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sint成功案例

公司介绍

马勒集团是世界第一大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商，

第二大滤清器产品制造商。成立于1920年，在

业内是一个非常知名的OEM配套厂商，居于世

界汽车供应商30强之一。马勒集团已成为全球

汽车和发动机制造行业主要的供应商及合作伙

伴，在四大洲有超过5万名员工和110个生产基

地。马勒全球的7个研发中心（斯图加特、北安

普敦、底特律、新贝、圣保罗和上海）拥有

2300多名研发工程师。马勒的产品以稳定的质

量被全球所有汽车制造商所推崇。马勒集团为

全球所有的汽车制造商提供门类齐全的高质量

内燃机零部件与系统。

马勒集团总共分为四个事业部：汽车发动机系

统及元件（活塞、轴承、阀门…）；汽车发动

机过滤和发动机外围设备（空滤和油滤）；非

汽车过滤系统及贸易；售后市场销售，每个事

业部下都有其独立的公司及工厂。目前为止，

马勒中国拥有约10家工厂，马勒还计划继续在

中国设立工厂，实现其全部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业务挑战

对于如此规模庞大的生产制造企业来说，信息

马勒中国借助Covisint SupplyOnline
实现其下游供应链协同
 

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核心ERP系统不可或缺；

同时，本地化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也意味着

其企业供应链管理的越趋复杂。计划、订单的

频繁变更，库存数量的保证，配套的物流运

输，供应商的及时配送等等，中间任何一个环

节的脱节都会给生产造成巨大的阻碍，从而影

响到整个企业的利益。由此可见，无论是核心

的生产管理系统，还是衔接整个上下游的供应

链管理系统，以及这两者的集成整合，对一个

企业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

针对集团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马勒在企业

信息化管理上做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不同事业

部、不同公司分不同时间段逐个进行项目实施

和集成。马勒上海工厂在2010年时就开始使用

Covisint的传统EDI以实现和客户之间的电子数据

交换。而随着业务需求的不断增进，马勒中国

更希望能在采购订单的下达、和下游供应商的

信息传递等方面，同样能实现自动化、无纸化

模式，来替代之前的纯手工操作。

解决方案

2012年，马勒中国选型Web EDI时，主要考虑了

三家供应商：Seeburger, Covisint以及近海数据。

在对这三家供应商各自解决方案的适用性、易

用性和成本等方面，马勒公司做了非常认真的

前期调研和评估工作。在项目前期的评估过程

中，马勒中国首先淘汰了Seeburger。Seeburger
虽然也是一家国际化公司，但和Covisint相比，

规模还是相对较小，而且相比在汽车行业的经

验来看，Covisint也是明显占据了优势；近海数

据是一家本土企业，项目的成本投入相对较

低，但是对马勒公司来说，该项目的发展规划

是整个亚太区，而不是仅仅马勒中国，因此很

多问题需要全盘考虑，而不能单看表面价格。

例如如何能做到平台的统一管理，包括供应商

资质管理、流程管理；未来面临的系统升级、

更新、维护等问题，以及未来有可能在该平台

上作新功能的二次开发等等……结合诸多的因素

考虑，马勒中国最终还是选择了与Covisint 再次

牵手合作，为其打造供应商管理平台。

马勒上海工厂是第一家启用Covisint SupplyOnline
系统的，紧随其后，马勒日本工厂也淘汰了原

先一直使用的日立Web EDI，开始重新实施Covisint 
SupplyOnline。同时，Covisint  SupplyOnline与其 ERP
系统实现了无缝的链接，上游客户的采购订单

通过传统EDI自动接收到ERP的销售订单系统，

然后通过MRP运行计算出自己的生产计划。在

Covisint SupplyOnline平台上，马勒中国将ERP的
数据（库存、生产计划、预测数据等）共享给

供应商，供应商据此安排自己的生产。

项目成果

就整个系统的使用效果来看，Covisint SupplyOnline
满足了马勒对其供应商管理的基本需求，马勒

中国只需将采购订单、交货计划以及自己的预

测数据发布在Covisint SupplyOnline平台上，然后

通过点击输入按钮，系统会自动将数据传输到

供应商系统中，免去之前通过传真、邮件的方

式，既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工错误、妥善解决了

信息延迟的瓶颈问题，又提高了数据准确率，

提升了业务效率。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在日趋频繁的SaaS模式运

用下，售后支持服务也是系统能否得以最佳应

用的关键。马勒中国和Covisint之间签订有售后

服务SOP框架，马勒中国遇到的问题只要是在

SOP范围内的，Covisint都会及时的给予解决。

Covisint强大的技术支持后台和能及时反馈客户

的优质口碑，也是马勒考虑最终选择Covisint的
关键因素之一。

未来展望

未来， 马勒集团还计划将Covisint SupplyOnline
项目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几个事业部，以及马勒

泰国和韩国公司，真正做到集团内统一、标准

的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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