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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友网络财务软件和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都是以中小型企业应用为目标的软件。本文对两个软件
包含的功能模块以及二者各个子系统基本功能进行了比较，
分析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并指出了用友网络财务软件的
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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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软件中，
数据联系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与外
单位、
外部门的电子数据的联系；
二是与企业内部各部门的
联系；三是子系统内部的数据联系。如果缺乏第一方面数
据联系将不利于企业与外部单位的信息共享。第二方面数
据联系的缺乏将使企业的会计软件自成体系，存在着与企
业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的接口不对称问题。而第
三方面数据联系的缺乏，就会使各个核算模块变成一个个
信息孤岛，不能满足除财务部门以外的其他职能部门的需
要。
一、
系统包含的功能模块
用友网络财务软件全面提供与Ｄｂａｓ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ｘｃｅｌ、
１．功能模块的比较
会计核算软件的功能模块，是指会计核算软件中具备 文本文件等多种文件格式进行数据交换的功能；系统提供
相对独立地完成会计数据输入、处理和输出功能的各个部 开放的数据接口，可与购销存等子系统有机整合。同时企
加强了对远程仓库、
远程销
分。例如：
功能模块可划分为账务处理、应收应付款核算、 业的财务、业务通过网络进行，
各部门可共享系统数据，
从而使
固定资产核算、存货核算、销售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 售部门或采购部门的管理，
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更为有效和充分。
会计报表生成与汇总、财务分析等。
在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中，
通过软件提供的标准
用友网络财务软件由购销存子系统、财务子系统、决策
用户可以方便地对该方案进行扩展并与包括ｍｙＳＡＰ商
子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其中购销存子系统主要包括采购计 接口，
划、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存货核算；财务子系统 务套件解决方案或客户已经使用的其他 ＩＴ 系统集成。同
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中文版能通过与桌面工具链接来访问
主要包括总账系统、应收系统、
应付系统、成本管理、工资管 时，
理、
固定资产管理、资金管理等；
决策支持子系统包括ＵＦＯ报 电子邮件，或直接用来创建新邮件。所有的商业文件或交
易记录都可以方便地转换为电子文件或Ｅｘｃｅｌ表格，
通过点
表、
财务分析、
决策支持。
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软件由系统管理、总账、销售管理、
采 击鼠标就可轻松将这些文件发出。同时用户还可以在系统
购、
客户关系管理、与银行相关的业务处理、
库存管理、
生产 中为某类文件某个用户建立固定的文档模板。
可见，用友网络财务软件主要关注的是数据联系的后
管理、成本管理和统计分析报表１０个子系统组成。与用友
不同的是，
ＳＡＰ Ｂ－ｏｎｅ中诸如应收、应付账款的管理分列在 两个方面，即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联系和子系统之间的数据
销售和采购子系统当中，工资、固定资产、存货、成本、销售 共享。而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中文版还强调软件本身与客户
已经使用的其他ＩＴ系统的集成，
将数据共享的范围扩大了，
利润等也都分散在各个子系统当中。
形成了以财务会计为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统。
２．数据联系方式比较
３．用户界面的比较
用友网络财务软件中的企业门户，提供了系统操作执
[ 收稿日期 ] 2006 02 14
用友网络财务软件以中小型企业应用为目标，适用于
多种企业类型和行业性质。该软件以全面会计核算和企业
级财务管理为基础，实现购销存业务处理、
会计核算和财务
监控的一体化管理。
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中文版是ＳＡＰ公司专门针对中国中
小型企业设计的产品，它提供直观并能快速实施的解决方
案，
满足企业标准的业务需求以及持续发展的要求，帮助此
类企业解决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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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信息化
行的统一环境，是企业管理软件系统的协作和集成平台。
企业门户提供基于各种应用角色的功能环境预设置，并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自行定义。软件中预制了４０多种角色
的功能设置。
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的界面采用用户熟悉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 风格，其清晰易懂、设计布局合理的界
面让用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降低了软件的培训成本。
因此，
就用户界面而言，
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中与
微软相似的框架环境更利于用户的操作使用。

要的财务报表，而且对于用户单位内部常用的管理报表，
ＵＦＯ还提供了自定义模板功能。此外，ＵＦＯ报表支持由表到
账的追溯查询。
ＵＦＯ报表的主要功能有：
文件管理功能、
格式管理功能、
数据处理功能、
图形功能、打印功能和二次开发功能，它可
以通过取数公式从数据库中挖掘数据，也可以定义表页与
表页以及不同表格之间的数据勾稽运算、制作图文混排的
报表，
强大的二次开发功能则使其又不失为一个精练的ＭＩＳ
开发应用平台。
在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中，
强大的创建报表的功
二、
各子系统的基本功能分析
能覆盖企业业务运作的各个方面，所有报表均可方便地导
１．账务处理子系统
记账凭证是登记账簿的依据，是总账系统的唯一数据 出到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内置的数据导航系统允许用户自
充分节省时间。
源。凭证管理的内容包括：凭证录入、凭证审核、凭证汇总、 由查询数据，
在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的各类报表当中，
“待处理
凭证修改等功能；
账簿处理与输出包括：
登录、各类账簿（总
对所发生
账、
明细账、
日记账）查询打印；
对账处理包括：
对账单输入， 清单”用于帮助各级经理迅速了解最新业务情况，
未支付的发票，
未清报价与订单等进行及时
对账、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输出；结账处理包括：正常结账。 的异常情况如：
“客户／供应商账龄”分析可按照不同账龄分段、排序
在用友网络财务软件中，在启用其他财务管理子系统 处理；
“销售分析”根据
以及供应链子系统的前提下，
相关财务、业务活动所产生的 分析客户／供应商的应收／应付账款情况；
客户、
产品、
销售员对销售情况进行三维分析，
在报表中自
财务信息将自动传递到总账子系统，快速、
准确形成企业完
“财务报表”包含以下所有主要
整的财务信息。为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总账子系统提供 动产生图形化的分析结果；
报表：
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
成本中心报表等；
“库存报表”显
了多种辅助核算形式：
示所有库存相关的重要信息，
如材料清单、
出入库文件记
（１）需要对客户（供应商）进行管理时，可以选择“往来”
录、
库存状态、
仓库余额报表、
库存评估表、
产品树报表等。
辅助核算方法；
可见，
在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中，
报表的定义较为
（２）需要对各级部门进行管理时，
可以选择“部门”辅助
广泛，
内容涉及了企业业务流程的各个方面，
如供应链的分
核算方法；
（３）需要对个人往来进行管理时，
可以选择“个人往来” 析管理。
三、
启示
辅助核算方法；
（４）如果企业还存在其他特殊的管理要求，可以通过
用友网络财务软件和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都是以
“项目管理”辅助核算方法来实现。
中小型企业应用为目标的软件。从上文对两个软件包含的
在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中，总账子系统可以满足 功能模块以及各自包含的子系统的基本功能分析中不难看
整个财务活动的需要，包括一般分类账，科目的建立和维 出：
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不仅强调财务管理，
还强调中
护，日记账分录录入，外币调整，以及预算管理等。用户输 小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
如物料、
财务和资金流以及与客户
入日记账分录（大部分的日记账分录是从销售、采购、库存 关系的维护等问题，
既包含了对财务信息的利用，
也包含了
和银行模块自动过账）时可以将每笔分录分配到不同的项 对业务信息的分析，
体现了管理信息系统的本质意义。
目和利润中心。系统将自动产生试算平衡表，并可以对自
而在用友网络财务软件中从购销存到财务再到决策支
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软件的结构框架，
强调利用财
动产生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对外报表进行比较分析。 持，
务信息来支持企业的决策。
但是企业决策是否正确以及执
同时ＳＡＰ独创的具有专利权的“拖拽相关”技术使用户能在
桌面上拖动不同数据库中的信息，通过鼠标就能完成大量 行效果却取决于业务流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用友
网络财务软件应该加强对企业业务流程管理方面的功能，
复杂的报表分析活动。
在此，
两个软件都实现了将相关子系统的财务、
业务活 真正实现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高度集成和财务信息对公司
全部业务的实时监控和分析，
促进中小企业的全面发展。
动所产生的财务信息自动传递到总账子系统的功能，
但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 中文版的总账子系统还实现了实时的报表分
主要参考文献
析功能，
更及时地满足了企业管理者对决策信息的需求。
［１］财政部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１９９４．
２．会计报表子系统
［２］财政部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１９９６．
在用友网络财务软件中，ＵＦＯ报表是报表事务处理工 ［３］财政部会计电算化管理意见．２００４．
具，与其他财务子系统以及供应链系统之间有完善的数据 ［４］ＳＡ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ｎｅ为中小企业管理信息化助力［Ｊ］．中国中小企业，
２００４，
（５）．
接口。ＵＦＯ报表内置了１１种套用格式和１９个行业的标准财
务报表模板，
企业不仅可以借助ＵＦＯ报表编制企业外部所需 ［５］王新玲，汪刚．会计信息系统实验教程［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