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 Business One

高效实施 SAP® BUSINESS ONE
发现和避免时间和预算的过度使用

当公司购买企业资源规划
（ERP）和业务管理软件

Standish Group 进行的 2006 CHAOS

降低员工生产力和影响客户服务质量，

意见调查显示，在所有行业当中，

也会导致您的市场地位容易受到竞争者

只有 35% 的软件可视为成功实施，

威胁。

时，花费在实施和咨询

19% 被视为失败，而 46% 则被视为

服务的开支，一般上和

规划和要求汇集、职务和责任含混

购买软件许可的数额相等。

以及不合理的客户要求，是造成许多

具挑战性。1为什么呢？不当的项目

项目实施失败的主要原因。

SAP® Business One 的快速实施
方法
实施不应该成为一个痛苦的经历。有

了解这一点可推动客户掌握

组织性的框架能带来良好规划和着重

成功实施软件的关键因素，

在许多情况下，很多项目最终耗费太高 客户的实施，能直接简单的迁移和
集成，极少干扰，同时无需过于施压
的成本，同时完成期限比预期的还要

并避开潜在的陷阱。

长。更何况，软件的实施经常无法达到 于用户以取得快速的投资回报。
企业特定的业务要求，及客户在功能
和使用性方面的需求。SAP 了解到，

有鉴于此，SAP 为 SAP® Business One

冗长的时间。耗时的实施不仅仅会

和客户要求，并提供通信和文档指南。

在现今的业务环境下，各家公司在实施 开发了一套快速的实施方法，提供清
晰、行之有效的框架，用以管理项目
软件解决方案时，根本无法负担耗费

65% 的计划不成功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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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超过预算
• 工作比预期的更耗时
• 所交付的功能无法达到
承诺

成功
35%

图 1： IT 实施计划的成功率1

1. “CHAOS Report 2006”, The Standish Group International Inc., 2006 年。

SAP 配合活跃的实施合作伙伴，
创建了快速的实施方法（前称为
SAP AIP），从而借用他们在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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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筹备

上线和支持

的多年经验。这套方法推出后，已经
运用在全球数千个实施当中，并成为
SAP Business One 标准的最佳业务

图 2：快速实施方法的 5 个阶段

实践实施。

项目筹备

此文档的目的是让您通晓快速实施方

此阶段的目的是为实施 SAP Business

包括：

法的各个主要阶段，并更加了解 SAP

One 提供起始规划和筹备。虽然实施

• 确保 SAP 销售团队出席启动会议，

如何实施您的 ERP 投资。我们将说明

每一项 SAP Business One 都具备

以扼要重述您已经在销售阶段提过

各个实施阶段的主要里程碑和相关组

各自的目标、范围和优先排序，唯在

的要求，并明确地与他们调整产品

件。我们也预估资源需求，并建议在

项目筹备阶段的步骤可助识别和规划

功能。

实施 SAP Business One 前客户应该

必须考量的主要重点领域。这包括

准备遵从的最佳业务实践。

技术性课题和项目管理主题。在启动

理员明确地确定硬件、软件和可用

会议上，SAP 实施团队将讨论项目

的资源。

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项目筹备阶段的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5 个实施阶段

计划，及贵企业必须挪用的时间和

• 在启动会议和您的项目经理或 IT 管

• 交出高水准的 SAP Business One

资源。同时，也识别项目各个参与者
快速实施方法将计划的实施分为数个

示范，作为启动会议的一部分，让您

的角色和职责。此外，应该交付 SAP

阶段。一切从客户签下合同那一刻，

的团队熟悉这项产品。

Business One 软件并完成测试系统

即销售部门将项目移交给咨询和实施

的初期安装。此阶段一般上在 5 天内

部门的时候开始。接下来，此方法将

完成执行。

覆盖整个实施流程，然后交付产品给

• 讨论您的员工在什么时候可用和如何
可用。
• 创建一个执行指导委员会，在实施
时搭配执行管理层的支持。

客户，并在数周后的复核和优化会议

主要里程碑

后结束。

项目筹备阶段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段的最后复核，并签署由 SAP 实施

• 项目转交到实施

团队提供的“项目阶段签核”文档。

此方法的 5 个阶段说明如下。

• 要求您的项目经理执行项目筹备阶

• 客户启动会议
• 交付和安装 SAP Business One 软件

业务蓝图

测试系统
• 客户复核及签核项目阶段

在这个通常为时 4 天的关键阶段，检
测您要运行 SAP Business One 的方
式，以支持您的业务。识别和分析贵
企业的业务流程和各别功能需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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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一个或更多的讨论会以集结所有

项目实现

最后的筹备

项目目标和目的，并在有需要的时候

这是快速实施方法中最重要的阶段，

此阶段着重于为 SAP Business One

修正整个项目进度表。讨论后即可制

一般上需要一个半星期。项目实现的

和客户上线方面做好准备。这个阶段

订业务蓝图，详细记录需求讨论会中

目标是实施所有业务流程，以及在过

的关键活动包括完成用户和管理员

汇集的结果。业务蓝图将成为接下来

去阶段中所收集的和业务蓝图中记录

培训，及 SAP Business One 的最后

项目实施阶段中的技术和功能性指南。

的技术要求。顾问会验证和更新配置

微调。作为最后系统测试的一部分，

并演示流程，您的项目团队则更新工

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以解决所有悬

主要里程碑

作指示（如业务流程程序）并进行单

而未决的重要问题。此阶段通常需要

业务蓝图阶段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位和集成测试。

5 到 6 天。

• 创建详细的业务蓝图文档

主要里程碑

主要里程碑

• 确定起始项目范围和时间进度表中

项目实现阶段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最后筹备阶段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 根据业务蓝图安装和定制软件

• 关键用户和管理员培训

• 数据迁移（若适用）

• 系统上线的筹备状态

• 验证系统设置

• 完成转换活动

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 系统测试

• 客户复核及签核项目阶段

业务蓝图阶段的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 培训和转换的定义

包括：

• 客户复核及签核项目阶段

要求。这些讨论会提供机会微调原本

• 汇集客户部门领导业务需求的讨论会

的变动（若适用）
• 客户复核及签核项目阶段

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最后筹备阶段的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 要求您的实施合作伙伴在讨论会中
部署 SAP Business One，让您能够

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包括：

实际目睹该产品，从而评估它能如

项目实现阶段的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 正式向所有利益攸关方公布培训和

何迎合特定的业务要求。

包括：

• 建议您使用本身的帐目图表而不要
创建新的一份，这样可大幅减少迁
移数据和调和期初余额的工作。
• 如果您要迁移业务上的历史交易数
据到 SAP Business One，则应该马
上提出。

• 尽量减少设置和范围方面的变动，

• 确保每一名用户在培训期间直接参

因为这将大幅影响测试和培训。

与 SAP Business One 的相关培训

• 明确表示您的项目和 IT 团队将

和工作。

负责确保数据质量和数据迁移的
完整性。
• 确保您的项目领导出现在所有或

• 确保有论及您的业务要求并记录在

大部分的系统验证和接受度测试。

业务蓝图内，因为初期范围或要求

• 在签核前复核所有输出文档，比如

方面的微小变动都会大幅影响成本、

转换计划及进度表。

发票、订单和报表及财务报表。

资源和项目的进度表。

3

www.sap.com /china
/contactsap

上线和支持

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上线和支持阶段的最佳业务实践建议

完成这个阶段是最终的目标，也是

包括：

实施项目最令人振奋的步骤。这就是

• 让执行指导委员会参与项目结束会

贵企业使用 SAP Business One 软件

议以进行最后项目验收。

上线，并开始管理所有独立日常活动

• 在项目结束会议后的 4 到 6 个星期，

的时候了。此上线和支持阶段包括两

安排一个复核及优化会议，并确保

个不一样的子阶段。首先，通过正式

您所有的项目团队都参与。

的项目结束来完成该项目。这时，已
经在每日运营中使用软件促进生产，

• 确保您的项目部门领导：
– 监控终端用户如何使用 SAP

也解决了所有课题和问题，同时结束

Business One 以确保软件的用法

转交到生产支持团队，及完成转移知

正确和一致。

识，并且签核了项目。接下来，当生

– 记录所有要在复核及优化会议上

产支持团队监控软件和解决实际的业

讨论的课题和在绩效、功能和

务流程课题时，意即开始了持续性的

可用性方面所需的提升。

改善子阶段。这时应该建立了适当的
变动管理程序，及进行了持续的终端

• 要求至少一名 SAP Business One
方面的专家驻守现场提供上线支持。

用户培训。制定计划并不断复核及
改善业务流程。复核及优化会议已经

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妥当安排和进行。此阶段一般上会在
4 天内完成。

这项运用在 SAP Business One 实施
上的快速实施方法，将为 SAP 客户

主要里程碑

带来许多好处。客户可通过这方法，

上线和支持阶段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在项目开始时就清楚了解实施 SAP

• 全面的 SAP Business One 生产

Business One 的范围、结构和期限，

实施。
• 复核项目阶段和接收客户的签核，

排除时间和预算方面的意外和过度
使用。此外，这方法能让客户高枕

从开始上线和支持，及最后的项目

无忧，因为他们知道，使用这方法的

完成。

合作伙伴将根据 SAP 设定的标准，

• 复核及优化会议。

提供最佳业务实践的实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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