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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 收购并开发功能强大的软件，由数千名专业领
域的专家支持，并通过持续创新、快速实施、全球
支持和灵活的采购选择成就更出色的业务软件。在
短短几年内，Infor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软
件供应商之一。更多信息，请浏览www.inf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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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了在使用 

Infor ERP VISUAL 之前无法想象的

好处：生产力的提升和有助于决策

制定的全面信息。

”JILL BURNS, ICX TECHNOLOGIES 运营主管

Ü‘‘
成就更出色的业务
如果您是一个中小型制造商，那么您肯定对客户
“不能等待”的态度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您的企
业就是在这种不容回绝的要求下一路走过来的。
客户不但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和快速的交货，而且
还要求低廉的成本。如果不使用高级企业资源计
划(ERP)解决方案对您的经营进行优化，那么这种
高标准要求常常是无法被满足的。但并非是个ERP
 解决方案就能当此重任。您不能把时间浪费在实
施过程复杂且不能提供您需要的制造及业务功能
的软件上。相应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将客户需求
快速转化为制造文件以推动您的生产。而且，随
着您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您的ERP 解决方案步
步紧跟和进行扩展，以满足您不断变化的要求。 

无论您是正在考虑购买您的首个ERP 解决方案还
是以新 ERP 解决方案代替现有解决方案以获得精
益制造功能，您的决定都会极大地影响您对成功
的长期预期以及锐意进取的能力。

经验的支持
全球范围内有 4,000 家企业的这一决定已经尘埃
落地。这些公司为其前端办公、后端办公、制
造、工程、分销及业务绩效管理需求选择了
Infor ERPVISUAL，一种综合性的制造及业务解决
方案。Infor ERP VISUAL 集经济性、丰富的功能
和易于使用性于一身，适合各种制造业务模式的
需要，包括按订单设计、按订单生产、按订单配
置、按库存生产及按订单装配。无论您是一个面
临挑战性 ETO 要求的固定设备制造商还是属于另
一个离散制造领域，您完全相信
Infor ERP VISUAL 将会满足您的当前及未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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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为向制造公司提供企业软件的一个全球领
先企业，Infor进行了长久的努力使
Infor ERP VISUAL 成为中小型制造商的解决方案
选择。

业务专属的解决方案
Infor ERP VISUAL 拥有高级的功能，为满足包括 
MRP（物料需求计划）、高级计划与排程、制造
执行、客户关系管理、质量管理及仓库管理在内
的所有核心制造需求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
案。Infor ERP VISUAL 的价值超出了制造业的范
围，它还能够让用户更轻松、有效地与
Microsoft Office 软件等核心桌面工具进行交互。
Infor ERP VISUAL 提供了直观、全色的图形界面
和点选式功能，是那些拥有身负多种职责的用户
的公司的理想选择。Infor ERP VISUAL 提供了离
散制造商所需的一切 - 支持其完整的业务生命周
期，从计划到采购、生产以及交付。

计划
Infor ERP VISUAL 的制造窗口
（Manufacturing Window）可让用户快速而准确地
组织报价单。通过制造窗口，您可以插入各个零
件并按照需要进行操作，以创建全新的报价单，
或者通过使用类似报价单或工程主数据并按照客
户的技术规范对它们进行修改来创建
“除……之外相同”结构。报价单创建之后，成
本计算信息被集中起来，用户能够迅速将多个数
量价格间断（price break）包含在报价单中。这一

强大的工具使用户能够检查针对报价单中所有零
件的物料可获得性。在报价单经客户批准后，只
需点击一个按钮即可将其轻而易举地转换为工作
单。

采购
物料计划窗口（Material Planning Window）模块允
许用户快速地将需求转化为物料。该系统为快速
响应而设计的，使计划员能够看到针对刚刚创建
的工作单的新要求而无需等待MRP的生成。通过
物料计划窗口，用户能够查看正在形成的需求，
使节约时间和减少错误成为可能（因为计划员使
用的是最新数据），并可避免由于为了满足过时
需求而造成的高昂采购成本。

生产
Infor ERP VISUAL 对其（人力）资源和物料并行
排程技术申请了专利，该技术可确保当物料可以
获得时相应的（人力）资源也可以获得。对于实
行精益制造计划的公司，Easy Lean 模块使得采用
精益战略而无需对车间进行重新设计成为可能。
由于只需要转变有关排程的思考方式，所以用户
能够保持将精力集中于按照工作单所要求的技术
规范进行生产，而非像一些精益解决方案那样造
成用户对工作单的忽视。Easy Lean 模块是快速变
化的按订单设计环境的理想选择，按订单设计环
境需要由工作单提供的文件与说明，并包括详细
的成本分析。

交付
Infor ERP VISUAL 使公司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交付
正确的产品。该应用软件具有高级功能，用户可
以在不需要先进行接收入库的情况下完成工单的
发货。发货事务会触发一个简单步骤来自动地同
时完成接收和发出零件物料。Infor ERP VISUAL 
系统还使您能够接受订单，按要求进行生产，并
装货发运而无需为独特项目创建部件号。在 
Infor ERP VISUA 中，所有重要文件之间都存在交
叉参考，支持完全的跟踪及可审计性。

Infor MyDay
为进一步增进用户体验，Infor ERPVISUAL可让用
户向合作伙伴、事项、请求及销售单等业务对象
添加其自己的具体数据而无需对系统进行定制。
Infor MyDay 提供了有关您的关键制造数据的重要
视图，它们把来自您需要访问的几乎任何来源的
信息整合起来并通过一个屏幕呈现在您的桌上电
脑或便捷式电脑上。Infor MyDay 提供针对企业组
织中的角色而组织的信息，其中包含预定的绩效
指标和报告，并附带针对相应角色的数据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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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 Infor MyDay，生产计划员能够高效地
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如计划产量与实际产量、计
划外废料（按废弃原因）、资源利用率以及按时
完成等。

获得实时结果信息
Infor ERP VISUAL 是一个以制造为中心的解决方
案，向全球范围内的4,000多个中小型制造企业提
供了端到端的功能、较低的总投资成本以及易用
性。对于正在考虑购买第一个ERP解决方案的新兴
制造商，需要专业化功能的大型企业业务部门，
或者二者之间的任何组织，该解决方案是一个理
解的选择。

Infor ERP VISUAL 帮助众多公司收获了丰硕的成
果，例如：

< 三到六个月的实施周期 
< 制造交付周期缩短了一半 
< 在制品库存水平降低了50% 
< 生产力提高了一倍 
< 报价周期缩短了67% 
< 成品库存水平降低了50% 
< 投资回报期不超过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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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Infor ERP VISUAL，制造

与采购部门现在实现了密切的配合。

这极大地改进了车间调度并使我们能

够测量停工时间和我们在每项任务上

的整体绩效。

”MICHAEL CHETCUTI, QUALITY METALCRAFT, INC.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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