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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牛 ERP 项目历程 

1、 企业简介 

 

冠牛，中国十大木门品牌，中国门业领军企业，广东省名牌产品，中国实木

整体家居标杆企业，全国工商联门业专委会执行会长单位，中国整体家居联盟主

席单位。中国第一条实木门智造 4.0 生产线，惟一拥有高尔夫球会所的实木门整体

家居定制产业化研发基地，秉承“止于至善-治木之道”为品牌核心价值诉求，以

极具深度的“善治佳木-从容掌门”的工艺语言，为都市新贵量身定制以实木门为

主导的墙板、衣柜、酒柜、书柜等独具风格的美学空间。 

 



                                                           项目实施历程阶段总结 

 4 / 17 

 

2、 初识冠牛 

2008 年，已经走过十个年头的“冠牛”更加具有专业眼光和市场理性，她将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再立潮头，全力打造中国实木门第一品牌！ 

2008 年 8 月，谊诚木门生产管理系统正式签约深圳冠牛木业有限公司，助力

冠牛木业信息化建设，为冠牛品牌之路添砖加瓦。 

 

  

2008 年冠牛十周年庆典庞总与 ERP 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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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8 年系统导入过程 

1、 订单管理模块 

2008 年 2 月开始正式启用木门生产管理系统；3 月启用自动报价、工艺分

解、生产工单等 

2、 生产制造 

4 月到 5 月启用生产工艺单及流程进度管控 

3、 经销商收付帐款 

5 月开始使用收付系统、下单、发货财务监控切入。 

4、 用料、工资模块 

6 月开始使用系统分析功能做对应的物料需求计划、计件工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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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实施难点和特点 

1、 生产中工艺改变的情况大，产品工艺、结构、比例由大师傅说了算，企

业无标准； 

 

2、 全国有超过 100 家经销商，人员水平及运行环境各不相同，对系统是严

峻的考验； 

3、 材料的规格不规则，生产领用的材料用量无法事前管控，成本无法准确

归集； 

4、 工序多，一般都有 20—30 道工序，计件工资与工序管理比较复杂； 

5、 工厂内部管理人员都是与庞总一起创业的元老，信息化意识比较薄弱，

抵触情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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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效果 

1、 操作流程规范化，基本杜绝了无 ERP 时一些不良做法，如下单不及时、

随意更改单据、单据的上交与传递不及时等。使其各部门因 ERP 实施的

环环相扣而联系更为紧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比以前更为重要，挖掘了

更多的工作潜能。 

2、 制定了行业第一版原木门工艺白皮书，将原来掌握在技术工人脑袋里的

知识转化为了标准的工艺图册，各部门均遵循此标准，没有了以往完全

靠技术大工的随意发挥，减少了对技术大工的工作量，使其能够从标准

的产品生产里面脱身出来，全身心的投入到异型与定制品的生产中； 

整个公司从基础上杜绝了无工艺标准的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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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实施 ERP，加强了部门间的沟通渠道，增加了管理的细度，从而使

问题追踪容易得多；部门职责明确化，部门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减少，从

而消除了以前管理中的一些“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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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4 新的起点： 

作为中国高端实木门领军品牌、中国整体家居联盟主席单位，冠牛在探索行

业发展出路上发扬拓荒牛精神，勇于尝试，2014 年，冠牛斥巨资引进智能标准化

生产设备，以先行者的大无畏精神探索实木门定制生产的工业化革命之路。 

 

2014 年谊诚软件与冠牛木门再次深入合作，谊诚将数字化木门智造模块全套

导入到冠牛大朗生产基地，共同打造行业领先的——冠牛智造。 

8 月，冠牛木业有限公司东莞大朗总部智造基地正式启用。为打造冠牛总部的

智能化制造基地，冠牛斥巨资引进德国、意大利的国际领先设备，以智能化、信

息化为建厂标准，从排单、开料到封边、打孔、分检、油漆和包装，将智能化设

备覆盖到整个生产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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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导入谊诚软件的条码扫描和验证系统，智能化设备自动读取生产信息并

开展生产流程，以严谨的数据化替代人工生产，全程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干预，

从而提升生产过程中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杜绝生产过程中的误差和遗漏，为产品

质量稳定提供科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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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牛大岭山工厂先进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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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新上线 

目前，冠牛在解决订单流程管理上不遗余力，全面启动 ERP 订单管理系统的

整体升级与推广工作，旨在科学系统的进行订单管理，避免人工下单所造成的错

漏问题。 

2014 年 11 月 6 日，冠牛全新 ERP 应用培训在冠牛总部基地举行，市场部、

客服部、订单部全体人员参加了培训。 

订单部主管肖莉作为培训会的主讲人员，系统介绍了新 ERP 系统对冠牛订单

管理改进的意义、新模式的应用培训推广计划，并对冠牛 ERP 系统各应用模块进

行了全面的阐述。 

 

  

 

新系统的全面推广，对促进冠牛生产、销售流程的优化升级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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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业主和经销商将可直接通过微信扫描、短信、网络等查询到其产品的

真伪及进度情况，享受冠牛所提供的放心、满意的流程服务。这是冠牛开拓创新，

务实进取的又一重大举措。 

冠牛“止于至善”的行业精神定能与广大事业伙伴一起，推动冠牛品牌谱写

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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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来 

冠牛引进德国行业领先的智能生产加工中心，以智能化、 信息化为建厂标准，

并将智能化平台覆盖到了每一个生产流程之中，从设计到生产、从生产到包装物

流，均高效、精准、便捷，通过条码扫描与验证系统，机器可自动读取生产信息

并进行生产流程，全程将最大限度减少人工的干预，确保了生产的精确与高效，

同时，可以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全线智能化流程。 

冠牛智能化工厂的启用，一举解决了行业内错漏件的瓶颈，通过软件与硬件

的连通，真正意义实现并解决实木门家居定制行业非标智能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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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化订单管理交互中心 

冠牛订单管理中心为连接设计端与制造端的信息化管理平台，采用优秀的运

行机制与管理系统，将全国所有的订单设计方案统一管理、统一排期，确保所有

订单均能快 捷、及时交付生产，提高制造端的生产效率与能效比。冠牛订单管理

交互中心为独立运行的职能部门，专业性强，专注度高，将极大地提升冠牛订单

设计体系的品质 与生产系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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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化生产智造平台 

冠牛智能化生产智造平台采用国际领先的制造设备、生产工艺与管理机制，

所有流程均高效、快捷、系统化。冠牛智造平台由设计系统、下单平台、制造系

统几部分构成，拥有定制家居产品智能化全自动生产系统及全套的生产制造设备

及流水线。同时，冠牛智造平台实现了设计软件与制造流程的完美贯穿，通过冠

牛现有设计程序，自动生成所有生产制造参数，使后续生产流程直接以信息化平

台进行智能化生产。 

 

3、 客户服务信息交互平台 

冠牛客户服务信息交互平台，通过交互平台客户全程服务、客户信息管理、

客服增值服务、客服系统升级等诸多职能的规范与执行，将为全国消费者建立起

完善的售后服务与支持体系，同时也为全国经销商提供强大的支援支持保障，推

动公司完成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的价值服务体系得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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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发者 

谊诚软件，核心团队组建于 1998 年，于 2005 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木门企业信息化的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长为一家集木门企业 ERP 管理系统、超大型木门行业数据中心、木门数

字化生产研发中心的专业化木门企业信息化全案服务商，成为中国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木门

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服务商。 

作为中国木门行业的丰田式数字化生产模型的引导者，引领着中国木门企业

智能化制造的发展潮流。 

谊诚软件拥有成都研发中心并在广州、沈阳、浙江都设置有服务站，拥有木门行业顶尖人

才 20 多人；授权管理有超 200 家木门工厂、达 800G、近千亿订单金额并以每年 100 亿的速度

在增加的木门行业数据库。 

谊诚拥有目前国内最强的木门行业技术实力、遍布全国核心木门产区的技术

支持团队，随时保持最新的行业技术知识与准备，可提供客户所需的专业信息及

咨询，以应对来自任何地区与任何服务的挑战！ 

 

联系开发者： 

微信公众号 

400-604-9527    http://www.menerp.com 

中国.成都.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 

张经理  TEL:181-9070-0173   QQ:109 24680    在线交流 

周经理  TEL:136-6816-1128   QQ:2699 85767   在线交流 

 

http://www.menerp.com/
tel:18190700173
tencent://message/?uin=10924680&Site=im.qq.com&Menu=yes
tel:13668161128
tencent://message/?uin=269985767&Site=im.qq.com&Menu=y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