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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sheet

进行业务转型和实现卓越运营的关键

ARIS 是领先市场的顶级业务流程分析 (BPA) 和管理软件解决方案，适用于希望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组织。
但改变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经过策划的。
ARIS 通过受到严格管理和控制的业务变革
带来真正的转型。
无论您的企业经营什么业务，规模如何，ARIS 均可提升企业现状，铺平通往卓
越运营的道路。

如果您能实现以下目标将会怎样?
• 实现卓越运营？
• 确保敏捷转型？

• 充分了解并管理企业？

• 从上到下协调整个组织？

• 确保遵从法规，防范风险？

做出改变

ARIS 支持您进行跨部门、
层次结构、
系统和地点的企业级业务转型。
记录、
分析、
优化并沟通端到
端流程，同时考虑风险和合规性。
深入的流程见解可实现卓越运营，支持做出最佳决策。

“ARIS是威孚高科的
流程管理的核心平
台，它大大减少了企
业内部的沟通成本”
– 威孚高科

ARIS

ARIS 提供三种不同的版本，
满足组织需求。

访问 www.ariscloud.com 了解更多详情，
并立即免费试用！
ARIS Elements

•开始流程设计的理想之选
•易于使用

•快速获得结果

ARIS Advanced

•提高效率的下一阶段

•功能最强大的设计和报告选项
•灵活报告

ARIS Enterprise
•您的企业级云

•直接得到顶级创新成果

•享受专业级 ARIS 功能，
•利用扩展进行自定义

Enterprise 版本可以利用以下 ARIS 扩展根
据您的需求进行自定义：
流程挖掘、
风险与
合规性、
模拟、
SAP 解决方案、
优质文档存
储、
SharePoint 集成、
第三方集成、
RPA。

关于 ARIS

• ARIS 结合了一流的业务流程分析、
• 流程挖掘和合规性

• 依托超过 25 年的业务流程经验

• 得到超过 1000 万终端用户和超过
10,000 家客户的信任
Bi全球最大的 BPM 社区，有超过
600,000 名 ARIS 用户：
www.ariscommunity.com

”ARIS使各业务单位流程建
设的标准更加统一，跨业
务流程的衔接更加顺畅，
业务架构覆盖更加全面”
- 中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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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 可凭借全面的功能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成熟的功能可为您的企业及利益相关者完成所有计划提供强劲支持.
将战略变为现实
设计、分析、优化和沟通业务流程，使企业走
向卓越。
ARIS 通过更加高效的流程，支持您
对不断变化的业务和市场要求更快地做出
响应。

确保所有人达成共识，并使改变可控。
部署和变更管理对于所有成功转型而言都是
至关重要的方面。
为了实现成功转型，在单一
信任源中存储和共享的运营过程和策略必须
在整个组织中进行部署。

流程的实际运用
业务自动化可提供一组工具，帮助实现业务
流程的自动化。
其中包括作为一般技术方法
的 RPA，以及由流程推动的 SAP 和 IoT 管理。

获得深入的业务见解
ARIS 流程挖掘提供了一组全面的功能，可衡量
并控制流程的实际执行。
它支持您自动发现端
到端流程，并将它们与流程设计相对应，可用于
流程遵从情况检查，并跟踪采用率。

完全控制您的企业
ARIS 可通过企业级系统的灵活实施和高效运营
支持风险和合规性管理。
协调业务和企业架构
企业架构管理可对企业架构进行设计、分析和
转型。
记录并规划应用、技术或信息等 IT 资产，
并与业务流程相结合

ARIS

机器人流程
自动化

流程
挖掘

风险和
合规性

第三方
集成

SharePoint
集成

模拟

®

优质文档存储

SAP ® 解决方案

ARIS 扩展

ARIS 提供广泛的建模和仪表盘功能。
利用 ARIS 将战略变为现实。

您可以根据需要扩展 ARIS Enterprise 取决于需求和项目。
ARIS 扩展随时准备
支持您的专业应用场景。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添加了软件机器人“
员工”
，将重复的手动任务和流程自动
化，完全集成到整体流程中，可在无人值
守模式下工作。
SharePoint 集成支持用户使用经过集
成的 SharePoint 和 ARIS

优质文档存储可使用 ARIS 存储多达 100
万份文档。
流程挖掘增加了自动发现流程、异常检
测、AI 根本原因探寻和交互可视化等
功能。

风险和合规添加的功能可将法规要求与
运营风险结合为单一方法，还提供内部
控制系统 (ICS)。
模拟添加了测试假设场景的功能，并获
得有关瓶颈和改善潜力的信息。

SAP ® 解决方案 添加的功能可支持 SAP
项目的全面实施以及部署，并支持测试、
沟通、培训及上线。
利用 ARIS 流程挖掘获得深入的业务见解并做出正确决策

“ARIS产品在流程建模和流程梳理方面功能强大”
- 万科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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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

ARIS 实际效果
增强质量

“我们最多可实现 40% 的成本削减”

我们热爱我们的客户 - 而他们热爱 ARIS!

无论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项目，ARIS 均可支持您取得成功
ARIS 可与您共同扩展和发展，无论您在目前和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项目。
利用 ARIS 实现更
高水平的工作效率，从业务流程中挖掘最大潜力。

提高效率

“我们节省了高达 300 万欧元。
”

缩短 IT 实施时间

“现在我们在数据库中的搜索速度加快了 50%。
”

改善业务透明度

“我们最多可实现 40% 的成本削减”

增加流程敏捷性

“我们的开发成本节省了 25%。
”

后续行动

立即免费试用
要了解 ARIS 如何彰显您的独特优势，请
与当地 Software AG 代表联系，或访问
www.SoftwareAG.com

“ARIS系统将线上和线下的不同的业务进行了整合，帮助企
业级用户发现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调整和优化”
- 中国化工

联系我们
Software AG中国区电话：
400-033-1660

Software AG 中国区邮箱：
marketing-cn@softwareag.com

关于 SOFTWARE AG

Software AG成立于1969年，活跃于70多个国家，是欧洲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独立系统软件供应商之一。
公司总部设在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
，在法兰克福交易所上市。
Software AG提供基于开放标准的首个数字化业务平台，该平
台以集成、
流程管理、
企业架构、
内存大数据、
流数据分析为核心构件，支持企业内部部署及云应用。
Software AG在多个领域拥有领先的软件品牌，包括ARIS（业务流程建模和分析）
，Alfabet（企业架构和IT资产管理）
，webMethods（系统集成
和流程自动化）
，Terracotta（内存式大数据管理）
，Apama（复杂事件处理）和 Cumulocity (物联网设备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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