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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单到生产到发货的全流程信息
化，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 



全面信息化管理的目的 

1.推行标准化工作流程和生产流程，建立企业标准体系，为企业的长期稳

定发展创造基础； 

2.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提升人力和设备利用率，达到减少生产时间，节

省原料和减少生产成本的目的； 

3.提升管理水平，减少企业成本。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一） 

1、实现工艺管理、织造订单、生产计划的信息化管控 

a)实现工艺BOM的有效管理； 

b)实现订单的有效管理； 

c)使用主计划到车间任务计划的多级计划管理机制； 

d)实现织准和织造的多级计划管理； 

e)实现织准和织造过程的进度跟踪； 



工艺设计与订单管理 



排单计划 

工序计划 

（染纱、织准、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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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多级计划示意图 



生产排单 



主计划确认与分发管理 



织准多级计划（部门计划+工序计划+进度跟踪） 



织造多级计划（织造部门计划+工序计划+进度跟踪）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二） 

2、实现织准生产过程的信息管控 

a)对织准生产工艺的有效管理； 

b)对前道络丝、倍捻、蒸丝等工序进行有效的计划与产出管理； 

c)对织准内的整经、浆丝、并轴等工序进行有效的计划和产出管理； 



整浆工艺、织轴卡 



经轴、织轴仓库存 



织轴卡与织轴条码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三） 

3、实现织造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控 

a)对织造内部的穿综、插筘、上机、了机进行有效的计划和进度跟踪； 

b)对织造的纬纱和织轴进行有效管理； 

c)对织机进行实时的监控与分析；（织机监控系统） 



织造工序计划与进度跟踪 
下布线边仓库存 



织造车间进度跟踪 



落布操作 
布轴标签 



织轴线边仓 
纬纱线边仓 



织机在线监控与分析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四） 

4、实现坯布有效管理 

a)实施在线验布系统，每卷布打印验布标签，对所有坯布实现单卷条码管

理； 

b)实现坯布仓库的有效管理，借助于坯布标签条码，进行扫描出入库，大

大提高出入库效率，减少出差概率； 



在线验布系统 



坯布唛头 



出入库扫描APP 



坯检线边仓 
坯布仓库 
坯布水洗唛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五） 

5、实现外协有效管理 

a)对外协发货、回货进行有效的管理； 

b)借助于外协回货核销功能，有效管理外协工厂的库存，生成外协对账单； 



外协管理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六） 

6、实现纱线仓的有效管理 

a)对纱线总仓进行有效管理； 

b)对纱线线边仓进行有效管理（前道、织造）； 



纱线仓库管理 



信息化应该完成的任务（七） 

7、实现对财务的应付、应收进行有效管理 

a)通过采购入库直接确认生产应付款，通过核销功能最终生成应付款对账

单； 

b)通过销售出库直接确认生成应收款，通过核销功能最终生成应收款对账

单； 



应收应付 



软通织造、纺纱机实时监测系统 

我们会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带进一套目前纺织界最新的管理模式，真正做到： 

1：提高品质。 

2：提高效率。 

3：减少用工 。 

4：减少原料浪费。 

5：精准、缩短交期 。 
6：建设协同作业团队。                                                              

 

 



生产管理的5大要素 

人 生产一线操作人员 
不同挡台水平、调机水平、
上了机速度对于运转效率
的影响分析 

机 织机 

同一产品不同机型，同一
机型不同产品，同一产品
同一机型等各种维度机台
运转率的影响分析 

料 纬纱原料、经纱原料、织轴 
不同原料批号，不同浆纱
批次对于运转率的影响分
析 

法 挡台、维修、上机工艺等 
不同挡台方法、不同维修
方法，不同的上机工艺对
于运转率的影响分析 

环 生产现场的温湿度环境 

通过时间段效率及停车，
结合现场温湿度曲线,分
析现场生产环境对于运转
率的影响 



•      不达标机台追踪：80%的时间解决20%的异常！快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及时落实核查工作。 

•             设定效率和停台次数的工作目标，系统可以单独列出每个班

不达标的机台，对这些机台进行原因追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所在，

排除这些不良原因后即可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 

•             整体效率不高基本上都是被一些低效率的机台所拖累，所以

这是最有效的一种应用。 

 



• 考查浆纱工艺对生产效率和停台次数的影响： 

      系统可以按不同的浆纱缸号统计效率和各种原因的停台次数，可

以借此分析不同的浆纱生产工艺对织造品质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

数据积累，可以明显提高浆纱工艺水平，业内人士常说“三分织造，

七分浆纱”，浆纱水平的提高对织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  对员工的精神激励： 

   在每个车间的织造现场挂一个大的瞬时效率显示屏，即时与其他车

间对比生产效率；下班后马上可以看到当班精确的生产效率，可与其

他挡车工对比，对先进者是一种鼓励，对后进者是一种鞭策 



 统计每个挡车工平均每次处理纬停、断经等所需的时间，通过竞争、

奖惩等措施，提高停台的处理速度。 

 可按不同的经纬纱厂家统计生产情况（效率和各种原因停台次数），

分析不同厂家原料的性能，可作为采购的参考依据。 

  按综丝、钢筘统计生产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不同的综丝、钢

筘对生产的影响。 

  对比计划车速和实际车速，避免员工为提高效率而故意或无意开慢

车。 



  按生产品种统计生产情况，了解不同品种的生产难度，为销售和定价

提供参考。 

  系统的10分钟曲线图可以结合温湿度记录仪，分析不同的温湿度对

不同品种织物的影响。 

 以监测系统的生产效率作为挡车工、帮车、机修、调整工、上轴工等

相关人员的计件工资。 



企业个人操作挡台数量图 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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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挡台数解决招工难。 
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应对经济危机。 



织机在线监控 
系统界面展示 



纺纱机在线监控 
系统界面展示 



大圆机在线监控 
系统界面展示 

 

 



系统界面展示 



客户现场展示 



客户现场展示 



客户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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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上千家企业管理水平得到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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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上千家企业管理水平得到长足进步 



客户列表 
• 纺织四大巨头：魏桥，如意，恒力，天虹 

• 色织行业：山东鲁泰，广东溢达，雅戈尔、联发集团、依丝特、中邦、天铭、三元控股、华芳集团、金陵等 

• 家纺行业：申久家纺、四海伟业、解放军3542、3509厂、山东银仕来，盐城悦达、愉悦家纺、大海集团、福丝

特，兴达、灿宇、林旺、捷凯、众望等 

• 长丝行业：福华世家、万杰、东纶、百宏、华懋、三福、向兴、宏达、远大、达胜、达飞、前盈、德扬、晨越

高新、三盛、舜聚、俊达、金伦、荣祥、晨龙新升、嘉纶、新腾巨，科旺，新金晟、龙兴隆、粤华、国龙、三

盛、华炬、吴中布业、 捷凯、兆新、福茂、兴惠、道格拉斯、恒丰、昶兴、巨龙、吉尔达、佳运达、华炬、汇

源、斯尔克等 

• 牛仔行业：前进，北江，致兴、蓝钻、海天、海扬王朝、奥泰、金梭、鑫兰、蓝之梦、迪亚、豪欣、乐琪等 

• 针织行业：百宏集团、佳友、紫琅、玖运、奥坦斯、中大集团、常山、奇锦、瑞域、升华、缘华、川凡等 

• 我们的客户遍及海内外，有德国艾文德公司，英国博纳公司，印尼KAHATEX，越南，印度，台湾，尼泊尔等 



产品系列 

• 1、《纺纱、织造，印染全套ERP系统》 

  从订单-工艺-生产计划-原料-采购-现场MES-验布条码-入出库-应收款-成本核算，实现全  

过程信息化管控。 

  以计划为主线，以计划驱动生产，使每个环节环环相扣实现有序生产。梳理流程，实现流

程优化 

• 2、《软通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纺织设备全流程生产过程的全部数据自动采集并进行有效分析管理； 

    喷水、喷气、剑杆、片梭、有梭、织带机、织袜机、织麦机、绣花机、无纺布等各种织

机；各种流量表：电表、水表、气表、温湿度表实时监控。 

    细纱、络筒机、毛纺机等纺纱全套机械；横机、经编机、大\小圆机等针织机械； 

    印染、化纤，整经、并轴、浆纱机、验布机等纺织机械设备的生产数据实时联网监测。 



• 3、《织机、倍捻机、络丝机在线实时监测系统》 

• 4、《验布条码出入仓系统》 

• 5、《织轴条码系统》 

• 6、《织机配件条码仓库系统》 

产品系列 



产品系列 

• 我们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针对性培训，带进来一套目前纺织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可以

真正做到： 

• 1. 提高品质， 

• 2. 提高效率。 

• 3. 减少用工。 

• 4. 㓕少原料损耗。 

• 5. 缩短准确交期。 

• 6. 建设协同作业团队 



 专注纺织行业信息化25年 

 为国内外的1000多家纺织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化服务 

 配套的织机厂家：必佳诺，苏尔寿，意达，斯米特，日发，浙江引春，

海佳，日佳等 

 联系电话：18659271036 / 13003921099   吴宝殿 

 

厦门市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纺织工厂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 
专业提供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