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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出现的挑战，机构必须优化其流程、提高效率，以刺激增长。无论你是面临激烈的竞争、

复杂的供应链、还是不断增加的市场压力，正确的企业资源规划（ERP）软件解决方案均可帮助你

战胜这些挑战并获得成功。它可以帮助你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上市速度和客户满意度。

ERP解决方案可联接完全不同的系统和流程，以此提高跨所有功能的可视性、沟通、报告、分析和

生产力。对业务的实时和深入洞察正是其最强大的优势，这能帮助企业在当今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变

得更加高效、敏捷，更具创新能力。

促进增长的业务管理软件

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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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 iScala

对ERP的不同需求
中小企业（SMB）通常采用临时的系统开发方法，以增强
和添加特征及功能，从而应对可能出现的战术挑战。这可
能导致系统变得复杂、低效和难以支持，还会出现数据不
一致的情况。

这些公司（包括大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与全球2000强公
司有着不同的业务动态。虽然SMB需要借助企业ERP系统
的力量，但其并不具备管理大规模解决方案复杂性的资源
或预算。

为什么选择Epicor iScala
Epicor iScala是一款价格适中却具有综合功能的ERP解决
方案，能够帮助SMB参与市场竞争 - 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
全球范围内运营。它不仅可以促成公司内部的实时协作，
还支持公司间，及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实时协作。

iScala是一款屡获殊荣的灵活解决方案，可以很轻松地配
置以应对跨行业不同领域公司的独特需求，包括酒店、工
业机械、制药、照明工程、电子、汽车零部件、大众消费
品等等。 

该解决方案配置了强大的财务和运营核心，其模块化，灵
活的基础架构，以及内置集成工具，具有简单实施、运行
和扩展的优势，从而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和金钱。

Epicor iScala还能适应用户、其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劳动
力，以及其工作运行环境不断变化的需求。

iScala是数十年来与数以千计Epicor客户在全球范围内
实施的经验和协作的结晶。作为一款真正的全球解决方
案，iScala支持32种语言和多公司部署。还提供应对不同
财务标准、跨境交易、税收以及监管合规和治理要求的解
决方案。

提升技术到业务层面
iScala技术包括：

 X 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客户端架构
 X 移动应用程序
 X Web应用程序
 X 集成平台

Epicor iScala的构建利用了诸如Microsoft .NET® 框架和
Microsoft SQL®服务器等此类一流的Microsoft®平台和技
术。 
这些经验证的行业标准平台具有花费最低、易于维护、 
稳定、管理简单和可靠等特点，能赋予此技术最大的灵 
活性。

核心功能
Epicor iScala包括财务核心和运营核心，具有可选模块特
征，能够应对任何机构的ERP需求。

财务核心
财务分类账是任何业务的核心 - Epicor iScala的核心为报
告收入、收益、支出、资产、资本、负债等的财务模块。
总分类账模块甚至允许以不同的货币和格式进行报告。销
售和采购分类账作为关键的现金流工具，允许与供应商、
合作伙伴、客户、债权人、税务当局等建立财务关系。

该系统旨在提供监测、控制、调节和报告的可视性及流
程，而无须牺牲数据流入分类账的速度。

iScala财务核心范围内有一套综合的结算特征，包括信用
控制、付款、信用证建议等。

与其他系统不同，iScala能完全与其他业务和ERP解决方
案集成。例如，在酒店业，一家大型连锁酒店可能会在后
端使用另一款ERP或预算系统，而以iScala作为本地ERP
解决方案。

运营核心
iScala运营核心范围内包含了有效供应链的工具。一般常
规的供应链范围内的许多功能添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
造成浪费 - 而非增加价值。Epicor iScala软件允许机构识
别、减少和消除这些非增值活动。这使公司变得更精简，
并以更快、更便宜和更高质量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

它提供了人们通常期望从综合ERP系统中获得的存货/仓库
和物流的特征，包括仓库流程（存货盘点、转移）、销售
流程（报价到现金）和采购流程（采购到支付）。

然而，iScala还提供了更深入的功能。例如，如果我们浏
览一下“报价到现金”流程，便可了解到iScala在退货、部分
出货、直接开具发票、装箱等方面做了许多变化。它还通
过批次、不同货币的不同估价模型、序列号、灵活分配等
方面提供详细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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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 iScala业务架构

可选配套产品

可选模块 可选X-iScala功能

酒店核心
专门为酒店财务会计核算设计，包括物料和配方管理

运营核心
包含于此的工具构成了一款有效但可简单管理的供应链

业务架构（核心功能）
管理财务交易所需的一切，以及管理制造流程、存货、转移
、工作流程、规划等所需的工具

财务核心
Epicor iScala的核心是控制业务的财务模块

Copyright © 2019 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 or a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thereof. All rights reserved. Rev.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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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
消除与雇员有关的薪资相关支出的复杂性

佣金管理
为各种代理提供计算、报告和支付佣金的工具

项目管理
更好地规划、管理和监测控，甚至是最复杂的
基于项目的活动任务

资产管理
在资产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清晰的可视性和更
好的管理

按需培训
将由Epicor专家提供简明扼要和通俗易懂的网
络课程

基于浏览器的SQL服务器 报表
服务（SSRS）
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在任何设备上查看其报
表的能力仓库管理

增强的SCM特征扩展运营核心，从而实现精细

Epicor Data Analytics
利用简单的仪表板、可视图形、图表和表格做
出明智的战略决策

Epicor StoreFront ONE
强大、集成、易于设置的CMS、PIM和电子业
商务解决方案

服务管理
管理维护自身和客户设备的复杂性

Epicor XL Connect
用户在Microsoft® Excel中创建和解释信息的简
单解决方案

安全合规和审计
包含确保和简化合规工作的强大特征

制造生产控制
提供给离散型制造商对其完整制造流程的严
格控制

快速提供实际数据、预算和实时预测的财务计
划和分析（FP&A）解决方案

Epicor Financial Planner

针对最复杂需求的库存和仓库管理解决方案

iScala Collect

高级制造
增加可视性并强化运营集成，以实现更好的
流程协调

部署选择 - 企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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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la的存货补足规划/MRP-I和可兑现承诺能帮助你的 
公司调整存货，提高效率，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营运资本 
支出。

其它有助于使物流流程更准确和有效的特征包括：

 X 直接发运
 X 中心仓库
 X 循环盘点
 X 提前期管理
 X 质量控制
 X 批次追溯
 X 箱子搬运
 X 序列号

供应链功能还包括销售订单和申请、物料管理、仓库、项
目、租赁和服务模块。

酒店核心
iScala酒店核心是针对酒店财务会计核算、物料和配方管
理的综合后台解决方案，专为酒店业的独特需求而设计。
它还能与物业管理和销售点系统集成。

它能应对从独立的酒店和餐厅，到最大型的酒店、赌场
和餐厅集团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的不同需
求。iScala解决方案可迅速实施，进而快速简便地与销售点
（POS）和物业管理（PMS）系统集成。对于规模最大、
遍布全球的组织而言，iScala的复制和管理相对简单，此点
尤为关键。

其功能超越了传统的通用ERP系统，能提供最优的存货控
制、财务管理、商业智能，帮助实现最高效率，促进协作。

模块功能
可选模块能帮助扩展和增强现有Epicor iScala的强大功
能，以满足机构运营、财务和物流方面的需求。

薪资 - 对于薪资成本很高的机构而言，此模块有相当的灵
活性，能处理不同支付频率、方法、社会税和与雇员有关
的薪资支出。对费用/工资的综合分析功能可对此重要成本
线进行精细控制。

仓库管理 - 这为具有增强供应链管理（SCM）特征的运营
核心提供了额外功能，以在更精细层面上管理库存。此模
块优点不胜牧举，包括跨多个仓库的更清晰仓位管理、准
确的存货管理、集成拣选、严格质量控制和可追溯性等。

佣金管理 - 这包括根据已开发票或结算值来计算、报告和
支付多个代理佣金的工具。

资产管理 - 易于管理和报告的，在资产采购、消费、位
置、责任和处置等方面的业务流程。

安全合规和审计 - 包含了所有iScala功能的的强大特征可
帮助简化合规工作，它提供的功能如下：订单行的细化权
限；分类账的强制关闭；超时、用户名和密码的重新认
证；iScala表单中的单个字段可设为仅读或完全隐藏；审
计工具；通过过滤选项和专用权限查询数据变化的新动态
机制。

项目管理 - 更好地组织基于项目的活动，简化会计核算，
更好地控制与成本、物料和劳动力相关的项目。

服务管理 - 这提供了完整的后台功能，包括维护自身的设
备和客户的设备、出售维修维护期间使用的零部件和物料
并开具发票、安排现场工程师，设备维护操作、保修和全
机出租流程。

制造生产控制 - 通过使用项目管理模块控制面向离散型制
造、按存货制造（MTS）和按订单制造（MTO）流程，以
及基于项目制造的完整制造流程。

高级制造 - 此模块为制造控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功能。增
加了操作屏幕运行的可视性，例如采购和制造，以实现更
好的流程协调。其他特征允许添加流程，在成品结构方面
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并通过更好的规划得到更准确结果。

Epicor配套产品
Epicor XL Connect是一款自助式报告和分析解决方案，
内置查询工具和可随意拖拽的界面，并允许创建自定义报
告。此简单解决方案允许用户在Microsoft ® Excel ®中创建
和刷新信息。

iScala Collect扩展了ERP供应链的执行能力，以帮助制
造商和分销商精简库存管理、提高生产力，并应对复杂的
行业和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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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 Data Analytics（EDA）提供可自定义的交互式仪
表板，易于分析业务系统内部的数据。通过仪表板、可视
图形、图表和表格可迅速查看业务绩效的重要信息，从而
据此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

Epicor Storefront ONE是一款功能强大、易于设置的内
容管理系统（CMS）、产品信息管理（PIM）和电子商务
解决方案，完全集成于Epicor iScala ERP系统中。

Epicor Financial Planner是一款革命性的财务规划和分
析（FP&A）解决方案，几分钟内便可从零开始提供现成
的实际数据、预算和实时预测。

跨iScala功能 
这是针对SQL服务器报告服务（SSRS）的浏览器报告。
除适用于本地用户的标准模板外，iScala还为随时随地需
要设备报告工具的用户提供基于浏览器的报告选项。

按需培训。经过适当培训的员工可以促进生产力和，改善
用户满意度。由Epicor专家提供的简明扼要和通俗易懂网
络课程可在你的员工需要或有空时提供。我们的多项课程
覆盖现有和旧的解决方案，包括财务、物流、商业智能、
系统管理等。

添加更多的价值
开发人员解决方案 - Epicor iScala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发
环境，允许客户在受控开发环境内构建其需要的增强功能
或变化。开发工具的功能是有限的，所以此表述并不正
确。

相反，可以考虑一下“通过使用Epicor iScala开发工具的广
泛功能可赋予软件更好地处理独特业务需求的能力。”

第三方集成 - iScala的优点在于其灵活性，以及能方便地
与其他业务和技术解决方案集成。无论你是希望集成客户
关系管理（CRM）解决方案、在后端添加企业解决方案，
还是仅扩展功能，iScala均能提供帮助。

按需提供知识 - 为客户提供简单易用的指导，以帮助其开
展日常运营工作。

商业智能 - 通过iScala核心和模块中提供的全面扩展的报
告及可视性，可获得测量、监测和管理业务所需的一切。
内置报告工具包括：

 X 覆盖了iScala全部功能的100多份标准报表，通过单击
一个按钮便可获得信息。

 X SSRS增强了标准报告，为客户提供更清晰和更通俗易
懂的标准报告。其还允许创建新的定制报告，易于对模
板重新格式化，以应对特殊的客户要求。

为全球企业度身定做
Epicor iScala以其注重服务、适应性强的业务架构， 为机构参与新全球经济竞争保驾护航——在新全球经济竞争范围
内，业务敏捷性是关键，盈利能力和业务增长是目标。

通过Epicor iScala解决方案和在你身边的顾问及合作伙伴团队，你将拥有自信地应对当前和未来面对挑战所需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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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推动了业务增长。我们提供灵活的针对特定行业的软件，旨在满足我们的制造、分销、零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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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专注于拓展。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Epicor或访问www.epic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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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cceptance  

• Preparation

• Testing

• Analysis

部署确认设计计划准备
   要求调查
   范围定义

 基础教育
 配置
 业务流程
 概念验证

   项目启动
   Epicor流程审查
   项目和资源规划

   用户验收  

   准备
   测试
   分析

最终用户培训
 部署/正式上线 
 标准化/优化项目
结束
 支持移交

项目管理      协作实施      持续改善

Epicor特色项目实施方法

ERP解决方案是复杂的系统，通常必须独特且具有挑战性
的业务环境中运行。为了获得完全运行和集成的业务解决
方案，需要专家实施支持。当添加自定义时，需要一定的
技能和知识才能应对业务的挑战。

来自授权合作伙伴的Epicor专业服务和顾问可以提供简
单、快速和无缝的部署、实施以及到iScala的迁移。

为了促使任何复杂的项目取得成功，需要一个专用框架
方法。我们的特色项目实施方法开发了数千个项目，让
Epicor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客户持续提供高效、有效和管
理良好的iScala项目。

它将引导你和你的公司完成五步流程 - 从对业务要求的深
入分析到成功部署 - 让你的公司迅速开始使用Epicor解决
方案来开展日常运行。

https://www.epicor.com/en-us/company/connect-with-epicor/
https://www.epicor.com
mailto:info%40epicor.com?subject=
https://www.epico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