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甜的酸酸的，有营养味道好，天天

喝，真快乐”，“爱你就是爱自己”、“早上

喝一瓶，营养一上午”……当这些耳熟能

详的广告语响起，娃哈哈饮料的滋味便会

随着旧时回忆一起浮上许多人的心头。 

 

从酸酸甜甜的 AD 钙奶到香甜可口的八宝

粥，从遍布大街小巷的纯净水到畅销中外

的营养快线，对很多 80 后、90 后而言，娃

哈哈并不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饮料品

牌，它承载了不停歇的时光，更包含了对

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转眼间，创建于 1987 年的杭州娃哈哈集

团有限公司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当初依

靠代销汽水、棒冰起家的小公司如今已经

成长为中国最大、效益最好的饮料企业，饮

料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产品主要涵盖蛋白

饮料、包装饮用水和碳酸饮料等十余类

190 多个品种。娃哈哈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

治区建有近 80 个生产基地、180 多家子公

司，拥有员工 3 万名。 

 

 
 

然而，新的时代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如

今的饮料市场，消费者渴望“尝鲜”，并且

更加注重健康、品味和文化。因此，饮料

企业需要提供品类更加丰富、包装更加新

颖的饮品。这对企业生产线的柔性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同时，竞争愈发激烈。为了

提高竞争力，企业也需要在生产、能源管

理和运维等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最

后，饮料企业必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保

障食品安全。 

 

“我们饮料行业以前都是两位数的增

长，这几年有所下降。不可否认的是，饮

料行业面临着转型升级。”杭州娃哈哈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表示。 

 

从 2015 年起，娃哈哈携手西门子，对其

杭州下沙第二生产基地内一条主要生产纯

净水和含气饮料的水汽线进行数字化与智

能化升级试点。这是食品饮料行业中第一

个入选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的项

目，也是中国第一条数字化与智能化饮料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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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下沙第二生产基地 

 

“西门子在数字化基础及自动化控制元件

方面都是全球领先。娃哈哈很早就已实现

了自动化，现在，我们希望实现智能化以

进一步控制产品质量。”宗庆后表示，“娃

哈哈比较熟悉饮料生产线上需要控制哪些

技术参数，而西门子又比较熟悉怎样去控

制。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娃哈哈的烦恼 

饮料的生产要经历水处理、配料、制盖、

制瓶、吹瓶、灌装、套标，裹包和码垛等

多道工序。在娃哈哈杭州下沙第二生产基

地内一条长达百米的水汽生产线上，一瓶

瓶纯净水和含气饮料快速而有序地飞

过，生产速度达到每小时 54000 瓶。 

 

虽然这样的生产效率已是业内领先，但娃

哈哈的工程师们却有一个不小的烦恼。水

汽线上每台设备都处在单机自动控制的状

态，只知“埋头苦干”，“两耳不闻周围

事”。这样一来，工厂不仅无法通过整线协

调达到效率最大化，一旦生产线出现故

障，原因也难以快速排查。 

 

在娃哈哈遍布全国的饮料工厂里，80%至

90%的设备已通过西门子的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PLC）实现了自动化。在进一步实

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的过程中，西

门子为娃哈哈细致规划并提供了包括

S7-1500 系列控制器、工业服务器和人机

界面（HMI）等在内的自动化设备、全集

成自动化平台（TIA Portal）、WinCC 系统、

B.Data能源管理系统和Profinet工业网络

等在内的完整 SIMATIC 解决方案，帮助这

条水汽线实现了设备的互联互通和中央监

控，达到柔性生产的要求，并优化了产线

能源管理，也通过产品质量追溯，保障了

食品安全。 

 

 
西门子团队携手娃哈哈共同打造国内第一条

数字化与智能化饮料生产线 

 

从“单兵作战”到互联互通、中央监控 

实现生产线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核心是设备

的互联互通和中央监控。有了西门子的解

决方案，水汽线的生产设备从“单兵作战”

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形成了高效的“团

队”，而散落在工厂各处的数据也形成了闭

环，在生产线上高效流转。 

 

以前，娃哈哈集团总部到各个分厂的企业

资源计划（ERP）系统虽已实现互联，但

工厂到车间内各设备的数据却没有打

通。现在，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总部

可以通过 ERP 系统将销售订单发送到工

厂的制造执行系统（MES）中。接下

来，MES 会根据库存等情况将销售订单拆

分为不同的生产订单并发送到西门子

WinCC 系统上，由它对生产订单进行分

解，生成具体的生产方案并下发至不同的

生产设备。 

 

而在底层，西门子的 PLC 等自动化设备覆

盖整条生产线。基于 Profinet 工业网络，生

产设备遵照统一的 OMAC 数据接口标准

实现了互联互通。生成的数据将由 WinCC

系统采集，并返回给 MES 系统。操作员

可以利用 TIA Portal 进行统一的数据管



理、通讯、组态和编程，实现自动化设备

与系统的无缝连接。 

 

 
西门子 S7-1500 系列控制器等自动化设备覆

盖整条试点线 

 

西门子 WinCC 系统与 PLC 等自动化设备

组成了高效的中央监控系统。借助西门子

SIMATIC 解决方案，娃哈哈打破了各个设

备的信息孤岛，让从设备层到管理层的全

部数据彻底贯通，成功实现了对整条生产

线的数字化管控。 

 

设备的互联互通和对生产线的中央监控为

生产线的运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借助西门子 SIMATIC 解决方案，所有物料

供给过程都可以由系统自动控制。以前，在

饮料行业中，由于没有实现设备的中央控

制与互联互通，操作员每次生产都需要根

据订单情况手动控制物料供给。 

 

如今，试点线上所有物料供给都可以由系

统根据订单信息和实际生产进程自动完成

精准控制。例如，如果一批产品中包含

8000 瓶饮料，当系统计算出已经通过裹包

机的成品为 7500 瓶，而生产线上剩下的

500 瓶产品也即将进入裹包阶段时，系统

就可以自动停止前道工序供料，保证订单

的准确执行。 

 

如今，故障排查也变得更加便捷、及时。现

在，中央监控系统与分布在产线各处的摄

像头实现了联动。一旦设备报警，监控系

统就会指挥摄像头自动切换画面，快速定

位报警点，以便操作人员及时处理故障，缩

短停机时间。 

 

此外，中央监控系统也大大方便了娃哈哈

的管理人员对车间进行整体维护和管

理。现在，操作员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

WinCC 系统轻松查看整条生产线的运行

状况。 

 

 
操作员在中控室内通过 WinCC 系统查看生产

线生产状况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设备工程部部长

邵金荣切身感受到了生产透明化带来的改

变：“现在，我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实时

了解整条产线的运行状况。这对管理层决

策有很大帮助。” 

 

全局设备效率（OEE）是衡量产线实际生

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停机时间、产品质量、

人为失误、设备磨损等都会对 OEE 带来

负面影响。现在，WinCC 系统可以帮助娃

哈哈计算 OEE，方便管理人员准确了解影

响生产效率的薄弱环节，助力娃哈哈大幅

提高整个车间的维护和管理水平。 

 

化刚为柔，这条水汽线不简单 

传统的饮料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固定饮品

且不能对产品的标签和包装做个性化调

整。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原

本“刚性”的生产线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化

刚为柔”势在必行。 

 

一方面，在今天，传统销售终端和电商平

台日益融合。作为一家在全国拥有众多经

销商的大企业，如何管理好复杂的经销商

体系是娃哈哈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它需



要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区分销往不同经销

商的产品，以更好地管理销售渠道。这对

娃哈哈生产线的柔性和批次管理水平提出

了新的挑战。 

 

以前，由于无法实现对产品批次的精确区

分和记录，很多饮料企业都很难对经销商

进行精细化管理。现在，借助西门子

WinCC 系统和 PLC 等自动化设备，试点

线可以实现柔性生产，在同一条生产线上

不间断地按订单生产送往不同经销商的产

品。 

 

如何区分不同经销商呢？“一箱一码”是

西门子和娃哈哈共同想出的“金点子”。现

在，每箱产品会配有一个经销商编码。西

门子的系统可以通过在产品包装箱上自动

切换经销商编码，实现对经销商销售行为

的管理，保证娃哈哈渠道策略的落实。 

 

“如何准确、高效地完成定制化生产以满

足消费者对产品包装等的个性化需求也是

目前饮料行业普遍面临的一大挑战。解决

这一难题的关键也是柔性生产和精准的批

次管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

自动化所所长许斌表示。 

 

以前，很多饮料企业虽然能根据客户的需

求生产具有定制化标签的饮品，但是，在

切换批次时，操作员需要自己判断当前批

次的终点。现在，西门子中央控制系统可

以根据订单数量和实际生产产量对标机进

行实时控制，实现高效准确的自动批次控

制，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柔性打下坚实的基

础。 

 

“这样一来，娃哈哈就可以根据订单准确

生产供婚礼、企业间合作和节日庆典等各

种场合使用的具有不同定制化标签的饮

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许斌说。 

 

在生产管理方面，企业也需要提高柔性来

加快生产不同种类产品时工艺切换的速度

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在娃哈哈，西门子的中央控制系统可以更

准确、高效地根据饮料生产工艺，提供柔

性化的工艺路线选择，并针对不同生产工

艺，实现相关生产设备的自动切换，大大

提高了生产线的柔性和效率。 

 

护航娃哈哈的生命线 

光改进生产工艺还不够，更为关键的是不

能让产品质量出现问题。 

 

“近几年来，消费者、各级政府和社会对

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为了响应这一要求，我们需要在

原有的基础之上，利用更多的自动化的监

控手段来不断强化我们的食品安全能力建

设。”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质量监控部

部长赵允表示。 

 

食品安全是娃哈哈的生命线，不容妥协。现

在，西门子的 WinCC 系统加入了“质检

小分队”。在试点线上，利用西门子的

WinCC 系统，娃哈哈可以对水处理及生产

时所用到的各类原辅物料、半成品和成品

进行扫码验证，生成对整批次产品的追踪

追溯的电子批记录。这样一来，相关负责

人就能够清楚知道一瓶饮料的生产信

息，让质量追溯非常方便、清晰。 

 

 
娃哈哈工作人员通过在水处理过程中进行扫

码验证，助力实现质量追溯 

 

有了“质检小分队”对投料等生产过程的

严格把关，试点水汽线的废次品率大幅降

低，给消费者又增加了一份“安心”。 

 
 



“透明”的工厂 

除了提高生产效率，高效的能源管理也是

工厂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关键。而提高能

效的第一步就是让工厂的能源流动变得透

明。 

 

在娃哈哈下沙第二生产基地，能源的供应

与使用是分开的。前者在动力车间内进

行，而后者则在生产车间中。动力车间负

责提供并分配生产所需的电力、高低压空

气、蒸汽和水等。生产车间则利用这些能

源从事生产。两个车间各自默默工作，互

相之间没有直接的数据通讯。但这也导致

企业管理者只能在动力车间中看到整条生

产线上不同能源的消耗量。 

 

如今，借助西门子的 WinCC 系统及

B.Data 能源管理系统，娃哈哈可以在任何

时间和地点对工厂内能源的实时消耗情况

进行监控。同时，娃哈哈还将能源管理系

统和生产线的中控系统进行了集成。如此

一来，能源管理系统就可以根据生产线的

实际运行情况对能动设备的运行进行有效

控制。此外，娃哈哈还对冷水机组进行了

群控，这样也进一步提高了整体能源利用

效率。 

 

在能源透明化的基础上，娃哈哈还需要保

证每个设备都仅在需要时开启，以避免能

源浪费，从而提高能效。 

 

饮料生产需要使用一些高能耗设备。例

如，在制作瓶胚的过程中，PET（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粒子会被吸入干燥塔进

行约四个小时的预热，这个过程需要消耗

大量电能。在过去，有时，生产接近尾声

时，虽然生产线前部的干燥塔已经完成了

工作，但操作员有可能在所有生产进程都

结束后才关闭干燥塔，这样就造成了能源

的浪费。 

 

现在，娃哈哈对整条试点线的中央控制有

助于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从而提高能

效。中央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批次订单自动

控制设备启停。例如，系统可以根据订单

的执行情况自动计算出单机产量，并对它

们进行自动启停控制，如提前结束干燥塔

的生产工作，这就大大降低了整个生产过

程中的能源消耗。 

 

 
娃哈哈下沙第二生产基地俯瞰 

 

“在未来，娃哈哈将把下沙第二生产基地

试点线的成功经验推广到集团遍布全国的

400 多条生产线上，以进一步提高集团生

产线的质量控制水平、机械效率水平和能

源效率水平。”邵金荣表示。 

 

三十年间，娃哈哈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

为中国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这个过程

中，它凭借的不只是情怀，更多的是不断

创新和勇于尝试的气魄和勇气。在看似普

通的娃哈哈饮料背后是合作、科技的力量

和对于卓越的不懈追求。 

  

“此次升级改造是饮料行业中首次将生产

线从自动化转向智能化。这对饮料行业中

的其它企业也具有借鉴意义。” 展望未

来，宗庆后对此次和西门子的合作前景充

满信心，“中国正在号召企业实现智能

化。因此，在未来，我们与西门子还可以

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我们的合作前景还

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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