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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真条码技术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5年，是中国企业条码应用领

域的先行者，总部设在深圳。

　　大真目前分别在广州、上海、北

京、义乌、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公

司致力于条码产品的销售与条码应用

系统集成开发。

　　我们运用先进的条码及IT技术，

结合卓越的管理模式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为企业提供整体条码应用解决方

案。

1.11.11.11.1大真条码公司简介大真条码公司简介大真条码公司简介大真条码公司简介

大真条码大真条码大真条码大真条码1995199519951995年年年年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总部深圳总部深圳总部深圳总部深圳,,,,
注册资金注册资金注册资金注册资金510510510510万万万万

广州大真

上海大真

北京大真

义乌大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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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大真的优势大真的优势大真的优势大真的优势

�  十五年条码从业资历

�  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

�  强大的技术保证

�  完善的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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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大真部分同类成功案例大真部分同类成功案例大真部分同类成功案例大真部分同类成功案例

康明斯广州分公司无线仓库条码作业管理系统

美国AMD公司  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无线仓库条码作业

管理系统

大唐电力湖南分公司无线仓库条码物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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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建设目标与系统定位系统建设目标与系统定位系统建设目标与系统定位系统建设目标与系统定位

项目目标项目目标项目目标项目目标
通过引入条码形技术和移动手持设备，实现仓库作业（入库、出入、
移库及盘点）的移动化、快速化、联动化、实时化的现场操作，满足
实时控制、日志跟踪的内控要求，并提高仓库作业的精准度和效率。

系统定位系统定位系统定位系统定位 本系统是仓库作业管理的核心系统仓库作业管理的核心系统仓库作业管理的核心系统仓库作业管理的核心系统，是现有WMS系统的补充和完
善，也是满足公司未来完整需求的满足公司未来完整需求的满足公司未来完整需求的满足公司未来完整需求的、、、、可扩展的基础系统可扩展的基础系统可扩展的基础系统可扩展的基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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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管理系统主要功能需求仓库管理系统主要功能需求仓库管理系统主要功能需求仓库管理系统主要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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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管理系统非功能需求仓库管理系统非功能需求仓库管理系统非功能需求仓库管理系统非功能需求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需求内容需求内容需求内容需求内容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易用性易用性易用性易用性
易理解：集中、直观展现信息；易理解：集中、直观展现信息；易理解：集中、直观展现信息；易理解：集中、直观展现信息；
易操作：操作便捷、操作一致性；易操作：操作便捷、操作一致性；易操作：操作便捷、操作一致性；易操作：操作便捷、操作一致性；

易学习：符合惯例、提供操作提示与帮助；易学习：符合惯例、提供操作提示与帮助；易学习：符合惯例、提供操作提示与帮助；易学习：符合惯例、提供操作提示与帮助；

性能性能性能性能
�本地无线局域网内使用系统操作时间本地无线局域网内使用系统操作时间本地无线局域网内使用系统操作时间本地无线局域网内使用系统操作时间<2.5<2.5<2.5<2.5秒；秒；秒；秒；

�生生生生成统计分析类报表操作平均响应时间成统计分析类报表操作平均响应时间成统计分析类报表操作平均响应时间成统计分析类报表操作平均响应时间<10<10<10<10，峰值响应时，峰值响应时，峰值响应时，峰值响应时
间间间间    <20<20<20<20秒；秒；秒；秒；

高可用性高可用性高可用性高可用性
�可用性等可用性等可用性等可用性等    级级级级:99%:99%:99%:99%，停机时间，停机时间，停机时间，停机时间<=3.5days/year<=3.5days/year<=3.5days/year<=3.5days/year；；；；
�支支支支持持持持0~24h0~24h0~24h0~24h服务，不间断业务情况下升级；服务，不间断业务情况下升级；服务，不间断业务情况下升级；服务，不间断业务情况下升级；

�使使使使用双机热备方式，主备系统切换时间用双机热备方式，主备系统切换时间用双机热备方式，主备系统切换时间用双机热备方式，主备系统切换时间<30<30<30<30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安全性
�支持角色、数据项、操作的权限管理机制；支持角色、数据项、操作的权限管理机制；支持角色、数据项、操作的权限管理机制；支持角色、数据项、操作的权限管理机制；

�支支支支持日志管理及追溯要求；持日志管理及追溯要求；持日志管理及追溯要求；持日志管理及追溯要求；

灵活性灵活性灵活性灵活性
参数设置：设置出货顺序等参数参数设置：设置出货顺序等参数参数设置：设置出货顺序等参数参数设置：设置出货顺序等参数

监监监监控与分析：灵活设置查询指标、查询条件；控与分析：灵活设置查询指标、查询条件；控与分析：灵活设置查询指标、查询条件；控与分析：灵活设置查询指标、查询条件；
报报报报表与查询：设置查询条件、查询结果输出格式；表与查询：设置查询条件、查询结果输出格式；表与查询：设置查询条件、查询结果输出格式；表与查询：设置查询条件、查询结果输出格式；

可管理性可管理性可管理性可管理性 支持不间断升级，和集中管理；支持不间断升级，和集中管理；支持不间断升级，和集中管理；支持不间断升级，和集中管理；

扩展性扩展性扩展性扩展性 为业务功能的不断丰富和扩展预留设计空间；为业务功能的不断丰富和扩展预留设计空间；为业务功能的不断丰富和扩展预留设计空间；为业务功能的不断丰富和扩展预留设计空间；

非功能性需求还需要根据实际业务需要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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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条码技术利用条码技术利用条码技术利用条码技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实实实实现现现现库存库存库存库存物资物资物资物资在在在在仓库仓库仓库仓库库存生命周期库存生命周期库存生命周期库存生命周期的全程管理和跟踪，的全程管理和跟踪，的全程管理和跟踪，的全程管理和跟踪，它主要它主要它主要它主要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控制控制控制控制

和和和和解决解决解决解决产品在库存生命周期中产品在库存生命周期中产品在库存生命周期中产品在库存生命周期中信息与信息与信息与信息与实实实实物物物物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等合等合等合等问题问题问题问题，达到以下的目标：，达到以下的目标：，达到以下的目标：，达到以下的目标：

1.提高库存数据的精准度；

2.全程跟踪库存物资及设备的状态和位置；

3.结合移动手持设备，可以实时、移动操作，大大提高数据输入的操作效率；

4.标准和共同的物料和设备数据、单据号的表示；

11

2.12.12.12.1仓库条形码系统一般应用场景仓库条形码系统一般应用场景仓库条形码系统一般应用场景仓库条形码系统一般应用场景

仓库管理系仓库管理系仓库管理系仓库管理系
统统统统

条码管理条码管理条码管理条码管理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数据交互

条码仓库管理系统可以很好的与各种ERP系统对接，它的数据取之于ERP，数据交互的方式

可以是通过中间数据表以及对ORALCE存储过程调用的形式，当处理完成后，再将处理结果

送回到ERP中，不会对原系统流程产生任何影响。



 

条码技术是研究如何把计算机所需要的数据用一种条码来表示，以及如何将条形码表示的数

据转变为计算机可以自动采集的数据。条形码是普通数据的另一种显示方法，可以理解为任

意字符，只不过这种字符，人的肉眼很难看懂，而扫描器（数据采集器）可快速准确的读取

并解析这些数据。

条形码在数据库中的定义，可以认为是任意的字段，也就是关键字，例如的入库单号，出库

单号等，通过关键字来达到快速索引以及调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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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维码维码维码维码                                                                                                                                                                                        二维码二维码二维码二维码

2.22.22.22.2条形码技术及存储和读取条形码技术及存储和读取条形码技术及存储和读取条形码技术及存储和读取

可以使用手持采集器实现条形码的移动采集，能实现现场实时数据采集、处理功能的自动化

设备。具备实时采集、自动存储、即时显示、即时反馈、自动处理、自动传输功能。为现场

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实时性、可用性提供了保证。



 

1.将收货单号、出货单、移库单号都用条码来代替；

2.将卡板（托盘）上也粘贴一个条码，并且标有卡板序号；

3.可将物料（货品）代码也以条码来表示；

2222.3.3.3.3条形码在仓库管理中的定义条形码在仓库管理中的定义条形码在仓库管理中的定义条形码在仓库管理中的定义

依照条形码的特性，在系统使用条码来展示仓库管理过程中的单据号、托盘号、物料号等依照条形码的特性，在系统使用条码来展示仓库管理过程中的单据号、托盘号、物料号等依照条形码的特性，在系统使用条码来展示仓库管理过程中的单据号、托盘号、物料号等依照条形码的特性，在系统使用条码来展示仓库管理过程中的单据号、托盘号、物料号等，，，，
这样可以避免人为的操作错误这样可以避免人为的操作错误这样可以避免人为的操作错误这样可以避免人为的操作错误，也可以提升数据输入的效率。，也可以提升数据输入的效率。，也可以提升数据输入的效率。，也可以提升数据输入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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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3.13.1系统应用架构系统应用架构系统应用架构系统应用架构

查询报表、统计分析

入
库
作
业

移
库
作
业

盘
点
与
处
置

出
库
作
业

基础数据、参数设置

系统安全、权限控制

接
口
集
成

现有现有现有现有
WMSWMSWMSWMS

Receiving Details

Receiving Unconfirm

Move Details

Shipment Pick Details

Shipment Unpick

Shipment Confirm Details

Shipment Unconfirm

Stock 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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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系系
统统统统
架架架架
构构构构

终端系统终端系统终端系统终端系统
层层层层

无线接入无线接入无线接入无线接入
层层层层

数据接口数据接口数据接口数据接口
层层层层

数据存储数据存储数据存储数据存储
层层层层

执行系统，完成出入库执行系统，完成出入库执行系统，完成出入库执行系统，完成出入库
工作，确保数据执行的工作，确保数据执行的工作，确保数据执行的工作，确保数据执行的

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准确性。

无线网络，无线网络，无线网络，无线网络，wifiwifiwifiwifi、、、、WLAN WLAN WLAN WLAN 
802.11b/g 802.11b/g 802.11b/g 802.11b/g 

数据库读取中间件，确数据库读取中间件，确数据库读取中间件，确数据库读取中间件，确
保数据读取安全。保数据读取安全。保数据读取安全。保数据读取安全。

数据库，数据存储区。数据库，数据存储区。数据库，数据存储区。数据库，数据存储区。

Web Web Web Web 
ServiceServiceServiceService

�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访问中间件服务访问中间件服务访问中间件服务访问中间件服务      
数据库中获取终端采集业务所需的

数据，以及接收终端系统数据，
按定义的接口逻辑传回数据库中。

� 无线无线无线无线手持终端子系统手持终端子系统手持终端子系统手持终端子系统      

现场作业数据采集及实时库存数据
查询

3.23.23.23.2技术架构与技术线路技术架构与技术线路技术架构与技术线路技术架构与技术线路

根据系统应用视角和具体应用场景等方面的需求，建议采用.NET的技术线路，基于SOA的多
层体系架构体系，实现基于手持设备的仓库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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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逻辑组件部署架构逻辑组件部署架构逻辑组件部署架构逻辑组件部署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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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线接入方式，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操作人员可在物理仓库的网络中漫游，实使用无线接入方式，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操作人员可在物理仓库的网络中漫游，实使用无线接入方式，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操作人员可在物理仓库的网络中漫游，实使用无线接入方式，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操作人员可在物理仓库的网络中漫游，实

现现场移动式仓库业务处理。同时系统也易于灵活扩展，可随时增加和配置采集器。现现场移动式仓库业务处理。同时系统也易于灵活扩展，可随时增加和配置采集器。现现场移动式仓库业务处理。同时系统也易于灵活扩展，可随时增加和配置采集器。现现场移动式仓库业务处理。同时系统也易于灵活扩展，可随时增加和配置采集器。

3.43.43.43.4物理拓扑物理拓扑物理拓扑物理拓扑结构结构结构结构示意示意示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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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53.53.5权限管理与安全方案权限管理与安全方案权限管理与安全方案权限管理与安全方案

授权对象授权对象授权对象授权对象

基于授权对象的概念模型基于授权对象的概念模型基于授权对象的概念模型基于授权对象的概念模型

物理安全物理安全物理安全物理安全

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网络安全

应用安全应用安全应用安全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数据安全

跟踪审计跟踪审计跟踪审计跟踪审计

安安安安
全全全全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管管管管
理理理理
制制制制
度度度度

安全威胁安全威胁安全威胁安全威胁

系统采用基于授权对象的用户和角色的权限控系统采用基于授权对象的用户和角色的权限控系统采用基于授权对象的用户和角色的权限控系统采用基于授权对象的用户和角色的权限控
制模型。通过将功能菜单、功能操作、数据过制模型。通过将功能菜单、功能操作、数据过制模型。通过将功能菜单、功能操作、数据过制模型。通过将功能菜单、功能操作、数据过
滤规则抽象为授权对象，达到统一的授权管理滤规则抽象为授权对象，达到统一的授权管理滤规则抽象为授权对象，达到统一的授权管理滤规则抽象为授权对象，达到统一的授权管理
和控制模型。和控制模型。和控制模型。和控制模型。

� 细粒度的多级功能和操作的授
权，包括菜单、导航页和按钮操
作；

� 数据过滤规则；
� 被访问数据对象；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一、一、一、一、大真条码简介大真条码简介大真条码简介大真条码简介

二、二、二、二、项项项项目目目目需求概述需求概述需求概述需求概述

三、三、三、三、系系系系统统统统设计理念设计理念设计理念设计理念与思路与思路与思路与思路

四、四、四、四、系系系系统架构设计方案统架构设计方案统架构设计方案统架构设计方案

五、五、五、五、主主主主要功能设计要功能设计要功能设计要功能设计

六、六、六、六、成成成成功案例分享功案例分享功案例分享功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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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4.14.1系统总体功能系统总体功能系统总体功能系统总体功能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结构图

手持条码终端系统手持条码终端系统手持条码终端系统手持条码终端系统 PC/PC/PC/PC/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笔记本

出库作业 入库作业

移库作业

冻结解冻

盘点作业

工作任务

登录 个人信息

基础数据 系统参数

日志查询

用户权限

系统管理

集成设置

统计报表 任务指派

应用服务器端组件应用服务器端组件应用服务器端组件应用服务器端组件

仓库作业类服务(Web Service)

系统管理及设置类服务(Web Service)

协同控制类服务(Web Service)

集成接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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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手持终端功能及主要流程手持终端功能及主要流程手持终端功能及主要流程手持终端功能及主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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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登录：登录：登录：登录：为每位出入库人员分配个人账

户密码。数据采集器需登录正确用户密

码才可以使用，可用于统计每位出入库

人员的工作业绩。账户等级可分高级账

户与普通账户。

2.2.2.2.导航：导航：导航：导航：根据需求将功能分为4大类，入

库、出库、移库、盘点。

功能导航以简洁的按钮方式直接呈现在登

录后的首界面，易于查找和操作。

4.24.24.24.2手持终端登录手持终端登录手持终端登录手持终端登录和导航和导航和导航和导航界面示意界面示意界面示意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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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人员首先由上层部门获得入库单条码（收获单号我们用条码扫描代替手工输入），选择

仓库（我们在系统中将每个仓库中卡板数统计好，之后编辑剩余5个卡板报警，如果大于5个

不报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判断选择入到那个仓库中），这样可以有效的控制库容问

题，再用数据采集器扫描收货单条码    。

4444.2.2.2.2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1111

扫描输入入库单号条码扫描输入入库单号条码扫描输入入库单号条码扫描输入入库单号条码 卡板报警卡板报警卡板报警卡板报警



 

1.通过扫描入库单号，手持终端在系统中获得该入库单内应入库的信息；

2.作业人员在仓库中对货物进行核对，如果货物的数量与单据的数量不同则将原单据的数

量进行调整    ；

4444.2.2.2.2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2222



 

核对完成之后可把货物装在一个或几个卡板（托盘）上。因事先在数据库中将卡板的属性定

义（如卡板条码及所在仓库及卡板编号），这样在出库和盘点的时候就能很快的找到要出库

和盘点货物的所在卡板。之后用数据采集器扫描卡板上的条码，将卡板和入库单上的货物关

联在一起，同时卡板的条码和卡板编号都会存到入库信息里面。

完成所有的入库操作之后点击上传，将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数据库中，完成入库操作。

4444.2.2.2.2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手持终端入库作业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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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人员首先由上层部门获得出库出库人员首先由上层部门获得出库出库人员首先由上层部门获得出库出库人员首先由上层部门获得出库单单单单，，，，然后使用采集器扫描出库单上的条码，该条码数据为该
出库单编号。这时，采集器会通过无线网络，到系统中获得该单内的出库详细数据，显示在采
集器的屏幕上。

4.24.24.24.2手持终端的出库作业手持终端的出库作业手持终端的出库作业手持终端的出库作业1111

通过扫描出货条码，数据采集器上会显示出与要出
货货物关联的卡板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要出货的卡
板序号（000001号卡板）及所在仓库，这个样我们
就能很快的找到要出货卡板的位子，之后核对货物
的数量，完成出货。



 

扫描卡板上的条码可以查询到此卡板及卡板

上货物所在的仓库，之后我们将卡板移动到

另一个仓库，我们只要将原来存放此货物的

仓库号修改成现在的仓库号即可，之后点击

完成移库。

4.24.24.24.2手持终端的移库作业手持终端的移库作业手持终端的移库作业手持终端的移库作业----卡板卡板卡板卡板((((托盘托盘托盘托盘))))移库移库移库移库

将某个入库单的所有货物移库将某个入库单的所有货物移库将某个入库单的所有货物移库将某个入库单的所有货物移库整个卡板及货物移库整个卡板及货物移库整个卡板及货物移库整个卡板及货物移库

扫描要移库货物的入库单号，我们可以看到该

入库单内所装载货物的所有卡板号，之后将该

单内所装载货物的卡板所在仓库修改成要存放

的仓库即可。



 

系统下发盘点单号条码，扫描条码调出要盘点

的货物信息，因为货物信息上有货物所在卡板

的卡板号及所在的仓库号，这样就可以直接找

到要盘点的货物，如果要盘点的货物和单据上

的数量相同则直接完成盘点，如果要盘点的货

物和单据上的数量不通则修改数量完成盘点，

不通则修改再上传到数据库，完成实时盘点。

4.24.24.24.2手持终端的盘点作业手持终端的盘点作业手持终端的盘点作业手持终端的盘点作业

实时盘点实时盘点实时盘点实时盘点

直接扫描卡板上的条码调出整个入库单的货物

信息和卡板信息，之后对货物进行盘点数量相

同则直接完成盘点，如果要盘点的货物和单据

上的数量不通则修改数量完成盘点。

盲盘盲盘盲盘盲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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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点过程中，可以采用输入实际数量比较（盲盘），或者系统提示账面数量对比的两种方
法。如有差异，则显著提示作业人员存在差异，并确认后待后续进行统一的差异处理流程。

4.24.24.24.2避免重复盘点的可用方法避免重复盘点的可用方法避免重复盘点的可用方法避免重复盘点的可用方法

在盘点过程中，如果某个卡板已经盘点完成，那么当操作人员重复扫描次卡板条码的时候会
提示此卡板已经盘点完，避免重复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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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3PC/.3PC/.3PC/.3PC/笔记本端处理功能笔记本端处理功能笔记本端处理功能笔记本端处理功能

1.1.1.1.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基础数据

3.3.3.3.工作协同管理工作协同管理工作协同管理工作协同管理

2.2.2.2.查询与统计报表查询与统计报表查询与统计报表查询与统计报表

PC/PC/PC/PC/笔记本的客户端主要提供统计报表、在线查询统计、工作协笔记本的客户端主要提供统计报表、在线查询统计、工作协笔记本的客户端主要提供统计报表、在线查询统计、工作协笔记本的客户端主要提供统计报表、在线查询统计、工作协
同同同同((((任务指派任务指派任务指派任务指派))))、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

4.4.4.4.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用户权限及系统管理

5.5.5.5.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集成设置和服务监控

提供基础代码（出入库类别、盈亏原因等）、主数据（仓库信息、物料
等）的集中统一维护。

提供仓库出入库明细、托管、货品数量、位置相关的查询和统计报表。

实现作业任务创建、指派、完工确认的生命周期管理和状态跟踪。

用户及分组的定义，权限授予与操作控制定义。提供系统状态的监控和操作日志管理。

实现集成接口的基础设置，如映射转换关系对应、集成参数设置、集成交换日志等。



 

目录目录目录目录

一、一、一、一、大真条码简介大真条码简介大真条码简介大真条码简介

二、二、二、二、项项项项目目目目需求概述需求概述需求概述需求概述

三、三、三、三、系系系系统统统统设计理念设计理念设计理念设计理念与思路与思路与思路与思路

四、四、四、四、系系系系统架构设计方案统架构设计方案统架构设计方案统架构设计方案

五、五、五、五、主主主主要功能设计要功能设计要功能设计要功能设计

六、六、六、六、成成成成功案例分享功案例分享功案例分享功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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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

仓库物资条码管理系统仓库物资条码管理系统仓库物资条码管理系统仓库物资条码管理系统                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后台系统    ORACLE EBS R12ORACLE EBS R12ORACLE EBS R12ORACLE EBS R12
实实实实施日期：施日期：施日期：施日期：    一期一期一期一期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9-9-9-9月月月月
                                                                        二期二期二期二期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5-5-5-5月月月月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目前采用ORACLE EBS R12系统来进行仓库物料的管理，目前需要把仓库中物料通过条码化管理，前端执行采用RF
设备来完成数据采集，通过RF条码执行系统把数据上传到ORACLE EBS R12系统。
需求描述：

1.通过条码化来管理原材料收领退、盘点、仓库库位管理
2.在仓库内部采用条码化来管理库位，以便快速、准确找到相关原材料及产品
3.通过RF扫描的方式来采集原材料及产品的收发及盘点等库内管理相关业务数据
4.系统采用无线网络连接
5.仓库所有货物信息需要跟已有ORACLE EBS R12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大唐电力集团湖南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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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主要功能实现客户主要功能实现客户主要功能实现客户主要功能实现：：：：

1.1.1.1.仓管备货：仓管备货：仓管备货：仓管备货：仓管依据出货需求和库存实际进行备货，并将已备好货产品分区存放；
2222....输入发货信息：输入发货信息：输入发货信息：输入发货信息：作业员将已备好货的发货单号输入PDA，通过无线网络从Oracle数据库中取到发货物品销售订单号、编
码、名称、数量等信息；
3333....信息核对：信息核对：信息核对：信息核对：作业员对备货产品标签进行扫描，PDA核对扫描信息与ORACLE数据是否相符（核对信息包括产品编码、数量
等），若信息一致，则可作扫描确认；若信息不一致则需针对异常情形进行确认、解决。
B.出货扫描确认“OK”时，作业人员需在纸制出货单对应位置标识“V”或其他可识别字样,以防重复作业；

4444....扫描确认：扫描确认：扫描确认：扫描确认：对于数据一致并核对无误的项目，作业员在扫描完成并进行确认后，PDA通过无线网络将对应数据写入
ORACLE中；
5555....打印标签：打印标签：打印标签：打印标签：扫描确认后可以通过PDA将标签打出贴在箱体上。
6666....现有量确认：现有量确认：现有量确认：现有量确认：ORACLE依据产品编码核对扫描录入数量在系统中是否有足够的现有量，若现有量足够，则系统直接自动进
行出库确认；若现有量不足，则说明系统账实不符，为不影响交期，针对此部分可先行出货，同时仓库需核实账实不符原
因，并于当天内完成系统处理。系统依据处理后的信息进行出库确认。

无线仓库条码作业管理系统无线仓库条码作业管理系统无线仓库条码作业管理系统无线仓库条码作业管理系统            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后台系统    ORACLE EBS R12ORACLE EBS R12ORACLE EBS R12ORACLE EBS R12
实实实实施日期：施日期：施日期：施日期：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6-6-6-6月月月月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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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无线条码仓库管理信息系统无线条码仓库管理信息系统无线条码仓库管理信息系统无线条码仓库管理信息系统            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后台系统    MOVIX MOVIX MOVIX MOVIX 
实实实实施日期：施日期：施日期：施日期：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9-9-9-9月月月月

� 用户用户用户用户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用户管理是对系统的操作人员进行管理，主要有用户添加、删除、修改、密码设置、密码修改、用户权限设置。
使用条码系统前，需要用户登陆、用户名不存在或密码不正确均不能使用该系统。用户登陆后，也只能在有使用权限范围内

的功能。
� 系系系系统统统统设置设置设置设置
对系统的参数进行设置。
� 客客客客户户户户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对客户的基本资料的建立，发货产品的记录，发货历史的查询。
� 入入入入库库库库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入库管理实现上面入库业务流程的功能。
� 出出出出库库库库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出库管理实现上面出库业务流程的功能。
� 库库库库存存存存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库存管理包括移库、盘点管理管理。
盘点管理实现上面的盘点业务流程的功能。
移库管理，是调整库位时用。
� 查查查查询询询询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查询实现，库存产品数量、库位查询；客户销售记录查询（即含销售时间）；系列号查询
� 条条条条码码码码打印打印打印打印
连接条码打印机、实现条码的打印。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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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美国）美国）美国）美国AMDAMDAMDAMD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

实施日期：实施日期：实施日期：实施日期：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9-9-9-9月月月月
产产产产品追溯系统：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科技公司品追溯系统：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科技公司品追溯系统：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科技公司品追溯系统：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科技公司

项目需求：项目需求：项目需求：项目需求：

要求对全国的二级以上经销商分销的AMD产品进行营销管控，以达到防止假冒伪劣及区域之间串货等

问题。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AMDAMDAMDAMD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大陆产品分销管理数据采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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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    深圳市翔德电深圳市翔德电深圳市翔德电深圳市翔德电
子子子子

仓库出入库条码管理系统仓库出入库条码管理系统仓库出入库条码管理系统仓库出入库条码管理系统                    现有后台系统：现有后台系统：现有后台系统：现有后台系统：    SAPSAPSAPSAP

实施日期：实施日期：实施日期：实施日期：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3-3-3-3月月月月

1. 1. 1. 1. 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应用三个阶段：包装生产线装箱封箱贴上相应的条码等待入库阶段、生产检验合格入库库存管理
阶段、出库装集装箱阶段。

2.2.2.2.数据数据数据数据汇总汇总汇总汇总
当本次数据采集结束，机器可以通过人为进行原始数据汇总，将其中PO号码、机种名称、相机颜色、装箱
数量四个条件完全相同的做数据汇总，并用列表的形式保存数据于数据采集器内部，并通过WIFI或批处理
的方式上传。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台湾宝鸿淇集团旗下    深圳市翔德电子深圳市翔德电子深圳市翔德电子深圳市翔德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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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Q & AQ & AQ & A

问题与交流问题与交流问题与交流问题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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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祝工作愉快！感谢各位，祝工作愉快！感谢各位，祝工作愉快！感谢各位，祝工作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