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liMaster

织物检验和优化剪裁

QualiMaster 是BMS针对织机在线检测（边织边检）、坯布检验和成品织物检验的解决方案。
QualiMaster 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安装或作为BMS WeaveMaster 制造执行系统的扩展，
它提供了强大的织物检验解决方案，可提供全面的质量分析和织物分类。
配备了WeaveMaster 生产监控系统的织造厂可以和QualiMaster 强大的“在机”检验包组合
使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在织造厂生产次品布的风险，同时减少坯布织物检验部门的工
作量。
对于成品织物检验，专业的软件以最优化剪裁。系统会根据等级标准，给出最优化开剪方案，
以最小的开剪次数获取最高的一等品率。

收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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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织机在线检验（边织边验）减少不良品
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系统实时警报
客户定制化标签打印
全面质量报告
监控验布工效率
极其灵活的内置报表生成器
与ERP系统集成

织机检验

织物在机检验，落布时合格品自动免检

为降低质量风险，QualiMaster 为织机在机检验提供了解决方案。
使用安装在织机上的BMSvision数据采集单元，验布员可以输入疵
点代码或申明假疵点。 每次输入都会与织机打纬数自动关联，可
以生成织物疵点图。

以太网
交换机

系统会基于疵点分布和停机情况来预测织物的质量水平。一旦
预测出织物质量低于要求，则生成报警信息，在落布时，系统自
动生成质量建议。

以太网

停机和疵点信息

质量建议

QUALIMASTER 服务器

质量风险
计算基于:
- 疵点数量
- 经纱和灌装停止次数
- 检验范围
- 上述事件的集合

如果是一等品，则不需要进一步检验，布卷则被转移到后整理车
间或成品仓库。如果预测显示质量有不合格的风险，那么布卷就
会被送到坯布检查或修整部门。
当然，QualiMaster 还能与BMSvision公司的 Cyclops自动织机检
测系统无缝集成。

质量建议
- 若无质量风险，自动通过
坯布检验
- 如果存在质量风险，继续
进行坯布检验。

织物检验终端 (QT)
在坯布和成品织物检验中，验布台需要安装QT触摸式工业计算
机。与码表、标签标记设备、验布台信号等等相连，QT提供了非
常友好的界面用于疵点申报。
验布员通过点击屏幕上相应的疵点按钮录入疵点。用户界面可以
根据客户的要求配置。在QT终端可以显示疵点图以及布匹等级。
在成品检验和开剪时，显示成品布卷的开剪和包装的指令说明。
这些指令说明可以从客户相关的信息系统，如ERP系统中读取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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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布疵点分布图与标签打印

对于每一件织物的检验，无论是在机检验（边织边检），坯布检
验或成品检验，QualiMaster 都会生成并保存为一张坯布疵点分
布图。分布图包括用户可定义的标头、显示整个布匹中所有疵点
的汇总图以及所有疵点长度和宽度位置的详细列表。

安装有QT软件的触摸式工业计算机
标签品种

通过编辑功能，用户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疵点、插入注释或更
改布匹的长度。坯布疵点分布图可以以PDF、CSV或XML格式导
出，如果需要，可以长期保存。
在坯布大卷开剪小卷的情况下，QualiMaster 会根据所有小卷布
卷的疵点信息，重构大卷布卷的疵点分布图，或者依据大卷布卷
的信息显示所有裁剪小卷布卷的疵点信息。
在每一匹布卷验布结束后或开剪后，Q ualiM aster 可以打印一
张布匹标签。用户可以自定义客户标签或不同品种标签的布
局。QualiMaster 可将检验结果转化为商业信息，如匹长、等级、
折让米数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打印在最终的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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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Cyclops的信息，请查阅A00522手册，关于QT，请查阅A00946手册。

质量报表
QualiMaster 织物检验软件带有全面大量的报表。通过集成报表
生成器，可定制报表，以适应每个纺织厂的需求。

典型的报表包括：
•
•
•
•

品种疵点分析：识别特定品种中最重要的疵点。
品种等级概述：从质量的角度来识别关键品种。
验布员的绩效报告。
品种的质量趋势报告，看较长的时间段内的质量演变。

警报处理
通过QualiMaster 报警处理模块，质量经理可以实时追踪布匹质
量。可以为每个品种或品种组定义警报标准和警报优先级。主动
警报将出现在QualiMaster 报告中的横幅标题上，显示在检验终端
上，并在坯布疵点分布图中可见。在织机在线检验中，织机的警报
灯可以在警报时被激活。
警报分析报告显示指定期间发生的所有警报。

带抠图的疵点分布图
等级概览
警报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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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匹配和开剪

疵点及其在织物上
的位置

保存在QualiMaster 服
务器上的等级标准
1
2
3

A-机台到A-机台检验

参数:
• 定位疵点位置的切口
• 使用最小/最大件长公差进行
定位开剪
• 避免批次验布结束时的短布卷
• 遵守开剪指令，如:
-- 每100米最大疵点
-- 最大接缝
-- 疵点运行最大长度
-- 最大疵点数量

根据分级标准和疵点位置
计算，优化开剪指令
QT

优化开剪指令传送并显示在自动开剪机终端上

QualiMaster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软件包，优化了大布卷开
剪成小布卷的过程。

这些开剪指令可以打印出来，或者在识别布卷时直接发送到
开剪工作台的终端上。

如果检验和开剪是在两个步骤中完成的，QualiMaster 可根据
疵点分布图和分级标准计算在哪里开剪织物。它考虑到了客户
的要求，如最小/最大件长度、最小无疵点区等，并生成开剪建
议，从而达到一等品的最大产量。

Q ua l i M a s t e r 可以和自动开剪设备和打包机通过接口连
接，Q ualiMaster 发送开剪指令给自动开剪设备的电脑，开
剪设备根据计算结果把大卷开剪成小卷，然后打印出标签并
贴到每个布卷上。

通 过与自动 码 垛 机 的 接口，已 开剪 和 打包 的
布卷 运 送 到正确的托盘上。在托盘或 货柜 满
载时，Q u a l i M a s t e r 得到该信息后发出指令
将 托盘或 货柜上的布匹 运 送 到成品仓库。

•
•
•
•

提高一等品织物的产量
减少客户投诉
品种/客户的评级条件
自动开剪和打包机的接口

开剪指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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