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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执行您的企业云 ERP 策略就是要将系统迁移至经过实际应用验证、深受
用户信赖且已获得相当可观部署量的云端 ERP 解决方案上 — 那就是 Oracle 
NetSuite。目前，有 160 多个国家/地区的 30000 多家组织及其子公司采用了 
NetSuite，很多知名品牌依赖 NetSuite 开展业务并将其财务和运营流程迁移
到云端。那么，NetSuite 缘何深受欢迎？

 

 

各种强健的 ERP 和全球财务功能 — 这些功能专为现代业务设计，能帮助客户
理顺任务关键的业务流程。

专为现代业务设计 — Oracle NetSuite 采用云端构架、支持移动设备，并具有
丰富的社交元素，可将现代业务从之前基于 PC、藏身于防火墙之后的社交孤
立型系统中解放出来。NetSuite 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全球性组织的所有用户打造
一个动态、简单好用的平台，让他们能够通过任何设备随时随地访问所需信息。  

  

高度可扩展，满足发展需求 — Oracle NetSuite 能够随着业务发展快速、轻松
地添加功能，支持 190 种货币和 20 种语言，并能自动满足 100 多个国家/地区
的税务合规性，是您的组织迈向全球化的理想助手。

迁移至云端

    .1 轻松扩展：获得业务所需的敏捷性、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从而促进创新和增长。

  

2.  掌握业务的全貌：通过内置商务智能实时洞察关键业务
绩效指标，获得组织的统一视图。

 

3.  帮助您的组织适应未来发展：软件始终保持新版本并且
不断更新所有定制功能来为您的业务发展提供支持，从
而告别版本升级带来的困扰，进一步增强敏捷性。

 

 

平台
内置灵活性

商务
客户体验

行业
专用

全球 ERP
专为现代企业设计

ORACLE NETSUITE 可为您带来下列优势：
统一的

数据和商务智能



“Oracle NetSuite 可提供实时信息和 360 度全
 方位业务数据，特别实用。我们因此节省了许
 多时间，并且能够实时查看关键数据。” U.S. CAD

内置商务智能，可提供单一信息源和实时了解关键业务绩效指标，让您获得
组织的统一视图。

包含专为 B2B 和 B2C 业务打造的现成商务功能，可统一电子商务和实体店 
POS 两者的订单管理、库存、推销、营销、财务以及客户服务流程，从而打
造无缝的品牌体验。

极其灵活的强大开发平台。企业不仅可以根据自身的独特需求和行业特定需
求对系统进行量身定制，还可以获得一个全面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来帮助他
们纵向扩展、拆分或重塑业务模式。

 

02

简介



从快速发展的初创公司到全球性大型企业，Oracle NetSuite 可助力各行各业
的客户实现创新和业务增长。以下为部分 NetSuite 客户的评价。

 

专为现代企业打造

“ NetSuite 让我们的财务经理有
机会更多地接触我们的产品和
系统，而不是忙于手动录入数
据、处理数据和做报表。”

 
 
 

 
 

“ NetSuite 让我们能够通过一个
视图直观地查看所有信息，无
需在不同系统之间频繁切换。
这是一个能够随着我们业务发
展而不断扩展的平台。”

 

 

“ NetSuite 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报
表和月底结算流程。现在，我
甚至可以将月底结算工作带回
家中，在哄孩子上床睡觉后再
完成工作。”

 

 

“ NetSuite OneWorld 为我们提
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并释放了我
们的创新能力。NetSuite 在帮
助我们快速、富有成效地进驻
新市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 NetSuite 给我们公司的整体绩
效带来了积极影响，它让我们
能够以更具战略性的方法开展
业务，而不仅仅具有捕获和处
理数据的功能。”

 

 

“  etiuSteN 的强大功能和灵活性
让我们能够专注于发明和制造
新颖、直观、漂亮的产品。”

 
 

 



“ 从设计、制造到亚洲供应商
管理，我们整个运营流程的
方方面面都是通过 Oracle 
NetSuite 执行。”
EPEC ENGINEERED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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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McMahon
Epec Engineered Technologies 首席执行官
自 2004 年来始终是 Oracle NetSuite 的忠实客户

 客户



从快速增长的中型企业到全球性大型企业，Oracle NetSuite 提供适用于所有组
织的云端财务、CRM、电子商务、HCM 以及专业服务自动化管理功能。此外，
NetSuite 的所有组件都采用模块化设计，能够根据需要与客户的现有投资一同
部署并互相集成。NetSuite OneWorld 提供全面的多分支机构管理功能，支持当
地会计法规，因此能够随着客户全球业务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扩展。

全球云 ERP。Oracle NetSuite 为全球性企业提供全面的云 ERP 系统。使用 
NetSuite 的企业可以让所有子公司填写同一个会计科目表，也可以在单个实例内
让各个公司使用单独的科目表。

  
 

 

•  Oracle NetSuite 提供全面的财务管理功能，包括开票以及复杂的收入确认管理。
从当地国内运营、区域办公室到全球总部，NetSuite 可在订单、应收账款、应
付账款、薪资、库存、计费、开票以及订单履行之间实现实时多货币合并及实
时汇总，从而加快财务流程。NetSuite 还为外部利益相关方提供高级财务和法
定报表功能。

 

FMS 市场份额增长率

45%
Oracle 
NetSuite

%

* 信息来源：Gartner
“All Software Markets 
Worldwide, 2015.”
（2015 年全球所有软件
市场。）发布时间：
2016 年 3 月 31 日

 

 

此图表由 NetSuite 根据 
Gartner 调查数据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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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云解决方案



Oracle NetSuite 提供优化的订单管理和履行流程，能够显著加快从报价到最终
履行的整个订单流程。系统还提供高级多地点制造、库存管理和履行流程，可
确保实现持续高效运营。

• 

•  Oracle NetSuite 提供全面的“采购到付款”流程，涵盖工作流管理、审批、供
应商自助服务以及付款等功能，从而理顺采购过程。

•  Oracle NetSuite 的商务智能让企业、部门以及子公司利益相关方能够真正的实
时查看所有业务层级数据。

•  Oracle NetSuite 的高级薪资解决方案显著简化了薪资核算操作，减少了繁琐的
文书工作，通过一个功能全面的系统确保轻松解决所有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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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帮助我们实现了
增长。它让我们能够轻松拓展到新的国家/
地区和建立新的子公司，还让我们大大增
强了业务可见性。”PROPERTYGURU

 

 主要特性



ORACLE NETSUITE OPENAIR。OpenAir 是专为各种规模的专业服务组织打造
的领先的专业服务自动化软件，既适用于服务型企业也适用于软硬件产品企业
中的服务部门。Oracle NetSuite OpenAir 能够轻松集成至客户现有的技术生态
系统，帮助专业服务组织运营核心业务，其中包含项目管理、资源优化、项目
核算、工时和费用管理以及计费和收入确认等功能。Oracle NetSuite OpenAir 
提供端到端的自动化和可见性，可帮助专业服务组织获得实时洞察、提高项目
利润率、显著提高计费资源利用率和根据数据做出知情决策。

服务资源规划 (SRP)。Oracle NetSuite 为以项目和产品为核心的公司提供云原
生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整合了复杂的 ERP 和专业服务自动化功能，以便通过
单一系统满足产品和服务公司的业务需求和其他要求。Oracle NetSuite SRP 可
实现自动化的项目管理、资源管理、项目核算以及工时单和费用管理。它跨销
售、服务和财务流程提供各种高级功能，从而缩短准备时间、提高项目按时交
付率、增强开票准确性、简化收入确认并提高服务组织的可见性。

Peyton Jennings
Alton Lane 共同创办人兼总裁
自 2013 年来始终是 Oracle NetSuite 的忠实客户

“ Oracle NetSuite 为我们提
供一个可钻取详尽信息的
全貌视图。这种级别的可
见性是我们之前所用系统
无法实现的。”ALTON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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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商务。Oracle NetSuite SuiteCommerce 让零售商、制造商和分销
商能够无缝对接多渠道、多地点业务的每个步骤，从电子商务、POS 和
订单管理到推销、营销、库存、财务和客户支持，无所不包。
SuiteCommerce 提供一个已针对多种设备进行了优化的高级网店，能够
打造具有独特品牌化和个性化特征的购物体验，助力企业跨网络、实体
店、社交平台以及移动平台等多个接触点运营业务 — 通过一个统一的云 
端商务平台深入洞察业务和客户数据。

客户关系管理 (CRM)。Oracle NetSuite 可帮助企业实现“商机到收款”
流程的自动化，跨部门和子公司管理 CRM 活动。它对 CRM 的方方面面  
提供全球可见性和管理功能，包括营销活动、销售商机、预测、客户服
务、合作伙伴管理等。

 

SUITECLOUD 平台。Oracle NetSuite SuiteCloud 平台成熟、安全、可靠
且可扩展，其定制和扩展能力使 Oracle NetSuite 成为满足您目前及未来
所有需求的理想业务管理平台。作为一个多租户云平台，SuiteCloud 配
备全面的云开发工具和应用，提供现代业务所需的核心基础设施，可实
现工业级标准的可用性、灾难恢复能力和安全性。它还提供集成的开发环 
境和 API，以便客户在平台之上构建应用。借助 SuiteApps，客户可以从
在线应用市场获取各种增值的集成式云解决方案，进而推动特定业务流程
或者满足行业特定需求。

  

主要特性 



NetSuite 助力 TubeMogul 迈向全球化

1.   涉及 12 种货币的事务处理速度提高六倍。
2.  跨五个子公司的全球财务合并需求减半。
3. 

 
让销售订单自动触发广告活动，从而简化复杂的
收入确认。

Big Agnes 获得实现增长所需的可扩展性

1.  订单、库存管理、履行和会计工作效率翻倍。 
2. 改善客户支持，实现实时可见性。
3. 

 
为向 20 个国家/地区扩张业务做好万全准备

分销和批发广告

ORACLE NETSUITE 适用于所有行业

Oracle NetSuite 提供许多现成功能，可满足并适应各种行业需求，您的
也不例外。无论您是具有高级收入确认需求的全球软件公司、采用多地
点库存和生产流程的制造商或批发分销商、提供多种专业服务资源并采
用复杂多货币客户计费流程的专业服务组织，还是拥有众多渠道的零售
企业，Oracle NetSuite 都能凭借各种功能的深度、广度和灵活性而成为
满足您所有需求的云 ERP 系统。我们从一开始便在核心产品中构建了为
您的特定业务和行业提供支持所需的各种功能，而不是在后期强行植入。

我们拥有与各行各业成千上万家公司的丰富合作经验并将这些经验融入 
Oracle NetSuite 行业特定软件解决方案的软件开发中，可帮助您更快地
启动和运行 Oracle NetSuite 云计算业务管理套件（包括 CRM、会计/ERP、
PSA、电子商务和订单管理）的各种功能，同时应对您的特定挑战。

 

Oracle NetSuite 涵盖软件、批发分销、专业服务、广告、制造、非营利、
媒体和出版以及零售等各个行业，通过一个套件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来
帮助您管理企业的方方面面。



集成 SRP 为 MiPro 提供统一业务视图

1.   NetSuite ERP 与 OpenAir 结合使用，为 MiPro 的
两大服务业务提供一个实时 SRP。

3.  控股公司的每月财务结算流程缩短三天。
效率和可扩展性获得显著改善。

NetSuite 助力 AbilityNet 募集善款 Lovesac 获得可见性、提升效率并实现增长

1.   通过一致的客户数据和准确的需求规划提高募捐成果。
2. 通过自动化流程缩短订单处理时间并节省开支。
3.  通过优化资产和库存管理改善审计合规性。

 非营利性行业

灵活性让 Sonoma Media 在出版行业
获得先机

 

1.   每月财务关账时间减半（从 10 天缩减为 5天）。 
2.  将 SuiteCloud 平台链接至新闻行业专用软件，以提
供发行量、订阅量和广告计费支持。

3.  跨五种出版物提供实时财务报表。

 媒体和出版

 服务

P3 Medical 实现降本增效

1.   实施阶段为期五个月。
2.  能够灵活地为复杂的销售和分销流程定制字段。 
3. 流程效率获得提高，制造成本每年减少 10 万欧元。

 制造

Docusign 打造现代化的 IT 平台

1.   全云环境大大减少了 IT 方面的问题，并且能够与
其他 SaaS 解决方案集成。

2.  收入确认流程从九天缩短至数小时。
3.  用一个系统处理全球子公司的多货币事务。

1.   通过统一平台实时洞察 60 多家店面的客户、订单
和库存数据。

2.  提供跨实体店、网络和呼叫中心接触点的全渠道体验。
3.  通过定制工作流为独特的运营和财务流程提供支持。

 零售

 软件

10

行业



小型企业

用现代、敏捷的业务
解决方案释放公司的增长潜力，

享受其提供的成本效益
和快速扩展能力，让公司获得

适应未来发展的长期创新
和增长能力。

 

 

中型企业

Oracle NetSuite 可帮助中型企业
加快进驻新市场、快速

推出新产品系列
以及通过新渠道更轻松地

与客户互动。按照您的设想
拓展您的业务。

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

ORACLE NETSUITE 适用于任何规模
的企业

Oracle NetSuite 可满足各种规模、处于任何增长阶段的企业不断变化的业
务需求。它是企业将财务/ERP、CRM 及电子商务应用迁移至云端的首选解
决方案。

无论初创公司、中端市场企业还是大型跨国企业，也无论私营还是公有，
Oracle NetSuite 将帮助所有现代企业释放发展潜力。云端解决方案可理顺
任务关键型流程并降低 IT 成本，无论企业规模如何，都能提供一个可随需
求变化不断发展的敏捷型业务平台，助您轻松扩展业务和适应未来发展。
为您提供一个专为创新、扩展和业务转型而设计的全新 IT 环境，帮助您与
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实现增长。

作为专为现代业务环境打造的灵活、可扩展平台，Oracle NetSuite 可为处
于任何增长和转型阶段的企业提供全面支持，助力企业扩张、拆分、收购
新业务和启动新的业务模式。

大型企业

Oracle NetSuite 可为全球性大型企业
打开一片具有无限可能的新天地。

无论您的团队置身哪个行业、
负责什么业务类型（B2B、B2C、B2X）

或者处于全球哪个区域，
我们都能为他们注入敏捷性和灵活性。



公司规模不再是做大事小事的判断依据

财务 制造 零售

Oracle NetSuite 云

SuiteCloud  
Web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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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NetSuite是
一个云平台，因此
我们能够更快速地
进驻新市场。我们
相信 NetSuite 能够
为我们在北美
以外市场的增长
提供无缝支持。”

 

SHAW INDUSTRIES

业务规模



保护数据安全与确保正常运行会耗费企业资源，进而让业务承受风险。
Oracle NetSuite 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为企业及其偏远地区的子公司提供
全面的灾难恢复、安全和正常运行能力。

Oracle NetSuite 满足众多审计和安全标准，包括 SSAE 16 (SOC 1)、PCI-DSS 
以及美国‒欧盟安全港框架。此外，NetSuite 还根据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院 (NIST) 以及 ISO 27000 系列标准对其安全性和风险管理流程建模。
NetSuite 可保证实现正常运行时间高达 99.5% 的 SLA，提供平均正常运行时
间高达 99.96% 的 ERP 可用性，并以透明的方式通过 status.netsuite.com 发
布所有性能数据。为了让客户高枕无忧，NetSuite 通过多个数据中心确保严
格的数据管理和高可用性。NetSuite 在北美和欧洲部署了四个数据中心，可
提供高水平的安全性、广泛连接性、高性能、支持服务以及充分的冗余基础
设施。此外，我们有两家数据中心采用完全可再生能源供电。

安全性和可用性

服务、支持和培训

专业服务  

凭借深厚的行业专业知识
和成熟的 Oracle NetSuite One 方法，

SuiteConsulting 可帮助您根据
自身独特的业务需求定制 

NetSuite 软件。

支持

如果您对 Oracle NetSuite 业务
软件的实施有任何疑问或者需要协助，
欢迎联系Oracle NetSuite SuiteSupport 

团队，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垂询。

 

培训

从讲师指导式课程到网上自学课程，
Oracle NetSuite SuiteTraining 

计划提供多种多样的培训方式，
让您可以根据员工及业务的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
来培养 NetSuite 专业知识。

 



确保您获得成功

在 Oracle NetSuite，创新是我们交付给客户的核心价值。凭借二十多年来累
积的 30,000 多位客户以及成功实施的上万套系统，NetSuite 已对全球各行各 
业的业务及其面临的诸多挑战有了深刻理解。NetSuite 不仅提供一个现代、
敏捷的统一平台来帮助运营您的完整业务，还推出了SuiteSuccess™ 这个全面
的 专业服务、培训和支持计划，旨在确保客户获得成功。

Oracle NetSuite 还与 Accenture、Wipro、Capgemini、Deloitte 以及 Informatica 
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将进一步确保 Oracle NetSuite 的集
成和定制能力，推动客户获得成功。除了与全球各大系统集成商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NetSuite 还与世界各地的诸多解决方案提供商、BPO 合作伙伴以及技
术合作伙伴开展协作，因此无论您在哪里开展业务，都能就 NetSuite 事宜获得
满意的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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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aier
Blue Microphones 首席执行官
自 2014 年来始终是 Oracle NetSuite 的忠实客户

成功案例

“ 我们预计将会获得
显著增长，幸好 
Oracle NetSuite 能够
从容应对未来挑战。” 
BLUE MICRO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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