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案例

嘉利达成功故事

公司概览
XX 地点：中国
XX 行业：制造业——食品/ 医疗/ 保健 
XX 网站：www.gelita.com 

成功亮点
挑战
XX 急需定制化的资源管理模板，来应对复杂

的生产流程和严苛的质量管理
XX 需要标准化全球业务管理模板，以支持全

球业务增长

解决方案
XX Epicor® ERP 

客户收益：
XX 有效地整合并使全球生产流程标准化，统

一全球业务管理
XX 简化实施过程，并能快速、便捷地进行部

署，有助于在新市场的实施推广
XX 统一部署全球资源和数据共享

嘉利达明胶有限公司是世界三大明胶公司之一，拥有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
生产设备，不仅服务于食品和饮料行业，而且在健康与营养、制药和医疗
等其他技术领域都有其活跃的身影。嘉利达总部位于德国埃伯巴赫，业务
遍布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墨西哥、瑞典、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
非、巴西和中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5年，嘉利达正式进驻中国市场，主要采用猪和牛作为原材料生产高质
量的明胶制品1，用以制作食品原料、药品胶囊和用于健康营养的胶原蛋白
肽。如今，嘉利达在浙江省平阳县和吉林省辽源市都设有工厂，拥有员工
约400名。平阳的工厂主要生产皮明胶，而辽源的工厂以生产骨明胶为主。

复杂的制造流程，严苛的质量管控
为了保障明胶产品符合食品级和医疗级的苛刻要求，嘉利达从采购、制
造、到发货等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采取严格的监控和追踪。嘉利达使用的骨
料和皮料都是从有资质的屠宰场或加工厂进行收购的，必须具备相应的国
家检验检疫部门认证适用于人们使用。同时，明胶制造具有极为复杂的生
产中间过程并且每个环节都不容有失，其中涉及预处理、提取、过滤、净
化、高温杀菌、冷却凝固、干燥，存储等诸多步骤。在供应商收购环节和
运送皮料进工厂的环节，嘉利达还必须确保原材料符合中国和世界上相关
的法律法规。

Epicor ERP助力全球著名明胶生产商嘉利达，实现标准化流程
和全球业务增长

1 使用动物骨骼制作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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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利达国内的辽源厂和平阳厂由于各自不同的生产分工，各
自的生产工艺和生产周期也都截然不同。例如，辽源厂的骨
明胶从原材料投入到获得最终产品，需要约60天的生产周
期，而平阳厂的皮明胶生产周期则短了许多，通常只需要2-5
天。 

因此，嘉利达迫切需求现代化的企业资源管理(ERP)系统，从
而更高效率地管理不同生产工艺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实现与
德国总部和国际市场的对接。

规范企业全球管理
在采用Epicor ERP解决方案之前，嘉利达曾采用国内的企业
管理软件，主要针对财务、物流和销售环节，却没有覆盖生
产制造过程，无法实现全球一体化的管控。 

经过层层筛选，嘉利达德国总部最终决定采用Epicor ERP解
决方案，鉴于其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可定制化、可扩展和
灵活的解决方案。这有助于嘉利达在实现全球资源统一调配
和数据共享的同时，更好地满足本地化需求，更便捷地与国
外市场衔接。

改善生产流程
通过紧密协作，Epicor确保ERP解决方案的实施满足嘉利达的
特殊要求并能与现有系统无缝整合。这有助于嘉利达有效地

实现全球系统的流程标准化，确保嘉利达平阳与辽源的工厂
符合全球运营的流程标准。为了简化实施过程并降低实施成
本，嘉利达采用模块化方式部署Epicor ERP。凭借出色的可
扩展性和灵活性，Epicor ERP帮助嘉利达根据需求在全球市
场实施推广。借助Epicor所提供的本地化支持包，比如符合当
地税务局要求的财务报表，嘉利达能够提升财务管理效率。

Epicor ERP解决方案兼容全球合规性，有助嘉利达根据客户
的特殊要求，更有效地开展定制化生产，确保原材料和最终
产品符合中国和出口市场当地的质量指标。除此以外，Epicor 
ERP的设备维护模块，还帮助嘉利达提升高价值制造设备的
可用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嘉利达全球IT副总裁 Horst Vollberg表示，“Epicor ERP内置的
流程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日常管理水平。在改善信息的及时性
和有效性的同时，Epicor ERP解决方案能帮助我们更专注于
客户管理和生产技术的提升。”

未来规划
具备更出色的可扩展性、灵活性和易于配置，Epicor ERP解
决方案帮助嘉利达取得业务增长，并保持其在明胶制造业的
领先地位。目前，嘉利达已经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成
功部署了Epicor ERP解决方案。未来嘉利达将逐步向其他地
区和市场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