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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ＢＯＤ的去除率进一步下降。可见，如果污水处理温度超

Ｘｖ＝ｆＸ

过４０℃。将会给生物处理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从Ｄ１２０－８１

ｆ为ＭＬＶＳＳ／ＭＬＳＳ比值，一般取值

Ｄ６０－８１离心鼓风机特性表中看出，出口风温高于７０℃。在夏

０．７～０．８，取值０．８；

季，气温高，纸浆中段废水带来的水温，进入污水站温度已

Ｘ为ＭＬＳＳ浓度ｍｇ／ｌ，３０００ｍｇ／ｌ；

接近４０℃。显然风机出口的风温偏高，不适于生物处理工

ａ＇、ｂ＇纸浆废水经验系数，ａ＇取０．３８，ｂ＇取
０．０９２。

艺。
１．３ 多级离心鼓风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摘 要：纸浆中段废水采用的处理工艺是生物膜法的一种——接触氧化法，在接触氧化过程中补给氧化作用所需要的氧气，
此工艺通常使用曝气的方法。目前曝气风机多采用多级离心鼓风机、罗茨鼓风机、活塞式空压机、螺杆式空压机等机械装
置，其选用应遵循设备选型的３个基本原则：生产上适用、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
关键词：污水；ＢＯＤ；需氧量；曝气；风机；选型；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５０Ｘ．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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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离心鼓风机是把原动机的机械能转变为气体压力

２．１．２ 风机总供风量计算

能的一种旋转叶片机械。当气体通过进气室均匀地进入叶轮

Ｑｆ ＝ Ｏ２／（０．２８×ε）

后，在旋转的叶片中受离心力作用以及在叶轮中的扩压作
扩压器的扩压作用，使一部分速度能转变成压力能。如此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５０Ｘ（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３

体经过几级连续压缩，获得所要求的气体压力。
因为空气的可压缩性很大。Ｄ１２０－８１

福建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段废水处理是１９９４年投入使

１．１ 机械设备故障处理复杂，检修费用高

用的，由于纸浆厂生产能力的提高，原来的污水处理已不能

由于多种原因Ｄ１２０－８１多级离心鼓风机开始出现机械故

满足生产需求，因此１９９８年８月，福建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障。首先是轴承烧毁，轴承座磨损，震动直至叶轮口环与蜗

原有的污水站进行改造。其污水处理工艺为接触氧化处理工

壳摩擦，铝合金叶轮烧坏。经购买原制造厂配件，并请制造

３

３

艺。原设计日处理污水１１０００ｍ 。纸浆中段废水８０００ ｍ ， 木

厂进行检修指导、检修，Ｄ１２０－８１多级离心鼓风机仍是出现

糖污水３０００ ｍ ，曝气系统配置４台多级离心鼓风机。型号、

同样故障，不能正常工作。该设备重达７６００ｋｇ，检修必须有

特性见表１

起重设备，而且动平衡要求很高，一般使用运行单位进行检

３

修有难度，需要专业检修，检修费用很高。
１．２出口风温太高，不适于生化处理
表１ Ｄ１２０－８１ Ｄ６０－８１离心鼓风机特性表
型号
台数

Ｄ１２０－８１
２

流量ｍ２／ｍｉｍ
风压 ＫＰａ
功率ＫＷ
转速ｒ／ｍｉｎ
出口风温℃
重量ｋｇ

１２０
８．８６
２２０
２９８０
≥７０
７６００

Ｄ６０－８１
２

３

Ｑｆ 为风机总共风量，ｍ ／ｄ ；；

用，使气体获得压力能和速度能，由叶轮高速流出的气体经

０．２８标准状态（０．１ＭＰａ ２０℃）下每立方米空气中含氧
３

量 ｋｇ／ｍ ；
ε接触氧化池氧的利用率 ％，ε＝１２～２０ 取１２％；

Ｄ６０－８１离心鼓风

３

Ｑｆ ＝２２０９６００／２８０×１２％＝６５７６１．９ ｍ ／ｄ

机是离心式而非容积式风机。当使用气压（曝汽水压加上风
管压力损失）大于或等于多级离心鼓风机的额定压力，气体
在蜗体内随叶轮旋转。机械效能大大降低，不能保证生物需
氧量。综上所述，多级离心鼓风机作为污水站曝气风机还需
要进一步改进。

每 分 钟 接 触 氧 化 池 的 曝 气 量 为 ６５７６１．９／（２４×６０）
３

＝４５．６７ ｍ ／ｍｉｎ
２．２ 技术上先进
以生产适用为前提，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防
止选择即将淘汰的设备。
２．２．１三叶罗茨鼓风机在污水处理工程中广泛应用，

２ 设备选型的３个基本原则

是容积式风机，强制送风，技术上能够满足工艺要求，操作

设备的选型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１）生产上适用，所

简单，容易维护，机械效率高。

选择的设备是和生产工艺的实际需要；（２）技术上先进，

三叶罗茨鼓风机的工作原理

生物处理工艺，污水处理温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见图

它以生产适用为前提，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防止选

罗茨风机结构： 罗茨风机为容积式风机，在两根平相

１。研究发现处理温度由２０℃提高到４０℃时，ＢＯＤ去除率由

择即将淘汰的设备；（３）经济上合理。应将生产上适用、

行的轴上设有２个三叶型叶轮，轮与椭圆形机箱内孔面及各

９８％降至９１％，ＣＯＤ去除率由８０％降至７０％。温度进一步升高，

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合理三者统一权衡。

叶轮三者之间始终保持微小的间隙，两叶轮互为反方向匀速

２．１生产上适用

旋转，而且结构简单，运转平稳，性能稳定。

６０
８．８６
１１０
２９８０
≥７０
４６００

需要多大规格风机，首先对曝气总量进行测算。
３

由于木糖停产，现污水日处理８０００ｍ ，对污水进行污染
物实测，测得ＢＯＤ５４６０ｍｇ／ｌ。

工作原理：２个三叶型叶轮在箱体内互为反方向匀速旋
转，使箱体和叶轮所包围着的一定量的气体由吸入的一侧输
送到排出的一侧。

２．１．１需氧量计算

１问题的提出

三叶罗茨风机的特点： （１）输送的风量与转数成比

Ｏ２ ＝ ａ＇ＱＳｒ ＋ ｂ＇ＶＸｖ

例；（２）三叶型叶轮每转动一次由２个叶轮进行３次吸气、

式中 Ｏ２为接触氧化，生物总需氧量ｋｇ／ｄ；

３次排气，与二叶型相比，气体脉动变少，负荷变化小；

３

３

Ｑ为污水总量ｍ ／ｄ，８０００ｍ ／ｄ；

污水站于１９９９年５月改造完毕，投入运行，运行半年后
出现了机械设备故障处理复杂，检修费用高等情况。同时由

Ｓｒ 为去除的ＢＯＤ５浓度ｍｇ／ｌ，４００ｍｇ／ｌ；

于出口风温太高，不适于生物生长，影响了废水处理的效

Ｓｒ ＝Ｓｉ－Ｓｅ

果。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Ｓｉ为进水的ＢＯＤ５浓度ｍｇ／ｌ，４６０ｍｇ／ｌ；

图１ 温度对ＣＯＤ、Ｂ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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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为出水的ＢＯＤ５浓度ｍｇ／ｌ；６０ｍｇ／ｌ

２．２．２ 三叶罗茨风机技术特征能够满足工艺要求
三叶罗茨风机出口风温＜６０℃。比Ｄ１２０－８１

Ｄ６０－８１离

心鼓风机的出口风温低，较有利生物处理。能够满足工艺要
求。
２．２．３ 三叶罗茨风机操作简单，容易维护，机械效率高
三叶罗茨风机两支叶轮始终由同步齿轮保持正确的相

Ｖ为接触氧化池的总容积ｍ３，４５００ｍ３；

位，不会出现互相碰触现象，因而可以高速化，不需要内部

Ｘｖ为ＭＬＶＳＳ浓度ｍｇ／ｌ；２４００ｍｇ／ｌ

润滑。可以长期连续运转。高速高效率。齿轮箱内设有 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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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ＢＯＤ的去除率进一步下降。可见，如果污水处理温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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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４０℃。将会给生物处理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从Ｄ１２０－８１

ｆ为ＭＬＶＳＳ／ＭＬＳＳ比值，一般取值

Ｄ６０－８１离心鼓风机特性表中看出，出口风温高于７０℃。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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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气温高，纸浆中段废水带来的水温，进入污水站温度已

Ｘ为ＭＬＳＳ浓度ｍｇ／ｌ，３０００ｍｇ／ｌ；

接近４０℃。显然风机出口的风温偏高，不适于生物处理工

ａ＇、ｂ＇纸浆废水经验系数，ａ＇取０．３８，ｂ＇取
０．０９２。

艺。
１．３ 多级离心鼓风机的工作原理及特性

摘 要：纸浆中段废水采用的处理工艺是生物膜法的一种——接触氧化法，在接触氧化过程中补给氧化作用所需要的氧气，
此工艺通常使用曝气的方法。目前曝气风机多采用多级离心鼓风机、罗茨鼓风机、活塞式空压机、螺杆式空压机等机械装
置，其选用应遵循设备选型的３个基本原则：生产上适用、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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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离心鼓风机是把原动机的机械能转变为气体压力

２．１．２ 风机总供风量计算

能的一种旋转叶片机械。当气体通过进气室均匀地进入叶轮

Ｑｆ ＝ Ｏ２／（０．２８×ε）

后，在旋转的叶片中受离心力作用以及在叶轮中的扩压作
扩压器的扩压作用，使一部分速度能转变成压力能。如此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５０Ｘ（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３

体经过几级连续压缩，获得所要求的气体压力。
因为空气的可压缩性很大。Ｄ１２０－８１

福建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段废水处理是１９９４年投入使

１．１ 机械设备故障处理复杂，检修费用高

用的，由于纸浆厂生产能力的提高，原来的污水处理已不能

由于多种原因Ｄ１２０－８１多级离心鼓风机开始出现机械故

满足生产需求，因此１９９８年８月，福建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障。首先是轴承烧毁，轴承座磨损，震动直至叶轮口环与蜗

原有的污水站进行改造。其污水处理工艺为接触氧化处理工

壳摩擦，铝合金叶轮烧坏。经购买原制造厂配件，并请制造

３

３

艺。原设计日处理污水１１０００ｍ 。纸浆中段废水８０００ ｍ ， 木

厂进行检修指导、检修，Ｄ１２０－８１多级离心鼓风机仍是出现

糖污水３０００ ｍ ，曝气系统配置４台多级离心鼓风机。型号、

同样故障，不能正常工作。该设备重达７６００ｋｇ，检修必须有

特性见表１

起重设备，而且动平衡要求很高，一般使用运行单位进行检

３

修有难度，需要专业检修，检修费用很高。
１．２出口风温太高，不适于生化处理
表１ Ｄ１２０－８１ Ｄ６０－８１离心鼓风机特性表
型号
台数

Ｄ１２０－８１
２

流量ｍ２／ｍｉｍ
风压 ＫＰａ
功率ＫＷ
转速ｒ／ｍｉｎ
出口风温℃
重量ｋｇ

１２０
８．８６
２２０
２９８０
≥７０
７６００

Ｄ６０－８１
２

３

Ｑｆ 为风机总共风量，ｍ ／ｄ ；；

用，使气体获得压力能和速度能，由叶轮高速流出的气体经

０．２８标准状态（０．１ＭＰａ ２０℃）下每立方米空气中含氧
３

量 ｋｇ／ｍ ；
ε接触氧化池氧的利用率 ％，ε＝１２～２０ 取１２％；

Ｄ６０－８１离心鼓风

３

Ｑｆ ＝２２０９６００／２８０×１２％＝６５７６１．９ ｍ ／ｄ

机是离心式而非容积式风机。当使用气压（曝汽水压加上风
管压力损失）大于或等于多级离心鼓风机的额定压力，气体
在蜗体内随叶轮旋转。机械效能大大降低，不能保证生物需
氧量。综上所述，多级离心鼓风机作为污水站曝气风机还需
要进一步改进。

每 分 钟 接 触 氧 化 池 的 曝 气 量 为 ６５７６１．９／（２４×６０）
３

＝４５．６７ ｍ ／ｍｉｎ
２．２ 技术上先进
以生产适用为前提，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防
止选择即将淘汰的设备。
２．２．１三叶罗茨鼓风机在污水处理工程中广泛应用，

２ 设备选型的３个基本原则

是容积式风机，强制送风，技术上能够满足工艺要求，操作

设备的选型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１）生产上适用，所

简单，容易维护，机械效率高。

选择的设备是和生产工艺的实际需要；（２）技术上先进，

三叶罗茨鼓风机的工作原理

生物处理工艺，污水处理温度对处理效果的影响见图

它以生产适用为前提，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防止选

罗茨风机结构： 罗茨风机为容积式风机，在两根平相

１。研究发现处理温度由２０℃提高到４０℃时，ＢＯＤ去除率由

择即将淘汰的设备；（３）经济上合理。应将生产上适用、

行的轴上设有２个三叶型叶轮，轮与椭圆形机箱内孔面及各

９８％降至９１％，ＣＯＤ去除率由８０％降至７０％。温度进一步升高，

技术上先进和经济上合理三者统一权衡。

叶轮三者之间始终保持微小的间隙，两叶轮互为反方向匀速

２．１生产上适用

旋转，而且结构简单，运转平稳，性能稳定。

６０
８．８６
１１０
２９８０
≥７０
４６００

需要多大规格风机，首先对曝气总量进行测算。
３

由于木糖停产，现污水日处理８０００ｍ ，对污水进行污染
物实测，测得ＢＯＤ５４６０ｍｇ／ｌ。

工作原理：２个三叶型叶轮在箱体内互为反方向匀速旋
转，使箱体和叶轮所包围着的一定量的气体由吸入的一侧输
送到排出的一侧。

２．１．１需氧量计算

１问题的提出

三叶罗茨风机的特点： （１）输送的风量与转数成比

Ｏ２ ＝ ａ＇ＱＳｒ ＋ ｂ＇ＶＸｖ

例；（２）三叶型叶轮每转动一次由２个叶轮进行３次吸气、

式中 Ｏ２为接触氧化，生物总需氧量ｋｇ／ｄ；

３次排气，与二叶型相比，气体脉动变少，负荷变化小；

３

３

Ｑ为污水总量ｍ ／ｄ，８０００ｍ ／ｄ；

污水站于１９９９年５月改造完毕，投入运行，运行半年后
出现了机械设备故障处理复杂，检修费用高等情况。同时由

Ｓｒ 为去除的ＢＯＤ５浓度ｍｇ／ｌ，４００ｍｇ／ｌ；

于出口风温太高，不适于生物生长，影响了废水处理的效

Ｓｒ ＝Ｓｉ－Ｓｅ

果。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Ｓｉ为进水的ＢＯＤ５浓度ｍｇ／ｌ，４６０ｍｇ／ｌ；

图１ 温度对ＣＯＤ、Ｂ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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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为出水的ＢＯＤ５浓度ｍｇ／ｌ；６０ｍｇ／ｌ

２．２．２ 三叶罗茨风机技术特征能够满足工艺要求
三叶罗茨风机出口风温＜６０℃。比Ｄ１２０－８１

Ｄ６０－８１离

心鼓风机的出口风温低，较有利生物处理。能够满足工艺要
求。
２．２．３ 三叶罗茨风机操作简单，容易维护，机械效率高
三叶罗茨风机两支叶轮始终由同步齿轮保持正确的相

Ｖ为接触氧化池的总容积ｍ３，４５００ｍ３；

位，不会出现互相碰触现象，因而可以高速化，不需要内部

Ｘｖ为ＭＬＶＳＳ浓度ｍｇ／ｌ；２４００ｍｇ／ｌ

润滑。可以长期连续运转。高速高效率。齿轮箱内设有 齿

福建轻纺 ２０１０第０２期

三叶罗茨风机机械强度高，噪声低，振动小。操作简
单，容易维护，机械效率高。

风压 ＫＰａ

林杰

功率ＫＷ

转速ｒ／ｍｉｎ

２

鼓 风 机 和 １台３ＨＥ－１４５、流量１６ ｍ ／ｍｉｍ三 叶 罗 茨 鼓 风 机 计
改造后每年节省电费：２４６６８１６－９５３０８４＝１５１３７３２元。

出口风温℃

３ＨＥ－１４５

３１．７

６８．６

５５

１３５０

＜６０

３ＨＥ－１４５

１６

６８．６

３０

６８０

＜６０

２

２台３ＨＥ－１４５ 三叶罗茨鼓风机（１台流量 ３１．７ｍ ／ｍｉｍ，

总投资不足１３万元，每年节省电费１５０万元，显而易

２．３ 经济上合理

要：ＥＲＰ成为驱动企业加速成长不可或缺的方式，但是ＥＲＰ的上线使用并不是万事大吉，其管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３ 运行效果
实际运行情况：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对污水站曝气风机进行更
新改造并投入运行，冬，春季气温较低，运行１台流量３１．７

施，力求企业管理思想与ＩＴ技术的“无缝连接”。
关键词：ＥＲＰ； 实施； 措施
ｄｏｉ： １０．３６９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５０Ｘ．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５
中图分类号：Ｆ２７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５０Ｘ（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３－０３

ｍ２／ｍｉｍ三叶罗茨鼓风机，就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夏季气温

２．３．１ 总投资测算

２

增设３台３ＨＥ－１４５ 三叶罗茨鼓风机。罗茨鼓风机的出风
口接入曝气风管。（投资测算表，表３）
表３

投资汇总表

项目

２

较高，运行１台流量３１．７ ｍ ／ｍｉｍ，１台流量１６ ｍ ／ｍｉｍ，共２台

１ ＥＲＰ运行存在的问题

头，没有了业务流的概念和总体协调管理，势必造成你往

三叶罗茨鼓风机，充分满足生产工艺要求。接触氧化池的效

１．１ ＥＲＰ细节的重要性

东、我朝西的局面，不断产出垃圾数据，形成各业务系统占

果非常理想，改造前后污水站出水指标见表５。

表５

ＥＲＰ系统就是将企业内部所有资源整合在一起，对采

改造前后污水站出水指标对比

单位 数量 单价（元）合计（元）

１

３ＨＥ－１４５三叶罗茨鼓风机

台

３

３１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２

鼓风机基础

座

３

１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３

风管（焊接钢管）

Ｍ

１２

７５０

９０００

４

安装费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总计（元）

１２０６００

２．３．２运行费用（用电量）对比 （表４）

三叶罗茨鼓风机

ＣＯＤｍｇ／ｌ
进水指标
１０００
改造前 运行Ｄ１２０－８１离心鼓风机
２００
２
运行３１．７
ｍ
／ｍｉｍ
１
台罗茨鼓风机
２２０
改造后
２
２１０
运行３１．７、１６ ｍ ／ｍｉｍ２台罗茨鼓风机

ＢＯＤｍｇ／ｌ
４６０
７０
７０
６５

参考文献：
［１］ 武书彬． 造纸工业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Ｍ］．北京：化

表４ 运行费用对比

型号
流量
功率ＫＷ
电量ＫＷｈ／ｄ
年电量ＫＷｈ
单价（电）
单台年电费（元）

摘

实施的深度和广度，即“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十二分实施”，因此实施是否“落到实处”决定了ＥＲＰ的成败， 其中的步骤
看似细枝末节，然而却影响深远，文章就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在实践中采取了切合实际的解决措

见，投资效益极佳。

２

１台流量１５ｍ ／ｍｉｍ）并联运行可以满足生产要求，１台备用。

序号

（福建省盐业进出口公司， 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５）

算，运行１年需要电费：９５３０８４元。

表２ ３ＨＥ－１４５三叶罗茨鼓风机特性表
２

要电费：２４６６８１６元。
改造后按运行 １台３ＨＥ－１４５、流量３１．７ ｍ２ ／ｍｉｍ三叶罗茨

选择３ＨＥ－１４５三叶罗茨鼓风机３台。设备特性见表２。

流量ｍ ／ｍｉｍ

夯实ＥＲＰ基础 实现高效率管理

改造前按运行１台Ｄ１２０－８１离心鼓风机计算，运行１年需

轮油甩油装置，因此不会产生漏油的现象。

型号

林杰：夯实ＥＲＰ基础 实现高效率管理

离心鼓风机

３ＨＥ－１４５
３１．７ ｍ２／ｍｉｍ
５５
５５×２４＝１３２０
４８１８００

３ＨＥ－１４５
Ｄ１２０－８１
１６ ｍ２／ｍｉｍ
１２０ｍ２／ｍｉｍ
３０
２２０
３０×２４＝７２０ ２２０×２４＝５２８０
２６２８００
１９２７２００
１．２８元／ＫＷｈ

Ｄ６０－８１
６０ｍ２ ／ｍｉｍ
１１０
１１０×２４＝２６４０
９６３６００

６１６７０４

３３６３８４

１２３３４０８

２４６６８１６

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 制浆造纸工业的污染与防治［Ｍ］．北京：轻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机械设计手册［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窦正远． 甘蔗渣制浆造纸［Ｍ］．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

山为王、各自为战的局面。

购、成本、库存、销售、运输、财务、人力资源进行规划和

１．２．３教育和培训不足：缺乏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

优化，从而达到最佳资源组合，获取最高利润的行为，但

无法适应ＥＲＰ的现代管理体系，使得再先进的ＥＲＰ也只能是空

ＥＲＰ成功上线并不意味着就能达到预定的效果，ＥＲＰ在企业的

中楼阁，因此规范的管理、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是实施ＥＲＰ的

运行要经过初期磨合的过程，期间存在着对管理和技术持续

“许可证”。

改进的工作，从而不断挖掘ＥＲＰ系统的功能并且满足企业个

１．２．４人力投入不够：引进的先进管理手段首先要由企

性化的管理要求，因此尽管公司在采购、分销、库存的运行

业骨干来使用，但“骨干”的含义也就意味着他们是经营中

及在信息共享上以财务为主线实现了信息集成，实现从面向

离不开的。因此企业实际上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不抽调骨

“职能”管理到面向“流程”管理的转变，但是在实际使用

干实施难以做好，而骨干长期调离生产又确实有困难，项目

中还是比较粗放，“形似”多于“神似”，存在不少问题。

实施过程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参与远远不够，项目小组的成员

１．２ ＥＲＰ系统的管理问题分析

以技术人员为主而不是以相关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为主，

１．２．１ 固有的惯性造成变革的困难：管理都有企业本

主要考虑技术适用性而不是管理适用性。

地化的风格，各操作人员都已经习以为常，要进行变革，难

１．２．５管理流程不畅：这是实施过程中最明显的问题，

度很大。员工对手工作业与系统运行的不适应感到很困惑，

业务流程重组是ＥＲＰ实施的前提条件，但是往往应为涉及太

还有部分功能不能完全替代现有的流程，经常出现流程中

多的方面而没有一个最优的方案，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

断、跳跃的事情，工作效率反而降低，再者企业员工接受新

组织架构和明确的职能分工，软件系统的管理功能和控制功

系统需要有一个心理认同和操作熟练的过程，现有系统的使

能将无法发挥作用，另外授权与控制机制不完善，职能不明

用大大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容易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使

确，没有完全杜绝人情化操作，存在“个性化、下不为例”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被放大，整个项目推进十分缓慢。

的情况，ＥＲＰ的先进理念就得不到充分展现，无法发挥其应

１．２．２ 公司组织或架构不适应：原有的模式、架构令
ＥＲＰ的运行力不从心，并且员工对系统功能的了解和坚持下

有的效率，导致软件系统的简单应用。
１．３

ＥＲＰ系统的技术问题分析

去的决心从一开始就没有培养起来，各模块是“铁路警察各

１．３．１ 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及时：ＥＲＰ系统最终所有的业

管一道”，本应是荣辱与共，流水作业的兄弟分割成几个山

务数据都会传递到财务系统中去，能够体现管理提升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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