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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拓是全球市场的先驱和汽车声学热量管理解决方案的技术领军企业，其客户包括来自欧洲、
北美、南美和亚洲等主要市场的一流车辆制造商。

欧拓为汽车的发动机舱、车身底部、内饰地板以及白车身开发和制造系统及零件。欧拓能够提
供隔热隔音的多功能轻便型技术和零件，有效提高汽车的舒适度和价值。欧拓的产品能够显著
降低车身重量，从而提高燃油效率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此外，欧拓是汽车声学专业测量系统
的领先供应商，该系统可用于评估组件和材料的NVH性能。

公司总部位于瑞士温特图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和实施研究开发活动：欧拓在20多个国家约50
个地区设立了机构，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员工超过11,000人。

严苛标准
与世界各地众多的供应商和汽车制造商开展合作，欧拓需要确保生产和物流满足高标准。欧
拓生产体系（APS）基于卓越运营和持续改进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欧拓还须维护其一级汽
车供应商的声誉。

欧拓制造数字化生产主管Domonkos Gaspar表示：“汽车行业要求供应商遵循严格的运行标
准，这同时也要求产品的生产和物流采用精简高效的方式进行运作。企业资源规划（ERP）
解决方案因此显得不可或缺，因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定位和计算每个产品极为重要。订单必
须准确，运行时间必须精准，货物必须被准确交付，否则整个供应链就会中断。”

实现业务快速增长
近年来，欧拓在亚洲的业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出色表现将公司的
业务量推向新高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每年生产轻型汽车超过2,700万辆，同
时也是汽车行业内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之一。

过去五年，欧拓在中国以25%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公司目前在中国拥有9家工厂，并计划
在未来建立更多工厂。然而，快速而持续的增长给公司的业务运营和订单完成带来了挑战。

Gaspar表示：“随着亚洲市场的迅速扩张以及新工厂的拓展，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与我们一起
成长的ERP系统，以及一个理解并支持我们实现预期收益的合作伙伴。欧拓与Epicor在中国
合作已逾7年，并且对iScala解决方案非常熟悉。因此，即便我们有其他选择，最新的iScala
解决方案仍然是我们华北地区新工厂的最佳选择。我们知道Epicor团队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
的战略支持，帮助我们开发强大而全面的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的持续扩张提供支持。”

提高可视化能力与透明度
通过与欧拓的密切合作，Epicor确保iScala解决方案符合欧拓的要求，并能与现有系统实现
无缝整合。iScala解决方案具备实时数据处理能力和系统可视性，为欧拓团队提供自身业务
运作的整体视图，为员工监控项目和检查订单提供支持，并且支持在新地方打开时仍保持运
行。

 

公司概览

概观
 X 地点：总部位于瑞士温特图尔，遍

布20多个国家约50个地区

 X 行业：汽车制造业
 X 网站：www.autoneum.com

成功亮点

企业面临的挑战
 X 在地区标准化过程中缺乏效率
 X 亟需进一步满足客户需求
 X 需要战略合作伙伴来支持商业运营
 X 难以持续保障高标准的生产和物流

Epicor解决方案和服务
 X Epicor® iScala® 及iCollect

客户收益
 X 在整个价值链中实现更加高效和标

准化的流程

 X 提高了运营过程的可见度和透明度
 X 业务精简
 X 引入主数据管理
 X 进一步实现流程优化和数字化

欧拓运用Epicor iScala改善亚洲地区产品生产和物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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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和数据共享的平台。这使得公司数据响
应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并使欧拓能够创建
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高效精简
供应链。

凭借Epicor提供的新仓库管理功能，欧拓可
以使用条形码识别产品批次和所在地点。这
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汽车行业对于进入车辆
的所有部件都有严格的可追溯性标准要求。

展望未来
经过成功试验，全新的运作模式和软件也随
之推出。作为全球企业，通过从不同地区工
厂所收集到的数据中提炼见解，欧拓从中获
益匪浅。随着公司在该地区业务的持续增
长，欧拓团队预计将使用数据分析的能力来
不断改进业务运作，从而推动进一步增长。

Gaspar评论说：“iScala使我们能够在正确
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于像我们这样
快速发展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充
分利用标准化流程、数据集和报告。作为一
个具有频繁跨国界交易需求的国际企业，我
们在引入iScala后，对自身业务运作有了更
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施全球
战略。”

“我们期待继续采用Epicor向该地区所有工厂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以帮助我们的公司进一
步发展。我们非常需要来自Epicor这样经验
丰富、灵活的合作伙伴的支持，不仅仅是针
对这一个项目，更适用于公司所有业务的战
略层面，”Gaspar总结道。

经过沈阳工厂的成功试点后，欧拓制定
了标准实施流程，并开始在位于中国的
太仓工厂采用最新的iScala解决方案。
这样做是为了测试系统并作为概念的证
明，以及密切监测对组织业务流程的
影响。

iScala解决方案帮助欧拓能够准确地获
悉生产流程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该方案
为团队提供业务数据透明性。系统通知
功能赋予管理者全周期的可视化能力和
控制能力，覆盖从生产开始到最终交付
的全过程。通过从生产设施中所收集的
数据，能够实现在生产全周期内跟踪每
个组件。

主数据管理（MDM）链接公司的所有
关键数据，为员工和部门之间提供共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