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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携手SAP全力推进世界级高端
“智”造，领跑工业4.0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
场。作为 “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在中国制造业的耀眼名片 ，徐工集团率
先开启与SAP在工业4.0领域的全面合作。通过SAP解决方案，不仅有效强化全球一体化
的研发设计协同、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实现工程机械全价值链上下
游高效管理，还积极促进两化融合和绿色制造，打造世界级高端“智”造工厂，成为中
国力量在世界崛起的最佳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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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名称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总部
江苏徐州
所属行业
工程机械行业
产品和服务
工程起重机械、路面机械、压实机
械、铲土运输机械、混凝土机械、
高空消防设备、建筑机械、特种专
用车辆、液压件、工程机械专用底
盘、驱动桥、回转支承、驾驶室、
柴油机、齿轮箱、齿轮泵、工程轮
胎等系列工程机械主机和基础零部
件产品

业务转型

重要成效指标

主要目标
• 积极应对国内外行业挑战，大力推进集团2025战略发展规划，实现行业创新
转型升级
• 以智能研发、智能制造、智能管理、智能服务为信息化导向，实现全价值链共赢
• 增强集团管控能力，完善内部管理，再造业务流程，与国际先进管理水平接轨
• 加快推进“工业4.0”与两化融合，用创新与超越领跑中国“智“造的新风向

主要收益
• 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产销研计划一体化、营销服务一体化，显著提升全价值
链运营效率
• 打造共赢产业链，构建上下游协同发展良好态势
• 全面提升管理DNA能力，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树立两化深度融合示范标杆
• 成功打造国际化管理团队，拉动管理思维创新，为集团全球化发展奠定良好的
人才基础

缩短产品设计周期

62%

生产周期降低

20小时

了解更多详情

年收入
超100亿人民币（2012年）
公司网址
www.xcmg.com

新产品研发上市时间从一年
缩短至3个月

20%

解决方案
• 集合SAP ERP/BW/PLM/MES/VMS为一体的整体制造业解决方案

员工数
16,000人

3个月

财务关账时间从10天缩减至

“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中之重，是实现中国制造强国之梦的必由之 20小时
路。智慧徐工的建设过程，就是徐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过程。”

查看更多指标

张启亮，总经理， 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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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担大任、行大道、成大器，全面推进工业 4.0
和两化融合，打造中国制造金字品牌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
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虽
然拥有 18 家工程机械上市公司，但实力仍然大而不
强，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
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
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
巨。作为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徐工集团承载着
国际化、世界级的理想与追求，始终坚持并践行可持
续发展构想，加快推进创新变革，开拓进取，不断书
写着行业发展的传奇。
徐工集团成立于 1989 年 3 月，连续 25 年保持中国工
程机械行业排头兵位置，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规模最
大、产品品种与系列最齐全、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目前排名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5位，中
国机械工业百强第2位。 徐工集团年营业收入由成立时
的3.86亿元，发展到2012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
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首个千亿级企业。

2015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中德双方签订了
行动纲要，宣布两国将在工业4.0方向开展合作，标志
着工业4.0将成为中德未来工业合作的新方向。在两国
总理的见证下，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与SAP公司全球副
总裁李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中德合作的第一个
工业4.0项目。双方将携手致力于构建智能、精益、绿
色的生产制造，不断推动徐工向高端“智”造迈进。
“未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方向就是智能制造。客户的定
制化、生产的柔性化，都是未来智能制造的大方向，
也是工业4.0的重要关注领域。这点与徐工集团“制造
2025’战略规划提出的“国际化、精益化”持续发展
指导思想非常契合，公司信息化将以智能研发、智能制
造、智能管理、智能服务四个方向展开布局。“江苏徐
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启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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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创新应用， 精益管控，构建现代化、智慧化
制造工厂
虽然身处传统行业，但徐工集团从不缺乏变革的勇气和
热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工就走上了两化融合的道
路，早在2009年就开始引入SAP ERP系统，凭借长期
卓有成效的合作，已成为SAP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灯
塔客户。经过双方的联合创新和积极探索，SAP帮助徐
工集团一直走在国内制造业的信息化前沿。
作为中国工业4.0小组的核心成员与示范企业，徐工集
团携手SAP已成功布局实施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全
价值链信息化管控平台等，全面实现生产全过程的高度
智能化、精益化管理，显著提升全价值链运营与增值能
力，助力徐工打造智慧化工厂。
应用场景1：云端全球实验室，让协同研发更容易
研发一直都是徐工的核心竞争力，在集团战略中占据首
要地位。作为全球产品协同研发信息平台基础，SAP产
品数据管理以产品设计数字化、产品管理集成化、信息
发布网络化、项目管理科学化和协同研发虚拟化为模块
载体，从“自上而下协同设计、产品数据管理、三维数
字化工艺、三维电子发布物”四大领域着手建设，高效
推进产品数据集中管理、物料标准化、产品变更管理、
基础数据库、电子化审签等。实现将研发资源部署在
“云端“，设计数据随时全球连线，集合世界各地研发
力量，最大程度调动最优资源、缩短研发周期。

应用场景2：精益智能化，成就“魔法工厂”
数控机器人、二维码扫描、水蜘蛛配送、自动化动臂柔
性焊接、全触屏自主查询，徐工智能车间绝对颠覆了多
数人对传统车间的认知：整洁优美、毫无嘈杂忙乱、工
人寥寥可数、生产有条不紊，就像一座魔法车间。通过
以SAP ERP系统为基础，以MES生产制造执行系统为纽
带，实现智能设备全部联网，对制造过程实行实时化监
控和可视化管理，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对监控数据进行
分析、判断、决策，大量使用焊接机器人、数控加工中
心、自动化涂装线以及装配线等设备，智能化生产设备
占比超过 90% ，成功实现自动化、柔性化和少人化生
产。同时系统还实现生产单元间的积极协同，实现生产
全过程数字化、可追溯，极大增强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和
灵活性，为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奠定基础。
应用场景3：物联网，实现全球服务零距离
徐工集团充分利用 SAP ，通过供方寻源、价格管理、
订单管理、合同管理、排程管理、消息管理、物流配送
管理等模块，快速响应市场，让供应商管理更加高效有
序、透明公平。同时搭建全球物联网平台，实现设备与
设备（车联网）、设备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通，通过
智能云服务平台促进徐工全球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实
现全球服务零距离，大力提升全价值链运行质量和效
率，也因此获得国内首家物联网落地企业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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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智慧徐工，树立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工业
4.0”成功标杆
”SAP项目不仅帮助徐工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产销研
计划一体化、营销服务一体化，也实现信息技术在研发
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备品备件、
财务管理、决策支持等各环节的全面覆盖、渗透融合和
综合集成。”江苏徐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启亮评价。主要价值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 高效全价值链协同，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徐工集团
不仅充分实现资源共享，提升产品数字化水平，加快
新产品的研发速度，还保障产品制造能力，提高市场
响应速度和客户满意度，持续增强财务风险管控与业
务协同能力，显著提升企业整体管理和战略管控水平
• 打造共赢产业链，构建上下游协同发展良好态势。以
SAP领先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全面改善供应商和经销
商企业的决策和业务流程，实现产业链间的协同采
购、销售和决策支持；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集群
主要指标

30%

30%

40分钟

25%

产品数据准确率提升

生产计划时间从2天缩短为40分钟

和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推动产业链的深度合作，开
展跨企业的产业链协同，共享数据与服务，培养优质
战略合作伙伴
• 全面提升管理DNA能力，树立两化深度融合示范标杆。
通过引入SAP全球最佳业务实践，徐工集团以提升管理
为基础，主攻高端、高举高打、力促转型，全面梳理和
提炼业务流程，最后归纳为399个管理DNA，实现流程
明细、经验可复制，并积极指导企业将信息化和工业化
有效融合，明确发展方向和应用重点，对国家和行业两
化融合工作起到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
• 构建国际化人才团队， 以信息化拉动管理思维创新。
徐工集团非常重视自身团队的建设，充分利用SAP全
球领先管理理念，成功培养一批管理规范、技术过硬
的IT团队和熟练驾驭产业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在行业
内首家成立专业化信息服务公司，引领行业信息化产
业跃升

市场响应能力提升

交货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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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协同共进，用创新领跑
中国“智”造新风向
在徐工集团与SAP签订的战略协议中，可以看到中德双
方对“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互补发展寄
予厚望，将看到一个更加高效智能、充满希望的“智
慧徐工”正在全球迸发活力，代表民族向世界展示中
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伟大抱负和坚
定步伐。
展望未来，徐工集团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精
益化、国际化、补短板、可持续“的战略发展，加
快推进“工业 4.0 ”与两化融合的步伐，将继续携手
SAP，协同共进，在全球协同研发、产品智能化、电商
模式以及全球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等方向不断探索，用
创新与超越领跑着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的新风向，全力
开启中国制造“金字品牌”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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