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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电云 SRP 大中台整体介绍 

1.1. SRP 大中台概念介绍 

SRP（Social Resource Planning）大中台是指以人为中心，将全链路数据与业务链接在

一起，同时解决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社会化资源全渠道、多业态商业协同的管理平台。它是

从 ERP（企业资源计划）以及中台系统发展而来的，它改变了 ERP 基于企业内部管理流

程而设计的思路，转为围绕以人为核心的设计思想，跳出了传统 ERP 软件的管理边界。

同时解决了中台系统无法满足企业内部与外部资源有效的商业协同的问题，使企业真正做

到了决策即运营，优化了企业的决策与运营体系的实时互通等问题。反映了企业在以人为

核心的全新运行模式下，可以合理、高效、智能化的调配企业内外部的社会化资源，在消

费者需求和行为变化的时候，帮助企业快速做出决策并支撑企业的柔性拓展，提高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SRP 大中台让科技赋能商业具备可执行性。 

1.2. SRP 大中台诞生初心 

欧电云 2015 年初成立，最初的想法是帮助传统企业做整个数字化转型为使命的企业。

欧电云最早是要打造一个最完整的顾客数字化平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因为你打造

了这样的平台，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零售运营体系。非常强调的是运营

模型，因为我们看，传统零售还是比较被动的。电商的逻辑更是主动运营的模型，未来一

体化的运营模型，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具有掌控力。一个零售企业、

一个品牌企业，如果你对企业没有掌控力，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另外，我们希望流量

回归。刚才我们讲 80%以上的销售还是来自于线下，从这个纬度来讲，以后流量的主体还

是在线下，线上线下的融合，使得传统企业成为流量的主宰。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欧电云 SRP 大中台，以“大中台、小前台、轻后台”为核心思

路。 

SRP 概念的含义是“社会资源协同”，这个是与原有的 ERP“企业资源计划”的本质区

别，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源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商业协同。你不再把视角固化在自己的

企业，你要放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上。很简单，你帮助了你的下游、上游，也就帮助了你

自己。整个社会化的协同模型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管你是 B2C、B2B，实际上是一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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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上的协同工作模型。如果在一个平台上可以开放的、互联的，把所有的节点连在一起，

它所产生的价值一定是最大的。 

1.3. SRP 大中台市场空间 

千亿级大消费产业数字化市场，未来增长空间巨大。 

 

1.4. SRP 大中台的核心价值 

业务-数据-技术一体化，助力企业高效运营，支持企业业务的柔性拓展，降低试错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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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卖什么 

2.1.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简介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以人为中心基于大中台使架构、数据、业务一体化，实现社会化

资源全渠道、多业态的智慧协同。 将企业前端业务与后端管理全面整合，可打通 B2B、

B2C、B2B2C、O+O 等业务场景，让数据流通更即时、商业决策更畅通、成就更优商业价

值。 

欧电云提供什么？ 

1、前台交易系统：B2C\BBC\O+O\B2B\全渠道\门店 POS\智慧门店 

2、中台策略系统：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技术中台\OMS 

3、后台执行系统：WMS\TMS 

4、辅助云产品：消息云（全网信息推送）\跟踪云（用户行为分析）\价格云（爬虫比

价） 

华为云提供什么？ 

Workspaces 云桌面,ECS, EVS, EIP, CSBS, SFS, HSS，云堡垒机，Anti-DDos，身份鉴

别等云服务器、云硬盘、网络、安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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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整体架构 

2.2.1. 技术架构 

 

       图 2.1 技术架构图 

2.3.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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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优势 

 

3.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卖给谁 

3.1. 目标企业 

一种是大型集团企业，企业是多法人、多业态、多运营主体的品牌流通型企业，有将

原有多套烟囱体系的软件系统进行整合，有打通业务和数据一体化的需求。 

另一种是处于快速发展的准独角兽企业，业务变化比较快，高并发的数据处理能力需

求大，需要 IT 体系能赋能企业业务的发展，快速做出应变。 

3.1.1. 客户定位 

零售、快消、美妆、服装、医药等行业年营业额在 10 亿以上的头部企业。 

3.1.2. 典型需求 

1） 如何实时的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全渠道触点洞察消费者行为。 

越来越多的领军企业采用全渠道策略，然而全渠道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庞大。但是大

多数企业都无法有效利用这些数据，来满足消费者千人千面的需求。 

2） 如何打破信息孤岛？帮助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与外部合作伙伴更快的协同响应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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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系统建设受制历史局限性，先后实施的系统顶层设计不足，各系统间相互游离，

形成大量信息孤岛。各渠道以及供应链各环节数据碎片化严重，数据整合困难，难以发

挥数据优势。 

3） 如何加强总部掌控力？让 CEO的决策即运营，解决全渠道、多业态布局带来的统一管理

的低效问题。 

数据收集滞后，时效性差，运营决策及对市场的反应滞后，总部缺少管控各业态各

分公司业务运营的渠道，掌控力不足。各分公司或系统基础数据口径不一致。资源调拨

难，缺乏统一管控。资源浪费严重。 

4） 如何整合跨平台的多种系统与应用？使供销一体化降低管理与运营成本。 

随着业务的发展企业采购的软件类型越来越多，员工需要在多个系统间反复切换，

重复提交数据进行业务操作，作业成本高，效率低下，协同困难。供销分离，多业务系

统独立结算，在新零售越来越丰富的玩法下，财务核算成本高，难度大。 

5） 如何在保持当前业务正常运营的同时，现有的数字化体系能够支持企业业务的柔性拓展

与营销创新？ 

原有以 ERP 为代表的传统企业数字化系统架构难以适应新业务发展需求，改造成

本高，性能差，易用性差。当有新的业务拓展时无法良好的适配和融合。 

6） 数字化如何赋能组织？让企业的员工与部门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而不是依靠管理与监

督驱动。 

随着企业全渠道的布局，数据抓取与积累越来越多，单一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只能辅

助 CEO等进行决策，对于企业内部的组织部门并不能直接赋能体现价值。企业需要将数

据与业务体系打通，在数据反馈与决策的同时，各个组织部门能相应的调动相关的企业

内部与外部的社会化资源来匹配，才能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真正的赋能组织。 

4. 欧电云 SRP 大中台解决方案怎么卖 

4.1. 行业拓展策略 

聚焦品牌流通型企业，重点在零售、快消、服装、美妆、医药领域。 

4.2. 项目拓展策略 

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技术中台聚焦头部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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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的 BBC、B2C、O+O，以及 CDP、CRM、WMS、OMS 等基于中台架构上的产品

主要面向腰部客户，未来有柔性拓展的需求。 

4.3. 联合推广策略 

欧电云市场部与华为云市场部会在多个城市联合举办城市论坛等活动，针对不同行业的

客户进行 SRP 大中台的干货讲解，让 CIO 们更好的了解欧电云 SRP 大中台的优势以及企业

到底应该如何实施大中台战略，CIO 如何与 CEO、CMO 互动，基于 SRP 大中台项目更好的

体现 IT 部门的战略价值赋能业务的快速发展，提升内部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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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户案例

5.1. 家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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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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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供销 E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