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ufacturing 2.0 解决方案
制造业

在当今的全球市场环境下，制造商正在寻求新颖、创新的方式来降低运营成本、改进生产工艺，
进而保持竞争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需要结合无缝、实时的数据分析，采用信息技术帮助
他们实现高效合作和决策。此外，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也迫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因此供应链整
合以及确保效率的最大化成为了制胜的关键。
为了解决制造业整合与情报获取的难题，我们TCS提出了Manufacturing 2.0 解决方案。该解决方
案结合了微软在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方案和 SAP 的互用性解决方案，帮助您将自身的企业资源管理
系统（EPR）、制造执行系统（MES）及其它工厂系统整合成单一的数据源，从而优化产能，以
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率（ROI）。
概述

商业利益

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制造商为了保持竞争力，需要一整套可以
简化流程、管理多个地点、轻松共享信息、并缩短产品上市时
间的价值链。这样的系统需要把从生产到批发分销在内的整条
供应链进行集成，实现精益制造。通过采取合适的战略，能够
辅助您进行快速决策，增强客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
生产力。

我们的 Manufacturing 2.0 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综合平台，
允许在未连接的环境下整合各种应用程序，包括 SAP 的
Perfect Plant 和微软针对制造业的应用程序，如 MS
SharePoint® 和 Microsoft® BizTalk，这些都可以成功地被集
成到您的系统环境中，为您带来长期利益，例如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和工厂效率，并改善对客户的响应能力。除此之外，
您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获益：

我们的 Manufacturing 2.0 解决方案通过创新的业务模式做到
生产整合与智能。 该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协作环境，
微软和 SAP 两家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与 TCS 携手，共创高度整
合的技术生态系统。因此，您可以从 TCS 获得集功能、整
合、数据同步和认证平台于一身的最佳解决方案，从而优化性
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的投资回报。
我们的Manufacturing 2.0解决方案充分利用了 TCS 的制造业
信息板（Manufacturing Dashboards）以及制造业解决方案卓
越中心（COE）的优势。卓越中心被设定为一个虚拟实验室，
拥有大量的经验、专业知识和从实施微软解决方案中总结出的
最佳实践。我们的顾问与您公司紧密合作，了解您的业务难题
所在，然后运用您企业的实际数据，将我们的制造业解决方案
整理成型，满足您的需求。这些“概念证明”能帮助促进生产
力、减少库存、提高质量、改善资产管理、性能和功能。此
外，我们的 Stratus® ftServer°系统是支持 SAP、微软和第三
方应用软件的首选计算平台之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生产流程和数据提供一个无缝集成的单一平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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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Manufacturing 2.0 解决方案概览

选择 TCS

关于 TCS

我们 TCS 提供全球顶尖的解决方案，集发布功能、集成和数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IT服务、商业解决方

据同步为一体，帮助制造企业提高竞争力。我们的解决方案确

案和外包服务的公司， 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其他公司

保了生产车间系统与 MES 和 SAP ERP 系统之间的全面集

无可比拟的可靠服务，带来真正的效益。作为印度最大

成，从而快速实现精益和传统的生产调度原则。我们通过以下

的工业集团——塔塔集团旗下的IT咨询服务公司，

途径创造附加价值：

TCS在全世界42个国家拥有160,000多名训练有素的

制造业信息板。我们提供诸如 CIO
n

信息板, VP 概览, 管理员

视野, 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和操作舱等一系列制造业情报
信息获取途径。这些为您的关键绩效指标（KPIs）提供了综
合概览；帮助您监管质量、服务水平和供应链的效率; 确保
生产车间里的员工有统一的信息来源。

IT顾问和工程师。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通过其独特的“全球网络交付模™”，
为企业提供一系列以咨询为导向的综合IT产品与支持服
务。该全球网络交付模式被誉为软件业发展的卓越基
准。截止到2010年3月31日，公司本财年的综合收入已

战略联盟伙伴。我们将 SAP
n

的 产品、Microsoft®的应用程

序、来自行业顶尖软件供应商的产品、 Stratus® ftServer°系

超过63亿美元。公司同时在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和孟买
证券交易所上市。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cs.com

统和我们的咨询服务进行完美整合，为您提供行业特定的功
能、稳定的平台和制造业解决方案所需的一切专业知识。

联系我们
专属的卓越中心（COE）。我们的制造业解决方案卓越中
n
心拥有一系列 SAP 的产品，包括 SAP ERP、SAP MLL、
SAP ME；以及一系列微软的产品，包括MOSS 2007，

欲知更多关于 TCS Manufacturing 2.0 解决方案的详细
信息，请联系 manufacturing.solutions@tcs.com

SQL Server 2007，MS BI和BizTalk®；还有来自主要独立软
都可以成功被整合到您企业的系统环境中，带来长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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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供商的产品，能与微软的Windows系统兼容。所有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