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icor成功故事

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概览

 X 地点：中国广州
 X 行业：注塑机
 X 地点分布数：2
 X 网站： www.borch-machinery.com

成功亮点

机遇和挑战
 X 需要信息化支持
 X 需要更好的响应市场、更低的运营成本、

更快的生产速度、更优质的服务
 X 将新厂建设成智能化数字工厂
 X 原有ERP的局限性无法满足工厂的快速

发展

Epicor解决方案和服务
 X Epicor ERP

收益
 X 提升了成本控制能力, 保障了利润
 X 成本核算为产品定价、报价提供准确依据
 X 业务流程不断优化, 成本管理准确性、及

时性得到提高
 X 供应链门户大大提升, 提高库存周转率
 X 提高了生产现场的工作效率
 X 有效减少工时浪费, 提高设备使用率
 X 减少生产现场的各类手工统计数据，由系

统自动产生数据。

为什么选择Epicor?
 X Epicor非常适合于中型规模的企业
 X Epicor ERP汇集了订单管理、采购管理、

库存管理、成本管理、流程管控等模块，
还具有计划排程、现场管理、质量管理等
扩展功能

 X Epicor ERP是一套拥有基于SOA架构的完
整的解决方案

 X Epicor有一个十分优秀并且专业的团队

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2003年初，是一家专业设计、制造、销售高
精密节能环保注塑机的高新技术企业。行业内首个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国家
重点产业振兴计划，产品荣获国家级重点新产品，是中国塑料行业十大品
牌企业和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三甲。

公司下属广州、杭州两大生产基地，共约18万平方米，员工900多人，并拥
有世界最先进的现代数字化加工中心，年生产能力达到15,000标准台。经
过近十年的发展，公司已构建起塑机行业领先的产品研发能力、生产制造
能力与市场营销能力，产品远销海内外市场，企业形象持续提升，社会影
响不断壮大。

公司自成立伊始，在秉承“博大精深，价值共创”的核心理念和坚持“客户的满
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的质量方针下，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经营质量快速提升，
公司相应提出了建设“成为最具活力的塑机行业领军者”的愿景。确立了做强
做优，建设“塑机行业最专业的综合服务提供商”的奋斗目标。

快速发展，信息化面临突破

从2003年到2013年，博创机械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民
营企业，博创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野心是不
现实的，博创眼前的目标，就是希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注塑机行业的最有
活力的领先者，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更好的响应市场，更低的运营
成本、更快的生产速度，更优质的服务，这其中，信息化的支持不可或缺。



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在总裁朱康建看来，企业不重视IT，不重视信息化的应用，将来一
定会被市场所淘汰，所以博创自成立伊始，就意识到了信息化在
注塑机行业中的重要性，专门成立了IT部门负责网络的架构和信息
系统的建设，并且由总裁亲自分管。2003年，考虑到软件的成本
以及规模，博创选择了一家美国的ERP供应商来为博创实施ERP
系统。然而，当时的ERP系统，只能满足公司在那个时段活下去
的目标，几年过去，由于架构和功能的原因，原有的ERP出现了
局限性，它无法进行升级来满足博创规模扩大和快速发展后提出
的更高的管理需求和建设数字化工厂的新目标。2008年，博创扩
大了生产规模，企业的目标从“活下去”变成了快速发展，在保持产
品技术领先的同时，实现智能制造。随着新厂的建设提上日程，
博创对信息化的需求更加的强烈，现有的ERP对现场管理的能力
愈发不足，生产计划、售后服务等功能跟不上工厂的发展速度，
无法实现多工厂的管理等诸多问题使博创的运营效率无法得到提
升，反而有所限制。因此，借由公司整体搬迁为契机，为了将新厂
建设成智能化数字工厂，2008年，博创确定了新的信息化战略，
以IT为高速公路，通过ERP、PDM、CRM、OA等系统的实施，使
信息化覆盖公司办公、研发、采购、财务、物流、销售等领域，
实现财务数据的管理、生产计划、订单管理、制造过程控制、成
本控制、客户服务等，实现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统一，最终
实现智能制造。

伴随着新的信息化战略，ERP的重新选型、应用成为博创非常重
视的一环。新的ERP系统，必须具备先进的软件架构，在满足博
创现有需求的同时，具有可扩展性；此外，还需适合博创所属机
械行业的特点；并能与博创的管理方式相契合。 

脱颖而出，Epicor助力

2008年底，博创新的ERP系统的选型正式开始，在经过2个多月，
对多个软件商进行考察和评估后，Epicor最终打动了博创。如今，
在朱康建总裁看来，“Epicor ERP已在博创应用了4年的时间。回过
头看，当年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在选择一个合适的软件时，并不
只是选择了一个产品，更多的是选择了一种管理方法。”

朱康建总裁表示，博创选择Epicor的原因在于，Epicor非常适合于
中型规模的企业。在选型时，博创也考虑过大型系统，但大型系
统对于博创来说就如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一样，并不合适，而Epicor
软件才是与公司最契合的。第二，从产品上来说，ERP的应用应
该汇集到订单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成本管理、流程管控
等模块，Epicor的解决方案在满足这些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计划排
程以及现场管理、质量管理等扩展功能，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和基于SOA的架构，不但能满足现有需求，未来还可以灵活的扩
充升级，帮助博创实现精益制造。

Epicor打动博创的最后一个原因还在于，Epicor有一个十分优秀并
且专业的团队。在博创提出要求后，专业的人员会与博创信息化
负责人详细的沟通讨论一一满足博创的需要，随时解决博创ERP
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博创之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

门当户对，相互信任

朱康建总裁表示：“在信息化选型的过程中，信息系统的选择和
人找对象一样，都讲究门当户对。我觉得博创和Epicor就是最合
适的一对，这就是缘分。”选择ERP的过程是一个精挑细选的过
程，选择了一个软件，就代表接受了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管理模
式。Epicor来自于美国，针对离散行业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还需
要根据中国特色和本土企业的特点进行调整，令其从一个国际化
的软件变成能适应中国特色的软件。从08年到现在，ERP已在博
创运行了约4年的时间，博创和Epicor之间已形成了非常默契的关
系。2013年新春伊始，Epicor在广州成立技术中心，让博创进一步
感觉到了Epicor对中国的重视。技术中心能更快速的响应企业的需
求。对于博创来说，更愿意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更多的合作，
将Epicor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应用后，推广给其他的合适的企业，让
适合的成为最好的。

博创Epicor ERP项目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0年正式上线。围绕
数字化工厂的建设，ERP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博创ERP的实
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分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最初将历史数
据导入到ERP中，并且建立条码系统，对生产线以及仓储物流的
数据进行采集，为ERP订单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随后仓库管理、
现场管理、生产排程、订单管理等功能模块依次实施。第一阶段
的ERP实施后，在博创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帮助博创解决了
复杂的流程，有效的管理了复杂的资料和编码资料，提升了关键
业务的处理速度，支持了更大业务量的运作和发展，初步实现车
间的无纸化制造。

一年后，随着成本管理的精细化和统计分析要求的越来越高，需
要一套更高效的财务成本精益管控体系。主要体现在，在采购供
应链管理方面，ERP上线后系统的采购信息，需要采购部依靠纸
质传真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交流，效率相对较低；在采购收货业务
方面，需要人工的手段把收货信息录入系统，一方面造成的人员
浪费，另一方面易造成信息出错；在生产制造方面，精益化与无
纸化的需求更加迫切，ERP无法掌握生产现产状况，并通过纸质
化传递生产指令，容易遗漏并且浪费大量精力进行单据及图纸管
理。有鉴于此，博创在2011年开始了第二阶段的ERP项目实施，
在Epicor系统已实施上线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建设改造升级，重
点解决财务成本、供应链、生产制造执行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改
善和提升ERP系统，拓宽ERP使用功能与覆盖范围。2012年6月
份，ERP跨版本升级并运行正式完成。

“Epicor非常适合于中型规模的企业，其一整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和基于
SOA的架构，不但能满足现有需求，未来还可以灵活地扩展升级，帮
助博创实现精益制造。”

 朱康建，博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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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picor软件公司
Epicor Software Corporation是全球领先的业务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向制造、分销、零售和服务行业提供业务软件解决方
案。Epicor将超过40年的丰富经验与独特的业务流程和运营需求构建于每一个解决方案中 — 在云端、托管、或预置。我们非
常清楚您的行业，Epicor解决方案在促进增长的同时还能管理复杂性和提高效率。它以强大的解决方案使您善用资源，这样您
就可以发展业务。欲想了解更多信息，敬请浏览www.epicor.cn。

 400.189.8290   asiamarketing@epicor.com   www.epicor.com

联系我们获取更多关于Epicor产品和服务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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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建总裁表示，在ERP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项目是非
常完美的进行下去的。“Epicor与博创之间，也有过看法的不
同，但通过对对方的信任，理解、沟通，使项目非常顺利的
进行下去，在信息化的实施过程中，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从09年到现在，ERP的实施应用已达到预期效果。下一阶
段的目标，将是更加优化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实现精益生
产。ERP将促进博创机械成为行业里无可挑剔的领导者。

数字博创，幸福博创

目前，博创机械广州工厂占地130亩地左右，生产车间5.6
万平方米，400多个员工创造了近10亿的年营业额。这其
中，ERP和信息化所扮演的作用巨大。

首先体现在成本控制方面。成本控制在机械装备制造业中是
十分重要的管理需求，准确地估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
过ERP的应用，能快速准确地通过以往产品的成本、物料、
人工费用及历史价格等数据实现财务成本精益核算，提供各
机型的总成本与成本构成，根据具体特别工程单的配置实时
更新得出新的成本，此外还能够快速查询零部件、零件的成
本构成和各加工工序的成本，为财务预算提供可靠的数据来
源，达到财务成本精细化的管理要求。

其次，在供应链集成方面，通过Epicor的供应链门户，不再依
赖纸质媒介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与供应商的订单交互也可以
完全在网上进行，实现了管理的电子化、信息化，让采购管
理更加及时、准确、完整。

另外，生产现场管理方面，通过建设精益制造执行系统，改
变了原先通过工单与图纸传递生产指令的现状。生产管理人
员可直接在MES下达生产任务，通过生产现场LED、触控一
体机，实时地执行生产加工任务，节省工单与图纸管理的时
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数据的实时响应，使车间
管理者能够对整个制造过程清晰掌控，为生产管理决策提供
准确的数据支持。

Epicor给博创机械带来的不仅技术上的提高，还有工作思维、
方法的提高。2013年，是博创机械成立第二个十年的开始，
朱总提出的八个字就是“数字博创、幸福博创”。通过数字博创
的建设，最终实现幸福博创。

博创机械的企业文化，以国学为指导，车间内贴有弟子规，
在博创，每一位员工都是家人，员工之间平等相处，每个家
人都能感受到幸福。从IT方面来说，将复杂的劳动用IT来实
现，缩短加工时间，降低劳动强度，减少出错率，将工作成
为一种享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表现。

Epicor北亚区高级区域总监邓永泉表示：“我非常欣赏博创
机械的管理理念。能够把博创变成Epicor在中国的重点客
户，Epicor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创的
成功也是Epicor的成功。Epicor以中端市场作为目标，专注于
制造业，我们衷心希望今后会有更多国内客户能够运用Epicor
解决方案，提高竞争力，扩大竞争优势，希望将来能有更多
像博创这样的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