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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提高生产力的ERP系统 

家庭饭局案例 

资源的利用—企业业务过程 

神奇的ERP系统 

掌控ERP资源的法宝—数据管理技术 

ERP——目前、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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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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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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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5 14:51:35 

家庭饭局案例 



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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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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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产计划（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
简称MPS） 



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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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Of Material， 

BOM物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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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14:51:35 10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1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2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3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4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5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6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7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8 



家庭饭局案例 

14:52:05 19 



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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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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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在我们称之为“毛需求”的order驱动
了整个业务流，订货意向就是企业一
切资源进行按需配置的信号弹，当然
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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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订单需要记录，
我们是记录在信息化系统中的。这个
时候“圣旨”就产生了，借助信息系统
可以实现或者满足若干个需求。 

BOM即物料生产清单，也叫产品结
构或配方。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各需
要多少，什么品质的，损耗率是多少，
这些是要非常清晰的，在企业里面，
我们需要通过分工和协作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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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根据BOM结构，将毛需求分解 

这依然是一个分析过程，通过“合并
同类项”（需求合并）实现对某一订
单所需各类物料的统计与分析。可保
证充分地使用库存，并进行有效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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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这个库房需要进行实时盘点。盘点的
目标是确定本次订单所需物料，但没
有考虑到常备库存（安全库存）。企
业里面可以考虑让供应商在己地设立
仓库的。 

这个缺料是针对本订单来说的。一般
情况下，盘库要算经济批量与常备库
存的关系。虽说“库存是万恶之源”，
但是库存是不可能被轻易地取消的，
依赖于信息系统却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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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这是一个典型的采购过程。显然，这
位主妇没有招标，这样的常备物料可
通过招标方式定点供应。可以降低交
易成本，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在家庭采
购并不合适，在非常丰富的市场供应
中，距离影响小批量的交易。 

小贩的销售策略是显然地鼓励你批量
购买。共实，这个情况不是怎么复杂
的，销售中的折扣与折让政策我们可
以充分地使用，可以为企业降低交易
成本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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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这个环节在工业产品中是最难控制的，
物料占总成本的70%-80%，如何控
制到位，学问很大。这主要是一个信
任机制问题，在需求清晰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入门检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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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生产部的事情了－－排产。有时候，
随订单的变化，工艺路线可能要做一
些调整。 

设备、设施、工量夹具要检查一遍，
还要看看煤气够不够，菜烧到中途，
无法换煤气的，管道煤气除外。 

这里面同样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到位，
岗位职责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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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这个问题，她发现的比较及时，如果
是下午五点才看到这个问题就惨了。
在企业中，瓶劲工序有时候也是竞争
力体现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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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产能不足，就要立即委托加工，满足
需求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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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所谓“余量”就是这个，资源集中的时
候，只有通过余量来解决紧急订单，
家庭不能连续预备几顿饭在有放着。 同样要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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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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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插单按照生产时，再查一下物料。
紧急采购一般要面向可靠的供应商。 

这就是委外的风险，为什么联盟、虚
拟企业的出现，因为信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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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楼下的餐厅的吗？是不是这个
供应商无法供货，向他的联盟成员采
购了？ 小贩把烤鸭送来了吧？签字，可赊购。 

家庭饭局案例 



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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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很果断，这也URP（联盟资源
计划，或称协同）出世的原因，ERP

是企业资源计划。 



家庭饭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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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很果断，这也URP（联盟资源
计划，或称协同）出世的原因，ERP

是企业资源计划。 

联盟体资源计划, 是新一代面向以品牌企业为
核心的经济资源联盟体的商业管理模式，是对
传统管理思想的升华。它以联盟体资源优化为
目标，实现了品牌、管理、渠道、技术、生产、
客户及人力等资源的全方位共享体系，真正实

现协同商务和协同生产。  



家庭饭局案例 

产能评估与设备采购的确是需要认真
考虑的，关键的东西一定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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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 

菜单 

 1）凉菜拼盘，包括炸排骨、蒸腊肉、煮花生米。 

 2）糖醋里脊 

 3）宫保鸡丁 

 4）西湖醋鱼 

 5）清蒸河蟹 

 6）锅巴肉片。 

做菜的几个要点: 

 凉菜必须放一段时间才能装盘。做糖醋里脊炸的时候，炸完里脊2分钟开始炒里脊，时间长了短了口味都会不好。

锅巴肉片的要点是炸完锅巴必须立即下锅炒菜，不允许放置。 

做菜工具（资源）： 

 一个配菜员、一个炒锅、一个蒸锅、一个炸锅，分别对应配菜、炒、蒸、炸这几道工序。 

试问如何操作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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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菜流程图 

菜名 工序 逻辑关系 时间（分
钟） 

资源 

  
  

凉菜拼盘A 

蒸腊肉 10分钟以后才能装盘 6 蒸锅 

炸排骨 5分钟后才能装盘 8 炸锅 

煮花生 15分钟后才能装盘 10 炒锅 

凉菜装盘   5 配菜 

  
糖醋里脊B 

炸里脊 必须炸完后2分钟开始炒里脊 8 炸锅 

炒里脊   5 炒锅 

配菜 配菜完毕才能炸里脊 5 配菜 

  
西湖醋鱼C 

西湖醋鱼－炸鱼 炸完鱼后才能蒸鱼 7 炸锅 

西湖醋鱼－配菜 配菜完后才能蒸鱼 5 配菜 

西湖醋鱼－蒸鱼   10 蒸锅 

  
宫保鸡丁D 

宫保鸡丁－配菜 配菜完才能炸鸡丁 10 配菜 

宫保鸡丁－炸鸡丁 炸完才能炒鸡丁 5 炸锅 

炒宫保鸡丁   12 炒锅 

清蒸河蟹E 清蒸河蟹－蒸蟹 蒸完才能配菜 15 蒸锅 

清蒸河蟹－配菜   5 配菜 

  
  锅巴肉片F 

  

锅巴肉片－配菜 配菜完毕才能蒸锅巴，才能炸肉 5 配菜 

锅巴肉片－蒸锅巴 蒸完才能炒菜 8 蒸锅 

锅巴肉片－炸肉 炸完肉以后必须立即开始炒菜 5 炸锅 

锅巴肉片－炒菜   8 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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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名 工序 逻辑关系 时间（分
钟） 

资源 

  
  

凉菜拼盘A 

蒸腊肉 10分钟以后才能装盘 6 蒸锅 

炸排骨 5分钟后才能装盘 8 炸锅 

煮花生 15分钟后才能装盘 10 炒锅 

凉菜装盘   5 配菜 

  
糖醋里脊B 

炸里脊 必须炸完后2分钟开始炒里脊 8 炸锅 

炒里脊   5 炒锅 

配菜 配菜完毕才能炸里脊 5 配菜 

  
西湖醋鱼C 

西湖醋鱼－炸鱼 炸完鱼后才能蒸鱼 7 炸锅 

西湖醋鱼－配菜 配菜完后才能蒸鱼 5 配菜 

西湖醋鱼－蒸鱼   10 蒸锅 

  
宫保鸡丁D 

宫保鸡丁－配菜 配菜完才能炸鸡丁 10 配菜 

宫保鸡丁－炸鸡丁 炸完才能炒鸡丁 5 炸锅 

炒宫保鸡丁   12 炒锅 

清蒸河蟹E 清蒸河蟹－蒸蟹 蒸完才能配菜 15 蒸锅 

清蒸河蟹－配菜   5 配菜 

  
  锅巴肉片F 

  

锅巴肉片－配菜 配菜完毕才能蒸锅巴，才能炸肉 5 配菜 

锅巴肉片－蒸锅巴 蒸完才能炒菜 8 蒸锅 

锅巴肉片－炸肉 炸完肉以后必须立即开始炒菜 5 炸锅 

锅巴肉片－炒菜   8 炒锅 

做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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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琐的资源如何管理 

企业繁琐的资源: 

（1）人力资源 

 是指存在于企业组织系统内部和外部可利用的外部人员的总和，包

括这些人的体力、智力、人际关系、心理特征以及其知识经验的总

汇 

（2）财务资源 

 是企业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的货币体现，具体表现为已经发生的

能用会计方式记录在账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资

金、债权和其他权利 

（3）实物资源 

 主要是指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物质形态的固定资产，包括工厂车间、

机器设备、工具器具、生产资料、土地、房屋等各种企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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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利用—企业业务过程 

企业的生产过程： 

1、基本生产过程 

机械企业中的铸造、锻造、机械加工和装配等过程；纺织企业中的纺纱、织布和印染等过程。 

工程部--业务部--计划部--采购部--库存--车间生产--财务管理 

2、辅助生产过程 

辅助生产过程是指为保证基本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而从事的各种辅助性生产活动的过程。 

如为基本生产提供动力、工具和维修工作等等。 

3、生产服务过程 

生产服务过程是指为保证生产活动顺利进行而提供的各种服务性工作。 

如供应工作、运输工作、技术检验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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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利用—企业业务过程 

按照生产过程组织的构成要素，可以将生产过程分为物流过程、信息流过程和资金流过程： 

1、物流过程 

 采购过程、加工过程或服务过程、运输（搬运）过程、仓储过程等一系列过程既是物料的转换过程和增值过程，也

是一个物流过程。 

 案例：买菜过程   冰箱库存等 

2、信息流过程 

 生产过程中的信息流是指在生产活动中，将其有关的原始记录和数据，按照需要加以收集、处理并使之朝一定方向

流动的数据集合。 

 案例：电话订单  菜的分解结构  冰箱鸡蛋的数量等 

3、资金流过程  

 生产过程的资金流是以在制品和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动力、燃料设备等实物形式出现的，分为固定资金与流动

资金。资金的加速流转和节约是提高生产过程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案例：购菜款项  水电媒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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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内部业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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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业务管理的特点 

 （1）作业流程繁琐 

 （2）基础信息量较大： 

 包括供应商的信息、物料的规格型号、价格检

验标准、物料的生产工艺、产品结构表

（BOM表）等等，生产企业成千上万的零部

件需要寻找供应商、询价，生产工艺较多，每

一道工序都需要严格把关，跟踪，少一道工序，

相关的产品可能全部报废，造成大量的损失。 

 （3）报表统计频繁，时效性要求高 

 生产过程中各种明细汇总报表需要及时定期处

理，比如：采购单、入库单据、生产领料单、

发料单等等，企业需要定期将这些报表进行统

计分析，以发现各业务过程中的问题。企业要

花很多时间整理这些报表，分析报表。 

 （4）员工数量多，绩效考核公平性难把握 

44 14:52:05 



 神奇的ERP系统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

计划系统，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对企业

的所有资源（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力资源）

进行整合集成管理，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企业供

销链管理，从而达到对供应链上的每一环节实现

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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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中的数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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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中的数据 

（1）基础资料数据： 

客户资料、物料、员工资料、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等等； 

（2）业务单据数据： 

客户订单、采购订单、采购入库单、领料单、生产任务单、任务汇报单、

发货单； 

（3）报表数据： 

销售年度汇总表，成本差异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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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中的数据 

（1）基础资料数据： 

客户资料、物料、员工资料、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等等； 

（2）业务单据数据： 

客户订单、采购订单、采购入库单、领料单、生产任务单、任务汇报单、

发货单； 

（3）报表数据： 

销售年度汇总表，成本差异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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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系统功能模块 

财务管理（会计核算、成本管理） 

生产控制（计划、实绩管理）、 

供应链管理（销售、采购、库存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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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FI） 

会计核算主要是记录、核算、反映和

分析资金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变动过程

及其结果。它由总账、应收账、应付帐、

固定资产等部分构成。 

成本管理（CO） 

成本管理来的功能是基于会计核算数

据的，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进行预测

决策、管理控制。 

 

 

50 14:52:05 



2. 生产管理与控制（PP） 

主生产计划 

物料需求计划 

能力需求计划 

车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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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产计划 

 
粗能力计划 

 
车间生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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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需求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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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管理与控制（PP） 

主生产计划 

物料需求计划 

能力需求计划 

车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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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生产计划 

 
粗能力计划 

 
车间生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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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资源的
计划 

所有用到的
物料资源的

计划 

实施过程中的
车间物料加工
排序计划 



3.供应链管理 

销售与客户管理（SD） 

采购与供应商管理（MM） 

库存管理（MM） 

质量管理（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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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管理模式特点 

（1）提供规范化的管理

流程及内部控制体系 

（2）数据集成共享、避

免重复劳动 

（3）快速查询数据及汇

总报表 

（4）ERP系统可以提高

企业外部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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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ERP资源的法宝—数据管理技术 

Internet网络 

把企业中的各电脑都统一连接到一

台服务器上，不管业务部门在世界

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录入和查询

相关业务数据，系统通过internet

将数据保存到系统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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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ERP资源的法宝—数据管理技术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其实就是数据的集合，是存

储数据的“仓库”。ERP系统中的数据

“仓库”存放生产企业所产生的所有数

据，多数数据要经常变动，比如，销

售订单数据经过计划产生生产计划单

据数据和采购订单数据，经过处理，

数据产生价值，指导企业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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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ERP资源的法宝--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的概念则是由Bill Inmon提出的，目

的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遇到的“企业应用蜘蛛网”

现象和更好的支持管理决策。数据仓库技术，

简单的说就是将企业内外部的数据进行全面

的集成、清洗和整理，去除一些纯事务性的

数据，将企业数据按主题放置到一个“仓库”中，

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决策支持应用为

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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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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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售票终端 
机票信息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59 14:52:06 

顾客信息 
 
航班信息 
 

机票信息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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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信息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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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信息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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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信息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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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票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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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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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每个季度 机票销售量和销售额 

对顾客人群进行分类分析 

那些航班是热线，在什么时候是热线 



例子——机票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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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概论 

数据仓库系统的功能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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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数据库 

提取、清洗、转换 

数据存储 

OLAP 数据挖掘 

企业决策层 

数据
仓库 

决策
支持 

多维查询 预测 



2014年ERP软件排行 

排行 品牌 产品 

1 SAP SAP BusinessOne 

2 Oracle Oracle ERP 

3 Infor Infor ERP 

4 Sage Accpac Sage Accpac ERP 

5 Epicor Epicor ERP 

6 航天信息 A8 

7 用友 U9 

8 金蝶 K/3 

9 神州数码 易助 

10 浪潮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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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未来发展 

云ＥＲＰ 

Gartner预计到2018年ERP系统的30%将会转移到云端，同时遗留的

ERP将会进行再造，重点放在需要一些定制化的记录功能系统上，而基

于云的IT会将重心放在企业业务上。未来，我们将有望看到更多的企业

转入云端运作，甚至有些企业会将全部的ERP功能迁移到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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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Ｐ面临的挑战——功能的延伸 

互联网化趋势让企业须更加注重客户体验 

传统企业一般注重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等，非常重视产品的功能，但是在互联网

时代，除了臻于至善的产品功能外，客户更加在意产品的服务，能否快速响应客户需

求、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体验，成为了企业赢取竞争优势的法宝之一 

企业须更加注重信息的实时交互 

随着电子商务、在线社交平台和移动商务等互联网应用的兴起，企业数据的来源不再

局限于企业内部各个应用系统，而是全方位、大范围地向企业外部延伸，海量数据带

来的挑战不仅仅是企业信息能够实现透明化与共享，更主要的是能够进行交流互动，

如何打通企业内外部数据成为了企业互联网化的第二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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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Ｐ面临的挑战——功能的延伸 

企业管理团队须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 

互联网化的趋势让企业的商业流程不断地向外延伸，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更多的企业

将会有更多的协同，企业管理团队必须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延伸，从仅仅服务企业内

部，变为搭建和整合全产业链平台，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用户纳入到企业管理体系中

来 

企业管理必须支持移动化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者、内部员工、外部合作伙伴等众多终端的使用，让信

息的交流变得更加迅速，企业管理在瞬间便可以发生变化，对信息实时性处理的要求

更加高，给企业管理带来了随时随地处理问题的挑战，企业管理支持移动化的需求变

得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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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Ｐ行业应用 

72 14:52:07 



案例讨论 

根据你所在专业，试查找相关行业ＥＲＰ解决方案案例；并阐明其

应用前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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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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