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包
Genesis

功能强大的应用程序集成套装
针对定制轻钢结构企业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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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于 1997 年创办以来，Genesis 
已针对超轻钢结构 (LSF) 领域率先开发
了量身定制的软件包。由经验丰富的研
发专家组成的专门内部团队已提出了一
套集成软件应用程序，为 LSF 行业树
立了标准。 基于持续改进的方针，这些
应用程序会通过最新的行业相关信息得
到不断更新。 凭借在全球范围内设计、
制造和安装众多项目的经验，给我们提
供了不懈追求更高标准的平台。   

Genesis 软件应用程序套装是一种模
块化概念，该软件易于定制，从而满

足 Genesis 解决方案供应商 (GSP) 和 
Genesis 特许加盟商的需求。 软件的
强大无限制功能专为行业特定需求而设
计，可提供集成且经济高效的网络型和
简易型客户机兼容应用程序套装，进而
能够轻松配置同时便于维护。 除了其
专有的结构设计、框架结构和生产计划
模块之外，Genesis 还研发出资源、信
息、成本和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工具， 
这些软件工具均可完美集成，以确保您
能够在单一平台上实时、高效地开展日
常业务。

开发可有效支持超轻钢结构企业的 
真正完整软件套装 

Genesis 软件平台

网络型和精简
型客户机兼容



建筑工程和结构设计

StructuralDesigner 应用程序由 9 个模块结合成一个运用程序，
该程序使用简便，同时还可针对 LSF 结构工程师的特定需要
量身定制。 StructuralDesigner 由 Beam Joist Designer、Wall 
Stud Designer、Connection Designer、Web Crippling 
Checker、Shear Wall Designer、Top Stud Designer、Lateral 
Load Designer、Building Data 和 Design Load Calculator 及 
Section Property Finder 组成。

计算与选择模组套装提供所有必要的工具，以高效、准确地选择
适当的结构建筑组件。 无论是设计定制墙面和地板系统，还是横
向阻力系统，这些工具均能取代所有表格读取和人工计算工作，
从而大大降低了出错的可能性。 因此，建筑工程师所做的工作可
以得到优化，进而可使其将重点放在增值设计工作上，以及时高
效地交付工程预算评估结果和项目。

VirtualDesigner 是一种高级 3D 建模工具，该工具
支持成本分析以获得详细的材料规格，包括任意项
目的重量、长度、面板数量和关键的成本信息。 
VirtualDesigner 可支持成本分析并能够准确、快速
地预先设计建筑结构，同时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重复
相同组件的风险，以便为大量成本信息提供分析数
据。 通过 Genesis QuoteBuilder 应用程序对导出
的详细结果进行评估，从而为客户节省劳动力及材
料成本。 VirtualDesigner 能够提高成本分析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同时还可以用来确定整个项目的成
本。 VirtualDesigner 还可为每个建筑结构提供三
维图表输出，并在项目竞价阶段提供独特的营销工
具。 3D 模型可令潜在客户清晰地了解结构解决方
案，以及在制造加工之前包括哪些因素。

FrameBuilder 是一种高级 3D 建模工具，它将 
Genesis 的工程和建筑知识与我们多年来专精的 
LSF 工程设计经验相结合。 这令设计师可根据专门
定义的设计数据创建完整的 3D 参数模块。 根据新
对象的创建和对现有对象的修改，此应用程序结构
和计算流程不断发展。 墙面、地板和屋顶镶板是可
定制的实体，它们在软件中就如同真实生活中的物
体。 验证程序可以验证模型设计的所有重要方面，
并生成可识别所有超过容许标准的阈值报告。 设计
师可利用阈值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即时修改和更正所
有设计问题。 FrameBuilder 包含有专利的成员数据
库，该数据库包括除特种专利托梁产品之外的众多
基本产品资料。 该专利部件数据库为支持将来的扩
展和配置而设计。 FrameBuilder 的输出结果包括自
动操作的详细构装配图纸和完整的材料导出文件，
这些输出结果均准确集成至我们的 Genesis 企业管
理 (GEM) 系统中。



企业管理

EstimatingManager 可为项目
预算的管理和跟踪，尤其是标
准成本费用（如面板、桁架、
地板托梁和重型钢的数量和重
量）提供集中式平台。 它还
支持主要数据和项目特定因素
的成本预算的归档，如组装、
安装、劳动力、材料和服务。 
项目预算变化历史记录报告能
够提供对估算值所做的全部更
改的详细审核。 项目评估筛
选器贯穿于工作成本报告，可
提供估算值和差异计算的实
际比较。

QuoteBuilder 能够将 
VirtualDesigner 导出文件转
换成详细的材料摘要和定价文
件。 VirtualDesigner 图纸文
件包括需要准确标明 Genesis 
LSF 建筑的所有材料和数
据。 QuoteBuilder 摘要能够
给出面板数量，以及所有材料
部件的类型、数量和特定长
度。 此外，它还会计算产品
重量和范围以考虑精确的构造
成本、劳动力、装运成本和其
他重要工作成本计算因素。 
输出结果会以预先配置的 
Microsoft Excel 格式提供，进
而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简单的管
理和本地修改。 该应用程序
还能够根据供应商或版本实行
多价格表管理。

ProposalBuilder 是一款销
售计划生成程序，销售机构
可采用该工具创建、跟踪和
存储准确的客户建议书。 建
议书包括所有预算项目的包
含项和排除项，以及针对竞
争性解决方案的价值比较。 
ProposalBuilder 可确保在向
客户交付任何结果之前均遵循
审批流程。 这种控制支持多
种标准的实施（例如针对销售
区域主要表格的最小值价格检
查），从而提高准确性并增加
将项目建议书转变为实际销售
的机率。

SalesBuilder 是一种渠道管理
和报告工具，该工具能够集中
提供潜在及现有客户信息。 
SalesBuilder 可让客户经理和
销售经理轻松地同时创建和
管理多个项目。 销售团队能
够很容易地在销售预测管道中
的每个项目上创建跟踪和协作
机制，从而掌握销售预测管道
中每个交易的有胜算的成交方
式。 全面的进度和趋势报告
可为销售经理提供其销售方面
的重要绩效反馈。

在管理成功 LSF 业务的相关方面，Genesis 企业管理软
件 (GEM) 是公认的可提供最先进应用程序的工具。 这
一集中式软件应用程序可提供完整的流程自动化功能，
从估算、销售及采购阶段到产品装运、安装、发票开具
和现场事件报告，该程序均能够对客户项目进行准确测
量和跟踪。 此外，GEM 亦能够管理生产劳动力并提出
重要的衡量标准，以管理和监督生产人员和特定的工业
生产线（MOT、C4、CTJ），从而锁定目标以实现设施
效率的最大化。 结合无线手持设备技术和条形码，GEM 
还可以监控整个生产中每种超轻钢部件的状态、面板、
桁架或托梁、传送以及安装周期。

ProjectManager 能够为 LSF 
项目的全面管理提供从创建到
材料导入和状态跟踪的工具。 
在项目启动流程之后，即可创
建工作顺序排列，同时可以自
动导入面板、地板桁架和托
梁。 项目状态仪表盘包括所
有关键项目步骤的完整跟踪和
报告，从而为所有利益相关人
提供良好的可视性。



ProductionManager 由劳动
力管理、生产管理、库存和装
运模块组成，同时包括接收功
能和生产力与生产报告。 劳
动力管理承担创建和安排生产
员工的角色，并充分利用自
动化工资单制度，以便将员
工时钟扫描记录转换为经审核
的时间记录已确定薪资。 Job 
Administrator 仪表盘提供了
可管理生产、装载和装运优
先权的工具。 其中还包括实
时冷轧钢卷库存，从而可在
通过 MOT 辊轧成型系统生产
组件时系统地绘制出冷轧钢
卷长度。

采用 InvoicingManager 可创
建项目特定的发票模板和项目
发票开具。 这一高效流程可
确保所有发票的一致性和帐单
准确性。 其中还包括变更请
求管理，用于为需要更改的订
单创建一个完美的系统来创建
和开票。

PurchasingManager 能够创
建特定的工作或用于审批的
标准采购通知单。 在完成审
批后，可将通知单变更为对
外发行的采购单。 采购单能
够根据 Genesis 产品库自动
应用用户选择的供应商价格
表。 这样便能够实现流程的
一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此外，该工具还具有冷轧钢卷
要求报告功能，该功能在预测
未加工钢卷的项目需求中具有
重要意义，可令采购者实施实
时生产政策。

JobsiteManager 为安装者和
项目经理提供了在线访问生产
状态、现场运送、每日分类日
志条目和安装说明。 可从任
何移动装置登陆（通过互联网
访问）日志条目，同时还可包
括相片和文档等附件。

安装商仪表盘是每个安装商的
专用门户，可供其查看指定的
项目、跟踪产品状态和交付情
况、下载、查看和打印图纸、
详细资料、项目规格、更改订
单和检查报告。

TimeManager 是受薪雇员
所使用的一种时间记录工
具，该工具可帮助组织详细
地记录其工作时间和活动情
况。 TimeManager 还包括
一套管理和薪资报告系统。 
TimeManager 能够进行完整
的时间记录，对于报告客户帐
单的活动情况和进一步了解受
薪雇员的活动十分重要。

软件即服务 
(SaaS)



协作门户

InfoX 是一款可用于与 
Genesis 沟通的信息交换应用
程序和协作工具，包括请求信
息和图纸发出功能。 利用该
工具可配置项目订阅列表，以
便所有相关方都能及时了解沟
通和发出情况。  

ProjectShowcase 是 
Genesis 网络项目资料的可
搜索协作工具，其中包括项
目说明和上传的图像和/或文
件。 用户可以浏览项目展
示，还可以向其中提交他们
自己的项目。 用户也可以下
载项目图像，用于营销和其
他用途。

IQNet 是一个包括文档的可搜索
知识库，该知识库涵盖销售和营
销、成本分析、软件、工程和设
计、制造、项目管理及现场安装
等方面的内容。 用户可以搜索
与用户定义文本相符的文档，而
结果会以适用性顺序返回。

Gnet 是 Genesis 的信息门户，可让 
Genesis 全球网络内的任何员工访问最新
的信息和工具。 通过在世界范围内交换
计划和项目相关信息（合同、规格、图纸
等），它能够帮助所有员工有效地进行沟
通和协作。 Gnet 的主要模块包括 Project 
Showcase（300 多个项目库）、InfoX（
信息交换）、Iqnet（LSF 知识库）和 
QuoteRequest（项目预算请求提交工具）
。 Gnet 门户可让 Genesis 社区内的所有用
户随时随地完美地进行相互沟通。

QuoteRequest 能够令销售代表
提交项目以评估项目条件资格。 
它可以将请求自动发送给适当的
具有资质的工程师/预算师。 通
过提交项目细节及相关的文件
附件，可以分析项目，然后通过
快速合理的判断决定项目是否合
格/进行报价或拒绝。  



适用于 GSP 和特许加盟商的软件包
 Genesis 解决方案提供商

Genesis 
特许加盟商经销商 经销商 

安装商
经销商 
组装商

经销商 
组装商 
安装商

强制 可选 强制 可选 强制 可选 强制 可选 预付费

建筑工程和结构设计
3

3

3 3 3 3

企业管理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协作门户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可全面定制
和扩展的
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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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Genesis 软件包由完整的集成化重要应用程序组成，该软件包可以持续升级，能够为行业新兴
企业或资深的建筑专家提供在单一平台上有效运营轻钢结构企业所需的全部工具。

欲知详细信息，请登陆以下网址联系我们：

www.genesisworldwide.com 

电子邮件： info@genesisworldwide.com 
免费电话（北美地区）：  +1.866.311.3711 
电话： +1 (905) 879.9000
10877 Keele Street, Bldg. A 
Vaughan, Ontario L6A 0K6  Cana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