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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计划明确的组
织更有可能快速找
到适合自己的解决
方案。
来源: 选择 ERP 解决方案的最佳策
略，2013 
Aberdeen 集团

理顺您的策略

在购买 ERP 系统之前，首先要就您公司的 ERP 策略达成一
致，这很有必要。您的 ERP 策略将决定模块的选择、对基础
设施的要求以及 ERP 实施中的其他要素，而您的 ERP 策略
则需要以您的业务目标作为基础。简而言之，相较于没有章
法的实施，一个深思熟虑的 ERP 策略将让您的 ERP 系统尽
快带来效益，提升投资回报率。

涉及成败的决定

不论是小公司或跨国公司，只要您选对了系统， 
您的ERP应该让您和您员工的工作变得更便捷、更高效。

接下来，您将了解在安装或升级 ERP 系统时需要关注的8个方面。 
有些关注点同您的 ERP 供应商相关，其他的则是关于 ERP 系统自身的。 
我们认为，为了挑选适合您的 ERP 系统，您需要将这每一个关注点都考虑进去。 
如果想要对这 8 个关注点做进一步了解，我们建议您做更深入的阅读。 

www.epico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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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在选择 ERP 厂商时，要挑选善于实现业务灵
活性的厂商。您无法预测未来增长的方向，因
此，有必要挑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步伐一
致的厂商。

了解更多:Epicor ERP10：自适应ERP

https://na29.salesforce.com/sfc/p/300000006qAy/a/34000000D510/TEewJlODPbldXoFVOQjvFbN4zDWDzZHAzZocRUqC3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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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创新性应该是维持未来业务发展的关键所
在。一个能提供创新的 ERP 厂商将是很
有帮助的；一个能理解其中风险并能帮助
您进行协商的厂商将是无价的。

贴士:
一个带有协作工具的系统能让员工、
客户和供应商聚到一起并促进您组织
内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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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施性
存在问题的实施会对 ERP 系统的性能产生持久
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您的盈利。要确保此类
情况不会发生，您需要寻找能提供经过验证的
方法的 ERP 厂商。

Epicor 咨询团队利用经过验证的方法和800多名专业人
员的专业知识，轻松为您 ERP 系统的实施提供支持。

Epicor            咨询服务

了解更多：管理 ERP 实施项目提高投资收益
Aberdeen集团，2013年1月  

http://www.epicor.com/Services/Pages/Consulting.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8394/ra-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cont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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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知识
寻找 ERP 厂商需要考虑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其在
您所在行业中的专业性经验——尤其是您的行
业专业性极强。此外，一个精通其他领域的合
作伙伴可以为您公司的ERP 系统带来有用的视
角和洞察。

了解 
Epicor ERP 是如何帮助各行各业的客户：

工业泵制造商 铝制品制造商工业机械制造商

http://v.qq.com/boke/page/v/x/g/v0149qw1lxg.html
http://v.qq.com/boke/page/z/m/i/z0133vhdqmi.html
http://v.qq.com/boke/page/s/9/0/s0133k8cc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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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
在挑选您的 ERP 系统时，构建在可扩展架构上的系统将
有助于您管理公司的未来成长。系统为了满足您的需求
所要求的定制越少越好。

了解更多:
避其锋芒：挑选灵活的 ERP，
应对商业挑战.
Aberdeen集团，2015 年 5月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10138/10138-RR-ERP-scalability-change.aspx/content.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10138/10138-RR-ERP-scalability-change.aspx/cont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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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可选
一个带有一系列部署可选的 ERP系统（预置、
私有云、公共云或混合环境）可确保您的公司
在面对客户需求时做到灵活和及时响应。

在确定项目章程和整体应用软件策略
时，对部署方法的方向进行清晰说明是
十分重要的。[...] 在这一阶段确定部署
模型或可接受的备选方案为评估供应商
的适用性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也为确定
长期拥有成本提供了一个框架。
来源: 运用敏捷软件选择方法挑选适合您业务需求的应用软件。 
Forrester调研公司，2014年10月

了解更多：了解 ERP 部署选择

http://sforce.co/1dseG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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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使用
没有人希望在一个难以使用、不友好的
系统中艰难探索，完成工作。选择一个
带有直观、易用用户界面的 ERP 系统
能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生产效率。.

了解更多:
挑选ERP解决方案的最佳办法，2013.
Aberdeen 集团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8584/ra-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content.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8584/ra-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cont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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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
这里要考虑两个问题：

• 您的 ERP 系统能否满足ERP 策略的所有需求？

• 从速度、可靠性和同其他系统的兼容性来看， 
其表现如何？

Epicor ERP 同我们的全球策略相符。我们希望将
我们各不相同的全球系统进行整合，实现标准
化，形成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Epicor 在一个
通用的平台上提出了良好的价值收益和广泛的
支持。这个平台将充分利用我们公司自有的资
源和专业知识，并将在未来进行扩展。
Greg Jehlik, CEO, Maxcess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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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吗？

这里列出的需要考虑的关注点为您的 ERP 选择
提供了一个起始点。如果您想深入了解更多关
于 ERP 系统以及供应商的信息，请访问以下链
接：

• 更换 ERP 系统时做出最佳选择的 12 条标准

• 提高交易效率,显著提升业务绩效

• 面向以产品为中心的中端市场公司的 Gartner 魔法象
限，2014

• 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挑选 ERP 系统的危险性，2013

• 挑选 ERP 解决方案的最佳策略，2013，Aberdeen 集团

• 管理 ERP 实施项目，提高 ROI，Aberdeen 集团，2013

• 避其锋芒：挑选灵活的 ERP，应对商业挑战，Aberdeen  

集团，2015

• ERP10：自适应 ERP，Epicor

• 了解 ERP 部署选择

这份调研报告是基于采访的六家Epicor客
户，调查企业通过部署Epicor ERP实现的潜
在投资回报率(ROI)。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框
架，用以评估Epicor ERP可能对其组织产生
的财务影响。.

 Epicor 视频
 由知名分析公司Forrester    提供

https://na29.salesforce.com/sfc/p/300000006qAy/a/34000000D515/mLa1UQ1TjAvgvz6SI7tg4DJ24D_btldv88D1bP2V7uE
https://na29.salesforce.com/sfc/p/300000006qAy/a/34000000D51A/d4MqgGF1r9FL9wSWi.bhJDNQ2bYmNLJ3EXlfMmQHfuE
http://www.epicor.cn/company/erp-magic-quadrant.aspx
http://www.epicor.cn/company/erp-magic-quadrant.aspx
http://aberdeen.com/research/8662/ra-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content.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8584/ra-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content.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8394/ra-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content.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10138/10138-RR-ERP-scalability-change.aspx/content.aspx
http://www.aberdeen.com/research/10138/10138-RR-ERP-scalability-change.aspx/content.aspx
https://na29.salesforce.com/sfc/p/300000006qAy/a/34000000D510/TEewJlODPbldXoFVOQjvFbN4zDWDzZHAzZocRUqC3aI
https://na29.salesforce.com/sfc/p/#300000006qAy/a/800000008cFT/dITFfJinpYuggKQ_IMBoOlH1B8hgPcRr20J8n0GeEyQ
http://v.qq.com/boke/page/k/r/1/k0151hvv2r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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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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