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自动化生产、适合各类门窗制造商

的全方位软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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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高收益

直面挑战

快速报价，直观演示，赢得订单，制定可靠的时

间表，优化采购，让生产透明化，按时交货，根

据项目开具最终发票……这些是您每天都需要面

对的重要挑战。他们往往会来自您公司不同部门

的不同员工。但是对于员工来说，重要的是要及

时了解哪些工作已经完成，哪些还需要继续。如

果没有一个专业的软件支持，这些工作通常很难

被有效的执行。但其结果却会对您公司的成功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

创新 – 灵活 – 全面

使用Klaes专业版，您便有了一个软件平台，并且能够

根据需要管理公司的业务操作流程。通过Klaes专业版

的模块化结构，您可以灵活的决定哪些业务流程需要

获取创新的软件支持。 然而，我们从不仅仅专注于创新

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而是更多的投入到全面的服务

和支持，因为我们相信，用户必须独立掌握这一工具

也是实践中的重要一环。



项目管理

当前进程尽在掌握！

您的日常工作中涉及到的重要基本流程，如简单快速报价、生成合同，然后开具

分期或最终发票，都将可以在Klaes专业版中简单并且有效的完成。而更多的相关

功能也将被不断开发，并由此来支持这一目标。 在Klaes项目管理中，所有的事务

将被统一管理。诸如报价、合同、生产任务、送货单、发票或者退货单都会在项

目管理中清晰呈现。因此，您可以在这里预览项目中的所有相关文档。

您可以立即为报价或合同创建窗型，无论是窗还是门，也不管是何种材料，诸如实

木、木铝、PVC、铝合金亦或者是其他配件（例如遮阳蓬），使用Klaes专业版，一

切都将变得容易：通过事先定义好的窗型模板，您只需调用即可。简单的轻点鼠

标，输入需要的高度和宽度，即可完成！

而自由设计功能可以让您尽情发挥您的创造力，任意设计任何想要的门窗。几乎

一切皆有可能！您将很快发现Klaes专业版是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真实可靠的时间表

为您提供显著优势

那些可以在瞬间制作完美报价，并且可

以确保完成目标——例如如期交货——的

公司，将由此取得更显著的优势。

通过Klaes时间表和生产能力规划，您可以确

保此优势。这正是帮助您做出正确规划，并

且保证您的订单能够如期交货的重要工具，

而客户的满意度也将理所当然的得到提高。

订单将在同时考虑有效产能和原材料送货周期

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产。您还可以根据一个固

定日期选择向前、或向后自动排产。订单完成

后，系统可以自动将其登记为完成。

手工调整订单排产同样非常简单：只需使用鼠标将其

拖动到需要的工作周或特定日期即可！如果超出了送

货时间，将被直观的突出显示。因此，您和您的团队

将始终可以直接获取明确的状态信息，并且预览项目

进程。



采购及库存管理—— 

一切皆因时、因地制宜

简单 – 高效 – 安全

门窗作为一种特殊的、非标准化产品往往在多个

方面具有多样性：例如特殊颜色、特殊玻璃、门

窗执手、五金安全等级等等，并且几乎每个门

窗的尺寸都不尽相同。当然，作为门窗制造

商自然希望可以对客户的需求快速、灵活的

反应。这就意味着某些必要配件必须可以

在最短时间到货——或者最好作为常备

库存而存在。

然而，大量库存储备往往会导致资金的占用——当

然是您的资金！针对这个资金平衡问题，Klaes专业版

为您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Klaes采购及库存管理模

块！Klaes Mawi (采购及库存管理) 不仅可以为您呈现

每日所需的原材料，并且可以帮助您简单、高效并且

安全的组织采购。而您在无需储备大量库存的同时，

也同样可以灵活满足客户的多种需求。



随时随地获取实时信息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客户常常打电话询

问他的订单是否还能再次更改，而您接下来

则需要向多个部门询问，以得到该订单确切的

生产状态，并由此展开很多额外的工作。有了 

Klaes e-prod (无纸化生产)，这一切将迎刃而解。

您只需轻点鼠标便可掌握实时的生产状态—— 

e-prod让这一切变成现实！譬如订单是否已经开

始生产，生产中是否出现部件损坏，亦或是已经

进入成装环节？您可以随时随地、即刻查询所需

信息！

有了Klaes e-prod，生产任务将不再由传统的生

产流程和表单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原材料和工

位。只需点击鼠标、选择相应的菜单和工位，或者扫

描对应材料的条码，您的工人便可立即在自己工位的

屏幕上接收到该窗型的精确加工信息。 

而对于生产计划部门，则无需再耗时打印、整理和分

发生产表单。拥有Klaes e-prod，在任何时候修改订单都

没有问题。只要订单还没有进入生产环节，更改需求

可迅速在线完成并立即重新布置生产任务，您无需再

为回收已经下发的生产表单而劳累。 同时您还可以根

据工位，为某些窗型附加图片或文档 (如DXF图纸等)。

因此，如果需要您可以将复杂的工艺文档显示在特定

屏幕上。 这将是现代化门窗生产的方向！

Klaes e-prod——
实时掌握、精细生产！

1.405.300

1.480.800



可视化数据分析

在日常工作中，往往很多因素都会主导您的员工

的工作热情或工作趋势。例如，订单如期完成或

销售业绩达标通常都会对工作氛围产生积极的影

响。 然而，对于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模式，可以

随时对重要的事务或现象保持关注，并且能够在

需要的时候做出快速反应是至关重要的。

而现在，Klaes专业版能够通过直接读取SQL数据库

为您提供重要的分析和评估依据。 

报表——
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分析

在不久的将来，您可以创建诸如采购与销售评

估、利润评估、根据客户进行的销售额评估，

或者经销商订单评估等等——Klaes专业版将对此 

全力支持。

同时，您还可以选择快速、形象地获取当前状态，亦

或是将评估结果暂存以作他用。

1.555.200

1.630.700



内部沟通决定一切！

组织 – 优化 – 自动

良好的沟通和信息交流一直是企业能够做出成功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有了Klaes

专业版，您可以轻松组织、优化、自动处理内部沟通流程，并且帮助您架构更加

标准化、更加安全的沟通模式。

通过信息配置程序的定义，可以自动生成E-mail、相关员工任务以及其他提示信

息。该操作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进行显示，例如您可以在打印送货单时自动发送

一个信息给经销商，并且同时创建一个任务给物流部门，提醒他们准备发货。另

外，任务还可以直接关联相关客户、项目或者订单，以保证产品可以如期交货。

在管理中心，您可以预览所有用户的任务，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用户分别设置任

务。使用Klaes专业版，您可以自动管理内部沟通流程，使之更加优化和安全。而

您则可以集中精力于其他重要事务或新项目的处理，无需再担心由于传统沟通模

式而引发的失误。



Klaes e-control —— 
成功控制您的设备

Klaes CAM 2D——
一站式解决方案

设备 – 刀具 – 一种软件

直接通过 Klaes 门窗软件控制您的CNC设备—— Klaes 

CAM 使其成为可能！正是由于 Klaes CAM 的发展，相

关加工的设置在门窗软件和 CNC 设备之间被最大

程度的简化。现在您只需要三个组件：设备、刀

优化生产流程——只需轻点鼠标

为了满足现代化门窗制造业不断扩大和提升的需

求，全程优化生产流程成为必然的前提。您只需

轻点鼠标便可将生产任务发送到生产线，而接

下来的工作交给 Klaes e-control 和您的设备即可。 

使用 Klaes e-control，在保证高质量产品的同时，

更是大大提高了设备的生产效率，并同时最大程

度的优化了整个工作流程。Klaes 致力于软件联接

和控制数控设备 30 余年的丰富经验完全可以让您

高枕无忧，而 e-control 也成为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同

时，使您的工作流程得以优化的关键所在。

具、以及“一种”软件。同时，您还可以在 Klaes CAM  

以 3D 模式模拟所有的真实加工。来自门窗设计程序

的数据在 Klaes CAM 中被妥善处理，然后将其直接发

送到设备进行生产。



Klaes webshop——
轻松完成在线交易

在网上开设您的专卖店！

Klaes webshop（网上商店）作为一个工具为您提供了一种可能：即无需任何编程背

景知识便可在线生动呈现您的所有产品！webshop的数据来自Klaes门窗软件，网页

设计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您只需轻点鼠标便可轻松调整产品价格或者组件内

容。

如果需要，订单可以直接由webshop（网上商店）导入Klaes门窗软件，并据此创建

生产任务和安排生产——操作就是这样简单！

散户

通过webshop（网上商店），您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散户（或者其他类似销售渠道），

并为他们轻松在线下达订单创造了可能。在有网络的前提下完全不受时间和地

点的限制，客户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配置门窗，并在确定后将其放入购物车即可完

成。

经销商

您的经销商或代理商是否也希望有一个简单、并且易操作的软件解决方案可以用

来创建报价、合同、甚至发票，而且无需设置专业的技术数据、通过1-2个小时的

培训即可掌握？而现在，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Klaes webtrade（经销商端

口）——Klaes webshop（网上商店）的销售版解决方案！

通过Klaes webtrade（经销商端口），您的经销商（或代理商）可以在webshop（网

上商店）记录并管理各自的项目订单。并且可以通过控制面板定制化其显示界

面，使之只能预览自己的项目和订单。除此之外，如果需要您的经销商（或代理

商）还可以在网上商店添加“自由配件”。

展望未来，无论是面对经销商还是最终客户，Klaes webtrade（经销商端口）和

Klaes webshop（网上商店）帮助您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Klaes 云服务——
让您梦想成真！ 

实时数据 – 无论何时何地

简单快速报价、将报价生成合同、甚至开具最终

发票或分期付款发票，这些日常工作都将由Klaes

销售版“在线”实现！

是的，软件将不必安装在您的本地计算机上，

而您的供应商只需要具备网络即可。在这种情况

下您再也不必担心软件更新的问题，也不必担忧

难以及时获取供应商提供的最新报价。您将始终

可以获取最新的程序版本和门窗供应商提供的最

新报价。

此外，有了Klaes云服务，您可以选择在任何需要的

地方工作，而不必仅局限于在办公室。您所需要的

只有网络而已！

应该如何操作？非常简单：开机，联网，开始工作！

Klaes webshop – 选择型材系统



更多Klaes解决方案:

 Klaes premium 

适合门窗制造专家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Klaes vario  

适合中小企业的入门级解决方案

 

Klaes trade  

经销商门窗设计软件解决方案

 Klaes 3D 

 阳光房、幕墙软件解决方案

 

Klaes IT-Lösungen  

从硬件上帮助您架构更加完备的企业资讯平台

克莱斯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南大街2号紫玉国际大厦4-306室

电话：+86 10 63341357 | 传真：+86 10 63341350

http://www.klaes.com | E-Mail: welcome@kla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