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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U9 

线缆行业解决方案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一、行业概述  

线缆行业是中国机械行业中仅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大行业，产品品种满足率和国

内市场占有率均超过 90%。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线缆总产值已超过美国，成为世

界上第一大线缆生产国。伴随着中国线缆行业高速发展，新增企业数量不断上升，

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为线缆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市场强烈的

诱惑力，使得世界都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市场，在改革开放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线

缆制造业所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让世界刮目相看。随着中国电力工业、数据通信

业、城市轨道交通业、汽车业以及造船等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线缆的需求也

将迅速增长，未来线缆业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2008 年 11 月，我国为应对世

界金融危机，政府决定投入 4 万亿元拉动内需，其中有大约 40%以上用于城乡电

网建设与改造。全国线缆行业又有了良好的市场机遇，各地线缆企业抓住机遇，

迎接新一轮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 

  

 

 

线缆行业现状： 

1、产能过剩、行业仍无序发展 

    线缆企业众多，行业市场集中度很低，价格战是主要的竞争手段 

2、产品结构不合理，同质化现象严重 

 虽然我国线缆产业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但却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常规电缆等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利润微薄，但航空航天、核电、电子、

汽车线束、高压电缆超净电缆料等高端产品却主要依赖进口。 

3、贸易壁垒增加，不利出口持续稳定增长 

2011 年 6 月墨西哥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 RG 型同轴电缆(税号为 8544.20.01、

8544.20.02、8544.20.99)开启反倾销调查; 

   2011 年 9 月，澳大利亚海关和边境保护署发布公告，正式立案对进口自中国

的电缆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 

4、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使用原材料“铜”，2008 年 12 月的最低点跌破 2.5 万元/吨。

其后，铜价开始稳步回升，2009 年底又回升到接近 6 万元/吨的高位，2010 年

以来一直在高位震荡，至 2010 年底铜价再次走高突破 7 万元/吨，2011 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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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铜价最高冲至 7.5 万元/吨，2011 年 9 月底又快速下跌至 5.3 万元/吨。 

 

 

线缆行业特点： 

1、离散式生产和流程型生产相结合 

线缆的生产，即以铜铝为主要原材料，通过相应的拉伸、绞合并在其上附

属不同的材料，从而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2、面向库存和面向订单相结合 

线缆行业的生产，为典型的按需生产，即各种计划的产生都是以销售订单

为基础的。同时，由于市场需求的特殊性，导致企业的销售和生产管理都是以

销售订单为基础单位进行管理的。但线缆的产品的生产中，又存在很多面向库

存进行生产以满足客户需求的，主要表现在电线和通用性以及标准性较强中低

压电缆，具体表现为客户要货急、多次开机损耗较大、生产周期短以及资金占

用量不大的产品。 

3、产品种类繁多，型号规格齐全，标准繁多 

线缆行业的生产，虽然原材料不多，但产品却多达几百个类别，产品多达几

万种。从目前所实施的企业来看，最少的产品都在一万种以上。 

4、客户需求多样化，生产订单变更频繁 

线缆行业的生产，虽然存在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在企业实际的

生产中，客户的要求却是多种多样的，且存在很大的变化性，例如交货期、生

产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订单必须因此而进行相应的变更，给生产管理造

成了相当大的难度。 

5、生产周期短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迫于其行业市场的压力，客户对产品的质量和交货期

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线缆的流程型生产的生产特点所决定，其生

产的周期相对较短，只要相应的设备和材料到位，生产过程十分紧凑。 

6、生产方式复杂 

线缆行业的生产，为典型的按单生产，但同种型号，不同的生产订单，却要

经过不同的生产车间，相互之间需要分工协作。产品不定型和结构频繁变化，

必然给生产造成难度。同时，结合电缆生产的特殊性（例如配线管理），导致

相互之间无法有效衔接，从而给生产管理造成相当大的难度。 

7、生产长度不易控 

线缆行业销售中，客户对产品的长度十分敏感，并不是简单的以库存总量

满足即可，还必须满足客户对长度的要求。但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铜铝等原

材料的延展性和生产设备的固有误差，导致电缆的长度无法进行有效控制，只

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波动。 

8、原材料比重较高 

线缆行业的成本构成中，由于铜铝的价值和含量较高，导致成本中仅铜铝

就占了整个成本的 80%以上，从而导致整个线缆行业，都非常注重材料管理，

以节约材料使用。 

9、生产产能无法有效评估，企业产能无法有效发挥 

由于线缆行业生产的特殊性，导致整个企业生产产能无法有效进行评估，从

而阻碍了计划的排产。由于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不到位，经常出现停工待料的现



 

象，造成整个生产产能无法有效发挥。 

 

二、线缆行业管理难点 

1.存货计量困难，最小包装等问题使得材料耗用对应成品不精确。  

2.对配方管理如安全性、保密性等的要求很高但 BOM 不够精准。 

3.生产耗用料品替代频繁，替代关系不确定。  

4.不同产品生产订单需要相同规格型号导体进行合并生产给预留量分配。 

5.生产工艺门类多，复杂结构产品较多，物料流量大。  

6.计划编制盲目性大，导致在制品、半成品和产成品易形成积压库存。  

7.采购成本占整个产品成本的比重很大，而采购成本风险控制往往是企业采

购管理中较簿弱的环节。  

8.成本管理复杂，成本核算科学性较差，缺乏统一核算标准；半成品、成品、

在制品成本的核算、控制困难。 

9.按单位量进行价格报价测算。 

10.客户信息散乱，信用风险管理薄弱。  

11.业务流程混乱。  

12.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培养和管理比较困难。 

13.配送过程监督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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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决方案 

 

1. 生产与物流管理：通过 MPS 计划订单释放快速生成生产订单，杜绝了超

销售订单生产现象；实现了相同导体合并给预留量自动分配，合理降低

损耗。实现了销售合同与生产订单无缝衔接，直观展示订单交货要求和

承诺交期。实现了生产订单直接跟踪工序执行状况及完工状况、领退料

及订单成本情况；实现物流配送中间过程全程跟踪。 

2. 销售管理：实现销售报价，订单灵活变更及全程跟踪，根据客户需求由

系统计算产品的报价，并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可以及时调整料品，数量，

交货日期等信息，通过项目号+任务号对该订单的现有库存、生产下达、

生产进度（细化到工序）、入库情况、发货情况、收款情况等信息进行

跟踪查询。 

3. 设备管理：实现设备的预防性维修同事后修理相结合，建立起一个包括

设备计划、使用、保养、维修、改造、设备动态解体检测等功能为一体

的的设备管理系统。编制周期维修计划，并根据事先的计划或是故障报

修产生维修单，形成维修记录。对设备动态，解体检测作业进行记录及

分析。提供丰富的设备报表，为管理提供依据，达到提高设备管理水平

的目的。 

4. 经销商门户管理：实现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信息的实时共享，为使

经销商在任何时候都能充分地了解到自身业务状况，以便于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从而提升经销商业务的效率及质量，为经销商日常业务的开



 

展提供优质服务。 

 

四、成功案例 

特变电工新疆线缆厂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厂始建于 1960 年，是原国家机械电子工业

部在新疆唯一的线缆生产厂家，是西部地区最大的线缆生产和出口企业，是

新疆地区线缆检测中心。   

企业占地 24 万平方米，目前企业拥有从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家引进的

全套线缆生产、检测、试验设备。企业主要产品有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等。

新特牌线缆一直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名牌产品”称号。 

 企业产品销往国内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区和东南亚、中亚、欧洲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企业在国内 26 个省、国外 10 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已形成了国际性的营销网络。企业先后获得 ISO9002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及英国皇家 UKAS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0012 计量保证体系认证证书。  

 

企业运营模式 

 

 

系统应用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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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报价应用价值 

销售报价是销售部门根据企业销售政策、产品成本、目标利润率、以往价格

资料等，向客户提出的产品报价单。一般情况下，针对各个报价单，报价会

计根据具体的产品材料费、铜铝价格、毛利率、运费、工装费以及特殊费用

等产生报价，经上级业务审核后有报价员提供给客户。 

 
应用价值 

 

 实现快速、准确、高效的报价，提高中标率。 

 根据市场需要、领导批示以及客户接受能力来测算，实现多版

本报价，针对各个版本的价格，选择最优版本对外报价。 

 在报价的过程中以报价单为主，实现严格的权限控制，提高了

报价的机密性，对企业的机密性资料进行有效的管控。 

 实现了由报价单直接转订单的快速操作，提高工作的效率；起

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是能否中标的关键因素。 

 

销售与分销 

  销售与分销系统，是通过销售报价、销售订单、标准出货、税务发票等功

能综合运用的管理系统，对销售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和跟踪，实现完善的企业

销售信息管理。 

应用价值： 

 对业务的实时控制与跟踪，及时反映销售信息及状态。 

 实现灵活的业务流程，加强处理严密的业务控制，实现良好的扩

展性。 

 将销售业务的整体数据与财务严密的衔接在一起，实现业务、财

务一体化的管控。  

 在销售订单界面允许直接做快速形态转换，并且支持由销售订单

直接转销售出货单； 

 支持自动生成项目任务，便于订单全程追踪； 



 

 可对当前销售订单查询后续的信息：生产订单查询、出货查询、

收款查询、应收查询、开票查询、变更历史查询等追溯查询。 

销售配送任务 

  根据需要配送的销售出货单，系统录入配送任务单，对配送任务单从起运

到签收。配送任务完成后，可以对指定期间的配送任务单进行对账，根据对帐

结果供应商确认后，自动生成运输发票。 

应用价值： 

 登记运输台帐，包括运输公司、客户、到货地点、应到日期、实

到日期、磅单号、重量、运距、车号、司机等信息；并能够按照公里、

吨，也可以按照特殊情况进行运费计算。 

能够有效对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管理，对货物运输过程进行跟踪，对于没有

及时签收的配送，及时与司机联系，减少运输风险。 

 

多层次生产计划模式 

在 U9 中，生产部对销售公司转产的销售订单经过 MPS/MRP 计划运算，系

统生成线缆成品和导体半成品的生产计划、外协计划、材料需求计划、机台计

划调度 

 

 

应用价值 

 建立了全新的计划排产模式，实现了计划排产精细到天。 

 实现了生产计划和原材料需求有据可依。 

 缩短了计划下达周期，每三天下达 1 次计划降低了销售订单变更对生产的影响，保

障了销售订单的交期。 

 实现了销售、生产、采购计划的联动，确保了生产的材料供应，大大减少存货周转

的时间。 

 

灵活的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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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多种生产订单创建方式，可以自动生成订单备料，可与销售订单关联且直观展示订单

交货要求和承诺交期。强大的生产订单追溯查询。 

应用价值： 

 通过 MPS 计划订单释放快速生成生产订单，杜绝了超销售订单生产现象。 

 实现了相同导体合并给预留量自动分配，合理降低损耗。 

 实现了销售合同与生产订单无缝衔接，直观展示订单交货要求和承诺交期。 

 实现了生产订单直接跟踪工序执行状况及完工状况、领退料及订单成本情况。 

 实现了 50mm²以上专用料的严格控制，减少窜用现象。 

 

先进的车间管理 

   按工作中心、设备、班组进行派工；通过工序限额汇总领料，实现了不同级别的限额领

料控制，可以进行限额总量控制、订单限额控制，机台派工限额控制、提供针对车间\机台\

班组\个人的领料、补料功能；通过班组登录对机台派工单的开完工情况、材料消耗情况、

设备运行情况、上下班交接，满足企业通过与标准定额和标准工时的对比分析，进行超耗原

因和实际投入工时的分类统计 

应用价值： 

 实现了按工作中心、设备、班组进行派工。 

 实现了按工序派工进行限额汇总领料。 

 实现了记录完整的工序报完工资料（合格品数量、报废工数量、产品分段情况、材

料应用情况）。 

 实现了工序自检、中控巡检相关资料对接。  

 实现了设备运行情况信息记录与共享。  

 实现了车间上下班交接信息及时共享。 

多维度设备管理 

通过设备管理系统：维修保养项目、基础设置、设备台账、维修管理、运行管理、履保

管理、设备检测、设备报表等功能应用实现企业需求。 

应用价值： 

 实现了设备台账电子化管理，并与固定资产卡片进行一一对应。 

 实现了车间设备故障报修及时反馈并派工维修。 

 实现了维修派工有据可依，使用设备备件具体到明确的设备。 

 实现了系统随时可以看到哪些设备停机、存在故障待维修等信息。 

 实现了设备维修情况统计和运行情况统计快捷详细。  

 把设备管理由被动管理转为主动管理，将极大地提高设备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  

 使设备管理人员解脱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实现了设备从采购、建档、运行、维护保

养、折旧、报废等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  

精细化订单成本 

在 U9 中，一方面通过生产领料单对材料成本进行直接归集，使得产品材料成本更加准

确。一方面通过设置费用分配组，费用接口，按照各生产车间来归集各种制造费用、与人工

费用。  



 

 

应用价值： 

 成本细化核算至生产订单，更容易发现日常生产中的成本异常情况，有利

于成本的分析、管控。 

 按照车间+订单核算企业的实际成本耗用情况，准确反映企业的资金占用。 

 成本数据来自于实际的业务数据，成本核算信息真实可信。 

 成本核算过程简化，成本核算人员的职责由核算成本转变为成本分析。 

 提供多样的成本报表，满足企业多维度多角度统计成本信息的需求。 

 全面的成本信息满足企业管理层分析成本的需求。 

 有利于加强对各个生产部门的成本考核 

应收预警账台账分析 

对应收账款的多维度管理，收入确认规范；应收预警台账多维度分析；应收通过参照税务

发票来立账，对该笔收入可追溯查询至来源发货及销售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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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 

 规范了收入的确认来源。 

 提供应收预警账台账，实时了解应收账款情况。满足各级各部门领导及相关业

务人员对应收账款的需求。应收账款预警台账：按合同进行统计，包括：合同编号、

合同金额、客户行业性质、欠款金额（按账龄）、发货未开票金额（按账龄）、到期

款（逾期时间）、未到期款（到期时间）、质保金（到期时间）。 

 把应收款作为一个完整的模块来管理，与业务数据的关联通过系统自动实现，

有效的提升管理效率。 

 系统灵活的报表展现方式及多维度的报表查询，有效地满足企业各层次的管理

目标。 

 同时通过模块整合，有效地反映出企业资金流的数据。 

 

财务业务一体化 

  业务部门将采购、销售、出入库单等业务单据业务录入系统后，财务人员可以直接在税

务发票、应付、应收和库存管理等系统参照相关业务单据自动生成交录分录并转总账生成凭

证。 

 

应用价值： 

 财务业务一体化，提高财务核算效率； 

 财务业务一体化，提高财务管理职能弱化记账； 

 财务业务一体化，提高财务内控功能； 

 提供凭证模板，常用凭证可自动生成；提供现金流模板、损益结转模板等； 

 高效灵活的自动化处理流程，实现业务单据到财务凭证的同步共享；并可

自动完成月末分摊、计提、转账、期间损益结转等业务，并可自动进行试算平衡、

对账、结账、生成月末工作报告。 

 丰富账表查询与打印，系统提供凭证、总账、明细账、 多栏账、日记账、

余额表、序时账、日报表、综合辅助账等账表的查询与打印，并可实现所见即所得

的打印效果。 

 用友报表与 EXCEL 集成，大大提高操作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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