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述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石油钻采设备研究、设计、

制造、成套和服务的企业。公司总部占地面积 400 余亩，员工 2000 多人，

已经具备年产 100 台套石油钻机和 500 台钻井泵的生产能力。公司在广汉

和成都等地还拥有包括广汉友信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成都宏天电传工程有

限公司和四川宏华国际科贸有限公司等企业在内的多家控股公司。 

目前四川宏华公司总部拥有 6 个大型仓库，包括：原料库、配件库、

装备库和劳保用品库，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仓库也将不断

地扩建才能满足企业物资存放需要。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采用精诚WMS条码仓储物资系统 

为了能规范仓储物资管理，提高库房管理工作效率，宏华公司最

终选择了精诚 EAS-WMS 仓储物资管理系统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以

使企业向生产制造柔性化和管理精细化方向发展，提高市场应对的实

时性和灵活性，降低管理成本、改善库房管理水平、提高库房管理工

作水平。 

支持采用条码进行货位和物

品的管理；支持货位状态管

理 / 货品质量管理； 

提供对仓库增值服务，如：

包装、组装、标签等； 

支持对批号和序列号管理； 

支持对客户、供应商的仓储、

运输跟踪功能； 

精益生产 敏捷制造 

北京精诚软件公司凭借多年 WMS 条码系统的开发和

实施经验，专业的咨询和软件实施服务团队，与四川宏华

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是精诚 EAS-WMS 软件在机械加工

行业的又一典型案例，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共同

促进民族产业发展而携手前进。 



 

  

二、需求分析 

1、条码批次/唯一化管理：对于便于唯一化管理的物资采用条码唯一化

管理，对于不便唯一化管理的物资，采用批次条码来管理。 

2、智能货位管理：要求入库时通过扫描物资条码能列出能存放该物资

的具体货位号，出库时能通过分析同类物资在库时间长短根据先入先出原则

自动作出出库物资货位的选择。 

3、虚拟货位管理：系统对于用来存在这些特殊物资的区域(非货位)进行

编号管理，在此类特殊物资入库时，系统能自动判断其应该存放的区域，在

出库时，能自动指导库管人员到指定区域去办理出库操作。 

4、出入库管理：能按设定的工作流程快速完成物资的入库、出库操作，

包括：物资采购入库、生产退料入库、产成品入库、生产领料出库、销售出

库、售后出库等。要求能进行各种查询分析，提供各种报表。 

5、临时出入库管理：对于由于采购部门不能及时制作采购到货单的物

资入库，要求采用临时入库管理；同时提供该类物资的临时出库管理。要求

能提供临时出入库的物资的统计汇总和查询功能。临时入库也要求能完成物

资的条码生成打印操作，在系统中也能做到条码批次或唯一化管理。 

6、仓库盘点管理：由于目前宏华公司采用的是人工盘点，费时费力，

工作效率低，因此要求新系统能够在盘点管理上能尽量减少人工工作量，提

高工作效率和盘点准确率。 

7、库龄分析：对于在库物资提供库龄分析报表可供查询，并且在物资

出库时要求系统按先入库先出库的原则根据库龄分析数据自动选择出库物

资。 

8、工作提醒：由于某些业务单据处理不及时往往会造成整个业务链停

滞不前，所以在系统中应该增加工作提醒功能，按预先设定工作流程，业务

单据流转到某一用户处，在该用户登录到系统时，系统自动弹出待处理业务

提醒，用户根据提醒即可顺利完成业务处理。 

9、与 ERP 的数据接口：目前宏华公司使用的是用友的 U8 系统，WMS

系统从 ERP 系统中获取物资基础资料信息，在物资条码管理系统中完成的出

入库业务及库存数据，在 ERP 中能够查询到相关数据及处理单据。 

采用 B/S 和 C/S 混合架构，

支持多种数据库； 

提供系统集成接口，与 

ERP 等系统紧密集成； 

可采用纸张(Paper based)

和无线射频(RF)方式；  

提供 Web service 接口，

可通过 XML 同其它信息

系统进行数据实时交互 

应系统数据开放，可导入

各类数据，可导出 Excel, 

PDF 等数据。 

技术领先 经验丰富 



 

  

条码技术应用与库存管

理，避免手工书写票据和

送到机房输入的步骤，大

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

解决了库房信息陈旧滞

后的问题，提高了交货日

期的准确性。另外，解决

了票据信息不准确的问

题，提高了客户服务质

量、消除事务处理中的人

工操作、减少无效劳动。 

条码技术实现立体仓库 

三、系统结构 

精诚 WMS 条码供应链系统解决方案在仓库管理中引入条码技术，对仓

库的到货检验、入库、出库、调拨、移库移位、库存盘点等各个作业环节的

数据进行自动化的数据采集，保证仓库管理各个作业环节数据输入的效率和

准确性，确保企业及时准确地掌握库存的真实数据，合理保持和控制企业库

存。通过科学的编码，还可方便地进行物品的批次、保质期等方面进行管理。 

系统采用 C/S(Client/Server) 结构设计，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数据

库，网络拓扑结构如下： 

 

对于大型的仓库，由于仓库作业无法在计算机旁直接作业，可以使用手

持数据终端先分散采集相关数据，后把采集的数据上载到计算机系统集中批

量处理。此时给生产现场作业人员配备带有条码扫描功能的手持数据终端，

进行现场的数据采集。同时在现场也可查询相关信息，在此之前会将系统中

的有关数据下载手持终端中。 

对仓库库存物料的移动进行管理、跟踪和记录。支持仓储物料管理的各

个阶段：物料计划与控制、收货、进料检验、拣货、发料、运输、库存管理。  

对仓库的物流进行条码应用管理。对原材料、CKD 件、采购件进行供应

商、批号（部件序号）、数量、订单号等信息进行数据录入，零件存放库位

进行划分和管理，以便对仓库部件随时进行查询，获得供应商、库位、批号

信息，达到零件追溯的目的。 



 

  

1、智能货位管理： 

在基础资料建立时，对每一个货位可存放的物资进行预先设定，同时

对每一类物资可以放置的货位也作预先设定，即将物资与货位进行双向关

联。 

这样，在进行物资入库时，只需要扫描物资条码，系统就能自动查找

可以存放该物资的货位，并且将这些货位中空闲的货位列表显示出来，用

户可从中选择一个货位存放该物资。 

同样，在物资出库时，只要导入出库物资资料，系统即可查找出哪些

货位存放该物资，并能根据物资在库库龄分析，按库龄时间长短进行排序，

让操作员能快速选中库龄时间最长的物资，完成出库操作手续。 

传统的货位管理只能做到事后记帐，即物资存放在哪个货位在系统中

记录，出库时按其存放位置去取货出库；精诚软件在宏华公司项目上提出

的智能货位管理理念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 WMS 系统的一大热点。 

2、物料出入库管理： 

（1）物资入库 

供应商送货后，由仓库检验员验收，并在系统中开具“实物验收移交

清单”，实物验收清单由系统传递给库管人员和采购部，采购部根据订货

合同和“实物验收移交清单”制作“采购到货单”，系统将由采购部制作

的“采购到货单”传送给库管人员，系统只有在“采购到货单”和“实物

验收移交清单”同时齐备时才允许进行正常入库操作。 

对于“采购到货单”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系统提供特殊业务处理功

能，就是允许库房管理处进行临时入库操作，即只要有“实物验收移交清

单”即可办理临时入库手续。 

在完成入库手续前，仓库管理员先用扫描枪扫描要入库的物资条码

（没有条码的要先给物资生成并打印条码），采集完后，把扫描枪跟条码

管理系统连接并导入条码信息，系统会提示存放货位； 

选择物资明细和入库仓库，就可以“生成入库单”并把物资明细导入

到“材料入库单”里，就可确认入库，保存相应入库单据。 

优化资源利用率，降低人

力成本  

减少作业错误和货物寻

找时间 

减少工作量和工作时间

提高仓库存货的可视性 

提高仓储控制,确保精细

管理和先进先出 

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确保仓储数据的准确性

和时效性 

增加营业收入 

精益生产 敏捷制造 

四、系统功能 



  

（2）物资出库：物资出库包括：生产领料出库、销售出库和售后出库。 

生产领料出库： 

由生产车间在系统中开具“领退料单”，经生产部审批后，传送到库

房管理处审核，审核完成后生成“材料出库单”，并根据库龄分析将最早

入库的物资进行出库处理。 

在完成审批手续后，仓库管理员先用扫描枪扫描要出库的物资条码，

采集完后，把扫描枪跟条码管理系统连接并导入采集的条码，完成材料出

库手续。 

销售出库： 

由销售部在系统中制作“销售发货单”，经销售部领导审批后，系统

自动将单据传送至库房管理处，库房管理处领导审批后，系统自动根据库

龄分析将最早入库的物资出库，提示库管人员物资存放货位，生成“销售

出库单”。库管人员根据系统提示，找到相应出库物资，用条码扫描枪对

出库物资进行条码采集，并将采集数据导入系统，完成物资销售出库手续。 

售后出库： 

售后出库由售后部在系统中制作“售后发货单”，经售后部审核后，

传送到库房管理处，经库房管理处审核，办理售后出库。出库流程基本与

生产领料出库一致。 

3、仓库盘点管理：我们在仓库盘点操作上，通常采用这样的方法完成：

在手持扫描终端上选择盘点操作，然后用手持终端逐一扫描库存物资，完成

后再将采集的条码信息导入系统，进行盘点操作。系统会根据库存信息与采

集到的条码信息进行比较，然后列出盘亏盘盈物资明细，确认后即可生成仓

库盘点统计表，对所有盈亏数据进行汇总统计。经相关权限的用户确认盘点

数据后，系统会更正实际库存数据。 

4、临时出入库管理：临时出入库管理主要指对于那些实物入库但手续

未完成的物资管理。在系统中提供提供一个虚拟的临时库区用于存放临时入

库物资，同时系统提供临时入库物资的查询、统计和分析功能和对于临时入

库且已出库物资的查询功能。在入库手续完备后，系统对临时入库物资提供

补办入库手续，并从临时库中将相应的数据转入正常入库。 

 

众多的经过合理设计和优

化的报表，为管理者提供迅

捷的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

实时把握仓库中的每个环

节。综合报表实时展现了仓

库物流环节的的第一手数

据，并对人员的作业状况进

行汇总分析，为生产用料分

析、作业指导和合理库存分

布提供决策支持。 

五、 条码管理系统功能 

高效运营 精确决策 



 

 

宏华公司实施条码仓储管

理系统后，将规范各相关

部门的业务操作，提高各

部门之间的协作，解决目

前宏华公司实物临时入库

管理混乱的问题。条码系

统将解决目前货位管理不

够之智能化的问题，实现

入库出库智能选择货位的

功能，提高物资出入库的

效率。 

精益求精 诚信服务 

5、查询统计： 

本部分功能主要有： 

（1）在库物资明细表：查看某仓库某物资的当前库存明细信息； 

（2）在库物资汇总表：查看某仓库某物资的当前库存汇总信息； 

（3）采购入库流水帐：所有采购入库单的单据汇总信息； 

（4）临时入库物资明细表：查看临时入库物资明细信息； 

（5）临时入库物资汇总表：查看临时入库物资汇总信息； 

（6）业务出库流水帐：所有业务出库单的单据汇总信息； 

（7）生产领料流水帐：所有生产领料单的单据汇总信息； 

（8）生产退料流水帐：所有生产退料单的单据汇总信息； 

（9）入库、出库单汇总：查看某时间段内采购物资的流动情况； 

（10）生产领料、退料单汇总：查看某时间段内在生产线上的物资的流

动情况。 

6、库龄分析管理：系统根据入库时间，自动将同类物资按入库时间进行

排序。系统提供库龄分析统计表，同时提供按在库年限的查询，此功能主要

是为物资出库提供依据，按先入先出的原则，在出库时优先选择库龄时间较

长的物资出库。 

7、工作督办功能：我们根据以往实施经验，在系统中增加一个待处理业

务提示的工作督办功能。用户在登录到系统时，在用户界面上将给出待办事

宜的提示信息。用户只需要点击相关的提示信息即可处理相关的业务。这样，

用户只要登录业务系统，就能及时处理相关业务。 

除此之外，系统还提供了生产退料入库、销售退货入库、采购退货出库、

数据导入导出（EXCEL、TXT 格式）等业务功能。 

实施效益分析 

精诚条码系统的成功实施为宏华石油设备公司信息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

时与 ERP 系统的有效集成，将大力提高宏华公司从采购、库存、生产、销

售到财务管理的有效协同，真正在企业搭建了一个统一集成的管理平台，使

宏华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又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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