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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顺应管理革命的发展趋势，引领
企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ERP 的实施过程，即各参与方的知识转移过程，各参与方的
知识不对称带来合作的障碍。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是消除障碍的主要手段，成
为企业 ERP 项目成败的核心因素。实施顾问、关键用户是 ERP 实施的重要参与者，
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有效的知识转移将提高 ERP 项目的成功率。
本研究根据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文献研究、现场访谈、专
家调研、科研团队探讨，编制、修订调查问卷，针对参与制造企业已实施上线 ERP 项
目的实施顾问、关键用户收集调查问卷，利用 SPSS14.0 预处理、检验问卷数据。通过
识别、分析影响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促进 ERP 实施知识转移效
果，提高 ERP 项目成功率，对于企业的信息化实践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
1.通过关键用户问卷，实证研究了“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经过统计检验，ERP 知识内隐性、ERP 知识因果模糊性、领导重视程度、学习文化、
双方关系、实施顾问沟通编码能力、关键用户沟通解码能力、CIO 设置、CIO 设置满
意度对于 ERP 实施知识转移效果的显著性影响得到了验证。
2.通过实施顾问问卷，实证研究了“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经过统计检验，企业业务流程知识因果模糊性、领导重视程度、双方关系、关键用户
沟通编码能力、实施顾问获取意愿、实施顾问沟通解码能力、CIO 设置、CIO 设置满
意度对于 ERP 实施知识转移效果的显著性影响得到了验证。
3.通过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问卷调查，分析 CIO 现状，探讨
CIO 机制。
4.针对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分析管理策略，指导企业信息化
实践。
关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Ⅰ

Abstract

Abstract
ERP goes with the development current of management revolution and guides
enterprises to the knowledge economy times. ERP implementation is a knowledge transfer
process of actors. The knowledge asymmetry of actors results in the cooperation barriers.
Knowledge transfer is a chief method for eliminating barriers and the key factor which
decides the success or fail of ERP project.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and key user are the
important actors in ERP implementation. An effective knowledge transfer of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and key user will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ERP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model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fluence factor in ERP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 creates and edits the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view, experts estimat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group discussion. The
research collects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key users and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s who
participate in manufacturing ERP project which has been completed. The research tests and
preprocesses the questionnaires data with SPSS14.0.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and analyses
the key influence factors of knowledge transfer of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and key user.
It will improve the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 and the success rate of ERP project. The
research has the specific direction value to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practice.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1.The paper researches on influence factor of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to key user with key user questionnaires. The statistic test shows that the tacitness
and causal ambiguity of ERP knowledge, the degree of leader recognition, learning culture,
relationship, encoding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consultant, decoding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key user, CIO positi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CIO position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knowledge transfer in ERP implementation.
2.The paper researches on influence factor of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key user to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with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questionnaires. The statistic test
shows that the causal ambiguity of enterprise business process knowledge, the degree of
leader recognition, relationship, encoding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key user, acquirement
willingness and decoding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f consultant, CIO positi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CIO position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knowledge transfer in ERP
implementation.
3.According to CIO questionnaires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 analyses CIO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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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IO system.
4.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nfluence factor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ERP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 analyses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helps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zation practice.
Keywords

ERP implementation; knowledge transfer; influence factor;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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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出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企业

面临巨大挑战[1]。现代信息技术将有效推动企业管理水平、实现企业管理变革、提高
企业竞争能力。ERP 面向供应链管理，实现企业资源的集成优化，顺应管理革命的发
展趋势[2]。
伴随企业信息化浪潮的推进，ERP 市场迅猛发展。然而，ERP 项目的实施成功率
成为迫切关注的问题。国内信息界估计：80%的信息化项目失败，20%的信息化项目
成功；已实施的 ERP 系统，1/3 能用，1/3 失败，1/3 修改后能用。统计显示，我国企
业至今投资 ERP 系统逾 80 亿，成功率仅仅 10%-20%。由此可见，我国的 ERP 项目呈
现成功率低、信息孤岛严重的局面[3]。
ERP 的实施过程，即各参与方的知识转移过程。各参与方的知识不对称带来了合
作障碍，直接影响着 ERP 实施效果。知识转移是消除障碍的重要手段。ERP 实施过程
即信息技术的理解应用过程[4]。信息技术与企业文化、业务流程、管理制度、组织结
构的有机结合，关键在于 ERP 实施过程中各参与方有效的知识转移。知识转移成为企
业 ERP 项目成败的核心因素。有效的知识转移将提高 ERP 项目的成功率。如何提高
ERP 实施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效果成为关注焦点。

1.2

内

1.2.1
作为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知识转移研究受到普遍关注。国内外学者的
知识转移研究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1.知识转移的基本概念研究
美国管理学家 Teece 于 1977 年首次提出知识转移概念，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国际
转移将积累大量跨国应用的知识[5]。国内外学者关于知识转移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 3
类观点：
第 1 类观点强调知识内容的传递，认为知识转移即知识源与知识接收方之间的知
识交换[6-8]。知识源的编码、知识接收方的解码构成了知识转移的整体过程。知识转移
即知识的简单交换过程。
第 2 类观点强调知识转移双方的收益，认为知识转移即知识源影响知识接收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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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影响作用体现于知识通过转移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内容，获得
了新的收益，知识接收方的组织能力得到了真正的提高[9-11]。
第 3 类观点综合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强调知识的传递与共享，同时强调知识的应
用与收益，认为知识转移的关键即知识的创新[12-14]。此类观点认为知识转移不仅形成
了彼此交换知识的渠道，同时产生了新知识。知识转移即知识源的经验影响知识接收
方行为的过程，意味着知识的改变或者知识接收方行为的改变。
相对于第 1 类、第 2 类定义，第 3 类观点更为详细、全面。对于知识转移，知识
的传递与知识的应用缺一不可。知识转移不仅是知识的移动过程，知识的应用与创新
才是知识转移的最终目的。
2.知识转移的一般过程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宏观与微观角度针对知识转移的一般过程展开了研究。
从宏观角度，国内外学者研究了知识转移经历的各个阶段，认为知识转移过程包
含如下 4 个阶段：初始阶段(initiation)，产生转移动机，转移机会萌芽，逐渐形成转移
决策；进入执行阶段(implementation)，知识源与知识接收方建立转移关系，形成信息
交流；随着知识接收方的知识获取，进入蔓延阶段(rame-up)，知识接收方根据新知识
的运用绩效，决定是否保留新知识、是否将新知识的运用制度化。知识接收方如果获
得满意的绩效，决定将新知识的运用形成惯例，将进入知识转移的整合阶段(integration)
[6][15-16]

。

从微观角度，国内外学者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转移过程经历的环节与步
骤，认为知识的转移需要经过获取、交流、应用、接受、同化步骤[17]。
3.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知识源特征，包含编码能力、传授能力、转移意愿、保守
心态；知识接收方特征，包含解码能力、吸收能力、认知能力、获取意愿、学习经验；
知识特征，包含知识的内隐性、复杂性、系统性将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18-23]。
近年来，知识转移的情境特征对于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作用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
注。他们认为实施氛围、组织结构、文化距离、物理距离、激励因素、知识转移双方
关系等情境因素对于知识转移效果具有显著影响[24-27]。
4.知识转移的效果评价研究
知识转移的效果评价主要包括主观量化法与客观量化法。
主观量化法即知识接收方针对知识转移的实施效果直接评分，通过知识接收方对
于知识转移过程的满意程度或者知识接收方对于转移知识的理解变化程度评估知识转
移效果[28]。
客观量化法即通过实际数据、具体指标说明知识转移效果[29]。通常通过以下两类
指标反映：一类指标即知识接收方的能力变化，或者由于知识接收方的能力变化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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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产出变化，可以看作产出部分；一类指标即知识转移的投资成本，可以看作投入
部分。如果产出部分高于投入部分，即知识转移取得了正面的、积极的效果。
1.2.2 ERP

响因

通过众多数据库搜索，尽管存在部分 ERP 实施知识转移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针
对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缺乏，4 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课题与本研究直接相关。表 1.1 显示了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的现有研
究成果。通过文献回顾，4 位学者均从知识源特征、知识接收方特征、情境特征、知
识特征 4 方面构建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表 1.1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成果回顾
Tab.1.1 The review of research fruit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fluence factors in ERP implementation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

作者\文献
知识源特征
Dong-Gil

知识接收方特征

文献[30]

转移双方关系特征

沟通编码能力
沟通解码能力

内在动机

共同理解

知识特征

知识接收方特征

文献[31]

转移情境特征

外在动机

吸收能力

双方关系质量

知识可观察性

知识源特征
Timbrell

信任程度

转移动机
获取动机

吸收能力

组织环境

知识特征

可信度

双方紧张关系

因果模糊性

知识源特征

保持能力

转移意愿

已证明性

沟通编码能力

徐青

知识接收方特征

吸收能力

获取意愿

沟通解码能力

文献[32]

转移情境特征

转移行为

实施情境

双方紧张关系

知识特征

内隐性

因果模糊性

知识源特征

转移意愿

转移能力

曾金平

知识接收方特征

获取意愿

吸收能力

文献[33]

转移策略和组织环境
知识可获得性

策略选择
知识本身特征

组织环境

一把手支持作用

知识保护程度

各方信任程度

Dong-Gil 构建了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采用参与
ERP 项目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的配对问卷调查衡量知识转移效果，有效减小了知识转
移效果度量的误差。Timbrell 利用 Szulanski 关于企业内部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模
型，针对 SAP R/3 系统的使用人员进行了实证研究，将经典的 Szulanski 知识转移影响
因素模型引入企业信息系统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研究。徐青采用 Dong-Gil 影响因
素改进模型，实证研究了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完善了知识转移
研究对于转移方向考察的完备性。曾金平通过调查企业信息化项目实施服务方项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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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企业管理者、普通员工，实证研究了企业信息化项目实施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具有以下研究局限：
1.现有研究的调查行业范围广泛，问卷调查样本来自于金融、教育、医疗、零售、
服务等各个行业。本研究认为，不同行业的信息系统实施具有不同特点，针对特定行
业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具有典型适用性。
2.Timbrell 研究的样本全部来自 SAP R/3 系统的使用人员，Dong-Gil、徐青研究的
样本 90%以上来自于 SAP、Oracle 的 ERP 项目。SAP、Oracle ERP 系统的资金耗费巨
大，国内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基于资金、人力限制，往往选择国内的 ERP 项目。因
此，以上研究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国内 ERP 实施现状，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3.Dong-Gil 研究的 ERP 项目样本 60%左右处于系统实施阶段。本研究认为，知识
转移效果的评价具有时效性，处于实施阶段的 ERP 项目，知识转移效果的度量具有一
定误差。
4.Timbrell 参照 Szulanski 的研究框架，同时参照了 Szulanski 的变量度量指标，原
创性具有一定研究局限。
5.徐青的问卷调查对象来自于高等教育、保险、电力、消费品等 13 个行业，其中
制造业占 37.6%，代表性具有一定研究局限。
6.曾金平的问卷调查收集问卷 50 份，针对自变量缺乏操作性定义，因此问卷题项
仅仅 12 项，数据收集的充分性、问卷编制的合理性具有一定研究局限。

1.3

内

1.3.1 主

内

针对 ERP 实施过程中“实施顾问→关键用户”、
“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的双向知
识转移过程，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理论框架，建立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分别设计
关键用户问卷、实施顾问问卷，全国范围内针对参与制造企业 ERP 项目实施的关键用
户与实施顾问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利用美国 SPSS 公司研制的专业统计软件 SPSS14.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分析问卷数据，识
别 ERP 实施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管理策略，指导企业信息化实践。
主要研究以下 3 方面内容：
1.通过收集关键用户问卷，调查关键用户，研究“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知识转
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管理策略。
2.通过收集实施顾问问卷，调查实施顾问，研究“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知识转
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管理策略。
3.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作为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知识转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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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之一，本研究通过调查 CIO 现状，分析 CIO 机制，检验 CIO 对于 ERP 实施知
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作用。
1.3.2
1.文献研究
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分析现有研究成果，整理、评价、改进现有知识转移影响因
素的理论框架。通过文献研究，为本研究影响因素研究模型的提出、调查问卷的编制
提供了理论素材。
2.现场访谈
通过 11 家企业 17 名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的现场访谈(详见附录 1)，结合文献研究，
编制初始问卷。来自于资深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的访谈认识，为本研究问卷的编制提
供了参考意见。
3.德尔菲法(Delphi)
35 位相关领域学者、资深实施顾问、关键用户针对初始问卷进行了评价(详见附录
1)，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正式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4.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通过来自于 14 个地区、48 个 ERP 项目的 155 份关键用户有效问
卷与来自于 18 个地区、53 个 ERP 项目的 129 份实施顾问有效问卷(详见附录 4、附录
5)，实证研究了 ERP 实施过程中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1.3.3
论文由 5 章组成，结构如下：
第 1 章：绪论
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创新点。
第 2 章：ERP 实施过程中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的知识转移
主要介绍 ERP 实施、知识转移、实施顾问、关键用户、ERP 实施参与主体的知识
转移、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知识转移的知识内容相关理论。
第 3 章：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
改进现有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实施顾问→关键用户”、
“关键用户→实施顾问”
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根据研究模型，阐述研究变量，提出研究假设。
第 4 章：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数据预处理
根据研究模型，结合文献研究与现场访谈，设计初始问卷。通过 35 位相关领域学
者、资深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的预调研，评价初始问卷。根据专家意见，结合科研团
队研讨，修订初始问卷，形成正式问卷。根据调查对象，利用社会关系、专业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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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网站发放、回收调查问卷。对于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数据预处理，分别描述关键
用户问卷与实施顾问问卷的项目特征、人口特征、CIO 现状，检验问卷信度与效度。
第 5 章：检验结果与分析
主要介绍“实施顾问→关键用户”、“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
型研究假设的检验与分析过程。根据检验结论，分析管理策略。
结合研究方法，显示了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如图 1.1 所示)。
问题的提出

ERP实施过程中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的知识转移

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知识转移

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知识转移

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文献研究

现场访谈

初始问卷

德尔菲专家评价

科研团队探讨

正式问卷

社会关系

问卷调查专业网站

问卷发放回收

数据预处理

描述性统计分析

信度效度检验

SPSS检验研究假设

结论分析

图 1.1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Fig.1.1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resear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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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义

1.4.1
1.拓展 ERP 实施研究视角。本研究从知识转移角度研究企业 ERP 实施过程，通过
实证研究，识别企业 ERP 实施过程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2.丰富知识管理与知识转移领域研究内容。知识转移是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
分支之一。本研究借鉴知识管理的研究成果，针对知识转移选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ERP 实施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对于知识管理、知识转移领域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有益
补充。
1.4.2

价值
1.提高企业 ERP 实施成功率。本研究通过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管理策略，为促进知识转移效果、提高 ERP 项目成功率提供
解决方案，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指导性。
2.提供选拔、培养实施顾问、关键用户、CIO 的参考标准。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
知识源特征、知识接收方特征、CIO 特征对于 ERP 实施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作用，将
修正对于实施顾问、关键用户、CIO 的现有选拔标准，为实施顾问、关键用户、CIO
的培养方案提供实证依据。
3.指导知识转移情境的创造。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转移情境特征对于 ERP 实施知
识转移效果的影响作用，将指导知识转移参与方如何创造有利于提高知识转移效果的
ERP 实施情境。

1.5 创
1.调查对象选取区别于现有研究
现有 ERP 实施知识转移实证研究的调查对象面向各个行业。不仅面向制造行业，
同时面向金融、教育、医疗、电力、建筑、零售、服务、交通等各个行业。本研究调
查对象面向制造行业，选择制造企业已实施上线 ERP 项目的关键用户、实施顾问，样
本具有代表性，研究结论对于制造行业的 ERP 实践具有典型适用性。
2.CIO 研究具有创新
CIO 对于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作用的现有研究仅仅停留于理论分析阶段，缺乏
实证研究与深入的统计分析。本研究将 CIO 特征纳入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
展开实证研究，分析了 CIO 现状，检验了 CIO 设置、CIO 满意度对于 ERP 实施知识
转移的影响作用，探讨了 CIO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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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卷编制与实证结论具有创新
尽管本研究的影响因素模型框架较大程度地参考了现有理论成果，本研究通过文
献研究、现场访谈、专家评价、科研团队探讨，结合 ERP 项目实践体会，编制、修订
问卷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问卷调查，问卷量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测量参考。研究结论
为前人的概念性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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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P

中

与关

本章将阐述 ERP 实施、知识转移、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相关概念，分析 ERP 实
施过程各参与主体间的知识转移，定义 ERP 实施过程中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知识转移
的知识内容，提供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ERP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 Gartner Group 公司提出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34]。ERP 实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 ERP 实施，即系统设计方案转化为实际运行系统的过程。通常是指系统设
计方案完成之后，实施顾问安装调试直至系统运行的阶段。
广义的 ERP 实施，即从企业导入 ERP 项目的需求，直至 ERP 项目正式运行，达
到预期实施目标期间的全部活动[35]。
广义的 ERP 实施一般包括以下阶段：
1.系统选型阶段：企业培训、流程诊断、需求分析、软件选型、合同签订等[36]。
培训的主要对象为企业高层领导、关键用户，培训的主要内容为 ERP 管理理念、
项目实施方法论、ERP 系统技术知识。根据培训体会，结合企业现行业务流程，诊断
管理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分析企业需求，确定系统目标。综合权衡企业需求、数据
基础、软件功能、服务质量、资金成本等各方面因素，进行软件选型。经过商务谈判、
风险评估，完成合同签订。
2.安装调试阶段：项目组织、数据准备、系统安装测试、模拟运行、用户化二次
开发、系统验收、系统切换等[37]。
项目组织即领导小组、关键用户团队的任命、选拔。通过企业各个部门的协调配
合，组织、规范物料清单、工艺路线、库存信息、客户信息等基础数据。人员、数据
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进入系统安装调试阶段。通过系统模拟运行，针对系统存在的
错误、问题，完成用户化二次开发。最终通过企业高层领导的审批、验收，将分模块
或者各模块平行进行系统切换。
3.系统正式运行、维护阶段。
系统切换完成之后，进入系统的正式运行、维护阶段。正式运行阶段，ERP 系统
往往受到来自于广大一线员工的质疑、阻力，企业必须积极协调，保障 ERP 系统的顺
利推行。
狭义的 ERP 实施即前文所述的第 2、第 3 阶段。第 1 阶段往往被忽视。然而，概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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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卷

、人口

与 CIO

1.实施顾问问卷项目特征(N=53)
图 4.4 显示了实施顾问问卷项目样本的 SPSS 数据窗口。表 4.7 显示了实施顾问问
卷项目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实施顾问问卷的 53 个项目样本当中，国有企业所占比
例最大，将近占 40%。私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均占 20%以上。参照附录 5，实施顾问问
卷调查的公司包括 SAP、金蝶、用友、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金思维、
金舟等国内外著名 ERP 实施服务商，涉及的关键用户企业涵盖制造行业的各个类别。

图 4.4 实施顾问问卷项目样本 SPSS 数据窗口
Fig.4.4 The data view of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questionnaire program sample in SPSS
表 4.7 实施顾问问卷项目特征
Tab.4.7 The program character of implementation consultant questionnaire
项目

关键用户企业性质

频次

有效百分比

国有企业

21

39.6

私营企业

14

26.4

集体企业

1

1.9

外资企业

13

24.5

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4

7.5

总计

5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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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用户企业员工数量

ERP 项目参与人数

ERP 项目上线时间

ERP 实施模块

ERP 实施模块数目

300 人以下

15

28.3

300-2000 人

24

45.3

2000 人以上

14

26.4

总计

53

100

20 人以下

23

43.4

20-40 人

24

45.3

41-60 人

4

7.5

61-80 人

2

3.8

总计

53

100

未上线

0

0

2008 年

10

18.9

2007 年

21

39.6

2006 年

10

18.9

2005 年

6

11.3

2004 年

1

1.9

2004 年之前

5

9.4

总计

53

100

财务管理

53

100

物料管理

51

96.2

生产计划管理

45

84.9

经营销售管理

43

81.8

技术管理

36

67.9

人力资源管理

33

62.3

质量管理

29

54.7

设备管理

28

52.8

8

17

32.1

7

8

15.1

6

7

13.2

5

10

18.9

4

5

9.4

3

4

7.5

1

2

3.8

总计

53

100

注：由于四舍五入，每项比例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实施顾问问卷的项目样本当中，70%以上的关键用户企业为大中规模。根据统计
数据特征，同时遵循关键用户问卷的划分标准，将 20 人以下划分为小型项目，20 人
及以上划分为大中型项目。由于实施顾问问卷涉及的 ERP 实施服务商大多为国内公
司，技术支持、人员配备、项目规模不及国外公司。因此，实施顾问问卷样本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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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结果，CITC 值均大于 0.5，Cronbach alpha 系数为 0.911，KMO 为 0.866。
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两个因子，因子构成符合分量表理论结构的层面划分。因子载
荷均大于 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4.683%。各项系数均达检验标准。实施顾问问卷知
识转移效果分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效果理想。

4.6
本章通过文献研究，结合现场访谈，针对研究模型，操作性定义了各个变量，形
成了本研究的初始问卷。通过预调研，收集领域专家评价意见。针对专家反馈，科研
团队内部展开激烈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修正初始问卷，形成正式问卷。代表
性是样本选取的基本原则。选择制造企业已实施上线的 ERP 项目进行实证研究，能够
有效类推样本的总体性质。数据收集通过个人社会关系、专业网站两类渠道。前者针
对性强，为本研究数据收集的主要方式；后者盲目性强，为本研究数据收集的辅助方
式。利用 SPSS14.0，针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预处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掌握了
关键用户问卷与实施顾问问卷的项目特征、人口特征、CIO 现状。根据相关文献，本
研究设置了信度与效度的检验标准，删除了部分未达检验标准的问卷题项。分析结果
显示，删除部分题项之后，各个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取得了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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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 ERP 实施过程中“实施顾问→关键用户”、
“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的双
向知识转移过程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利用 SPSS14.0 检验了 ERP 实施知
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取得了 3 方面的研究成果：
1.通过来自 14 个地区、48 个 ERP 项目的 155 份关键用户问卷，实证研究了“实
施顾问→关键用户”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经过统计检验，ERP 知识内隐性、ERP 知
识因果模糊性、领导重视程度、学习文化、双方关系、实施顾问沟通编码能力、关键
用户沟通解码能力、CIO 设置、CIO 设置满意度、关键用户 ERP 实施经验对于 ERP
实施知识转移效果的显著性影响得到验证。针对检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策
略。
2.通过来自 18 个地区、53 个 ERP 项目的 129 份实施顾问问卷，实证研究了“关
键用户→实施顾问”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经过统计检验，企业业务流程知识因果模
糊性、领导重视程度、双方关系、关键用户沟通编码能力、实施顾问沟通解码能力、
实施顾问获取意愿、CIO 设置、CIO 设置满意度、ERP 项目规模对于 ERP 实施知识转
移效果的显著性影响得到验证。针对检验结论，同时对比“实施顾问→关键用户”知
识转移影响因素模型的研究结论，本文进行了深入分析。
3.通过 CIO 调查，针对 CIO 现状的统计分析，探讨了 CIO 机制。
本研究完成如下主要工作：
1.通过文献阅读，参考 Dong-Gil、Timbrell、徐青、曾金平的理论框架，结合自身
参与 ERP 项目的实践认识，改进“实施顾问→关键用户”、
“关键用户→实施顾问”知
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
2.通过文献研究、现场访谈、专家评价、科研团队探讨，编制、修订调查问卷。
3.利用社会关系、专业问卷调查网站，全国范围内针对制造企业已实施上线 ERP
系统的关键用户、实施顾问收集调查问卷。
4.利用 SPSS14.0 专业统计软件，预处理问卷回收数据，统计分析问卷样本的基本
特征，检验问卷的信度、效度。
5.根据 CIO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论，分析 CIO 现状，探讨 CIO 机制。
6.利用 SPSS14.0 分析问卷数据，检验研究假设。
7.根据检验结论，提出管理策略，指导企业信息化实践。
本研究存在以下研究局限：
1.尽管问卷编制、调查对象选取、研究结论具有创新，本研究较大程度地参考了
-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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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Gil、Timbrell、徐青、曾金平的理论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模型的原
创性。
2.针对 CIO 特征分量表的两个自变量，本研究缺乏操作性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变量的度量误差。
3.尽管问卷设计经过专家检验，基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获取具有一定难度，本研
究没有针对正式问卷进行预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正式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针对知识转移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局限所在，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思路与方
向：
1.创新研究模型，提高模型原创性。
2.针对 CIO 特征分量表的两个自变量进行操作性定义，提高问卷编制的科学性。
3.增加预试环节。问卷经过修订，在正式施测之前，选取与正式施测性质相同的
调查对象，增加预试环节。对于预试的回收问卷，经过信度与效度检验，删除部分题
项之后再进行正式施测，将有效保证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4.扩展研究对象。本研究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研究 ERP 实施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提高 ERP 项目成功率。虽然关键用户与实施顾问是 ERP 实施知识转移最重要的参与
者，ERP 实施过程中同时存在软件供应商、硬件供应商、咨询监理等多方参与人员。
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扩展研究对象，更加全面地研究 ERP 实施过程中的知识转移。
5.通过案例研究，实现点面结合。实证研究结合案例分析，通过典型个案的深入
剖析，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将成为本研究进一步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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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号

专

况

姓名

单位

性质

1

江阴市申澄集团有限公司

关键用户

2

赣州有色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关键用户

3

江苏科技大学

教授

4

江苏科技大学

助理研究员

5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顾问

6

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实施顾问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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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单位

性质

28

吉林大学

博士研究生

29

江西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

30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31

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

关键用户

32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顾问

33

杭州友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实施顾问

34

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研究生

35

上海腾之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实施顾问

注：按照姓名音序排列。*号标注者为现场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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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P

中

响因

卷(关

分)

感谢您参与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调查问卷。本问卷旨在研究企业关键用户与 ERP 实
施顾问之间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因素。问卷仅供科研使用，无需署名，严格保密，请您根据贵企
业 ERP 项目的实施经历填写。谢谢您的支持！
问卷中相关名词解释

知识转移

知识源

知识接收方

知识转移：知识源向知识接收方转移知识的过程。
ERP 实施顾问：ERP 实施服务商组成实施顾问团队，指导企业实施 ERP。
关键用户：企业骨干员工组成关键用户团队，与 ERP 实施顾问共同完成企业的 ERP 实施。
ERP 实施过程当中，实施顾问向关键用户传授 ERP 管理理念、项目实施方法论、ERP 系统技
术知识，即知识的转移过程。

知识转移
实施顾问

关键用户

一、项目基本信息(请在答案前方的方框内划√或在横线上方进行填写)
1.您所在企业的名称：
2.您所在企业的性质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集体企业

□外资企业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

□其它

3.您所在企业的员工数量
□300 人以下

□300-2000 人

□2000 人以上

4.ERP 实施服务商企业名称：
5.ERP 实施参与人数(包括实施顾问与关键用户)
□20 人以下 □20-40 人

□41-60 人

□61-80 人

□81-100 人

□100 人以上

6.ERP 实施上线时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4 年 □2004 年之前

□未上线，系统处于

建设阶段
7.ERP 实施模块包含(根据实际情况可单选或多选)
模块名称

模块功能

□经营销售管理

●市场管理 ●订单管理 ●销售管理 ●产品管理等

□技术管理

●产品结构数据管理 ●工艺数据管理 ●工艺成本管理等

□物料管理

●采购计划管理 ●采购管理 ●库存管理等

□生产计划管理

●主生产计划 ●物料需求计划 ●能力需求计划 ●作业计划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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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 ●薪资管理 ●保险管理 ●培训管理 ●招聘管理等

□设备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 ●设备日常管理 ●设备维修管理 ●备件管理等

□质量管理

●质量检验管理 ●质量分析管理 ●质量追溯管理等

□财务管理

●总账管理 ●工资核算 ●固定资产核算 ●销售核算 ●成本核算等

其它

（请填写）

二、ERP 实施过程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调查
分值说明：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不能确定

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1.知识自身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分值选项
1

2

3

4

5

1.我认为，ERP 知识很容易用操作手册的形式进行表达
2.我认为，实施顾问很容易用语言表达 ERP 知识
3.通过学习文档或相关培训，企业员工可以很好地掌握 ERP 知识
4.日常工作中，企业员工通过交谈可以很好地分享 ERP 知识
5.我非常清楚 ERP 系统每个操作的输出结果
6.我非常清楚实施 ERP 系统所需的数据文件
7.我非常清楚 ERP 系统的内部运作原理
8.我们能够顺利地将 ERP 系统推广到各个部门
2.转移情境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9.双方企业领导经常参加 ERP 实施过程中的各项会议
10.双方企业领导经常参与 ERP 实施过程中重要事务的决策
11.我认为，双方企业领导非常重视 ERP 项目的实施
12.资源发生冲突时，双方企业领导总是优先满足 ERP 项目
13.双方企业非常鼓励我们与实施顾问相互学习、分享经验
14.双方企业非常支持我们或实施顾问的创新行为
15.当创新行为遭受失败时，双方企业总是在适度范围内宽容对待
16.根据个人贡献程度，双方企业能够公正地支付薪酬或进行奖励
17.我和实施顾问之间非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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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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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和实施顾问沟通很轻松
19.我和实施顾问合作很愉快
20.实施过程中，我和实施顾问总是互相帮助
21.ERP 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我和实施顾问总是共同解决
3.知识源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分值选项
1

2

3

4

5

22.实施顾问能够清晰表达他的想法
23.实施顾问能够快速响应我的提问
24.实施顾问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话
25.实施顾问积极地教授我 ERP 知识
26.实施顾问耐心地指导我使用 ERP 系统
27.实施顾问经常与我分享他的 ERP 项目经验
28.我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实施顾问积极地给予我指导
4.知识接收方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29.在与实施顾问的交谈过程中，我能够快速反应
30.我能够清晰理解实施顾问所说的话
31.我能够愉快地与实施顾问进行交谈
32.我喜欢学习 ERP 知识
33.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解决 ERP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4.我非常珍惜本次参与 ERP 实施的机会
35.我非常了解企业的业务流程

*

36.我非常了解 ERP 技术及其发展现状

*

37.我努力学习 ERP 知识
38.我非常清楚自己需要获取哪些 ERP 知识
39.我能够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充分理解 ERP 知识
40.对于实施顾问传授的知识，我非常清楚它的用途
41.对于实施顾问给予我的指导，我能够很快应用到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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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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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识转移效果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分值选项
1

2

3

4

42.通过参与 ERP 实施，我充分理解了 ERP 系统蕴涵的管理思想
43.为适应 ERP 系统，企业业务流程做出的改进，我能够充分理解
44.通过参与 ERP 实施，我充分理解了企业各部门业务的集成性
45.我能够清晰描述 ERP 实施的过程是如何逐步展开的
46.我能够从容应对 ERP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风险
47.我非常清楚 ERP 实施过程中各类文档的管理
48.我非常清楚 ERP 实施过程中的成本信息
49.我能够非常熟练地操作 ERP 系统
50.我能够充分理解 ERP 系统的集成性

三、首席信息官调查(请在答案前方的方框内划√或在横线上方进行填写)
首席信息官 CIO ——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企业中负责信息化工作的最高层管理者。
1.您所在的企业是否设有信息管理部门？
□是

□否

2.您所在的企业是否设置 CIO 职位？
□是(无需回答第 3 题) □否(无需回答第 4、5、6 题)
3.如未设置，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设置 CIO？
□有必要 □不确定

□没必要

4.如果设置，CIO 在企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部门经理级别

□企业副总级别

□企业老总级别

□其它(请填写)
5.如果设置，CIO 出身于信息技术部门还是业务部门？
□信息技术部门

□业务部门

□不确定

6.如果设置，您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CIO 的设置效果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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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不确定

□不满意

四、个人基本信息(请在答案前方的方框内划√或在横线上方进行填写)
1.您的性别
□男

□女

2.您的年龄
□25 岁以下 □25-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41-45 岁

□45 岁以上

3.您的最高学历
□大专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

4.参与本项目时，您在目前公司已就职

□博士研究生
年

5.参与本项目时，您是否具有 ERP 实施经验？
□有

□没有

6.您在目前公司担任的职位
□普通员工

□中低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注：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号灰色标注题项被删除。粗线条间隔不同变量的测试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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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 ●薪资管理 ●保险管理 ●培训管理 ●招聘管理等

□设备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 ●设备日常管理 ●设备维修管理 ●备件管理等

□质量管理

●质量检验管理 ●质量分析管理 ●质量追溯管理等

□财务管理

●总账管理 ●工资核算 ●固定资产核算 ●销售核算 ●成本核算等

其它

（请填写）

二、ERP 实施过程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调查
分值说明：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不能确定

同意

非常同意

1

2

3

4

5

1.知识自身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分值选项
1

2

3

4

5

1.我认为，企业业务流程知识很容易用操作手册的形式进行表达
2.我认为，关键用户很容易用语言表达企业业务流程知识
3.通过培训或学习手册，我可以很好地掌握企业的业务处理过程
4.我非常清楚企业每项业务操作的功能
5.我非常清楚企业每项业务操作的后续处理过程
6.我非常清楚企业每项业务操作需要哪些部门的合作
2.转移情境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7.双方企业领导经常参加 ERP 实施过程中的各项会议
8.双方企业领导经常参与 ERP 实施过程中重要事务的决策
9.我认为，双方企业领导非常重视 ERP 项目的实施
10.资源发生冲突时，双方企业领导总是优先满足 ERP 项目
11.双方企业非常鼓励我们与关键用户相互学习、分享经验

*

*

12.双方企业非常支持我们或关键用户的创新行为
13.当创新行为遭受失败时，双方企业总是在适度范围内宽容对待
14.根据个人贡献程度，双方企业能够公正地支付薪酬或进行奖励
15.我和关键用户之间非常信任
16.我和关键用户沟通很轻松
17.我和关键用户合作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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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选项
1

2

3

4

5

附 录

18.实施过程中，我和关键用户总是互相帮助
19.ERP 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我和关键用户总是共同解决
3.知识源特征调查
分值选项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1

2

3

4

5

20.关键用户能够清晰表达他的想法
21.关键用户能够快速响应我的提问
22.关键用户能够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话
23.关键用户积极地向我介绍企业业务流程
24.讨论流程时，关键用户经常与我探讨各种可能的业务处理方法

*

25.对于企业现行的业务处理方法，关键用户经常提出改进方案
26.我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关键用户积极地给予我指导
4.知识接收方特征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27.在与关键用户的交谈过程中，我能够快速反应
28.我能够清晰理解关键用户所说的话
29.我能够愉快地与关键用户进行交谈
30.我喜欢学习关键用户教授给我的知识
31.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解决 ERP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2.我非常珍惜本次参与 ERP 实施的机会
33.我非常了解企业的业务流程

*

34.我非常了解 ERP 技术及其发展现状
35.我努力学习企业业务流程知识

*

*

36.我非常清楚自己需要获取哪些企业业务流程知识
37.对于关键用户传授的知识，我非常清楚它的用途
38.对于关键用户给予我的指导，我能够很快应用到实践当中
39.我能够将关键用户的各类需求充分体现在 ERP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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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江苏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论文

5.知识转移效果调查
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问卷匿名填写，结果仅供科研使用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在分数下方的空格内作出任意标记

分值选项
1

2

3

4

40.通过参与 ERP 实施，我充分理解了该企业的业务流程
41.通过参与实施，我充分认识了该行业各类特殊业务的处理方式
42.通过参与实施，我充分理解了该企业的组织结构与管理制度
43.在实施过程中，我能够将企业文化与信息技术有效结合
44.通过参与实施，我积累了很多行业经验
45.企业员工对 ERP 系统非常满意
46.ERP 系统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
47.ERP 系统功能完善、信息及时准确、易于维护
48.ERP 系统有效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
三、首席信息官调查(请在答案前方的方框内划√或在横线上方进行填写)
首席信息官 CIO ——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企业中负责信息化工作的最高层管理者。
1.ERP 实施企业(即关键用户所在企业)是否设有信息管理部门？
□是

□否

2.ERP 实施企业是否设置 CIO 职位？
□是(无需回答第 3 题) □否(无需回答第 4、5、6 题)
3.如未设置，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设置 CIO？
□有必要

□不确定 □没必要

4.如果设置，CIO 在企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部门经理级别

□企业副总级别

□企业老总级别

□其它(请填写)
5.如果设置，CIO 出身于信息技术部门还是业务部门？
□信息技术部门

□业务部门

□不确定

6.如果设置，您对本项目实施过程中，CIO 的设置效果满意吗？
□满意

□不确定

□不满意

四、个人基本信息(请在答案前方的方框内划√)
1.您的性别
□男

□女

2.您的年龄
□25 岁以下 □25-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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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 岁

□45 岁以上

5

附 录

3.您的最高学历
□大专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4.参与本项目时，您是否具有 ERP 实施经验？
□有

□没有

5.您在目前公司担任的职位
□普通员工

□中低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注：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号灰色标注题项被删除。粗线条间隔不同变量的测试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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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

卷 ERP

关键用户所在企业名称

实施顾问所在企业名称

1.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Oracle

2.百得(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SAP

3.北京三箭和众鼎电子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4.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5.重庆前卫仪表厂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6.重庆清平机械厂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7.大港油田集团中成装备制造公司

IBM

8.大全集团江苏大全凯帆电器有限公司

镇江市凌云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9.大全集团南京因泰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清软英泰科技有限公司

10.东特(浙江)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1.富士康科技集团

SAP

12.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Scala

13.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4.湖北华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5.湖北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6.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欣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17.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18.华通电脑(苏州)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19.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金算盘软件有限公司

20.江苏恒顺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IFS

21.江苏吉贝尔药业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2.江苏建华管桩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3.江苏雅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24.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5.江苏伊思达纺织有限公司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26.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公司赣州有色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江西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27.江阴市申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迪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8.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SAP

29.南京雨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0.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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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用户所在企业名称

实施顾问所在企业名称

31.强茂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艾肯美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青岛海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33.泉州泉风电机有限公司

任我行软件发展有限公司

34.山西汾西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5.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36.上海东方罗门哈斯有限公司

SAP

37.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8.上海市信产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9.深圳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Oracle

40.深圳市宝安联华实业有限公司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41.微盟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Oracle

42.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43.无锡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毕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4.新百丽鞋业(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浪沙软件有限公司

45.研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苏州)

德硕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6.扬帆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欣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47.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剥绒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48.镇江赛尔尼柯电器有限公司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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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卷 ERP

实施顾问所在企业名称

关键用户所在企业名称

1.杭州友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市爱林旅游用品厂

2.杭州友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舟山市家汇家纺有限公司

3.杭州友方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舟山市霹雳马洁具有限公司

4.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理三德水泥有限公司

5.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6.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7.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黑龙江农垦博兴化工有限公司

8.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黄山市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9.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0.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1.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12.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14.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明星电缆有限公司

15.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温州东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16.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徐州神宇重工有限公司

17.江苏省金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镇江船舶辅机厂

18.江西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公司赣州有色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19.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佳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创鸿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21.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华龙(苏州)橡胶产品有限公司

22.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加铝宝柏控股有限公司江阴宝柏包装有限公司

23.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苏州阿佩克斯科技有限公司

24.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苏州黑猫(集团)有限公司

25.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苏州凯尼电器有限公司

26.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台湾名基集团苏州达方电子有限公司

27.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威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28.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希尔精密塑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9.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西风空气轴承(苏州)有限公司

30.SAP(上海)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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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顾问所在企业名称

关键用户所在企业名称

31.上海达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新(开平)高性能纤维有限公司

32.上海达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绍矿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33.上海达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亚威科电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34.上海英弗普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詹阳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35.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6.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37.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前卫仪表厂

38.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清平机械厂

39.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40.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

41.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花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2.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华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43.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44.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淄博蓄电池厂

45.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江淮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46.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7.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8.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49.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东风仪表厂

50.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港市锦丰轧花剥绒有限责任公司

51.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中船设备有限公司

52.镇江市金舟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中船现代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53.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帛汇股份有限公司

注：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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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1] **.ERP 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J].情报杂志(录用,中文核心,CSSCI 来源期刊).
[2] **. ERP 实施知识转移影响的实证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录用,中
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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