 对流程参数进行自动监控

 X 通过车间查看器查看实时机器状况并进行作业监督

 X 自动报警、发送消息和提升问题等级

 X 操作人员通过路由和通知自动呼叫帮助

 X 对机器状态、循环和加工参数、效率以及次品率进行实时、自
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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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构架

直接从传感器或PLC或OPC兼容的PLC接收数字和模拟机器信号
微软Windows服务器和微软SQL服务器（当前版本）
包含专为塑料、金属、橡胶和相关行业量身定制的模板，功能齐全，
包括激活腔追踪和成套制品模
为同业务系统进行交互提供开放构架
连接Epicor ERP的开放式双向接口

持续改进(CI)整合

精益
六西格玛管理
约束理论(TOC)
全员生产维修(TPM)
通用和定制CI标准

OEE，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
故障之间的平均时间(MBTF)
每个运行小时中的最小停止时间(MS/RH)
维修平均时间(MTTR)
根本原因要素

质量管理
自动流程监控和参数背离报警
自动部件认证/拒绝
统计流程控制(SPC)和统计质量控制(SQC)

可视性、报告和分析
自动全局设备效率(OEE)
准确、一致的效率指标
从机器到企业的生产指标
停机时间和残次品分析
操作人员劳动和生产力
可视的根本原因分析
实时屏幕和视图

能源管理
监控、分析机器、工作、班组和产品的能耗
在知晓能耗的前提下理解维护和质量
分析生产所有产品所直接需要的能源

计划和排程
机器和工具的可视化生产排程和计划
自动排程调整
看板排程
工人和材料需求预测
机器产能计划
工具冲突

监控、数据和通信
对机器运行时间和停机时间进行自动监控
操作人员协助进行自动通知
自动报警，消息发送和逐渐升级
对加工参数进行自动监控

维护管理
机器和工具预防性维护
循环或运行时预防性维护
预防性维护自动通知

生产优化
管理机器负载，停机时间最小化
残次品和机器停机时间成本报告
将实际循环时间同标准和计划值做对比
资产、工厂和网络优化
评估排程的一致性

Copyright © 2014 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 or a subsidiary or a�liate thereof. Epicor, Business Inspired, and the Epicor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 or its a�liated companies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and SQL Server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Six Sigma is a registered service mark and trademark of Motorola Inc. reg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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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夸大Mattec的重要性。它不会替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您
必须在解决问题前知道存在问题。Mattec帮助我们聚焦于我

们的决策和资源，这是关键所在。”
Sam Mahon，生产控制经理，克莱斯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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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报告和分析
从“管理层到车间”，了解每一年中的每一天，每一班中的每一分钟
的绩效都很重要。因此，Epicor打造了一款强大的开放式报告分析
系统，并提供操作便捷的表盘、图形和图表。Mattec计分板和显
示器让一线的专业人员能够立即采取行动，做出改进，而无需等
待数天或数周才能知道他们需要怎么做，或者才能弄清楚他们的
机器是否出了问题。维护、质量和其他同操作相关的人员，根据
事实，给出建议；而管理者则掌握了他们需要了解的情况，进而
加以全面权衡。Epicor Mattec MES为生产提供了一个从办公室到
车间的全局视图。

 X 一致、自动、OEE和其他效率标准

 X 从机器到公司层面的生产标准

 X 停机时间和次品分析

 X 提高操作人员劳动效率

 X 在排程、劳动力预测、工具冲突、工作和零部件历史方面提升
表现

实时的计划和排程
您的生产计划是否在机器运行期间发生过变化？班组主管可能每
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即使是一切顺利时也是如此。通过Epicor 
Mattec的点击拖拽式生产排程，您能够在新要求上立即改变，或
查看排程更新，在实际机器速度，生产计数，设备状态，情况或
作业参数的基础上进行自动调整。Epicor通过在机器/零部件/工
具兼容性的基础上显示生产线的可用性让安排生产计划变得更容
易，系统会以过往绩效为基础，为您推荐最优的计划。What-if分
析、内置的机器产能计划和劳动力以及材料预测，让Mattec成为
MES中的首选。您能依靠Epicor Mattec完成所有的生产计划和排
程，或将其同其他任何MRP和/或ERO整合，为其强大的功能锦上
添花。

 X 可视拖放式操作，为机器和工具进行实时排程和计划

 X 自动排程调整

 X 看板排程

 X 劳动力和材料需求预测

 X 机器产能计划

 X 识别、解决工具冲突

 X 实时查看实际生产可利用性

 X 基于使用的维护计划

财务表现
 X 我主要的损失类别是什么？
 X 我的最佳产品是什么？
 X 具体的损失成本是多少？
 X 哪些资产效率最高？
 X 我们如何提升服务等级？
 X 哪家工厂效率最高？
 X 我可以从哪里削减能源成本？

我们为您提供实时、准确的数据。您开始提出正确的问题。及时作出明智的决策。 

运行表现
 X 接下来我要处理哪一个订单？
 X 订单都按要求完成了吗？
 X 我是否应该将工作进行合并，还是分开进行？
 X 为什么在某项作业中次品率较高？
 X 为什么OEE很低？我要如何改进？
 X 我如何提升可见度？
 X 我如何获得额外的5%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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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模前，Mattec告诉我们产品是好还是坏。这将为我们的
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因为我们实际上掌控了质量，而非事

后检查。”
Mitch Stein，工厂经理，Rexam公司

生产优化
不增加机器设备，发挥更多的产能 — 这就是Epicor Mattec存在的
意义。您若在排程中拥有更多产能和工作，您将不断超出客户预
期，并赢得更多业务。了解哪些变动能产生的影响力最大，有助
于让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不论这个目标是什么 — 客户更为
满意、产品更多或成本结构更优化。我们用数据和信息来回答关
于绩效的关键问题，因此，困难的问题会变得简单明了。

 X 管理机器负载，停机时间最小化

 X 管理部件组合和颜色变换

 X 对残次品和机器停机时间进行成本报告

 X 将实际循环时间同标准和计划的数值进行对比

 X 资产、工厂和网络优化

 X 评估排程一致性

能源管理
调度工作负载，以降低工厂的电力需求，利用比率变量，这样能
够在总体能耗和每千瓦的实际成本上实现较大程度的节约。使用
Epicor Mattec和能源监控解决电力消耗和能源成本问题。我们帮
您分析负荷情况，生产要求和资源能源需求，为您提供电力，降
低高峰需求，实现节能。Epicor能让您快速、方便地了解、分析能
源表现指标(EPI)从而减少能耗，降低成本

 X 监控、分析机器、作业、班组和产品消耗的能源

 X 实时计分卡

 X 在能耗的大前提下了解维护和质量问题

 X 评估空闲和关闭-重启之间的权衡问题

 X 通过生产所有产品所需的直接能源，分析价格的准确性

 X 通过资产、作业登记和负荷监控能源

质量管理
 X 全天候监控每一个循环和每一台机器

 X 自动零部件认证/拒绝

 X 采集零部件和机器处理信息以实现数据追踪

 X 统计质量控制(SQC)和统计流程控制(SPC)

 X 自动流程监控和参数背离报警

 X 零部件重量和维度，机器加工参数，相关性分析

维护管理
基于日历的机器维护计划会导致不必要的维护工作，或由于维护
过晚而造成机器停工。Epicor Mattec提供实时预防性维护，确保
工作效率

 X 机器和工具预防性维护(PM)

 X 循环或运行时间预防性维护

 X 预防性维护的自动警报与通知





关于Epicor 软件公司
Epicor 软件公司帮助企业实现业务成长。Epicor为制造、分销、零售和服务行业提供灵活且行业细分的业务软件解决方
案。Epicor将超过40年的丰富经验与用户独特的业务流程和运营需求构建于每一个解决方案中 — 在云端、托管、或预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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