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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概 述 

 

Wyn Enterprise 是西安葡萄城自主研发的嵌入式商业智能和报表软件，通过灵活

的数据交互和探索分析能力，全面满足数据分析需求。产品提供自助式 BI 分析、数据

可视化、报表统计、多源数据整合以及数据填报等功能，帮助企业用户发现更多的数

据潜在价值，为管理者制定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Wyn Enterprise 具备完整的嵌入式分析能力，能够与其他软件深度集成，也可独

立部署使用，快速提升数据展示和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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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我国的服装行业企业的信息化程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提升，企

业的经营数据得到规范化的管理和存储，很多企业部署了包含生产、采购、供应链、

分销等各大业务功能模块在内的 ERP 管理系统，或者部分业务 DRP、MRP、PLM、

MES 等系统。细观服装行业的信息化应用，数据基础的建立为企业管理赋能，数据被

越来越多的企业高层所重视。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型技术与产品前所未有地

改变了传统服装行业的作业方式，服装行业进入了数字化生产模式。商业智能数据可

视化分析软件被赋予了创新的特质，众多服装企业经营者期望通过商业智能软件创新

企业数据管理模式，提高决策能力，抵御经营风险。 

服装企业的商业智能系统解决方案大部分由四个核心部分组成，分别是：基础数

据采集录入、报表查询、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管控。其中，基础数据采集录入不仅包含

企业现有的业务系统，还包括信息化软件没有覆盖到的定制化填报表单采集。报表查

询、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功能将得出的分析结果提供给运营管理人员，辅助经营决策。

服装制造企业商业智能建设的架构主要包括：基础业务平台层、数据整合加工层、BI

可视化展示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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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装制造企业商业智能数据可视化建设的应用 

服装行业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一，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服装行业的领先

不是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模式，而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行业内的信息化建设

的重视程度较低再加上服装行业本身复杂的业务特点，使整个行业的数据管理分析应

用落地一直困难重重。 

    近年来经过市场优胜劣汰，行业内整合并购，一些服装企业不断做大，管理水平有

所提高。服装制造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伴随着服装生产管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的过

程转变趋于完善。各企业搭建了包括 ERP、MES、POS、仓储系统、RFID 系统等管理

系统，电子表格数据作为极为关键的补充，共同构建了服装企业的数据资产体系。精

细化管理的本质是以数据为基础，向数据要价值。随着互联网模式的兴起，端到端，

厂家直供等新的供销模式对服装生产企业的供应链、生产管理、销售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竞争日趋激烈。然而，服装企业在实际的数据应用中，仍普遍存在以下问

题： 

1. 决策没有数据支撑，风险很难控制 

例如，某女装品牌生产企业，单个品牌从款式到规格、颜色近千个 SKC，SKU 则

更多，从市场下单到工艺规划、原材料采购、生产、质检、仓储、配送等涉及近十余

个流程，如果仅靠经验感觉来拍板，或仅根据短期时间点或单一影响因素决策，没有

充分的历史数据支撑，缺乏客观性，很容易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生产延期、产品滞销

等后果，给企业带来损失。  

2. 数据资源无法整合，无法打破“数据孤岛” 

各核心业务系统相对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数据管控平台。无法实现跨业务系统

进行有效的数据整合，从不同业务维度挖掘数据价值。 

3. 数据管理缺乏系统规划和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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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指标管理体系没有系统性的梳理，分析场景零散，没有以具体业务为主

线进行系统规划。数据应用没有有机的和现有 OA、ERP 或者移动办公应用集成。获

取和使用数据存在诸多不便。 

将服装制造企业在 ERP、MES、PLM 等业务系统中积累的数据，通过报表、图表

展示，通过查询、交互式分析对经营进行指导性判断，能够有效的帮助企业准确把握

业务趋势，科学的规避上述提到的问题，科学、快速、高效的制定决策。通过对生产

制造数据分析，实现精益生产，提高运营的可见性，优化工作流程，缩短生产时间，

生产出更优质的服装产品，并通过数据持续优化。 

服装制造企业常见分析需求： 

（一） 常用分析报表 

1、 统计类报表：实时自动生成车间分段的日报，同时自动生成整个订单的生产进度

日报(多工段合并)； 

2、 效率类报表：联动班组定额和工序定额，多个角度进行效率透视分析：员工效

率、工厂效率、班组效率、运营效率； 

3、 校验类报表：工序平衡图、工序分析表； 

4、 预警类：下线超期预警报表、机台维修报表、疵点统计及分析报表； 

5、 经营报表：工资报表、人力报表、管理报表等。 

 

（二）各部门核心考核分析 KPI  

1、 采购部门： 

头缸采购完成率、齐步采购完成率、下栏采购准时性、辅料交货准时性、面料布

料、板布超期情况、已检面料返厂合格率等。 

2、 品控部门： 

面料检验准确性、辅料检验准确性、生产过程检验准确性、客户验货检验准确

性、漏检率、辅料检验及时性、质量检验准确性、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情况等。 



 

                                                                              www.grapecity.com.cn   

3、 生产部门： 

生产部涉及的流程相对复杂，针对不同岗位有更多细化的分析指标。涉及到的部

门包括：裁床、生产车间、后整车间、辅料仓、布仓、物料收发、维修、打样、吹

线、板房、成品下货、装箱等。 

4、 生产相关： 

生产计划完成率、走货时间超期情况、客户最终验收合格率、损耗率、产品质量

合格率、收发货准时率、裁板合格率、成品下货完成率、物料领发合格率等。 

 

二、基于 Wyn Enterprise 的服装制造数据分析解决方案 

基于 Wyn Enterprise 嵌入式商业智能和报表软件，可以以白标的方式集成到各种

应用系统中，实现服装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和可视化管理平台建设。依托产品强大的多

数据源整理能力、复杂报表设计能力、自助式可视化分析能力，能完美实现上述核心

管理报表和 KPI 分析指标的可视化展示和分析，满足生产运营的需要。 

 

（一）服装制造生产 KPI 看板 

当前，服装企业普遍采用的数据分析方式是通过电子表格，定期将业务系统的数

据导出，进行二次加工；有些业务数据直接利用 Excel 进行存储。各部门报表人员都

是单独汇总自己的报表，然后相互通过邮件等方式传输，编辑修改之后，再汇总使

用，流程复杂易出错。分析报告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1. 版本管理混乱，且无法协同。 

2. 重复工作量大，花费大量的时间重复设计报表。 

3. 对移动端支持不够友好，无法真正的移动办公，“掌握”经营数据。 

4. 无法对多业务系统积累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Excel 只能处理从业务系统导出的少

量数据，无法对跨业务系统的大量历史数据进行深入的探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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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专业的数据分析看板可以有效的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真正挖掘出数据资产

的价值。看板包含生产相关的核心绩效 KPI 指标，通过各种可视化元素实时展示，方

便管理者及时了解生产运营情况。 

1、 品控部核心指标 

抽检合格率、板房核心指标交板完成率、生产部核心指标走货完成率、裁床核心指标

裁片完成率、车间核心指标生产完成率等通过 KPI 指示器实时展示，掌握整个生产经营过

程的核心指标，确保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准时交货，同时，保证服装生产质量。 

2、 生产车间实时监控 

通过对接车间设备监控视频系统，操作人员可同时了解各产线生产设备的运行情况，

提高设备管理效能，如出现异常，则可以直接进行远程观察。 

3、生产指标趋势分析 

通过柱形图、折线图、组合图展示各项核心指标的月度趋势，从汇总图表跳转到

生产加工交货订单表、面料采购报表等明细报表，在了解总体数据特征的同时，可以

更深入细化地了解业务明细数据。 

    

 



 

                                                                              www.grapecity.com.cn   

 

4、供应商供货情况明细表 

可通过图表跳转钻取功能，从图表汇总数据跳转到明细报表，实现在了解整体数

据的同时，对业务数据进行深入探查。 

 

 

（二）生产车间运行监控可视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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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了解车间生产设备运行状况、物料、工艺、设备运行等核心指标。设备运行

异常时，可以通过预警色及时提醒，方便故障排查，为保障开机正常运行时长提供支

持。向生产主管提供数据，使他们准确了解生产进程。相同的信息，包括可用性，产

品路径和当前设备状态，以及其他信息。提供有关人员、设备、原材料和程序方向的

实时统计数据。非常规的警报和其他测量可以在频繁的状态更新中注明，或通过文本

或电子邮件提供给员工。 

 

 

（三）生产线体运行可视化 

1、线体生产进度看板 

通过对各生产线的生产进度、物料资源、设备状态、人员配置、产线效率等核心

指标进行展示，可以从整体上直观地了解线体运行状态，掌握各线体的生产执行情况

和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对于发生进度延迟、资源等待、设备异常等情况的线体，及时

发现问题并处理，保证线体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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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线工位看板 

展示各产线的生产计划和计划完成日期、订单完成状态、计划完成率，以及产线

当前作业工序，让各工位员工实时了解产线的整体任务执行情况和自身工序的状态，

科学指导各工位操作人员作业。 

 

3.、工件生成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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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衣缝制工艺单 

整个表单包含制表人、审核人、审核日期等基本信息和详细的工艺单信息，包

括： 

1、款式图： 

缝制工艺单中包括服装样式图，可以将成衣效果标识出来，有正面和反面效果。 

2、尺寸信息： 

包含各部位不同尺码纸样规格、样衣尺寸、成衣规格、公差以及测量方法等信

息。 

3、辅料信息： 

货料型号、型号简称、单位、幅宽、规格、使用部位、颜色等，辅料按样衣审核“商

品材料配量估价表”的用量。 

4、裁剪详情： 

裁剪部位、纱向、数量、使用缝线、针距、扣眼、帖衬部位的温度、时间、压力，包

缝部位的单包、双包、纤条位置、商标、洗涤、吊牌等信息。 

5、缝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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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缝纫面、外观要求、垫肩、包装及注意事项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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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智能（BI）能真正的帮助服装企业提高决策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企

业综合利用数据的能力。通过 BI 数据可视化分析，可以让服装企业在业务上获得可观的收

益。 

1. 通过数据整合和梳理，实现供、产、销系统性管理，科学性决策，提升销售额，提

高存货周转率，消化库存。 

2. 提升成本管理能力，通过管控采购成本、生产损耗、预算执行、费用控制等核心指

标，降低成本支出，提高利润率。 

3.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通过对生产过程和加工工艺进行可视化管理，提高生产

设备、生产者效率，提高生产材料的利用率，保证生产进度。同时，通过质量指

标监控，保证产品的良品率。 

4. 提升客户满意度，加强重点客户分析与管理，提升客户满意度。挖掘、提升老客户

的二次合作与消费。 

5. 提升公司和员工绩效。通过数据分析报告，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同公司运营进行

了结合，改变绩效管理的传统模式，对公司业绩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激励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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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时随地，“终端决策”。 

信息量膨胀的激烈竞争环境下，快速、高效地作出精准的决策成为企业立于不败

之地的根本。BI 移动端自适应能力和与钉钉、企业微信等移动办公 APP 的集成能

力为管理层移动决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Wyn Enterpris 可视化分析看板支持主

流的移动设备，手机终端、平板终端，涵盖 IOS 系统、安卓系统等。企业管理者

们可通过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分析决策，真正

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关于葡萄城 

赋能开发者！葡萄城公司成立于 1980 年，是全球领先的集开发工具、商业智能解决方

案、低代码开发平台于一身的软件和服务提供商。西安葡萄城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面

向全球市场提供软件研发服务，并为中国企业的信息化提供国际先进的开发工具、软件和

研发咨询服务。葡萄城的控件和软件产品在国内外屡获殊荣，在全球被数十万家企业、学

校和政府机构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