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專題

■ 資料來源：廣州市迅越軟件有限公司

迅越信息化
伴您邁向印包智能化
迅越小秘書科技集團自 2008 年開始，就針對印
刷包裝行業信息化管理板塊進行調研開發，在
2011 年正式成立第一家軟件公司—廣州市迅
越軟件有限公司（下稱：迅越軟件）
。集團業務
至今有三大板塊：位於上海閔行區的智能工廠規
劃及實施事業部，還有設於廣州總部的軟件開
發 ERP ＋ MES 一體化事業部（即企業資源規
劃系統＋製造執行系統）和小秘書在線報價營
銷事業部。迅越軟件董事市場總裁吳皓怡女士
（Cat）為大家分享這三大板塊如何特別為印包行
業提供專業的在線營銷報價、生產管控、智能
迅越軟件董事市場總裁吳皓怡女士

工廠改造，以及為新建廠房提供自動化信息化
融合佈局，升級改造所需要的軟硬協同解決方
案，協助企業踏上「 印刷 4.0」之旅。

MES ＋ ERP 一體化集成解决方案
迅越軟件在 20 年前就開始研究信息化可以為印包行業解決哪
些最迫切的問題，並得出五大結論：部門間溝通不暢順、倉
庫管理混亂、排程不科學、生產數據難以把握，以及報價不
規範和團隊以難培養；這些問題導致生產效率低、流程紊亂
和對貨存最新情況難於掌握。
Cat 指出，他們基於以上研究而於十多年前推出迅越生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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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系統，命名為 MIS ＋ JIT（管理信息系統＋實時生產
模式）
，其實就是現在所講的 MES；因國外對生產管理系統有
兩個稱謂，MIS ＋ JIT 多側重於信息流通層面，而 MES 多
側重於與設備交互執行層面。這軟件曾在近 200 場的開放日
講座中向行業推廣，獲得近千家企業的認可和採用。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gsm

▓ 2010 年版的迅越信息化
系統的產品小冊子，詳細介
紹軟件的特點和優勢。

近年，國家提出 2025 製造業智能化的目標，迅

按照印包離散生產的特點（不是純碎的「 分或

越軟件廣招人才，在上海成立智能工廠事業部、

合 」的結構，而是「 分—合—分 」結構）
，發明

子公司，開始專研印包行業如何從信息化、協

了工單 BOM 的概念和實際應用，創新開發出

同自動化開放改造，為邁進智能化而進行技術

以「 工單工藝邏輯路線 」作為生產管理數據源

儲備。

頭的解決方案。在有搭版需求時，能更緊貼跟
蹤到進度，並解決追溯和實際產品成本的問題，

Cat 表示，迅越廣州總部肩負起信息化如何支

從而輕鬆得出實時統計到的產品毛利率。
（見圖

撐未來智能化改造的研發工作。迅越軟件在解

二）

決上述五大核心問題的基礎上，持續研發車貨
交易系統 VGS 、倉儲管理系統 WMS 、MES 系

流程化管理模式打破部門壁壘，減少對人手的

統等各類系統的擴展；而這些智能系統集成再

依賴，自動生成各個環節的單據，操作人員唯

複雜，也是為了解決「 製造 」的問題。眾所周

一要進行的是修正、確認和提交，按鈕量只為

知，印刷包裝是屬於離散型製造，而某些印包

傳統 ERP 的一半，管理者可輕易獲取全工廠各

產品的生產更是極致離散型製造（見圖一）
。

流程崗位的動態。在智能工廠的大願景下，這
種針對離散型行業的創新更是整個工廠智能化

按著印包行業的屬性，迅越軟件在 20 年前就已

的信息化建設基礎。遇到多構件並行生產時，

經對 MIS 、ERP 進行符合行業製造場景的基

操作者如想了解上一個工序的情況，會因多線

礎打造，例如有些印包產品不需要用物料清單

程結構，系統將難以識別。
（見圖三）訂單生產

BOM，而翻單多的產品則需要，因此迅越軟件

智能推動流程讓管理者可隨時掌控企業每個流
程和崗位的進度，加快部門之間的協作，令實

印包行業智能化的核心難題

施周期從半年到一年縮減至四周至八周。在傳
統 ERP 系統模塊式操作的基礎上，提供一種全
新的操作模式，實現閉環式流程智能推動管理。
Cat 強調，要實踐信息化，不單單是提高準確

圖一

性和效率，監管動態物流，或促進部門溝通，
印刷包裝企業的生產屬於極致離散型

而是需要全盤考慮所有因素。要是生產過程中
沒有工單 BOM，連調度和精準核算成本也難以
做到，更不用說利用智能物流進行半成品轉運。

▓ 印刷包裝是離散型製造，研發其
解決方案必須針對這種生產特性。

所以，與其說創新，不如說是一次重新規劃印
包行業邁向智能化轉型的信息化革命，這也成
為 2020 年後，迅越軟件的產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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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散型製造的「 分—合—分 」
結構令追溯工序變得複雜困難。

▓ 自動化立體倉庫、自動導向車 AGV 、有
軌制導車輛 RGV 自帶的「 控制系統 」只掌
控點對點的「 取 」或「 送 」
，並不能準確判
「 UPM 麗印 ® 雅光銅版紙 」80 克
斷有否取送、是否放在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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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報價系統
提高效率和可靠性

全國首個印包業
智能工廠技術集成服務商

除了優化生產流程的解決方案，Cat 還介紹了集

Cat 最後還提及，在 2019 年成立的迅越軟件上

團旗下另一品牌—印刷小秘書，這是一個在

海子公司啟動迅越智連事業部，成為國內首個

線報價系統，現已有2,000多家用戶。Cat 透露，

有專業印包行業信息化工具支撐的智能工廠技

在商業書刊印刷領域成熟覆蓋的基礎上，印刷

術集成服務商，提供「 智能工廠的整體規劃 」

小秘書為包裝印刷領域的各類型包材持續提供

和「 局部自動化改造 」兩種維度的集成技術支

在線報價信息化解決方案。這個系統能全面覆

持；從需求引導、效能計算、設備佈局、自動

蓋包括精裝盒在內超過 20 種類型印包產品的報

化佈局、信息流規劃、標準制定、集成實施，

價需求，有效解決報價工作效率低、計算錯漏、

到最後的驗收運營一應俱全，分三大階段為印

人力成本過高、報價員難培養、報價回應不及

包企業提供專業的智能化規劃集成服務。
（見圖

時而流失訂單等一系列問題，通過標準化、流

六）

程化和策略化，協助客戶建立有效管理業務團
隊，提高市場競爭力。
（見圖四及五）

提供智能工廠全面解決方案
圖六

諮詢輔導

圖四

▓ 印刷小秘書的在線報價系統符合手
算的窮盡法計算，減少報價出錯，讓
員工快速上手，降低培訓門檻。

提升機

頂層規劃

設備自動
物流系統

信息化系統 弱電系統

智能
廠務系統

自動倉

▓ 迅越智連的智能工廠解決方案包含全
面的整體規劃和局部改造兩種，因而客
戶群遍佈億級工廠和發展性企業。

展望未來
圖五

印包全面信息化及智能化服務體系的形成，擴
展了集團的服務範圍，從達 10 億以上的超大型
工廠到 1,000 萬至 3,000 萬的發展型工廠，他們

香港印刷第
█

皆能夠提供相對應的解決方案。Cat 表示，集
▓ 印刷小秘書的系統自帶財務審核
機制，管理業務員報價不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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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構建新的發展格局，推動行業走上高
質量發展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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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接下來將立足於市場新的階段，貫切新的發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gsm

自動
導向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