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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新兴技术在制造系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客户需求的多样性以及随机性，制造企业仍面
临着如何保持高效灵活的生产的问题。由于加快订单交付速度与降低库存成本之间存在矛盾，所
以制造企业如何制定合适的生产触发策略是其在动态环境中保持较高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本文主
要研究了制造企业在满足随机订单交付的同时降低库存成本的生产触发策略。提出的生产触发策
略包括：时间触发策略、事件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本文研究了不同生产触发策略的统一理论
模型和仿真模型。在每种策略中都同时考虑并实施了零件生产触发策略和产品组装触发策略。在
时间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中还同时考虑了触发周期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如果
触发周期设置合适，混合触发策略和时间触发策略能够获得比事件触发策略更快的订单交付时间
和更低的库存成本。
© 2021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Elsevier LTD on behalf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Press Limited Company.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1. 引言

足不同的客户。
在由平台、平台管理人、服务提供商和服务需求方

传感器技术和物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制造企业能

构成的制造服务网络中，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为服务

够通过使其资源状态与企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同步，更

提供商与服务需求方之间的关系[5]。只要企业或个人

加精确地了解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1‒3]。从宏观的角

想要寻求合适的服务，以满足其制造需求，那么，他们

度来看，云技术使不同制造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就可以是平台上的服务需求方。如果允许将企业的资源

协作也更加容易。目前人们已经建立了一些云制造服务

或服务公布在平台上并与其他潜在服务需求方共享，那

平台，以便以制造服务的形式，整合和共享不同企业的

么该企业就可以是服务提供商。平台上的服务管理者通

制造资源[3]。借助于这些公共平台，企业能够发布与

常为管理整个平台上的所有业务的大型公司。服务管理

其制造资源有关的实时信息，并提供客户所需的服务

者通常更关心整个平台的成果和效率，而不是单个公司

[4]。同时，企业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收集更加多样化的客

的生产效率，而单个公司则更关心自己的生产目标。可

户需求。然而，这使得企业更加难以制定生产计划来满

以采用平均生产时间、平均服务利用率、平均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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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统计指标来衡量整个平台的效率。
目前一些研究侧重于协同制造服务网络的全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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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策略。JIT 的核心理念是让制造商具备随时可
供使用的合适库存，以满足现有需求，同时减少过剩，

问题，包括服务选择、服务构成和服务调度问题。在研

从而避免额外的库存成本[24]。JIT 策略要求供应商准

究这些问题时，人们通常考虑优化目标、算法和约束

确 地 预 测 需 求， 以 便 尽 可 能 多 地 降 低 库 存 成 本[25]。

条件[6]。为了组织并优化制造资源，有研究提出了基

相反，使用JIC 策略时，制造商要生产足够的零件和产

于分布式遗传算法的资源选择策略[7]。针对三维（3D）

品，并将其纳入库存中，以便在任何时候都能尽可能

打印服务，有研究者根据3D打印模型的不同属性提出

多地满足客户订单。因此，JIT 旨在降低库存成本，而

3D打印服务匹配选择策略，以缩短服务时间[8]。为了

JIC 策略则旨在加快订单交付速度。在尽可能降低物流

通过控制生产来提高多阶段制造系统的能源效率，还有

成本与材料库存成本总和的情况下，还需确定产品采

人提出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9]。文献[10]制定了一个数

购量和采购时间的问题[26]。

学模型并提出一种物流服务选择方法，用于优化产品从

以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针对不同的生产和库存管理

制造商到需求方的交付时间。此外，还有研究者提出了

系统开展定性分析或数据统计工作。在本文中，我们提

一种多级聚合服务规划方法，用于处理多粒度的服务，

出了不同生产策略的统一理论模型和仿真模型，其中包

满足服务提供商的需求[11]。就服务构成而言，文献[12]

括时间触发策略、事件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此外，

提出了一种资源-服务链组成算法，用于处理时间关系。

我们还根据这些仿真模型，模拟了不同的生产策略，以

为了解决最佳服务构成问题，文献[13]提出了一种面向

便确定生产触发策略对库存成本和订单交付时间的影

经验知识的遗传算法。为了处理服务组合问题中不同目

响。更具体地说，我们提供了生产触发问题的数学模型，

标之间的冲突，研究人员对人工蜂群算法进行了改进

并提出了多个生产触发策略（即时间触发策略、事件触

[14]。就服务调度而言，为了缩短平均任务的交付时间，

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
。我们针对每一类生产触发策

有研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3D打印服务的调度方法[15]。

略构建了过程模型，并进行了仿真，以测试其在生产时

有人提出了一种多任务调度模型，将任务工作量、服务

间和库存成本方面的性能。

效率和服务数量纳入考虑范围[16]。此外，有学者还研

X和r分别代表一定时间段内的订单数量以及订单

究了物流服务的调度问题[17]和动态服务调度问题[18]。

交付率。假设X ~ Pois(r)，表明X服从泊松分布。仿真

随着实时传感器和数据同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

结果表明，当选择合适的时间段（1/r）时，相较于事件

的实时数据可用于离散事件的仿真，以实现在线仿真和

触发策略，时间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的订单交付时

决策[19,20]。研究人员基于事件调度仿真方法，制定了

间更快、库存成本更低。

适用于汽车总装系统的仿真模型[21]。动态数据驱动仿

本文后续章节内容如下：第2节将分析企业的主要

真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实时制造服务的调度问题[22,23]。

生产过程，并给出其数学描述；第3节将提出三类不同

以前很少有研究对不同的生产策略进行比较，以期让一

的生产触发策略，并构建其仿真模型；第4节将进行仿

家企业能在协同制造环境下进行合适的生产计划，从而

真实验，以比较不同生产触发策略的性能；第5节将给

满足自己的生产目标。

出结论并探讨下一步的工作。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低库存成本与订单快速
一方面，如果企业希望尽快生产并交付产品，就需要

2. 问题描述

提前准备足够的零件和产品，以便可以及时满足随机

2.1. 制造服务网络

交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到达的订单。然而，这些提前准备的零件和产品需要

可以通过复杂的制造供需网络，描述协同制造环境

存放数天甚至数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库存成本增加。

中服务提供商与服务需求方之间的关系。企业通常充当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希望降低库存成本，那么一种可

服务提供商的角色，并根据其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提

行的策略是，在接到客户下达的订单之后再开始生产。

供多种类型的制造服务。我们可以使用服务粒度模型，

然而，该策略可能导致订单交付延迟，从而降低客户

对制造服务进行描述，以代表不同的制造服务级别。最

满意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JIT）库存管理和

简单的服务被称为单元服务，这些服务都是由单一的制

预先生产制（just-in-case, JIC）库存管理是两种典型的

造机器或制造工具提供的。可以将多单元服务组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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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更加复杂的制造功能的服务。在本文中，我们考虑

括材料输入、零件生产、零件存放、产品组装和产品存

了一个级别更高的制造服务模型，在该模型中，企业被

放。对于企业而言，可以将客户下达的订单视为制造系

封装为单一服务，其输入和输出分别为客户订单和成

统的信息输入，而材料则可以被视为实际投入。材料来

品。本文旨在研究随机输入情况下企业内部不同生产策

自供应链上的上游供应商，而订单则来自供应链上的下

略对输出表现的影响。

游客户。产品是企业制造系统的输出。企业在执行完成

一方面，由于制造服务的灵活性，其通常可以执行
多种类型的子任务。例如，一家企业可能会提供一个计

生产过程（包括零件生产和产品组装）后，将产品存放
在产品库存中，最终将产品交付给客户。

算机数控（CNC）机床加工服务，这是一项十分典型的

图2简要介绍了一家电子组件制造企业的生产过程

制造服务。计算机数控机床加工服务可能会为多项机床

[包括从原料（左侧）到产品（右侧）]。对于不同类型

加工任务提供支持，如柱、锥、球、螺纹、平面、槽、

的材料，设立不同的材料库。在电子组件制造行业，材

齿轮和孔等任务。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企业可能会争

料主要包括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元件。当制造系统开始生

相去提供同一类服务，因此，不同的制造服务可以执行

产时，材料被自动送往零件生产线上。在零件生产线上，

特定类型的子任务。根据上述分析，制造服务与子任务

材料经过加工，形成不同类型的零件。特别是对于电子

之间的映射关系为多对多的关系。

组装行业而言，通过表面贴装技术线，将电子元件安装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不确定性，如随机订单以及随机

在印刷电路板上，从而制造出不同类型的零件。然后将

服务故障。通常，单位时间内下达的订单的数量基本服

制成的零件送往零件库中存储起来，供将来使用。产品

从泊松分布，即Pois(r)，式中，r为订单到达率。订单

组装线从零件库存中取出一定数量的零件，将其组装成

到达制造平台时，根据订单类型，将其匹配给平台上的

产品。组装完成后将产品存放在产品库存中。最后，通

某类制造服务。

过物流将产品交付给客户，完成订单。

图1展示了一个具有两个服务需求方和两个服务提
供商的协同制造服务网络。可以看出，需求方D1 向制

2.3. 数学描述

造平台提交了一个订单O1，平台将该任务分配给提供商

鉴于动态环境下订单随机到达，因此需要选择某一

P2。基于这一匹配，构建出提供商P2 与需求方D1 之间的

时间段进行分析。t s 和t e 分别代表研究持续时间段内的

供需关系。执行完成订单O1 的生产后，提供商P2 向需求

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O i 代表在时间A i 抵达的第i个订

方D1 交付订单O1 所需的产品。此外，需求方D2 向平台

单。订单Oi 到达后，由触发策略触发制造系统，制造系

提交订单O2，平台将订单O2 分配给供应商P1。同样通

统立即开始执行订单O i 的生产过程。制造系统完成整个

过制造平台，构建出提供商P1 与需求方D2 之间的供需关

生产过程（包括零件生产和产品组装）后，生产出O i 的

系。执行完成订单O2 的生产后，提供商P1 向需求方D2

产品。

交付订单O2 所需的产品。
2.3.1. 优化目标
2.2. 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多个主要阶段，其中包

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考虑了这一问题的两个优化
目标：订单交付时间和库存占用率。C i 代表订单O i 的完
成时间，可以由式（1）得出订单交付时间的优化目标。
（1）
式中，N为时间[t s , t e）期间到达制造系统的所有订单的数量，
由式（2）确定。
（2）

图1. 有两个服务需求方和两个服务提供商的制造服务网络。

因此，订单交付时间的优化目标还可以表示为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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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制造企业的基本生产过程。

式中，A0 = 0，并且i≥1。在仿真模型中，Bi 服从相同的指数
（3）

分布Exp(r)，定义为Bi ~ Exp(r)。由式（8）得出Bi 的累积分
布函数。

库存占用率优化目标包括零件库存和产品库存。
I part (t)和I prod (t)分别代表时间t时的零件库存占用率和产

（8）

品库存占用率。用ts 与t e 之间的库存占用总量除以（te −
t s）
，得到平均库存占用率。式（4）和式（5）分别代表

图3显示了到达时间函数模块的详细结构。到达时

平均零件库存占用率和平均产品库存占用率的表达式。

间函数的输入和输出分别为到达率和到达时间。每次订
单到达均会触发到达时间函数，然后模型得到该订单的

（4）

到达时间。我们将多个仿真模型中的到达率r设定为0.5。
在进行仿真时，我们将根据到达时间函数，随机生成客

（5）
在实际应用中，订单交付时间和库存成本是相互矛
盾的。我们需要调合它们，并找到一个适宜的平衡点。

户订单。

3. 生产触发策略
在制造服务网络中，服务提供商需要根据订单到达

2.3.2. 订单到达时间分布

和服务可用性等系统状态，动态调整其生产策略。对于

在所有仿真模型中，每个时间段内到达的订单数量

制造企业而言，生产触发策略是最重要的生产策略之

X均服从相同的泊松分布Pois(r)。因此，X~Pois(r)，如

一。本节将介绍三类生产触发策略：时间触发策略、事

式（6）所示。

件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Tpart (i)代表第i个零件的触
发时间，Tprod(j)代表第j个产品的触发时间。因此，可由
（6）

式中，r为模型中的订单到达率，它实际上为每个时间段的平
均订单数。Bi 代表O i 到达与O i−1到达之间的间隔时间，可以

Tpart(i)和Tprod(j)完全决定生产触发策略。
3.1. 时间触发策略
在批量生产模式下，企业通常会根据生产计划，定
期生产大批零件和产品。批量生产模式属于一种时间触

由式（7）得出。

发生产策略。在时间触发生产策略中，按照特定的时间
（7）

周期性地触发零件生产过程和产品组装过程。在时间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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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仿真模型中的到达时间函数模块。

发模型中，企业根据特定的时间段进行生产，而不会考

时才交付。因此，生产过程不会受到订单的影响。即使

虑订单到达情况。τpart 和τprod 分别代表零件生产触发时间

库存中存放了足够的产品，生产过程仍然按照一定的时

以及产品组装触发时间。由零件触发时间T part (i)和产品

间段继续进行，生产过程也不会提速。

触发时间Tprod(i)表示时间触发策略，如式（9）和式（10）
3.2. 事件触发策略

所示。

在个性化定制生产模式中，企业通常根据事件触发
（9）

策略来制定其生产计划，即产品规模和产品类型是依据
客户的订单所确定的。在时间触发生产模式中，零件生

（10）

产过程由订单到达触发。T part (i)代表零件触发时间，如
式（11）所示。

图4为时间触发生产策略模型。图左侧的开头有一
个零件触发条件，该零件触发条件触发零件生产线执行

（11）

零件的生产过程。零件生产线生产完零件后，将其运往
只有当至少一条产品组装线可用且零件库存中没有

零件库存。在零件库存之后的是产品组装线，产品组装
线在每个时间段结束后执行产品组装过程。产品组装线

先于O i 的其他零件时，才能触发O i 的产品组装过程。

装配好产品后，将产品存放在产品库存。一旦有与订

S part (i) 和S prod (i) 分别代表O i 的零件生产时间和产品组装

单匹配的产品，产品库存就会将匹配的产品交付给订

时间。
当i = 1时，O1 的产品组装触发时间为O1 的到达时间

单客户。产品交付部分执行订单匹配过程和产品交付
过程。

加上零件生产时间Spart(1)，如式（12）所示。

可以看出，在时间触发生产模型中，零件生产和产
（12）

品组装都是由一定的时间段触发的，并且与订单情况无
关。在每个时间段内，零件生产线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不

当i≥2时，由递归函数确定O i 的产品组装触发时间

同类型的零件。这些零件将被立即存放到零件库存。产
品组装线同样在每个时间段内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

Tprod(i)，如式（13）
、
（14）
、
（15）所示。

这些成品随后被立即存放到产品库存。
注意，即使在同一家企业，零件生产和产品组装的

（13）

时间段通常也是不同的。这两个时间段往往与特定的行
业、产品类型和生产节拍有关。在该模型中，当收到订

式中

单时，企业将产品库存中的产品交付给客户。如果没有
足够的产品满足订单，企业将会等到生产出足够的产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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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时间触发生产策略模型。FIFO：先入先出；n：数量；d：起始；a：到达。

（15）

生产后，将每批零件存放在零件库存中。客户的订
单到达后会触发产品组装线。如果零件库存中有足够的

事件触发生产策略模型见图5。不同于时间触发生

零件可用于生产所需的产品，产品组装线将要求提供所

产策略，在事件触发生产策略模型中，零件生产活动和

需的零件，并启动生产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零件，产

产品组装活动均由特定的事件触发。特别是当订单到达

品组装线将等待零件生产线生产出足够的零件。在混合

时，将根据订单的类型和数量，为零件生产和产品组装

触发策略中，O i 的产品组装触发时间T prod (i)以式（17）

工作制定生产计划。零件生产线开始根据生产计划，生

表示，式中，α和β分别由式（14）和式（15）表示。

产相应的零件。零件生产线生产完零件后，将其运往零
件库存。在零件库存之后的是产品组装线，产品组装线

（17）

执行产品组装过程。产品组装线装配好产品后，将产品
存放在产品库存中。一旦产品库存中有与订单匹配的产

在混合触发模型中，订单量不会影响零件生产过

品，就会将该匹配的产品交付给订单客户。产品交付部

程，但会影响产品组装过程。混合触发模型中的产品库

分执行订单匹配过程和产品交付过程。在事件触发生产

存用于临时存放产品，这是因为产品一旦制造完成，库

模型中，库存总是用于临时存放零件和产品。一旦产品

存中的所有产品都会被立即交付给客户。

组装线收到零件，则开始组装。一旦产品进入产品库存，

4. 仿真

就会通过物流把产品交付给客户。
3.3. 混合触发战略

为了测试这些拟定的策略的性能，我们设计了不同

混合触发策略的生产模型见图6。不同于时间触发

的仿真实验，并研究产品触发策略在订单随机到达的情

生产策略和事件触发生产策略，在混合触发生产模型

况下对生产性能的影响。我们为不同的触发策略建立了

中，零件生产过程由时间触发，而产品组装过程则由事

仿真模型，然后通过SimEvents进行多次仿真。

件触发。在该模型中，零件生产线在各时间段内生产出
一定数量的零件。零件生产时间段由T part (i)代表，如式
（16）所示。

4.1. 案例背景
在本案例研究中，选择5家企业作为制造服务网络
中的服务提供商。我们为这5家企业构建了5个模型来

（16）

进行仿真。每个模型的仿真时间设置为1000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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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事件触发生产策略模型。

图6. 混合触发生产策略模型。

将部分基本模块（如零件触发条件、零件生产、零件储

些仿真模型有两种触发条件，即零件触发条件和产品触

存、产品组装、产品储存、客户、订单列表和产品交付）

发条件。零件触发条件适用于事件触发模型（模型-5）
，

纳入每个仿真模型。表1列出了所有仿真模型的订单到

产品触发条件适用于混合触发模型（模型-4）
。5个生产

达率、零件触发条件和产品触发条件。

模型的产品库存能力均设定为100，零件库存能力均设

结果表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由时间触发。
尽管如此，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时间段各不相同，

定为“inf”
（即无限大）
。仿真过程的到达订单数量如图
7所示。

可将这一点用于研究时间段对生产性能的影响。模型-4
为混合触发模型：零件生产线由时间触发，周期为2，
而产品组装线则由到达订单触发。模型-5由事件触发，
因此，零件生产线和产品组装线均由到达订单触发。这

4.2. 结果
仿真期间，为了比较不同策略之间的任务交付和库
存成本，我们统计了每个生产模型的几种数据。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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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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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型参数设置

Model

Order arrival

Part trigger

Product trigger

M-1

Pois(0.5)

Time (period = 1)

Time (period = 1)

M-2

Pois(0.5)

Time (period = 2)

Time (period = 2)

M-3

Pois(0.5)

Time (period = 3)

Time (period = 3)

M-4

Pois(0.5)

Time (period = 2)

Event

M-5

Pois(0.5)

Event

Event

图8. 不同生产模式的等待订单数量。

图8比较了5个生产触发模型的等待订单数量随时
间变化的结果。如图8所示，仿真期间，时间触发模型
（周期= 1，周期= 2）和混合触发模型的等待订单数量
变化幅度远远小于时间触发（周期=3）模型和事件触
图7. 仿真期间提交的订单数量。

发模型。到仿真时间（te = 1000 h）结束时，时间触发
（周期=3）模型和事件触发模型的等待订单数量分别达
到170和90。这一结果表明，时间触发（周期=1、周期

交付方面，我们比较了这5个生产模型的两个指标：等

=2）模型和混合触发模型在等待时间结束时，等待订单

待订单数量和已完成订单数量。在库存成本方面，我

数量会收敛，而时间触发（周期=3）模型和事件触发模

们针对这5个生产模型，比较了库存零件数量以及库存

型的等待订单数量则不会收敛。

产品数量。因此，我们从4个方面比较了不同的生产触

图9比较了5种生产触发模型的已完成订单数量随

发策略：等待订单数量、已完成订单数量、库存零件

时间变化的结果。如图所示，在从起始时间（t s = 0 h）

数量以及库存产品数量。下文给出了这些评价指标的

到结束时间（t e = 1000 h）的整个仿真过程中，5个生产

定义。

模型的已完成订单数量均持续增加。就已完成订单数量

等待订单数量指的是订单列表上的订单数量，如图

而言，周期更短的时间触发模型（即周期=1和周期=2）

4至图6所示。等待订单数量实际上为输入订单数量（即

以及混合触发模型在整个过程中的性能几乎相同。有时

客户提交的到达订单的数量）减去已完成订单数量（即

（t = 500 h和t = 600 h之间）
，周期更短的时间触发模型

已完成产品数量）
。

（周期=1）的性能要略微优于时间触发模型（周期=2）

已完成订单数量指的是已完成并交付给客户的所有

和混合触发模型。就已完成订单数量而言，周期更长的

订单的数量。该值实际上等于图4至图6中到达终端的

时间触发模型（周期=3）以及事件触发模型的性能要逊

订单数量。只有当成品与订单匹配后，才认为完成了该

于周期更短的时间触发模型（周期=1、周期=2）和混

订单。

合触发模型。

库存零件数量指的是当时零件库存中的零件数量，

图10比较了5个生产触发模式的库存零件数量随时

如图4至图6所示。库存零件数量等于零件生产线生产

间变化的结果。如图所示，在从起始时间（t s = 0 h）到

的零件数量减去用于组装产品的零件数量。

时间600（t = 600 h）这段时间内，5个模型的库存订单

库存产品数量指的是当时产品库存中的产品数量，
如图4至图6所示。库存产品数量等于由产品生产线组
装的产品数量减去根据订单交付给客户的产品数量。

数量总是接近于零。从时间600（t = 600 h）到结束时间
（te = 1000 h）
，时间触发（周期=2、周期=3）模型和事
件触发模型的零件库存仍然接近于零。然而，t = 6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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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生产模式的库存产品数量。

图9. 不同生产模式的已完成订单数量。

4.3. 讨论
仿真结果表明，生产周期是时间触发生产策略的一
个关键因素。在该策略中，企业在制定生产计划时，不
考虑订单到达情况。本研究将仿真模型的订单到达率r
设定为0.5。因此，单位时间订单到达数量的预期值为
1/r = 2。如仿真结果所示，将时间触发策略的周期τpart 和
τ prod 设置为2时（如模型-2）
，模型在订单交付时间和库
存占用率方面的性能较好。当τpart = 1且τprod = 1时（如模
型-1）
，时间触发模型在订单交付时间方面的性能较好，
但零件库存占用率和产品库存占用率要高于其他策略，
，
如图10和图11所示。当τpart = 3且τprod = 3时（如模型-3）
图10. 不同生产模式的库存零件数量。

时间触发模型在库存占用率方面的性能较好，但同期
交付订单数量则比其他策略少得多，如图8和图9所示，
这表明该模型的订单交付时间要超过平均时间。

之后，混合触发模型的库存零件数量出现波动。此外，

如图10和图11所示，事件触发生产策略的库存占用

t = 600 h之后，时间触发（周期=1）模型的库存零件数

率最低，这导致库存成本最少。然而，事件触发策略的

量迅速增加。因此，就库存零件性能而言，时间触发（周

订单交付时间要长于时间触发策略（周期=1、周期=2）

期=2、周期=3）模型和事件触发模型的表现十分优异，

以及混合触发策略，但如图8和图9所示，它仍然略优

而混合触发模型的表现虽然并不理想，但也合理；然而，

于时间触发策略（周期=3）
。

时间触发（周期=1）模型的性能很差。
图11比较了5个生产触发模型的库存产品数量随时

混合触发策略有令人满意的订单交付时间。虽然存
在一些局部性的波动，但该策略的总体性能优异。此外，

间变化的结果。如图所示，时间触发（周期=2、周期

混合触发策略在零件库存占用率和产品库存占用率方面

=3）模型、混合触发模型、事件触发模型的性能很好，

的性能较好。尤其是在产品库存方面，混合触发策略的

但在t = 650 h到t = 950 h的这段时间内，时间触发（周

性能最好，如图11所示。因此，如要在订单交付时间与

期=2）模型出现小幅波动。相较于其他4个模型，时间

库存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混合触发生产策略就是

触发（周期=1）模型在产品库存方面的性能较差。时间

一个明智的选择。

t = 600 h时，时间触发模型（周期=1）的库存产品数量
达到最大库存容量，即100（参见第4.1节）
。

总的来说，如果订单到达时间呈泊松分布Pois(r)，
那么，制造服务网络中的制造企业就应该选择混合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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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或者周期τ = 1/r的时间触发策略，这是因为这两个
生产策略在订单交付时间和库存成本方面的性能较好。
使用这两种策略中的任意一种策略都能在订单交付时间
与生产成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周期τ > 1/r的时间触
发策略以及事件触发策略均能提供较低的库存成本，但
它们的订单交付时间较长，导致客户满意度降低。周期
τ < 1/r的时间触发策略在缩短订单交付时间方面性能较
好，但它在生产过程中会占用大量的库存。

5. 结论
针对动态协同制造环境下的生产触发问题，我们提
出了制造企业在订单随机到达情况下的三种生产触发策
略：时间触发策略、事件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我
们构建并模拟了这三种生产触发策略的仿真模型，以便
研究它们在订单交付时间和库存成本方面的性能。此
外，我们还改变了时间触发策略和混合触发策略的周
期，以便研究周期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
① 混合触发策略和周期τ = 1/r的时间触发策略在订单交
付时间和库存成本方面的性能要优于其他策略；② 周期
τ > 1/r的时间触发策略以及事件触发策略的库存成本较
低，但订单交付时间较长；③ 周期τ < 1/r的时间触发策
略在订单交付时间方面性能较好，但在库存成本方面性
能较差。
未来的研究方向是根据生产过程以及零件类型与产
品类型之间的关系，设计出更加详细的生产模型。另一
个方向则是研究更为复杂的制造服务网络，如云制造、
社会化制造环境。

致谢
本文由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B1701600）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61873014）提供支持。
Compliance with ethics guidelines
Longfei Zhou, Lin Zhang, and Yajun Fang declare that
they have no conﬂict of interest or ﬁnancial conﬂicts to disclose.

897

References
[1] Zhang L, Luo Y, Tao F, Li BH, Ren L, Zhang X, et al. Cloud manufacturing: a new
manufacturing paradigm. Enterprise Inf Syst 2014;8(2):167–87.
[2] Zhong RY, Xu X, Klotz E, Newman S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y 4.0: a review. Engineering 2017;3(5):616–30.
[3] Zhou J, Li P, Zhou Y, Wang B, Zang J, Meng L. Toward new-gener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2018;4(1):11–20.
[4] Zhou L, Zhang L, Zhao C, Laili Y, Xu L. Diverse task scheduling for
individualized requirements in clou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f Syst
2018;12(3):300–18.
[5] Wu J.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network technology. Sci China
Inf Sci 2018;61(10):101301.
[6] Bouzary H, Chen FF. Service optimal selection and composition in cloud
manufacturing: a comprehensive survey. Int J Adv Manuf Technol 2018;97(1–
4):795–808.
[7] Wang L, Guo S, Li X, Du B, Xu W. Distributed manufacturing resource selection
strategy in cloud manufacturing. Int J Adv Manuf Technol 2018;94(9–
12):3375–88.
[8] Zhou L, Zhang L, Ren L, Laili Y. Matching and selection of distributed 3D
printing services in cloud manufacturing. In: Proceeding of IECON 2017—4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Industrial Electronics Society. 2017 Oct 29–
Nov 1; Beijing, China. New York: IEEE; 2017. p. 4728–33.
[9] Li Y, Chang Q, Ni J, Brundage MP. Event-based supervisory control for energy
effici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IEEE Trans Autom Sci Eng 2016;15 (1):92–
103.
[10] Zhou L, Zhang L, Ren L.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of logistics service selection
in cloud manufacturing. Procedia CIRP 2018;72:916–21.
[11] Yu C, Zhang W, Xu X, Ji Y, Yu S. Data mining based multi-level aggregate
service planning for cloud manufacturing. J Intell Manuf 2018;29(6): 1351–61.
[12] Li H, Chan KC, Liang M, Luo X. Composition of resource-service chain for
cloud manufacturing. IEEE Trans Industr Inform 2016;12(1):211–9.
[13] Li T, He T, Wang Z, Zhang Y. An approach to IoT service optimal composition
for mass customization on cloud manufacturing. IEEE Access 2018;6:50572–
86.
[14] Zhou J, Yao X, Lin Y, Chan FT, Li Y. An adaptive multi-population differential
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for many-objective service composition in
cloud manufacturing. Inf Sci 2018;456:50–82.
[15] Zhou L, Zhang L, Laili Y, Zhao C, Xiao Y. Multi-task scheduling of distributed
3D printing services in cloud manufacturing. Int J Adv Manuf Technol
2018;96(9– 12):3003–17.
[16] Liu Y, Xu X, Zhang L, Wang L, Zhong RY. Workload-based multi-task
scheduling in cloud manufacturing. Robot Comput integr Manuf 2017;45:3–
20.
[17] Akbaripour H, Houshmand M, van Woensel T, Mutlu N. Cloud manufacturing
service selection optimization and scheduling with transportation
considerations: mixed-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s. Int J Adv Manuf Technol
2018;95(1–4):43–70.
[18] Zhou L, Zhang L, Sarker BR, Laili Y, Ren L. An event-triggered dynamic
scheduling method for randomly arriving tasks in cloud manufacturing. Int J
Comput Integrated Manuf 2018;31(3):318–33.
[19] Hu X, Wu P. A data assimilation framework for discrete event simulations.
ACM Trans Model Comput Simul 2019;29(3):17.
[20] Zhang L, Zhou L, Ren L, Laili Y.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Comput Ind 2019;112:103123.
[21] Zhao Y, Yan CB, Zhao Q, Huang N, Li J, Guan X. Efficient simulation method for
general assembly systems with material handling based on aggregated eventscheduling. IEEE Trans Autom Sci Eng 2009;7(4):762–75.
[22] Keller N, Hu X. Towards data-driven simulation modeling for mobile agentbased systems. ACM Trans Model Comput Simul 2019;29(1):1–26.
[23] Zhou L, Zhang L, Ren L, Wang J. Real-time scheduling of cloud manufacturing
services based on dynamic data-driven simulation. IEEE Trans Ind Inform
2019;15(9):5042–51.
[24] Cheng T, Podolsky S. Just-in-timemanufacturing: an introduction.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96.
[25] Lyu Z, Lin P, Guo D, Huang GQ. Towards zero-warehousing smart
manufacturing from zero-inventory just-in-time production. Robot ComputIntegr Manuf 2020;64:101932.
[26] Kang JH, Kim YD. Coordination of inventory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s
in a two-level supply chain. Int J Prod Econ 2010;123(1):13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