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P ERP系统是尤妮佳中国的核心系统，对尤妮佳的生产经营正常运作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SAP系统的稳定不间断且高效运行，是尤妮佳IT运维
的核心目标。为此，尤妮佳选择并实施了SAP Solution Manager解决方案，
通过SAP Solution Manager系统构建了尤妮佳集中统一的系统监控和维护平
台，实现了对SAP系统实时自动的监控和SAP组件的集中维护，进一步提升
尤妮佳SAP系统的运维管理水平、提高了业务满意度，降低了系统运营风险
和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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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名称

尤妮佳生活用品（中
国）有限公司

企业总部

中国上海

所属行业

日用消费品

产品及服务

婴儿护理用品、女性
护理用品、成人护理
用品、清洁护理用品、
宠物用品

员工数

15,500 人

公司网址
www.unicharm.com.cn

实施伙伴

北京东软慧聚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huiju.neusoft.com

实施目标
• 确保SAP系统的稳定不间断且高效运行
• 逐步建立高效规范的用户支持服务体系

解决方案

• 为尤妮佳中国的SAP系统如SAP ERP、Barcode、MPC资金管
理、银企互联平台、费用管理、SAP PI集成平台等提供统一、
全球化的运维服务

• 实时监控SAP系统运行状况；建立集中的SAP系统维护平台
• 对系统账号的安全策略和使用情况进行管理分析

主要收益
• 实现了对SAP各组件的集中管理和维护的平台
• 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降低了系统运维成本
• 结合后续对SAP Solution Manager的深化应用，整体构建尤妮
佳全方位的集成统一的管理控制中心

“尤妮佳通过SAP Solution Manager系统的实施，实现了对尤妮佳核心的
SAP系统的全方位的监控，使维护团队对SAP的运行状况和性能状况有了
清晰全面且实时的掌握，保证了SAP系统的高效运行。”

王蓓,IT经理,尤妮佳生活用品(中国）有限公司

100%
系统变更合规性提高至100%

30%
ABAP Dump Error发生数降低
了30%

40%
对系统性能影响最大的Top 10程
序的性能优化了40%

业务转型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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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指标

http://www.unicharm.com.cn/
http://huiju.neu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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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各业务、构建统一SAP全球支持运维服务
体系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SAP ERP 系统是尤妮佳中国的核心
IT系统，对尤妮佳的生产经营正常
运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
SAP 系统的稳定不间断且高效运行，
是尤妮佳 IT 运维的核心目标。

基于这个核心目标，将为尤妮佳中
国的SAP系统如SAP ERP、Barcode、
MPC 资金管理、银企互联平台、费
用管理、SAP PI 集成平台等提供统
一、全球化的运维服务。

实时监控SAP系统运行状况，对系统
各组件进行有效的可用性管理，并
对潜在问题及时预警；

建立集中的SAP系统维护平台，对
SAP 系统架构组件进行集中维护和
分析；提供安全的远程连接方法；
对系统变更进行集中的记录和管理；

对系统账号的安全策略和使用情况
进行管理分析，为信息安全审计提
供第一手的基础资料；

逐步建立高效规范的用户支持服务
体系，在整个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中
提供支持服务，包括与SAP全球支持
服务体系的沟通。

SAP业务转型研究 | 日用消费品 | 尤妮佳

3 / 6



©2016 SAP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SAP ONE Service全面的运维与服务体系
分步实施、按需构建尤妮佳集中的系统监控和维护平台

东软慧聚加入SAP ONE Service合作
伙伴计划，并取得运维合作伙伴认
证，保证了东软慧聚可以与SAP专家
团队的紧密对接，这一点将强力支
撑东软慧聚更长远的业务发展规划。

东软慧聚在SAP ONE Service合作模
式上，包括了支持请求、远程\现场
专家支持、SAP最佳实践、SAP开发
工厂等合作实施场景，借助SAP最新
技术与本地化成果，始终以引领价
值实现的KPI为基础指导客户服务。

SAP通过评估东软慧聚的顾问能力，
项目交付情况提出持续改进意见。
特别是每半年一次的客户运维质量
追踪检查会，为客户群体提供高质
量的实施、运维服务。确保尤妮佳
的满意度得到SAP服务认证部门的持
续认可与追踪，持续关怀与帮助。

通过监控模块的实施，实现了对SAP
系统可用性和性能等方面的全面、
实时的监控。

针对错误和进程中断信息，提供了
完整的追查机制，以便维护人员及
时发现问题根本原因并解决。

监控功能实现了对系统可用性的管
理功能，有计划的控制系统停机时
间，以满足IT维护对于系统停机时间
的计划需求。

系统按周期地提供清晰的SAP 
EarlyWatch® Alert系统监控报告。
采用无缝集成的的传输机制和变更
控制系统，实现了变更的控制、记
录和追踪。通过Maintenance 
Optimizer 的实施，实现对SAP组件
的集中维护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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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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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SAP系统的运维管理水平、提高业
务满意度，降低系统运营风险和运维成本

通过构建尤妮佳的SAP Solution 
Manager系统，已实现了对SAP各组
件的集中管理和维护的平台，SAP组
件的集中维护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随着业务的深化应用和硬件平台的
发展，可以便捷地实现组件升级、
系统迁移升级等工作，提高了系统
的可扩展性、降低了系统运维成本。

结合后续对SAP Solution Manager的
深化应用，增强业务流程监控等功
能的实施，同时对其他非SAP系统的
集成和监控，整体构建尤妮佳全方
位的集成统一的管理控制中心。

系统变更合规性提高至100%。

ABAP Dump Error发生数降低30%。

对系统性能影响最大的Top 10程序
的性能优化提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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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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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全方位的企业运维
管理控制中心
通过SAP ONE Service合作伙伴计划，
特别是SAP ONE Service 合作伙伴中
心每半年一次对SAP运维质量进行的
追踪检查，东软慧聚能够与SAP专家
团队紧密对接。这些工作都将进一步
提高尤妮佳SAP运维服务质量和客户
满意度。

东软慧聚计划借鉴SAP最佳业务实践，
调整优化系统监控参数和系统监控报
告处理机制。扩充系统功能实施范围，
将对服务台管理、变更请求管理、业
务流程监控等方面以及SAP Solution 
Manager 7.2新功能进一步深化应用，
并逐步将尤妮佳其他非SAP ERP系统
的集成和监控纳入SAP Solution 
Manager平台中，在此基础上构建尤
妮佳全方位集成统一的管理控制中心，
进一步提升尤妮佳SAP系统的运维管
理水平，提高业务满意度，降低系统
运营风险和运维成本。

6 / 6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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