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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XX 地点：中国 (全球)
XX 行业：制造 – 纸浆制备 
XX 网站：www.kadant.com/ 

成功亮点
挑战X
XX 需要标准化的全球管理流程来为全球增长

提供支持
XX 中国公司此前未配备 ERP 系统

解决方案
XX Epicor® ERP

获益
XX 全球业务现在采用同统一的ERP 平台
XX 改善运营效率 
XX 减少冗余工程负载超过 40%
XX 更精准、更易访问的数据

Kadant是一家中型跨国制造型企业，致力于为加工行业提供高价值的关
键部件和专门设计的系统。该公司主要涉足造纸、废纸回收和其他加工工
业，覆盖全球 18 个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及多个欧洲国家。

2006 年，Kadant 通过收购进入中国市场。经过十多年的业务增长，中国
现已成为该公司全球最大的市场，为其总营收贡献 60%。 

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并取得如此卓越成功绝非易事，尤其对中国这个
具备潜力巨大的独特市场而言。Kadant 项目执行经理兼制造总监 Mike 
Acevedo 表示：“Epicor ERP 使我们的全球业务得以在同一平台上开展。” 

为了整合全球数据并与总部更紧密地对接，Kadant 决定采用 Epicor ERP 
替换之前的企业资源规划 (ERP) 系统。该决定取决于 Epicor 全球公认的声
誉、对制造行业深刻的理解和卓越的咨询团队。Kadant 多个其他业务也正
在使用 Epicor，例如Kadant Fiberline 中国部署了 Epicor，并借由规模效应
削减在全球支持 Epicor 的成本。 

Acevedo 表示：“我们与Epicor 顾问的合作非常愉快。他们拥有非常丰富
的行业经验，并跟我们讲解了诸多用来处理不同场景的多种方式。更重
要的是，Epicor ERP 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中型规模的制造型企业。某些
大型的 ERP 解决方案可能包含许多你根本用不到的功能。而与之不同的
是，Epicor ERP 提供的正是我们需要的。”

全球制造商 Kadant 通过 Epicor ERP 改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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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运行效率
在实施 Epicor ERP 之前，Kadant 没有配备一体式 ERP 系
统。公司不得不在相互独立的 Excel 表格中计算工程数据、
销售订单数据和很多其他关键交易。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数据
不精确，产生大量冗余工作。公司没有合适的系统来创建、
发布或维护制造工单，只能通过追踪已发布的材料完成特定
的销售订单，粗略地估计人工和间接费用成本。引入Epicor 
ERP 之后，Kadant 大幅提升了运营效率，尤其在生产管理方
面，减少冗余负载超过 40% 并把工程数据精度提升 10 倍。 

此外，Kadant 还从内置存货清单和采购模块中受益。之前，
这些流程都采用人工执行。Kadant 必须指派特定人员手动检
查公司的存货清单，以便规划供需。Epicor ERP 把所有必要
数据保存在系统中，帮助公司避免过度采购材料。这减轻了
工作负载，改善了运营效率。

借助 Epicor ERP 的工单管理模块，Kadant 现在可以清楚地
了解本公司的实际成本和绩效，还可以追踪和计算人力资源
和材料成本。

此外，中国的税务申报系统非常复杂，而 Epicor ERP 具有针
对个别国家所需要的功能，可以帮助 Kadant 在所选的地区无
缝操作。

Kadant 从一体式 ERP 系统中获益匪浅，因此相信借助 
Epicor 能够获得更多成长机会。该公司计划今年升级当前的 
Epicor ERP 软件。同时，它希望采用 Service Connect (“服务
连接”) 和 Sales Connect (“销售连接”) 等功能来更好地管理数
据，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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