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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是为期望用信息化手段编制物料需求计划，进行生产能力平衡，以及工序能力排程和强化车间作业精

细化管理，进而实现作业成本控制的企业而设计的。 

 这类企业的管理困惑是：企业的信息化和管理基础较好，但难以根据生产资源，编制合理的生产、采购

计划；生产工序多，周期长，车间作业控制不理想，生产进度、物料损耗、质量状况等车间信息不能及

时采集，计划执行差；车间人员计算计时计件工资烦琐且不准确；成本核算粗放无法进行准确的成本分

析。需要借助信息系统解决以上管理难题。 

  本方案的核心设计思想是：构建企业价值链全面管理体系，以计划为核心，协同销售计划、生产计划

和采购计划，覆盖企业供应链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财务管理，帮助企业强化价值增

值过程管理，并与其他外部系统高效集成，全面提高企业业务运营效率，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本方案以 K/3 BOS平台为基础，不仅对企业个性化需求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且集成熟的制造解决方案、

先进的成本解决方案、完善的财务解决方案于一身，与战略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等无缝集成，拥有丰富的

行业插件和行业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或其组合构成了制造业全面、集成、扩展、个性化的信息管理

解决方案。 

 

  金蝶 K/3 WISE 制造业全面解决方案以 MPS/MRP/MTO 和能力计划为核心，协同销售计划、生产计划和采购计

划，最大限度降低库存，充分利用企业资源，确保产供销的一致性；通过生产任务单进行领料控制，降低物料消

耗；通过车间作业管理、生产任务全程跟踪等手段，控制生产、采购、检验等各个环节的进度，保证按期交货，

提高客户满意度；通过质量标准和检验流程控制产品质量；通过作业成本、日成本、标准成本等进行核算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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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生产成本。方案提供 PDM 接口、加贸联网接口、金税等外部数据接口，实现与计算机辅助设计/工艺和海关

监管等外部系统的信息集成，最终实现企业速度、成本、质量目标。 

  该方案充分满足了生产计划人员、物料控制人员、生产管理人员、销售管理人员、采购管理人员、仓库管理

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对企业业务的全面管控需求： 

  一，在生产技术准备阶段，方案提供： 

 适应复杂选配的配置 BOM  

 参数化自动进行配置的特性 BOM  

 按订单自由选配的订单 BOM 

 通用的 PDM 集成工具 

  帮助企业根据客户需求，高效、快速完成产品数据的准备。 

  二，在计划编制阶段，系统的计划参数丰富，满足各种制造策略的需要，并提供： 

 实用的计划员工作台  

 完善的替代料处理 

  快速准确下达采购委外计划、生产计划，提出代料建议，帮助企业掌握计划例外信息，及时进行计划调整，

有效利用资源，减低库存。 

  三，在计划执行阶段，方案提供： 

 先进的模拟发料  

 严格的耗料控制  

 全程的生产跟踪  

 高效的可视化排程  

 精细的工序管理 

  帮助企业严格控制物耗、工耗、工序进度，确保生产计划的执行。 

  四，对于物料代码相同但技术状态不同或客户订货的验收标准不同的企业，方案提供： 

 物料分类管控的 MTO 计划 

  在产品资料、销售、计划、生产、采购、委外、仓存、质量等环节进行管控，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经济效

益。 

  通过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以提高企业响应速度为核心，将销售、采购和库存环节高效连接，覆盖供应链管

理全过程，实现进销存一体化运作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统一。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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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蝶 K/3 WISE 制造业全面解决方案，强化信息集成，提供涵盖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等业务管理功

能。这一综合解决方案涵盖了制造企业内、外部管理的全部业务，包括： 

  一，客户关系管理： 

  通过商机管理与服务管理打通销售全过程管理，提升企业赢单能力和客户满意度。 

  二，销售管理 

  处理销售及收款业务。通过报价、接单综合分析评估、信用额度管理、销售价格管理、发货数量控制、销售

订单全程跟踪等功能加强销售订单执行全过程的监控。 

  三，产品数据管理 

  提供物料主数据和 BOM管理，包括配置 BOM、特性 BOM、订单 BOM，提供工程变更管理和物料替代，以及工艺

路线管理、PDM/PLM 集成工具等。 

  四，主生产计划和物料需求计划 

 主生产计划－－提供产品预测管理和冲销管理，计划方案设置，MPS 计算，MPS 维护等主要功能。  

 物料需求计划－－提供 MRP 计算、MRP 维护、MRP 查询、物料替代清单管理等强大的功能，帮助企业快

速准确计算出物料需求数量和时间。  

 计划方案－－预置多种计划方案；提供多种计划流程；计划方案提供丰富的参数供企业选择：可自定义

计算公式，设定预计量调整参数，选择仓库计算范围，选择合并参数，选择锁单算法，选择单据范围，

满足各种制造策略、计划调整、物料替代的需要。  

 MPS/MRP计算和维护－－提供集成化、向导式的 MPS/MRP 计算，易于掌握和使用；提供对计划订单进行

合并、拆分、修改、审核、下达、关联查询等强大的功能。  

 计划员工作台－－对系统产生的计划结果提供明细数据展开、计划调整建议信息、预计库存分析、例外

信息、跟进拖期单据等多种计划分析手段，提供调出单据修改、批量维护等快速调整计划订单功能，帮

助计划人员高效进行计划调整。 

  五，粗能力需求计划和细能力需求计划 

  通过粗能力需求计划，为企业平衡关键工作中心的能力提供依据；通过细能力需求计划，为企业平衡全部工

作中心能力提供依据。 

   六，MTO 计划系统 

  MTO 计划系统适用于物料代码相同但实际技术状态不同、或者客户订货的验收标准不同的企业，对于此类物

料按销售订单控制的特殊需求。MTO计划系统提供 MTO 计算、MTO维护、MTO 查询、物料替代清单管理、库存状态

查询、MTO 联动查询、MTO联动修改等功能，帮助企业根据销售订单、物料清单（BOM）、实时的库存数据等信息，

直接计算出物料计划，经过投放功能把计划结果转化为生产计划和采购计划，并且 MTO 计划系统通过 MTO 跟踪号

贯穿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实现面向订单管理的计划、生产和质量追踪。MTO 计划系统可以替代 MPS 和 MRP 模块

独立使用。 

  七，采购管理 

  处理采购及付款业务。通过自动产生采购需求、供应商评估、采购价格管理、供应商配额管理、采购数量控

制等功能加强对采购业务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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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外加工 

  进行委外订单管理、委外限额领料控制；支持委外物料报废与申领；提供委外订单全程跟踪；提供委外加工

入库管理等。 

  九，生产任务管理 

  进行生产任务管理，生产任务变更和改制；支持生产前的模拟发料，领料过程的限额领料控制，生产过程中

的生产物料报废/补领业务，生产后的物料差异分析；通过生产任务可视化排程、生产任务全程跟踪、生产任务

汇报和生产完工入库管理等实现生产过程的监控。 

  十，车间作业管理 

  提供车间工序跟踪和工序流转的两种管理方式，帮助进行车间排产、派工、执行和汇报等业务管理功能，支

持工序委外、返修、计时计件工资等业务处理。 

  十一，库存管理 

  提供各种出入库事务处理；支持受托加工、组装拆卸等特殊业务；提供盘点作业等库存事务；支持批号管理、

序列号管理等库存跟踪业务；提供库存呆滞料分析、库存 ABC 分析等各种库存分析业务。 

  十二，质量管理 

  提供从供应商评估、来料检验、工序检验、产品检验、发货检验、退货检验，样品管理、质量事故、客户投

诉等全面的质量管理与控制功能。 

  十三，设备管理 

  提供设备档案、维护规程、运行情况、设备点检、保养、润滑、维修、事故和改善的管理等全面的设备管理

功能。 

  十四，财务管理 

 存货核算－－支持存货期初调整，特殊单据单价调整功能；提供各种入库核算和出库核算过程；支持存

货跌价准备；提供凭证管理和存货资产报表分析等。  

 成本管理－－进行成本定额及分配标准管理，提供费用归集、费用分配、成本核算等功能；支持实际成

本、日成本、标准成本核算；提供成本分析、成本控制、成本考核、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本量利分析

等成本管理工具；支持高端复杂的成本管理业务。  

 财务会计管理－－处理财务业务，提供凭证处理、预提摊销处理、自动转账、调汇、结转损益等会计核

算功能，及科目预算、科目计息、往来核算、现金流量表等财务管理功能，通过自动化财务核算、固定

资产管理、往来管理、资金管理等企业一体化的财务管理功能，加强对企业各项业务的精细化掌控。 

  十五，外部系统集成 

  提供 PDM接口，可以实现任意 PDM系统与 K/3 WISE 的数据集成；提供海关加贸监管系统接口，实现与海关

监管系统的数据集成。 

  十六，商业智能分析系统 

  提供了财务、供应链、成本、生产制造、HR、CRM 等分析主题，帮助企业管理人员快速准确地对业务进行同

比、趋势、结构等各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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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评价 

   因为 ERP 系统的应用，三明重机的台账准确率达到 95%以上，配套查错率为 100%，所有在制品都得到清晰

管理与控制，生产 BOM 与设计 BOM 达到了统一，生产成本能精确到部件成本与零件成本。这些都是在应用 ERP 系

统之前不可能做到的。  

－－计世资讯（CCW Research）2005 年的评估报告 

  “现在离开信息化，我可能就不懂得怎样工作了，我们必须按 ERP的流程去做，才能做顺。” 

－－厦工集团三明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云辉 

   最早没有完整的 ERP 这个管理工具的时候，跟 SONY、松下这样的客户区沟通，几乎都不给我们到他们企业

参观的机会?他们认为你的公司没有系统化管理，而没有系统化管理则很难保障产品质量。而在我们导入了 ERP

之后，相对来讲，更加容易获得国外大客户的认可。 

－－ 昆山嘉华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国玺 

  部分成功客户名单 

  史密斯机械工业（青岛）有限公司 

  厦工集团三明重型机器有限公司 

  昆山嘉华电子有限公司 

  博格思众中国公司 

  中国南车集团资阳电力机车厂 

  南京因泰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共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中兴精密制造工业有限公司 

  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富士能（天津）有限公司 

  东莞市坚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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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求，请联络：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科技南十二路 2号金蝶软件园  

邮政编码：518057  

电话：86-755-26612299  

传真：86-755-26615016  

咨询热线：4008 830 830 

网址：www.kingd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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