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P 解决方案简介
SAP 面向中小型企业的解决方案
SAP Business One

借助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 
实现业务增长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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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快速启动解决方案，让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你是否还忙于处理大堆电子表格，或者受制于孤立的业务软件？采用 SAP Busi-
ness One 启动包，你能够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有了该应用，你可以构建一个
集成的软件基础来管理业务，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同时快速了解并管控

业务运营。

你或许早已听说过，SAP 软件能够以各种方式帮
助企业化繁为简。但是，你知道吗？超过 80% 
的 SAP 客户是像你这样的中小型企业。现在，
借助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你能够利用
单一解决方案管理整个企业的业务。该应用基
于 SAP HANA®，能够帮助你获得所需的实时业
务洞察。

SAP Business One 应用具有卓越的功能，并已
通过了行业验证，而启动包汇集了其精华，且价

格更低。启动包通过 SAP 渠道合作伙伴提供，
最多可支持五名软件用户，并提供企业预置型
部署和云部署两种部署选项。

如果企业想提高运营效率、可视性和控制力，但
又不希望因为业务发展而更换软件，那么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是理想之选。你可以随时
升级至 SAP Business One 完整版，而无需购
买新软件。

快速启动解决方案，让业务保持增长态势

业务优势 要点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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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 
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提供了许多基本功
能，覆盖财务、销售、采购、客户关系管理和
库存等领域，能够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这些功能特别适合从事批发分销、高价值商品
零售和轻量级专业服务的企业。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提供了许多本地化版本，能够满足 
42 个国家/地区的特定需求，并支持 27 种语
言。如果你想了解该启动包在你所在的国家/地
区是否有售，可咨询 SAP 渠道合作伙伴。关于
启动包与 SAP Business One 完整版本之间的
功能对比，请参见第 7-8 页的表格。

会计和财务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能够帮助你实时管理
财务。你可以处理所有银行业务，包括：

 • 付款，比如通过支票、现金、信用卡、银行转
账或汇票形式进行付款

 • 核对各种账户
 • 创建财务报表，包括损益表、现金流报表、资
产负债表和账龄报表

 • 在发生业务事件时，实时更新相关的账户过账
信息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之间有何差别？
请参见第 7-8 页的功能对比表。

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目标 要点



4 / 10 © 2015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销售和客户关系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提供了你所需的工具，
让你能够在赢取新客户的同时，满足现有客户的
需求。借助该启动包，你能够创建报价、输入订
单，以及提供更优质的客户服务。而且，从首
次接触到关单，你能够全程追踪销售机会和活
动。此外，该软件还能与 Microsoft Outlook 全
面同步，帮助你管理并维护客户联系信息，从
而提高销售效益，并增强客户关系。

采购和供应商关系
每家小型企业都需要采用系统的方法管理整个采
购流程，包括从创建采购订单到向供应商付款的
各个环节。借助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你

能够管理从下单到付款的整个采购周期，包括
处理收据、发票和退货等。

库存和配送
通过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你能够轻松管
理库存和运营，包括发货和计费等。你可以采
用不同方法进行库存估价，比如标准成本法、
移动平均法和先进先出法等；实时监控多个仓
库的库存水平、追踪库存转储，并实时执行库
存更新和物料可用性检查。此外，你还可以高
效管理定价和特殊定价，比如在与供应商和客
户开展交易时，自动应用批量折扣、现金折扣
或账户折扣。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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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报告和管理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提供了强大的集成式
分析和报告工具，能够帮助你访问所需的重要
业务信息。借助全面集成在 SAP Business One 
中的 SAP® Crystal Reports® 软件，你能够基于
重要的财务、销售、客户、库存和运营相关数
据，生成及时准确的报告。而且，这些报告是
交互式的，支持你向下钻取多级相关数据，迅
速获得完整的信息。

该启动包基于 SAP HANA 运行，因此具备许多
直观的工具，能帮助你实时挖掘和探查信息。例

如，你可以利用企业搜索功能，搜索 SAP Busi-
ness One 中的所有数据。

系统可靠性和性能
针对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SAP 配备
了远程支持平台，自动为你的软件提供支持，
帮助你降低成本。该平台能够持续监控你的软
件。当你的软件出现潜在问题时，平台会向你
发出警报，并立即主动采取纠正措施。此外，
该工具还提供许多其他服务，比如自动备份数
据库、评估预升级、检查系统健康状况等，旨
在确保你的软件顺畅运行。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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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最终用户文档
为了帮助你有效使用新软件，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提供了最终用户文档，以尽可能缩
短初期培训时间。该文档包含产品帮助文件、
一般性说明，以及关于关键业务流程和实施任
务的 Flash 演示。

轻松升级至 SAP Business One 完整版
如果你的业务需求超出了启动包的功能范围，
你可以轻松升级至 SAP Business One 完整版。
届时，你只需保留当前的启动包软件并升级用
户许可即可，既不用执行任何软件更新，也不
必购买新软件、中断业务运营或迁移数据。

一些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希望以极少的投资
和风险，快速启动和运行 SAP Business One，
而且他们目前的软件用户数不超过 5 名。对于
这些企业而言，这种零风险的方法是最理想不
过的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你只需导入新许
可，就能使用 SAP Business One 的扩展功能。

随着时间推移，如果用户数量大幅增加，致使
你需要扩展 IT 基础架构，或者需要其他支持或
咨询服务，你可以向你的 SAP 渠道合作伙伴寻
求指导。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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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会计和财务     总账和日记账分录                       X       X
  基本的成本核算   X  
 预算管理  X
 银行业务和付款处理  X X
 财务报表和报告 X X
 固定资产  X

销售和客户关系        业务机会和销售管道管理 X X
管理 客户联系信息和活动管理 X X
 销售报价到开票和贷记 X X
 服务合同管理  X
 服务呼叫管理输入和追踪   X

功能                                                                                              启动包                  完整版

采购和供应商关系 采购报价  X
管理 采购订单到开票和贷记 X X
 生产、销售和装配用物料清单   销售物料清单 X
 以及物料清单模板 和模板
 生产订单  X
 预测   X
 物料需求计划   X

库存和配送          物料管理和物料查询 X X
 收货、发货、库存交易、转储和重估 X X
 序列号和批号管理 X X
 价格清单与特殊定价 X X
 拣配和包装  X
 仓位  X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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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先部署具备巨大潜能的即装即用型解决方案

满足基本的业务需求

获取所需洞察，提升业务绩效

确保企业迈向成功

对比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与完整版

报告和管理        全面集成 SAP Crystal Reports 软件 X X
  拖放和关联、向下钻取、搜索帮助和警报 X X
 审批程序   X
 员工通讯录和工作时间  X X
 远程支持平台 X X
 数据迁移工作台、数据归档  X X
 自定义字段和表格 X X
 SAP Business One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X

移动功能         面向 iOS 和安卓设备的移动应用 X X
 
 

功能                                                                                              启动包                  完整版

SAP HANA 平台版          面向现金流的应用和高级可承诺量功能   X
   企业搜索功能 X X
 
集成         附属机构集成   X
 
 扩展组件支持          SAP 软件扩展组件 X X
   合作伙伴扩展组件 X X
 
许可选项 启动包用户 X 
   所有其他类型的 SAP Business One 用户   X
 
最大用户数            5 名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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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短期和长期收益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是一款可扩展的解决
方案，能满足你的基本业务软件需求，并可随
业务增长而扩展。作为业务管理软件领域的领
导者，SAP 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因此，
你可以放心采用该启动包，享受 SAP 提供的卓
越支持服务。

采用该启动包后，你能够立即简化业务流程，感
受化繁为简的强大力量。此外，你还将获得所需
的工具，开展更高效、更有效的运营，并通过单
一集成式软件应用满足所有核心业务需求。选择
该启动包，你能够快速完成实施过程，且只需
极少的最终用户培训和维护工作。这样，你就
能更快速地实现价值。

实现短期和长期收益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要点

从第一天起，简化业务流程，感受化繁为简的

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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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基于 SAP HANA，是
一款专门面向小型企业的集成式业务管理解决
方案。该启动包支持企业预置型部署和云部署
两种模式，能够帮助你管理整个企业的业务。
借助该应用，你能够构建一个稳定的软件基
础，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同时快速了解
并管控业务运营。  

目标

 • 借助一款可负担的集成式业务管理软件解决方
案，满足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

 • 获得制定关键决策所需的正确信息
 • 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的数据输入、错误和延误
 • 建立并保持更紧密的客户关系
 • 优化现金流，满足业务需求

解决方案

 • 提供全面的功能，支持财务、销售、采购、
客户关系管理和库存管理等业务

 • 提供灵活的企业预置型部署和云部署选项
 • 基于 SAP HANA 平台，支持实时访问
 • 依托强大的 SAP 渠道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业务优势

 • SAP Business One 启动包是一款经过行业验
证的软件解决方案，能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
率、可视性和控制力

 • 该启动包是一款专为小型企业打包和定价的软
件，能帮助企业加快实现价值

 • 该解决方案由企业应用软件领域的市场领导
者开发，具有可扩展性，能帮助企业夯实业
务基础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你的 SAP 合作伙伴，
或访问 www.sap.com/china。

www.sap.com/china 要点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Studio SAP | 38665 zhCN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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