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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了帮助刚接触 VE 产品的用户和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对如何运用 VE 产品来解决中小企

业的实际经营问题更好的掌握和了解，我们特意收集了在客户实施过程中，企业用户最常提出需

要解决的管理问题，并归纳分类，加以如何通过我们 VE 产品来解决的直接说明和图解。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 经营管理类 

a) 如何接到销售订单后，及时分析成品库存量和原材料的需求量、不足

量、库存量和需采购量？  

需求原因：企业通常在接到订单后，都比较想了解目前仓库里是否有能满足订单的数量以便

出货，当现有存量不能满足出货时，也都比较想了解组成该成品的子件是不是有足够的存量

去安排生产；这个需求能比较准确让业务去回复客户的交期以及及时安排生产以备出货； 

解决办法：销售订单建立后可以进行当前库存的查询，亦可以打开子件清单，了解当前库存

的子件满足情况； 

软件位置：销售——销售订单；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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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子件库存量可以满足当前的需求量； 

b) 如何做到按单生产、按单领料，就是以销定产和以产定量？  

需求原因：企业按单生产、按单领料，是一种有效减少企业资源浪费提高利用率的管理方式； 

解决办法：订单需求分发生成工单，按工单领料及入库； 

软件位置：销售——订单需求分发，生管——厂内工单； 

解决的画面展示： 

 

 

由此需求分发得到的单据都是由销售订单关联过来的，领料量和入库量都是标准的满足订单          

的需求；这样就减少了物料的浪费，和多余产成品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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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何分析企业现有的物流情况去决定生产量和采购量 ； 

需求原因：企业需要实时了解当前的一个接单状况、车间生产安排情况，以便于能有效的准

备出货更好的服务客户； 

解决办法：通过系统现有的订单需求分发； 

软件位置：销售——订单需求分发功能去实现； 

解决的画面展示： 

 

此单据显示了目前企业中还有多少单据未执行需求分发待执行的单据； 

 

此单据显示了目前的工单的一个实际执行情况到了哪一步，根据需求量，当前的入库量和领

料数量；以便于对企业现状的把握； 

d) 能不能支持项目型公司的管理？（项目管理、统计、查询） 

需求原因：企业有时候需要跟踪某一个项目或大客户的总体的采购、领料、入库等其他的投

入统计，以及对应这个项目的利润回报等信息时，手工的统计方式往往零散且统计数据不符

合实际发生情况；这时候就有了一定的难度； 



                                                               VE 培训工具系列 

文件拟稿部门：总部 VE 产品部       签署等级：产品总监      日期：2011-1-1       [7]页 
 

解决办法：每个订单、出货、采购、领料、入库都可以关联到项目；支持财务上对项目型公

司的核算； 

软件位置：再每个订单的主档——项目管理。 

解决的画面展示： 

如销售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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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对项目的统计跟踪效果； 

3. 采购类 

a) 如何合并采购？ 

需求原因：企业的采购通常是由业务的销售订单而决定的，采购通常都是来自细碎的订单，          

但是在企业真正采购的时候往往是将这些细小的需求合并在一起进行采购，这样我们既需要对这

项采购的来源进行跟踪又能对采购进行合并； 

解决办法：合并采购：采购订单由订单需求分发时，在生成单据之前，可进行采购订单合并；

或者当采购订单由销售订单转入时，对采购订单的打印可进行合并打印； 

软件位置：  销售——订单需求分发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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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对采购单进行跟踪和合并处理了； 

b) 贸易类企业销售单转采购单的执行完成情况？ 

需求原因：贸易类企业为了追踪对于当前的销售订单已转成采购单的一个执行情况明细表； 

解决办法：采购模块下 “销售订单已采购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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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位置：采购——常用报表——销售订单已采购状况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c) 对企业当前已下达采购订单，但迟迟未到货的统计？ 

需求原因：企业对于当前采购订单已下达，但供应商未交货的统计； 

解决办法：采购模块下 “已采未入表”； 

软件位置：采购——已采未入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用这个表跟踪采购订单的到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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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仓库类 

a) 如何控制超量出货和超量收货？ 

需求原因：控制超量出货主要是因为客户方不接受超出订单数量的货物；控制超量收货主要

是为了企业不接受多余的物料以避免不必要的应付款，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同时也是为了多

余物料造成不必要的呆滞； 

解决办法：采订参数设定中可以限制超量收货及出货，本生单据中亦可以设定允许超收（超

出）与否； 

软件位置：基本——系统初始化——采订参数设置，销售——销售订单，采购——采购收货； 

解决的画面展示： 

1）.先在采订参数中对是否超收进行预设： 

 

2).再在销售订单和采购订单处勾上最后决定是否可以超收和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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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设定之后，当出货和收货的量超过订单的数量时系统就会提示并无法存档； 

b) 如何解决库存的积压、资金的释放、呆滞品过多的情况？  

需求原因：仓库是存放货物的地方，仓库的东西积压的越多，说明企业的资金被过多的积压；

呆滞品过多也是企业资金的不合理浪费；所以企业都很希望能解决库存的积压和资金的释

放，避免不必要的呆滞；  

解决办法：库存一览表和分析表对当前仓库的数量和金额的分析解决库存积压释放资金；仓

库系统的呆滞品分析表解决仓库系统呆滞过多的问题； 

软件位置：库存——库存一览表，报表——库存报表——呆滞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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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画面展示： 

 

 

通过这一些列表，我们就可以掌握当前库存的金额，目前哪些物料已经呆滞了多久，呆滞总

金额有多少，以便于我们对这些不必要的呆滞进行及时的处理，释放企业这些宝贵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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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员工入库统计表，对计件工资的统计；  

需求原因：企业对于员工计件工资的统计，在没有系统的统计之前，当月底需要进行入库统

计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不仅繁琐且准确率有待讨论； 

解决办法：员工入库统计表，可以实现对计件工资的统计； 

软件位置：库存——常用报表——员工分析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这样我们就能及时有效准确的对每个员工进行入库统计分析； 

d) 安全库存的预警功能；面向库存的采购；企业信息资源共享；  

需求原因：企业中往往存在对于某些物料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仓库中通常需要有一定的存

量以维持日常的生产开支；这样当这些物料一旦低于安全存量时，系统能很好的起到预警的

作用以解决不必要的物料短缺情况的发生；同时进行必要的面向库存的采购； 

解决办法：安全存量提示，可在刚进入系统时首先显示该画面，直接转采购订单； 

软件位置：基本——系统初始化——库存参数设定，库存——安全存量提醒；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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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物料的量低于安全存量的时候系统就会及时预警，并可由采购进行及时的采购补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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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 

e) 领料自动弹出 bom，包含储位信息；了解当前物料的分类信息；  

需求原因：对于仓库新来的员工，领料时往往会因为不熟悉仓库而无法准确找到物料的位置，

以至于耽误时间； 

解决办法：领料单按 bom 分介展开，分析当前用量情况； 

软件位置：库存——生产领料； 

解决的画面展示： 

 

 

有了准确的储位和 bom 信息，领料时就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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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历史单价、库存信息的查询；  

需求原因：企业需要对历史价格进行记录，以备在实际交易发生时能有准确的价格保证自己

的利益； 

解决办法：采订系统历史订价的查询；历史库存的查询； 

软件位置： 

解决的画面展示： 

 

这样再订单生成时就可以议定单价；提高必要的效率； 

g) 查询每个仓库指定时间段的库存周转率； 

需求原因：库存周转率体现了一个企业仓库资金的有效性，企业主需要实时了解仓库中的资

金是不是有效； 

解决办法：库存周转率是一个企业对库存资金的合理利用的体现；库存分析表中有库存周转

率的体现；可以提高企业主对资金的合理利用，创造利润； 

软件位置：库存——库存分析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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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存周转率的一个实时分析体现； 

h) 库存明细账；  

需求原因：企业需要实时了解仓库里还有什么东西在，数量是多少，金额有多少？ 

解决办法：对当前库存数量和金额进行统计的库存明细表，按总仓和分仓可分别统计； 

软件位置：报表——库存报表——现有库存明细表（多仓、单仓）；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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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提供现在仓库里各个物料的数量和单位成本以及总库存； 

i) 对企业一定时间段内的收入、发出、结存的汇总表？ 

需求原因：通常企业的财务需要统计每个月里各类物料的一个收入、发出、结存以核算成本； 

解决办法：仓库模块下的“进销存汇总表”； 

软件位置：库存——常用报表——进销存汇总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对收入、发出、结存进行汇总以统计核算成本； 

5. 销售类 

a) 如何及时了解订单的实时毛利？ 

需求原因：企业需要了解订单的一个实时毛利以用来对订单进行一个有效的安排；若订单毛

利高，则需要更及时的出货以提高服务质量维护好客户关系，若毛利一般则可进行适当的安

排； 

解决办法：订单单据中有毛利查询按钮，实现实时毛利的计算； 

软件位置：销售——销售订单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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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再订单生成之时就可以及时了解毛利以进行下一步出货或者生产的安排； 

b) 在销售订单下，了解对应成品的子件满足情况；  

需求原因：业务需要再接到订单时，当成品数量不满足的情况下，查询子件的满足信息以备

回复客户交期等信息； 

解决办法：销售订单中有一个“子件按钮”可以对当前点选的成品查询子件的满足信息； 

软件位置： 销售——销售订单 

解决的画面展示： 



                                                               VE 培训工具系列 

文件拟稿部门：总部 VE 产品部       签署等级：产品总监      日期：2011-1-1       [23]页 
 

 
这样就可以了解当前的子件是满足的，可以尽快安排装配以备出货； 

c) 销售订单出货情况及生产跟踪；  

需求原因：企业通常需要实时的了解当前我的一个接单情况，以及这些订单的一个执行情况； 

解决办法：销售订单一览表可以对订单数量、当前出货数量、发生过的退货数量、工单安排

数量、已入库数量等信息以实现对订单信息的实时跟踪； 

软件位置：销售——销售订单一览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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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看到，当前我的这些订单需求的是哪些产品，数量分别是多少，已经出了多少，

有没有发生退货，以及是否安排了工单，工单的入库情况如何； 

d) 了解历史定价，准确及时报价； 

需求原因：企业需要能了解对同一个客户之间发生过的每次交易的历史单价，可以根据经实

际情况去决定我的当前报价该如何才更合理； 

解决办法：订单上有历史定价查询 

软件位置：销售订单——单价——历史订价 

解决的画面展示： 

 

这样就可以根据这些历史订价，以及我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格，各个成本因素去决定我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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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如何更合理； 

e) 对各客户当前接的销售订单出货完成情况的统计？ 

需求原因：实时的跟踪当前订单的一个出货情况； 

解决办法：销售模块下的“销售订单按客户汇总表”； 

软件位置：销售——常用报表——销售订单按客户汇总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这样就可以统计出，对于 A 客户，当前订单中还有多少产品我是需要再安排出货的； 

 

f) 对于已接受订单，但未出货的统计分析？ 

需求原因：用来跟踪某个客户的订单数量、出货数量、未出数量、预出日期； 

解决办法：可通过按客户和按产品进行受订未出的统计分析； 

软件位置：销售——常用报表——受订未出表（客户分组、产品分组）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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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客户或者产品进行分组，可以更加有效的安排出货进度； 

g) 出货单产品明细跟踪对方订单号信息； 

需求原因：通常是企业的客户方要求自己的供应商能够准确提供每次的送货是送自己的哪次

订单的，这样方便自己系统的收获以冲减订单的数量； 

解决办法：订单中可录入对方单号，订单转出货单打印时，可以打印打印明细项中的对方单

号； 

软件位置：销售——销售订单主档；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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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产品能和好的跟踪这个信息，解决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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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务类 

a) 应收应付动态统计表；到期账款的提示；逾期账款的警示；  

需求原因：企业通常需要实时的了解企业的一个应收应付款项，以更好的安排这些资源； 

解决办法：应收应付动态统计表，到期账款提示和逾期账款的警示； 

软件位置：账款——应收应付动态统计表，到期账款提示； 

解决的画面展示： 

 

 

 

方便企业更有效的安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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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供应商及客户的对账信息； 

需求原因：对供应商进行对账； 

解决办法：供应商对账单和客户对账单可解决对账问题； 

软件位置：账款——常用报表——供应商对账单，客户对账单； 

解决的画面展示： 

 

 

这样就能准确的对账，每一笔发生的实际金额； 

c) 各项发生业务的开票情况的实时了解？ 

需求原因：跟踪每笔进项和销项的一个开票情况； 

解决办法：进项、销项开票情况的记录； 

软件位置：账款——发票——进项开票情况、销项开票情况；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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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实时了解当前的一个开票信息； 

d) 对一定时间段内的销售利润分析表？ 

需求原因：企业用于统计一个时间段内的一个销售盈利信息； 

解决办法：报表系统下的仓库报表中有“出货统计表”可按利润进行显示排名； 

软件位置：报表——库存报表——出货统计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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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方便统计企业的一个销售利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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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类 

a) 如何通过半成品的出入库来了解生产过程进度？ 

需求原因：跟踪工单的需求量、入库量、领料量等信息； 

解决办法：生管模块下的“工单一览表”； 

软件位置：生管——工单一览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跟踪这些信息以便更好的安排生产进度； 

b) 生产工单用料明细的分析；  

需求原因：企业用来统计工单的一个标准用量和实际用量以实现对物料的一个监管，控制浪

费； 

解决办法：工单用料明细表解决对工单的实际物料领用情况的分析； 

软件位置：生管——工单用料明细；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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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展现了工单的一个实际用料明细； 

c) 如何跟踪外协的领料情况以及回来入库的情况？  

需求原因：跟踪外协的发料、入库信息以及不良和余料； 

解决办法：对于外协的领料和入库统计，可通过“生产出入库动态统计表”进行分析； 

软件位置：库存——常用报表——生产出入库动态统计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这张表格就显示了对应此外协商生产的该产品我发料情况以及外协商的入库情况和余料数

量； 

d) 对企业当前工单的执行情况的跟踪？（需求量、领料量、入库量） 

需求原因：跟踪目前未结案工单的一个执行情况，包括工单安排量、已领料量、已入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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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工单一览表； 

软件位置：生管——工单一览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及时准确的反应企业当前的一个生产现状； 

e) 对各生产单位不良率的分析？ 

需求原因：需要对各生产单位的产成品的不良率分析，对车间、外协商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评； 

解决办法：厂内单位、外协供应商不良率分析表； 

软件位置：报表——生管报表——生产单位不良率分析表、委外供应商不良率分析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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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对应的做出相应的调整策略以提高良品率； 

f) 对于各工单的产成品的质量分析？ 

需求原因：对于工单产成品的质量检验； 

解决办法：生管模块下的“生管质检单”可对各工单的完成情况进行详细的质量检验记录； 

软件位置：生管——生管质检单； 

解决的画面展示： 

 
以此作为质检合格之依据； 

g) 滚动生产的发料、收货及对应报废、余料的统计； 

需求原因：解决对生产单位的一个发料、入库、退料、余料的统计； 

解决办法：仓库常用报表的“生产出入库动态统计表”对生产单位的发料、收货、不良、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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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分析； 

软件位置：库存——常用报表——生产出入库动态统计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展开了实际的一个领料、入库、退料、余料情况； 

8 基本设置类 

a) 同一的物料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代码，我们如何解决？ 

需求原因：主要是解决对于同一种物料，在不同客户或者供应商处有着不一样的名称叫法或

者产品代码； 

回复：客户产品对照表和供应商产品对照表，可解决同一物料在不同客户处的不同叫法； 

软件位置：基本——产品资料——客户产品对照表、供应商产品对照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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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支持在打印单据时根据实际的客户来自动翻译实际客户/产品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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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报表能不能自己做，自己改？字段能不能加？  

回复：都可以； 

软件位置：在各种单据主档上面的打印按钮；或者在常用报表中或者报表模块下直接点击该

报表； 

解决的画面展示： 

如采购统计表： 

 

按 CTRL+E 则可对报表进行编辑 

 

9. 总结： 

高格 Ve 产品以简洁高效的界面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常规管理难题，提升管理品质； 

高格 Ve 服务以专业及时的态度解决中小企业进销存、生产、财务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