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折桂软件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专业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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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折桂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5日，注册
于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新闸路48号39幢102崇明工业
园区内。

•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销售、维护，计算
机硬件销售，网页设计。

• 本公司长期与中国汽车行业龙头企业合作，核心技
术具有高效率、安全等优势，努力开创系统软件服
务架构供应商的新形象。

• 国内最早研发制造业打印平台软件产品、上传平台
软件产品的企业，提供专业的软件服务。

About Us
高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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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公司荣誉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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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项软件著作版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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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员工荣誉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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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有在惠普(HP)、通用电器(GE)工作经历

• 有微软认证的解决方案开发专家(MCSD)、微软认
证产品专家+Internet (MCP+Internet)等证书

• 有质量管理证书，熟悉软件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

• 精通 Java/C#/HTML5 等主流软件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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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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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折桂打印平台系统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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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折桂打印平台系统

研发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4.1--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Java,ASP.NET,MS SQL 
Server,PostgreSQL,Oracle,MySQL

现有客户 customers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专用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打印生产线装配单证、国家要求的出
厂单证、售后单证、轮胎标签、车身
激光铭牌、出口单证等;
支持多产线、多分公司;模板打印
(C#,Java);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设计优良，性能好;
支持在线升级，增加新模块不用等产
线停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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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折桂上传平台系统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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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折桂上传平台系统

研发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4.1--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Java,ASP.NET,MS SQL 
Server,PostgreSQL,Oracle,MySQL

现有客户customers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南汽专用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根据国家部位要求，上传国产、进口、出口
车辆的数据，上传机动车发票及关联数据等;
支持多产线、多分公司;
智能化上传失败自动重试，减少人工干预。
统一监控各类上传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设计优良，性能好;
支持在线升级，增加新模块不用等产
线停线时间;



TREY
re sea rch

软件产品-折桂主数据管理系统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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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折桂主数据管理系统

研发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4.1--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 ASP.NET,MS SQL 
Server,PostgreSQL,Oracle,MySQL

现有客户customers 南京南汽专用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可维护零件、车型、供应商、仓
库等各类主数据，可自行添加新
的主数据、对已有主数据添加字
段;
可通过webservice导出、导入数
据;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设计优良，可扩展性好;支持大数
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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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折桂单点登录系统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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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折桂单点登录系统

研发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0.8--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 Tomcat, Websphere,MS SQL 
Server,PostgreSQL,Oracle,MySQL

现有客户customers 上海联明晨通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多个软件系统共用相同的登录入口/界面/账
号;
支持 LDAP 、OAuth 2.0、Windows域账号;内
置web权限管理;用户登录审计、操作审计;
按网址统计单个操作最慢、平均操作最慢;
按小时统计操作数量，快速定位系统使用高
峰期;
在线用户统计;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设计优良，安全，性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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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折桂周转包装管理系统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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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名称
product name

折桂周转包装管理系统

研发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5.07--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 
Websphere,Tomcat,Oracle,PostgreSQL

现有客户customers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联明晨通物流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跟踪汽车生产中零部件运输所用包装器具的循
环使用情况，追踪丢失、损坏等情况，并基于
生产计划，提前配送空箱，避免零件供应商因
缺空箱导致零件无法配送。
全程跟踪包装的采购、投入、使用、清洁、维
修、报废;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数据量极大,多种数据超过 1亿行;
系统稳定、高效;
多语言、多时区;
曾经通过索赔为通用公司追回大金额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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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具有多年的软件项目经验. 

• 按期、高质量交付. 

• 制造、物流、仓储、管理等各类软件
• 客户满意度高. 

11

软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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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现场打印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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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现场打印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2.6--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ASP.NET,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打印平台系统前身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4城市,4子公司/分公司,10工厂/产
线, 10套系统.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打印生产线装配单证、国家要求
的出厂单证、售后单证、轮胎标
签、车身激光铭牌、出口单证等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系统级别高，要求高(每停线10分
钟客户损失超百万元)。
每套系统均双机互备，随时切换
产线每60分钟生产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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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上传平台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13

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上传平台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2.12--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Java,ASP.NET,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上传平台系统前身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4城市,10工厂/产线, 10套系统.
国产车、进口车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按国家要求，上传车辆的各种数据，上传
机动车发票及关联数据;
智能化上传失败自动重试，减少人工干预。
统一监控各类上传。
支持多产线、多分公司;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系统稳定、高效。
热部署、在线更新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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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周转包装管理系统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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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周转包装管理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07.12--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 Websphere(后改造为使用
Tomcat),Oracle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包装管理系统前身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国内4城市,10工厂/产线.
韩国、加拿大等海外供应商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跟踪汽车生产中零部件运输所用包装器具的循环使
用情况，追踪丢失、损坏等情况，并基于生产计划，
提前配送空箱，避免零件供应商因缺空箱导致零件
无法配送。
全程跟踪包装的采购、投入、使用、清洁、维修、
报废;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数据量极大,多种数据超过 1亿行;
系统稳定、高效;
多语言、多时区;
曾经通过索赔为通用公司追回大金额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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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信息部用户调研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15

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信息部用户调研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4.4--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 Websphere, Oracle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总部IT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协助用户长期跟踪供应商项目绩效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多种报表，作为质量部及管理层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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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打印及上传系统(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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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打印及上传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9.3--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ASP.NET, PostgreSQL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打印平台系统，折桂上传平台
系统，折桂主数据管理系统(暂未
启用)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无锡、天津、广东、重庆等各地几
十个生产线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摩托车合格证打印、上传，摩托车一致性证
书打印、上传，电动自行车合格证打印、上
传。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生产线众多，每小时的产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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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打印及上传系统(南京南汽专用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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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打印及上传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9.5--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ASP.NET,PostgreSQL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打印平台系统，折桂上传平台
系统，折桂主数据管理系统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南汽总部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汽车环保随车清单打印，数据上传，PDF文
件生成及上传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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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制造企业仓储面积规划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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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仓储面积规划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8.2--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Weblogic,Oracle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基于汽车厂当前年产量、未来几年的年产量
预测，结合当前生产车间各产线布局、零件/
半成品/成品的放置情况，及工厂内仓储区域
现状，计算出未来每年需向外租用的仓储面
积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使用公式引擎，动态计算公式，用户可
调整;
计算结果数据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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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奇瑞捷豹路虎call-button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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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Call-button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6.6--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生产线现场缺零件前，员工按无线 call-
button，软件系统通知工人紧急配送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现场物料拉动，系统稳定性要求高;
软硬件结合，使用业界主流WhereNet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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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零件排序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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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零件排序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08.7--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OPC.Net,GE Cimplicity HMI, Simens
S7-200 PC Access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对于部分零件，有多家供应商，需在上生产
线前根据生产计划进行排序。
从 GE、西门子两品牌的工业机运链中，通过
微软 OPC 技术获取数据，经计算后显示到
LED 屏幕上。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软硬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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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安全库存计算系统VM2000(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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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安全库存计算系统 VM2000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08.12--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VB Script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根据产能预测，在JIT生产模式下，结合供应
商送货频次及紧急响应时间，周期性计算公
司内库及公司附近的第三方库存数量的安全
范围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算法复杂，参数极多，逻辑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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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SGM总装数据链接系统(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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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总装数据链接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6.8--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Weblogic,Oracle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将各硬件所对应的适配不同版本软件、标定、
引导、配置，通过软件系统控制，逐步下发
到现场，以满足不同车型及性能要求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软硬件结合，类似于电脑 BIOS 自动刷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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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海关关务系统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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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海关关务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6.4--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跟踪管理汽车厂的海关相关业务数据，按国家要求
进行数据存档。
维护空运进出口零件单、海运进口零件单、海运出
口零件单、海运进口整车单、进出口相关循环使用
料箱料架单、进口设备等数据，按国家要求的保存
期限，进行数据存档。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可处理进口、出口业务；
包括整车、零部件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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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港口滞箱费用计算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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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港口滞箱费用计算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5.10--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进口零件暂存港口，每日费用不同，需计算
未来100日内每日需要支付的滞箱费。
不同国家、不同进口渠道，费用计算公式不
同。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使用公式引擎，动态计算公式，用户可
调整;
计算结果数据对业务用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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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外包服务管理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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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外包服务管理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2.4--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Weblogic,Oracle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多部门分别对外包供应商进行定期评分，督
促其持续改进、提高服务质量，剔除不合格
供应商。
另有员工论坛、投诉与建议、公告等功能。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适用于食堂、绿化、车队等外包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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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多币种报价系统(业纳（上海）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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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多币种报价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4.3--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VBA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业纳（上海）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抓取德国总部每周最新的各产品欧元定价，
结合当日各币种的汇率，方便采购员创建当
日对外的美元、人民币等币种的报价单，并
邮件发出。
采购员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客户，采用不
同的报价模板。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多币种，实时汇率，数据自动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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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车型选装全排序枚举算法(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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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车型选装全排序枚举算法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8.4--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美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基于汽车厂给出的规则：某几种选装件，不
能同时安装; 某几种选装件，要么同时安装、
要么同时不安装，以及其它类似规则，通过
软件算法，计算出所有可能的选装车型组合。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自研公式解析引擎、公式复杂计算引擎;
采用自研算法，在巨量排列组合中快速筛选
结果;
适用于按客户要求定制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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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冲压车间数字化信息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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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冲压车间数字化信息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6.12--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ASP.NET,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对汽车厂冲压车间日常工作的数据，统一管
理：保存、查询、传输、加工处理、输
出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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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仓库管理系统(上海联明晨通物流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29

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仓库管理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0.8--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Tomcat,PostgreSQL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单点登录系统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晨通物流，上汽通用各零件供应商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晨通物流公司将上海及周边仓库分区外租给
各零件供应商暂存零部件；各零部件供应商
可远程查看自己库存；晨通自有零件管理；
多库位库区管理;零件先进先出(FIFO);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库存零件价值动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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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联明机械信息管理系统(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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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仓库管理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3.9--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Tomcat,PostgreSQL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折桂单点登录系统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联明机械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自有零件管理；多库位库区管理;零件先进先
出(FIFO);月度财务报表;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库存零件价值动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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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入厂物流费用审核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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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入厂物流费用审核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1.9--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C#,MS SQL Server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基于过去几个月总装厂的生产情况、最近生
产计划、零件需求计划，结合整车 BOM零件
数据，核算第三方物流的运输线路规划、费
用、装载率等是否合理。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涉及金额大，计算结果数据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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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前端绑定系统(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坚持自主产权、自主品牌、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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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project 
name

前端绑定系统

项目开始/结束时间
start/complete

2018.8--现在 now

主要技术Main 
technique 

Java EE,Weblogic,Oracle

使用软件产品
Software product

N/A

使用范围 Scope of 
use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上海通用（沈阳）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功能main 
function 

记录供应商、车队、仓库等各环节的零件交
接，使用智能移动设备，减少纸质单据，提
高数据录入;
供应链数据全程可视化;打通生产-运输-仓储
三大环节，实现业务运作与信息数据的高效
协同;

主要特点main 
feature 

兼容Android/苹果iOS系统的多款主流移
动设备;有web管理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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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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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陈平 Chen Ping

021-31312209
chen_ping@zheguisoft.com

折桂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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