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andard ERP

真正的全面整合
采购，库存，财务集合于同一应用

单服务器建构
用单一服务器集中管理系统数据， 
降低了硬件投资及维护成本

多门店管理
支持多家门店实时全球管理

离线POS
支持本地离线数据及实时信息混合处理，让您的POS方
案更加灵活

移动操作
在多种手持设备上下单，销售甚至完成支付

混合平台
自由搭配组合，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 
从 Windows, Mac OS, Linux, 网页浏览器 
以及多种移动设备客户端登录

商务智能
视觉化的信息面板及时显示关键销售指标数据

POS解决方案

全球最佳的整合商务平台



POS过程自动化，有力的数据助您实现更好的客户服务

硬件安装
　　Standard ERP是商铺，连锁企业等POS的理想方案。将
Standard ERP安装在一台接入网络的计算机上作为收银处理
机。可以将多台POS设备连接到该计算机作为系统的数据输入
端或输出端。

条码扫描
　　Standard ERP能够识别接收条形码及二维码的任意字段，
包括库存码，商品码和序列号等。

小票打印
　　Standard ERP在使用转义序列时实现最佳打印效果。小票
及文档设置可自主定义。

 现金抽屉
　　Standard ERP能够生成转义字符，在打印小票的同时打开
现金抽屉。

智能键盘
　　可自定义设置一个或多个序列的热键组合，在一键之间完
成Standard ERP的操作。

　　键盘可以被用于录入，打印，打开现金抽屉，以及进入到
下一条交易等。

触屏设备
　　触屏设备能让您在销售项目数量有限时更高效地输入数
据。

信用卡处理设备
　　Standard ERP可以直接连接至信用卡支付终端，而不需要
重复输入销售金额。

客户数据收集
　　零售环境有变动迅速，信息数据更新频繁。商铺需要及时
收集并更新客户信息。在Standard ERP中可以为每一位客户设
置默认支付条款和价格单等。

　　Standard ERP在您需要获取客户信息时更能体现其整合协
同方案的优势。所有与您有过联络记录的客户，无论是否有过
购买记录，您都能通过简单的几个热键组合调出客户信息，并
查看支付方式及价格折扣等。

　　从生成账单界面直接输入新用户信息。在一些国家地区，
系统能自动连接邮编地址定位数据，减少操作时间，降低输入
错误率。

Standard ERP为您提供POS的理想平台。系统整体数据整合，全面模块协同，能将前端门店
POS信息直接传送至后台处理。根据需要，您可以选择查看并处理实时或离线数据。



价格管理
　　能为客户制定不同的价格单，单价及折扣方案。价格单可
设置为含税或不含税，并支持所有币种。可设定一定时间范围
内的促销价格。可为单一产品，产品组或所有产品设置促销价
格。支持为特定客户制定特殊价格，而不需单独制定价格单。
可根据销售数量规模制定价格及折扣。

现金，信用卡，礼券
　　除现金之外，系统支持设置处理其他支付方式及条款。例
如，可为大宗贸易的客户设置定期自提货物并定期记账。

　　每单条款可替代默认条款，如上例中默认记账的客户可选
择现金支付。未完全支付的交易，系统将自动生成应收帐款记
录。

　　Standard ERP支持同一交易多种支付方式同时使用，如部
分付现，部分信用卡支付。返现交易可自动计算。

　　轮班结束时，只需输入各种支付方式收到金额的总
结，Standard ERP能报告预定及实收的比较。

　　在大多国家Standard ERP提供支持自动信用卡处理的互联
网服务。

　　Standard ERP支持发放礼券并跟踪持券人信息。礼券支付
时，礼券编号由系统自动验证有效期。

　　Standard ERP支持账户预存款，款项可用于账单支付或其
他任意用途。扫过收银台的产品可在之后发送给客户。

库存 
　　Standard ERP拥有全面整合的库存管理系统。请参见
Standard ERP库存及仓库管理，采购管理等相关 文件获取更多
信息。与其他大多POS系统的库存功能不同的因素有: 

• 序列号跟踪

• 允许先收现，后提货（自取或派送）

• 多库存地点，在各地点中可设置位置便于查找货物。

• 详尽及自动化的库存盘点功能 

• 多种库存估价方法

• 支持寄售库存 

• 详尽的报表系统，覆盖销售，利润，产品
历史，保修等众多方面。 

界面及搜索
• 反复推敲的用户界面设计，让您的数据录入简单快捷 例如：

• 光标仅在必填栏位中移动

• 产品信息警告，协助用户操作

• 多层级可自定义界面按钮

• 连接至整合数据库的其他模块。



　　POS系统需要快速查找用户及产品数据。Standard ERP支持
在任意字段搜索，并能够从搜索结果列表中追索至原始POS账
单。

　　产品可设置多重细分标记，并能由多级别菜单选择产品。您
可通过触屏或鼠标在coverflow图形界面中选择所需产品。 

实时或分批处理
　　Standard ERP是数据全面整合的实时系统。广大POS客户能
够通过实时更新库存信息更好掌控业务处理。

　　Standard ERP拥有能够能在广域网（WAN）中使用的特殊设
计，无需高价、复杂的第三方软件关联，即使在低速网络环境中
也能顺利运行。因此，Standard ERP能在实时多网点环境中轻松
运行，让您查看不同地点的库存。

　　一些公司可能对多网点实时操作带有疑虑，则可以选择定时
将数据从远程站点上传至Standard ERP的服务器- 除了传统的每
晚数据传输方案，您也可以为该操作设置任意时间间隔。这项分
批数据上传方案也为实时用户提供了在任何失去网络的情况下的
备选措施。

快速收银方案
　　在特别忙碌的销售门店中，您能够通过在移动设备上安装
Standard ERP程序快速高效完成销售。使用条形码扫描设备及触
屏设备来输入产品信息，并传输至无线网络打印机。

与Standard ERP数据联动
　　在Standard ERP中，POS模块与数据库其他部分全面整合，
拥有众多数据联动可能性，提高关键业务效率：

财务
　　根据数据同步方式，实时或分批生成财务记录。无需再次输
入销售数据或搭建昂贵的界面平台，用简单的热键导航至相关交
易。

库存
　　根据数据同步方式，实时或分批生成多地点库存控制记录供
POS系统查询。

采购
　　迅速查询缺货产品的进货预期, 帮助门店经理制定采购或调
货计划。

客户关系管理(CRM) 
　　由POS端获取的客户信息，直接生成针对目标用户的定期邮
件。例如，只要大约一分钟，您就能根据客户历史数据，针对所
有可能对您最高端产品感兴趣而尚未购买的客户创建群发邮件。

文档管理
　　将任意文档附加在Standard ERP的任意数据库记录中。如，
将图片连接至产品记录，以协助数据录入及账单打印。 

其他垂直模块
　　Standard ERP是一体化整合的系统，使得POS用户能够在权
限范围内在系统其他部分进行销售或录入信息。常见联动功能如
录入服务订单，维修合同及安装服务的销售等等。

每天的营业结束时，现金盘点报告让我们盘点余额更佳轻松。

Frank-Steinar Pedersen, Eplehuset 



HansaWorld UK Ltd 
Parkshot House, 5 Kew road, Richmond, Surrey, 
TW9 2PR, UNITED KINGDOM 
Tel. +44 (0) 845 123 2732, E-mail: uk@hansaworld.com

公司简介
　　HansaWorld致力于提供企业资源管理（ERP），财务管理和
客户关系管理（CRM）的一体化电子服务，是世界上最早在此领
域进行软件开发的主要企业之一。公司开发的软件为不同行业的
企业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并支持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各
平台的多样化产品方案。自公司创立以来，HansaWorld在国际商
务软件行业不断展现出其技术领先地位。 

　　HansaWorld集团有约300名员工，密集联系的子公司及经销
商伙伴网络延伸至全球各大洲110个国家。网络化的集团架构使
得HansaWorld能够通过一个关键联系点，多国联动，为客户提供
本土化的国际实施支持。HansaWorld的软件能提供比其他任何同
类公司都无法比拟的多语言界面，多平台运营能力以及在笔记本
电脑，最新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上的移动化支持。全球范围内超
过79000个实施客户显示了公司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HansaWorld积累了26年在国际平台的经验和在本地化市场的
探索。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在研发领域进行投资，提供创新及前瞻
性的解决方案，从而帮助您的企业完成流畅而高效的运营。

产品策略
　　Standard ERP的用户界面最初在1988年始，从苹果Macintosh
系统中开发而来,至今有保持简洁而先进的特点。1994年,在成
功移入在Windows系统中运行时,已经有上千用户是其忠实的客
户。HansaWorld在国际销售及现代技术领域的经验使其站在绝好
的位置上迎接新时期的各种挑战。

　　Hansaworld为客户提供包括内部外部电子邮件，多种网店解
决方案，平板电脑及智能手机支持等一系列电子商务技术。此
外，HansaWorld也能帮助为您创立企业门户。Standard ERP软件
采用C++作为主要软件语言，并对数据设计及网络通讯拥 有专
利技术。这使得HansaWorld的软件能够让同样的软件在多个不
同操作系统中运行，并能让每一个版本都能优化实现最好的运行
效果。

　　Standard ERP现在支持的系统包括Windows, Mac OSX, Linux, 
Chrome OS, AIX 以及包括Android, iOS and Windows 8在内的移动
系统。

　　Windows 2000, Windows 2003，Windows CE, Windows XP 为 Microsoft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Apple Macintosh 及MAC OS 为Apple Computer Inc的注册商标。 xSeries, pSeries, iSeries and zSeries 
为IBM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版权HansaWorld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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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	 总账管理

•	 应付账款

•	 应收账款

•	 销售订单

•	 采购订单

•	 商务提醒

•	 现金簿

•	 支票管理

•	 讨论群组

•	 公司整合

•	 合同管理

•	 信用管理

•	 课程计划

•	 客户关系管理

•	 关税管理

•	 数据整合

•	 EDI	(电子数据交互)

•	 电子邮件及论坛	

•	 费用管理

•	 传真管理

•	 固定资产

•	 集体日程

•	 酒店管理

•	 人力资源

技术整合
• 商务通讯管理器

(Asterisk, Skype 及TAPI)

• 模版设计

• HAL用户化语言

• 智能路径

• 界面工具包

• 大量缓存

• SQL影随

• 智能应用设计器

• WAN 

云端服务
•  信用卡支付

•  电子银行服务

•  汇率查询

•  云端寄存服务器

•  整合零售点电子资金
转移（EFTP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