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SAP 客户成功故事 | 光电行业 | 凯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2017 SAP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捕获全球车联网大商机 

凯锐光电借助 SAP® ERP 平台 

奠定运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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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公司介绍 

凯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光电行业 

产品和服务 

车用后座娱乐系统、车联网系统、车载摄影机 

网址 

http://www.jet-opto.com.tw 

SAP 解决方案 

SAP® ERP 的销售与分销、物料管理、生产计划、 

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质量管理模块 
 

 

 

 

凯锐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0 年，专注于车用电子影音及通讯信息系统的研

发与生产，获得美、日、欧一级汽车大厂青睐，跻身全球后座娱乐影音系统市场领

导品牌。凯锐光电除了在技术上不断强化全球专利布局以及培育研发人才，更在生

产制造测试的优化及自动化上持续进行投资。由于车用电子市场前景广阔，为了配

合公司未来中长期的业务发展与布局，凯锐光电决定实施优质严谨的 SAP ERP 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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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凯锐光电着眼车联网商机，积极强化产销布局 

2010 年 6 月，新美齐集团兼并萤桥光电，成立凯锐光电，并于此后聚焦车用电子

产业，全力发展后座娱乐影音系统；后来，并购台湾阿波罗数字公司，扩增行车

纪录器 DVR 产品线。展望未来，随着车联网、

无人驾驶趋势持续发酵，汽车将逐渐变身为移

动剧院，而且预计车内娱乐用显示器、后座娱

乐影音系统等的市场需求都将不断走高。鉴于

此，凯锐光电于 2015 年推动重大布局，收编

在欧洲市场上颇具影响力的 NEXTBASE 品牌，

同时设立大陆吴江工厂，计划五年内达到产能

满载，顺势拉高对手的竞争门槛。 
 

“凯锐光电瞄准后座娱乐影音系统市场，致力提升市占率，

不断垫高竞争门槛，期望在车联网商机中成功卡位利基

点。” 
林传凯，凯锐光电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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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实施 SAP ERP，建立全新管理枢纽 

灵活应对未来的业务发展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凯锐光电的母公司新美齐，前身为美 

齐科技，曾是颇具知名度的计算机显

示器、电视机制造商。2010 年，新

美齐将主营业务售予京东方，首开两

岸企业合并先河；随后诞生的凯锐光

电，则触及车用电子领域，经营方向

与美齐迥异。换言之，美齐沿用十余

年的 ARTS ERP 尽管运作稳定，但其

背后的用例模型并不符合凯锐光电的

经营管理需求。因此，凯锐光电于 

2015 年做出重大决策，决定变更 ERP 

系统。他们希望新系统蕴含灵活的 

 

MRP 逻辑、支持复杂的多角贸易流程、

具备精确快速的成本计算功能，且能快

速实施并上线，从而帮助其灵活应对公

司中长期的业务拓展需求。 

 
 

“凯锐光电的管理层希望借助全新的 ERP 系统，轻松掌握客户的应收账款、厂商的应付账款等，并

实时洞悉各项产品的销售毛利、生产进度、零件库存等信息。”刘瑷端‧凯锐光电 IT 部门经理  

  

为什么选择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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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为什么选择 SAP 和英渥德科技 

财务人员需要在原 ERP 系统中

逐笔审查前端用户输入数据的

准确性，这导致结账工作延宕，

平均需要 2~4 天之久。当时，

曾有人建议选用架构严谨的 

SAP ERP 系统，便可实时、准

确地完成入账，省去人工审单

的负担，并加速结账流程。因

此，在评估新系统时，凯锐光

电将 SAP 系统列为重点目标。 
 

然而是否选择 SAP，不但要考虑财务结账问题，凯锐光电还必须满足各部门关键

用户提出的需求，并审查 SAP ERP 系统能否为管理层提供实时透明的运营信息。

在评估阶段，英渥德科技顾问团队负责介绍 SAP ERP 系统的功能。他们强调，

SAP ERP 系统无需进行耗时的定制，就能迎合各方的工作需求，这些内容深获关

键用户和管理层的肯定，使 SAP 最终雀屏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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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解决方案 

 

  

实施 SAP ERP 解决方案 

销售与分销 (SD) 

物料管理 (MM) 

生产计划 (PP) 

管理会计 (CO) 

财务会计 (FI) 

质量管理 (QM) 

范围 

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 

境外 

共计六家公司 

英渥德科技在持续五个

月的项目实施期间，针

对教育培训、需求洞

察、差异分析、整合测

试、上线前准备等不同

阶段，提供关键辅助机

能，协助凯锐达成项目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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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专业顾问全力辅导，五个月如期上线 

实施 SAP ERP 时，凯锐电子正

如火如荼地收购阿波罗数字，

同时忙着兴建吴江工厂，这让

员工备感辛苦，而 SAP ERP 项

目的上线时间被迫压缩到五个

月内。幸而英渥德顾问团队经

验丰富，有条不紊地协助安排

不同的关键用户担任模块负责

人，安排他们上课学习 SAP 模 

 

块，并进行需求访谈，了解各自作业方式，比对新旧系统做差异分析，同时邀请

相关主管讨论业务流程并调整范围；之后，由关键用户根据各项业务程序编写脚

本，执行整合测试；然后进入上线前准备阶段，针对客户、厂商、物料编号、基

本文件等数据做最后整理，并完成重新编码作业。经过最后一周紧张的准备工作，

SAP ERP 系统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如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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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实施 SAP ERP 势在必行，工厂同仁共襄盛举 
 

在所有模块负责人中，大陆工厂的关键用户最为辛苦，因为凯锐吴江工厂仍在兴

建，人员编制未完全到位，导致现有员工必须身兼数职，事情多如牛毛，另外需

抽时间参加视频培训，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更麻烦的是，以往在进行品检、进销

存等作业时，工厂员工习惯了采用文字记录工作内容，如今难免对新系统有所抵

触。因此，董事长林传凯与员工不断沟通，传达建立未来制度的重要性，同时不

忘体恤员工辛劳，就成功上线为员工提供奖金。来自英渥德的顾问也不忘关怀工

厂同仁，两次整合测试时，都亲赴吴江从旁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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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主要收益 

如前所述，凯锐光电以往的财务结账工作需要 2~4 天。

如今，凭借 SAP ERP 的实时入账功能，财务人员不

必费时审单，而相关结账流程也缩短到半天内，改善

效果显著。董事长林传凯还提到，SAP ERP 架构严谨，

报表数据出错率趋近于零。凯锐光电不会莫名耗损资

源，而且这还有助于提高国外一线车厂客户对凯锐光

电的信任。 

 

50% 
预估订单毛利的速度 

加快 50% 
 

 

70% 
了解工单缺料情况的速度

加快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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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主要收益 

对 IT 人员而言，他们无需再不停查找 ERP 程序代码

问题；因为 SAP ERP 能自动生成用户所需的 Excel 

报表，他们也无需花 3~5 天的时间编写辅助程序。

这些可谓莫大的福音。公司管理层也可以获得显著

收益。例如，趁着 ERP 项目的实施，他们可以顺势

对创建物料编号、物料清单、销售订单、询价、比

价、报价等例行作业进行优化，并确立标准的 SOP 

流程。 

 

 

 
100% 
交易实时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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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 SAP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优化仓储信息管理架构 
吴江工厂计划引进仓储管理系统 

除了实施销售与分销 (SD）、物料管理 (MM)、生产计划 (PP)、财务会计 (FI) 及

管理会计 (CO) 这五大 SAP ERP 基础模块外，凯锐光电还决定部署质量管理 (QM) 

模块。对此，刘瑷端经理解释道，凯锐光电从事车用电子系统开发，产品用于车

内环境且需符合各大一级汽车大厂制定的严苛验证规格，品检需求远超过电视机、

计算机显示器等一般产品，因此有必要部署质量管理模块。此外，大陆吴江工厂

还引进仓储管理系统 (WMS)，以搭配现有的制造执行系统 (MES)，妥善满足物

料匹配、库存盘点、实时库存管理等多项作业需求，优化仓储信息管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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