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转型您的外勤勤服务业务

增加利利润、提⾼高⽣生产⼒力力、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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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每天都⾯面临着组织和运营⽅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会导致利利润缩减、⽣生产⼒力力
降低、客户满意度下滑。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如果客户对⾃自⼰己的体验感到不不是很满意，就会⽐比以往更更容易易地
选择其他竞争对⼿手，并劝阻潜在客户。 

这部必备⼿手册根据从世界各地数百家服务企业收集到的数据编写⽽而成，将会告诉您
如何应对当今和未来影响与您类似企业取得成功的主要挑战。 

变⾰革转型势在必⾏行行，别⽆无他选。



结束烦恼的时候到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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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预约  
和取消预约

成堆的纸张

重复的数据录⼊入

过时的客户 
 信息

丢失的照⽚片

逾期的发票

卡⻋车上的  
错误部件

下班前的混乱

丢失的合同

利利⽤用定制化 App 应对每⼀一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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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电⼦子书中，您将： 

探索通过定制化 App 转型业务的 6 种⽅方法  

• 取消纸质流程 
• 简化⽇日程安排（和⽇日程调整） 
• 在外勤勤团队和总部之间共享关键信息  
• 结束搜索⽂文档、照⽚片和视频  
• 在外勤勤现场⽣生成报表、发货单和估价单 
• 让外勤勤现场⼯工作⼈人员完成更更多⼯工作  

定义转型 

• 您要转型什什么？ 
• 为什什么这个转型会影响深远？ 
• 您将如何衡量量达成⽬目标的进度？ 

制定业务转型的进程 

• 规划您的定制化 App 

• 构建您的定制化 App  

• 部署您的定制化 App

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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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工作陈规 
让您的团队摆脱枯燥的⼈人⼯工流程，专注于重要的⼯工作。 

随时随地完成⼯工作 
⽆无论员⼯工在何处⼯工作，都能为他们提供关键的实时信息。 

填平鸿沟 
超越现有技术的限制，解决关键业务问题。 

⽼老老套⼯工作⽅方式的 
症状 

• 散落的信息 - 在⾮非集中关林林的
⽂文档和数据中搜索浪费了了⼤大量量
的时间，并且不不太确信哪⼀一个
才是最新版本。 

• 不不连贯或者特设的流程 - 团队
重复使⽤用不不连贯的流程或者缺
乏清晰的指导。 

• 僵化的技术 - 缺乏灵活性，不不
能按需在喜欢的设备上提交 
APP。 

使⽤用⼯工作创新平台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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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Arnold DaSilva 实现 577% 
的利利润增⻓长

“使⽤用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完全

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体验。定制化 
App 开发迅速、易易于使⽤用、表现完

全符合预期。它帮助我从根本上改
变了了经营⽅方式，这简直是⼀一件不不可
思议的事。” 

— Jeremy Arnold， 
Arnold DaSilva 
总经理理

问题： 
Arnold DaSilva 是⼀一家从事出⼊入境管理理⼯工作的物流公司。由于有⼤大量量敏敏感⽂文

件需要在政府机构和律律师事务所之间传送，Arnold DaSilva 团队需要⼀一种⽅方

法来捕获客户数据、跟踪每个申请的进度以及随时将最新信息告知客户和合

作伙伴。企业⽆无法实现扩展和业务增⻓长。 

解决⽅方案： 
借助 Arnold DaSilva 的定制化 App，外勤勤团队外出办公时，管理理团队就能从

总部监视团队的⼯工作进展。定制化 App 还向客户和合作伙伴发送⾃自动更更新。 

结果：  
简化的操作促进了了 Arnold DaSilva 的业务增⻓长。这节省了了低效流程浪费的

时间，管理理团队可以专注地发展业务。现场操作更更具可⻅见性，管理理团队能够

灵活地调整业务。收益增加，利利润增⻓长了了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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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co Maintenance Tohoku  
取消纸质流程 

“在过渡到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之

前，我们每个⽉月收集⼀一次⽇日常报表，
然后将所有纸⾯面数据转移到电⼦子表格
中。这个过程需要耗费 3 天时间。我

们的定制化 App 完全解决了了因时间

滞后和重复录⼊入数据⽽而导致的效率低
下问题。现在，我们采⽤用根据企业结
构和运营⽽而定制的⽅方式来实时捕获和
共享数据。如此⼀一来，我们不不仅可以
交付出⾊色的服务，还可以⽴立即对问题
做出响应。” 

— Kazuaki Ito， 
Nexco Maintenance Tohoku 
业务总监

问题： 
Nexco Maintenance Tohoku 负责维护整个⽇日本北北部的道路路和公路路设施。由

于地域⼴广阔，Nexco 每个团队都有独特的⼯工作⽅方式和特定的需求。事实证

明，纸质⼯工作单和报表效率低下且令⼈人头痛，不不便便于团队管理理。 

解决⽅方案： 
FileMaker 平台让每个团队都能使⽤用定制化 App，还能根据团队需求的演进

轻松修改。Nexco 在 iPad 和 iPad mini 上使⽤用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来执

⾏行行例例⾏行行安全检查、跟踪检查结果并出具包含相关照⽚片和视频的报告。这使得

维护⼈人员和⼯工作现场检查⼈人员可以保持连接并⾼高效地⼯工作。 

结果：  
该组织最初开发了了 8 个定制化 App，但随后扩展到 12 个，以便便满⾜足每个团

队的需求。这种做法成效显著。通过使⽤用定制化 App，Nexco 不不仅简化了了

运营，还⼤大幅提⾼高了了服务质量量。公司最初在 Tohoku 部⻔门执⾏行行此⽅方案，现已将

定制化 App 应⽤用到其他部⻔门，并期待继续扩展到⽇日本的整个公路路维修⾏行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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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张到 iPad 或 iPhone

在外勤勤服务业务变⾰革转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从基于纸
张的系统过渡到电⼦子系统。 

这将完全避免重复录⼊入数据，避免在⼯工作结束后浪费时间重
新输⼊入纸质表单上数据。这个转变还将让您在⽣生产⼒力力和利利润
上获益，包括： 

• 允许每个⼈人即时访问详细的客户信息，包括过去的交互记录、每

次通讯的时⻓长、相关照⽚片和其他关键信息。 

• 通过安排具备适当专业知识的合适⼈人选，以及为每次来电分配适

当的部件，更更加轻松地安排⽇日程。  

• 管理理和分发新的⼯工作单和变更更请求，⽆无需让技术⼈人员回到总部或

者接听调度员的电话、收发电⼦子邮件或⽂文本消息。 

• 轻松⽣生成包含关键指标最新统计数据的服务报告。

淘汰纸质流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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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奥斯汀会议中⼼心的纸质流程

“我们的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可

以让⼯工作⼈人员在展厅为参展商提供
帮助，⽆无需来回往返于服务台获取
⼯工作单或变更更请求。” 

— Joe Gonzalez， 
奥斯汀会议中⼼心 
IT 服务部经理理

问题： 
奥斯汀会议中⼼心是⼀一个⼤大型活动中⼼心，也是颇受欢迎的 South by Southwest 

(SXSW) ⾳音乐节举办地，并因此闻名。该会议中⼼心需要实现⼯工作单及变更更请

求的⾃自动化处理理，从⽽而满⾜足参展商的需求。他们要处理理⽆无穷⽆无尽的纸张，浪

费着时间和资⾦金金。每个⼯工作单和变更更请求表单或传真都需要录⼊入系统，然后

打印并塞进活⻚页夹中。  

解决⽅方案： 
为⼯工作⼈人员配备了了在 iPad 和电脑桌⾯面上运⾏行行的 FileMaker 定制化 App，实

时显示⼯工作单和变更更请求的更更新。现在，规划团队在会议中⼼心的任何位置，

都可以轻松访问并更更新⼯工作单及展位图。审核⼩小组在展厅使⽤用定制化 App 来

确保已按照规范完成⼯工作。此外，管理理⼈人员还可以在定制化 App 上查看完整

的活动时间表和⼯工作单渠道，从⽽而更更顺利利、更更轻松地制定计划并配备⼈人员。 

结果：  
在不不到 4 个⽉月的时间内实现了了 200% 的投资回报。由于能够更更快、更更⾼高效

地做出响应，奥斯汀会议中⼼心的客户满意度和团队⽣生产⼒力力均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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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您的  
时间表

恰当的⼈人员、地点和时间 

适时地安排适当的⼈人员前往合适的地点，在第⼀一次拜访客户
时就能⽤用正确的部件解决来电中提及的问题是⼤大多数服务企
业的终极⽬目标。  

如果⾸首次修复率超过 85%，您的盈利利能⼒力力和客户满意度便便会

突⻜飞猛进。相应地，积极的客户评价和推荐也会⼤大量量增加，
推动业务的持续发展。   

如果能够在⼀一个定制化 App 上集中查看所有客户、技术⼈人

员、部件和时间表，结果会怎样？ 

• 专业知识与职位相匹配。 

• 正确的部件和设备唾⼿手可得。 

• 差旅路路线得以优化。 

• 到达时间最⼤大限度缩短。 

• 取消和改期事项⽴立即传达。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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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Medical Services 提⾼高患者的

治疗效果

“通过在 iPad 上运⾏行行 FileMaker 定

制化 App，我们已经实现了了巨⼤大突

破，最终达成了了⼀一个⾮非常重要的医
疗服务价值主张：以更更低的成本实
现更更⾼高的服务品质。” 

— Michele Lee， 
Lee Medical Services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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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Lee Medical 负责为医院、急救机构、康复中⼼心、家庭和惩教机构提供医疗

服务。Lee Medical 需要确保移动护理理⼈人员能够实时访问患者的病历，并适

时、恰当地使⽤用设备，从⽽而降低故障发⽣生率以及因中⼼心导管相关⾎血流感染⽽而

花费的成本。  

解决⽅方案： 
移动护理理⼈人员使⽤用在 iPad 和电脑桌⾯面上运⾏行行的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来记

录和监视所有与患者和设备有关的信息。定制化 App 不不仅能够让移动护理理

⼈人员为患者提供⾼高品质护理理服务，还能最⼤大限度降低感染率。 

结果：  
Lee Medical 不不仅显著提升了了护理理服务品质，每年年还为医疗服务提供商节省

数百万美元资⾦金金。Lee Medical Services ⽬目前的跟踪记录显示，1,000 导管

⽇日感染病例例数不不⾜足 0.5，远远低于⼤大多数医疗机构 2 - 18 的感染病例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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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勤勤现场与总部
之间共享关键信息

实时更更新确保每个⼈人及时获得信息

设想⼀一下，在每次处理理完服务来电后可⽴立即更更新信息，包括
完整的服务详情、使⽤用的部件以及花费的时间。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可以实现这⼀一切。 

您的关键业务信息是什什么？客户电⼦子表格？⼯工作单列列表？外
勤勤现场或⽤用于审核的照⽚片和视频？库存？⽆无论关键业务信息
是什什么，您都可以将其导⼊入定制化 App，并将详细信息提

供给每⼀一位客户。这样⼀一来，您的总部团队和外勤勤⼯工作⼈人员
可以实时访问最新的业务详情，包括： 

• 客户基本信息，例例如姓名、编号和地址。 

• 与每个客户相关的以往和将要完成的⼯工作单列列表。 

• 之前与每个客户进⾏行行交互和交谈的记录。 

• 每份已签订合同的副本。 

• 设备、器器械或⼯工作现场的照⽚片。 

• 每位技术⼈人员完成每个⼯工作单花费的时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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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Consulting Engineers 为所有

⼈人保持同步

“我们了了解到如何能够⾃自动收集更更多

的数据，随即增加了了更更多的模块，
以便便尽可能使⽤用 FileMaker 移动解

决⽅方案来管理理数据。我们与外勤勤⼯工
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变得更更加简单，
因为当外勤勤员⼯工输⼊入勘测或⽔水质数
据时，我们实际是在同步⼯工作。” 

— John Lucero， 
E2 Consulting Engineers  
项⽬目经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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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2 Consulting 提供与⼯工程、环境咨询、⽯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运营以

及修复相关的服务。E2 急需使参与 Sulphur Bank Mercury Mine Superfund 

站点清理理⼯工作的每个⼈人保持步调⼀一致。该公司要在 8 家监管机构、7 个分包

商和 20 名外勤勤⼯工程师、科学家和施⼯工⼈人员之间记录与报告清理理活动信息，

这⾮非常麻烦且费时。 

解决⽅方案： 
为团队提供了了⼀一个在 iPhone、iPad、电脑桌⾯面和 Web 上运⾏行行的 FileMaker 

定制化 App。这个定制化 App 可以捕获⽇日常项⽬目⽇日志和照⽚片，跟踪变更更

单，发布健康和安全报告，将数据⽂文件提交给分包商，提供每⽇日质量量控制报

告，以及将相关信息发送给环境保护署官员。还允许设定多个访问权限等级，

确保安全性。 

结果：  
E2 改进了了清理理操作，同时节省了了时间和资⾦金金。FileMaker 定制化 App 上集

中管理理的数据让该公司认识到，如何能够显著地改进清理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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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整合带来出⾊色体验

不不要再四处查看⽂文件夹来浏览照⽚片、视频、电影、合同、电
⼦子表格和演示⽂文稿了了。您可以使⽤用定制化 App 轻松存储这些

⽂文件，还能将与客户、⼯工作或项⽬目相关的所有其他内容⼀一并
存储。  

这样可以保持井然有序。将相关的⽂文件，包括 PDF、视频和

图像，融为⼀一体。定制化 App 可以反映您输⼊入、更更新和使⽤用

业务信息的⽅方式。 

• JPG、PNG 和 TIFF 图像  

• PDF、DOC 和 PAGES ⽂文档 

• MOV 和 WAV 多媒体⽂文件 

• XLSX 和 NUM 电⼦子表格 

• KEY 和 PPT 演示⽂文稿 

• CSV、XML 和 ODBC 数据

停⽌止疲倦地搜索 
⽂文档、照⽚片和视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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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反馈和满意度

⼯工作单、 
报价和报表

签订的合同和 
服务级别协议

客户与⽤用户详细信息

服务来电时间表

与每个来电相关的照⽚片、     
视频、⼿手册和其他⽂文件 

⼯工作时数

可使⽤用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管理理的信息类型

定制化 App 将您的信息整合到⼀一处，以便便在 iPhone、iPad、Windows、Mac 和 Web 上访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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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Development Service 
Gmbh 协同管理理图像和⼯工作记录

问题： 
Building Development Service Gmbh (BDS) 是⼀一家德国物业管理理公司。

BDS ⼀一直在使⽤用 Excel 和点解决⽅方案为其所管理理的设施跟踪⼯工作单、维护

任务和项⽬目。该公司需要⼤大量量现场照⽚片来记录问题并完成修复⼯工作，然⽽而

与客户⻅见⾯面时，经常会发现照⽚片丢失、保存到错误的⽂文件夹或者⽆无法访问，

这个问题存在已久。  

解决⽅方案： 
BDS 使⽤用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来管理理⼯工作流程、每项财产的跟踪信息以

及现场完成的每项修复⼯工作。移动⼯工作⼈人员可拍摄照⽚片来记录每个阶段。

定制化 App 还可以跟踪每个⼯工作⼈人员的计薪⼯工时，使⼯工作⼈人员能够轻松、

准确地完成时间表任务。 

结果：  
仅仅⼀一年年之后就实现了了 ROI。由于改进了了可⻅见性和责任制，⽣生产⼒力力得到显著

提升。BDS 现可轻松地跟踪每个项⽬目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整个过程。 

“与以往使⽤用 Excel 和纸张相⽐比，我

们的时效性提⾼高了了 75%，同时还为

客户展现了了现代化专业⽔水准。” 

— Manfred Dübner， 
Building Development 
Service Gmbh 的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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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勤勤现场 
⽣生成报表、 
发货单和估 
价单 

如果不不能轻松访问、查看或共享数据，捕获与存储信息有什什么意义？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中存储的信息可通过 iPad、iPhone 或电脑桌
⾯面轻松访问、查看与共享。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具备内置报表功

能，您可以使⽤用这项功能即时⽣生成有洞洞察电脑桌⾯面的汇总报表、发货
单和估价单。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可通过管理理仪表板、即时提醒和可视数据实时
提供详尽信息，帮助您快速、⾼高效地采取举措。  

借助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提供的洞洞察信息，企业领导者可以采取适
当的举措来增加利利润、提⾼高⽣生产⼒力力和客户满意度。 

• 创建 Microsoft Excel 或 PDF 等主流格式的报

表、发货单和估价单。 

• 发布到 Web，以便便客户和⼯工作⼈人员轻松访问。 

• 创建管理理仪表板汇总，通过电⼦子邮件每⽇日⾃自动发送 

• 添加饼图和条形图来显示数据。

将海海量量信息转变为可⽤用数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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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D Promotions ⽣生成报告 
速度提⾼高 80%

问题： 
PMD 是⼀一家领先的橱窗海海报⼴广告公司，在 20 座城市的市场上积极开展业务。

PMD 需要通过⼀一种⽅方式精⼼心安排 75 名移动陈列列代表的⼯工作。公司通过传真

和电⼦子邮件发送活动详情，通过 FTP 发送照⽚片，需要辨认潦草的⼿手写备注，

在重复输⼊入信息和内容匹配上花费⼤大量量的时间。 

解决⽅方案： 
陈列列代表使⽤用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捕获图像、备注和场馆详细信息并存

储到⼀一处，⽆无需重复录⼊入数据。PMD 管理理部⻔门使⽤用定制化 App ⽣生成详尽的

报告。 

结果：  
处理理报告的时间减少了了 80%。只需⼏几分钟，PMD 即可创建⼀一组报告，以简

单易易懂的格式将照⽚片、场馆名单、统计数据和位置地图进⾏行行整合。这样⼀一来，

PMD 管理理团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降低成本、改善运营、提⾼高客户满意度。

“⼯工作⼈人员不不再需要执⾏行行过时的任

务，例例如重新输⼊入数据并费⼒力力地将
照⽚片与分散的现场数据进⾏行行匹配，
这样，我们⼀一年年可以节省 40,000 美

元，⼏几乎⽴立即获得了了投资回报。由于
不不再需要重复录⼊入数据，⽣生成报告
的时间⼤大约缩短了了 80%，⼏几乎避免

了了错误的发⽣生。” 

— Dean Stallone， 
PMD Promotion 的 CEO 
 
 



外勤勤团队不不仅要处理理⼯工作单，还要做更更多事。允许技术⼈人员
查看⽇日程表、部件成本和任务所需时间，从⽽而在执⾏行行任务时
创造更更多收益，提⾼高客户满意度。 

 
让外勤勤⼯工作⼈人员担任销售、营销和客服⻆角⾊色，允许他们： 

与客户在现场时提前安排电话跟进。 

追加销售新的服务并即时⽣生成新的估价单。 

离开客户现场之前在发货单上签字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客户。 

随时记录客户反馈和星级评定，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这些

内容来吸引更更多客户。

�20

让外勤勤⼈人员  
做更更多事

担任更更多⻆角⾊色

6



“我们刚刚在所有分⾏行行部署了了⼏几百部 

iPad。作为⼀一家⽴立⾜足社区的本地银⾏行行，

客户关系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通过
在 iPad 上使⽤用 FileMaker，我们能够

在客户服务⽅方⾯面特⽴立独⾏行行，成为⾏行行业
先锋，也因此⽽而与众不不同。” 

— Ren Kuroda， 
TOYOTA Credit Union  
⾏行行政总监 

TOYOTA Credit Union 做到更更出⾊色，

客户更更满意。

问题： 
TOYOTA Credit Union 是⽇日本⼀一家⼤大型本地银⾏行行，有 38 家分⾏行行。客户服务

代表依赖功能有限的便便携式数据终端开展⼯工作。他们⽆无法有效地安排预约，

也⽆无法访问重要的客户账户信息。 

解决⽅方案： 
现在，客户关系代表可以在 iPad 上使⽤用 FileMaker 定制化 App 快速且⾼高效

地安排客户拜访。他们可以在拜访客户时通过定制化 App 安全地访问全部所

需信息。 

结果：  
定制化 App ⼤大幅缩短了了安排预约所花费的时间，客户关系代表有更更多时间准

备会议并满⾜足客户需求。使⽤用定制化 App 能够快速、准确地响应客户咨询，

他们现在可以提供更更优质的⾦金金融服务，提⾼高了了客户满意度。TOYOTA Credit 

Union 将即时访问客户数据视为⼀一项关键的竞争优势，⽽而其他银⾏行行⽆无法在接

待客户时获取实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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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什么、为什什么、如何做？ 

您的任务是什什么？ 

以电⼦子⽅方式访问客户信息，让现场技术⼈人员在 iPad 上完整记录与服务来电过程

中所提供的服务相关的详细信息。结束使⽤用纸质表单的做法，每天⼯工作结束后

不不再重复地输⼊入信息。 

为什什么执⾏行行这项任务？  

说明您为什什么要完成上述任务。帮助您的团队获知任务的重要性以及整个组织

如何从中获益。 

如何衡量量进展？ 

简要制定⼀一个计划，说明您将如何衡量量任务的进展。应将关键绩效指标定期传

达给团队。 

为转型定义 

要转型业务，⾸首先要定义哪些改变对
您的外勤勤服务机构意义重⼤大。  

这⼀一框架包含 3 个步骤，将会帮助您

为有效实现业务变⾰革与转型做好准备。

是什什么 = 任务 

为什什么 = ⽬目的 

如何做 =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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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 Heating 
and Air 如何定义
⾃自身变⾰革 

这是⼀一场⻢马拉松，不不是短跑冲刺刺，
所以要从⼩小事做起，流程上的每⼀一
项改进都将为您的企业带来影响。 

          任务 

以电⼦子⽅方式访问客户信息，让现场技术⼈人员在 iPad 上完整记录与服务来电过

程中所提供的服务相关的详细信息，每天⼯工作结束后不不再需要重复地输⼊入纸质

表单信息。 

          ⽬目的 

通过在设备上现场输⼊入信息，我们将能够即时查看与服务来电处理理结果、使⽤用

的部件、花费的时间等内容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样，我们能够： 

• 最⼤大限度提⾼高客户满意度 

• 驱动业务增⻓长 

• 提升盈利利能⼒力力 

          进展 

衡量量任务进展时将要使⽤用的关键指标包括： 

• 数据录⼊入花费的时间 

• ⾸首次修复率 

• 达到修复率的时间 

• 客户满意度

任务、⽬目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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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为您实施  
定制化 App

现在，您已经了了解到定制化 App 如何帮助与您类似的企业

实现转型，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开始实施您专属的定制
化 App。   

请记住，这是⼀一场⻢马拉松，不不是短跑冲刺刺，流程上的每⼀一项
改进都将为您的企业带来影响。

实施定制化 App 的 3 个步骤

第 1 步：规划  
列列出您的需求和要求 

第 2 步：构建  
构建您专属的定制化 App 

第 3 步：部署  
与团队分享定制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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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您的⽬目标 

记得您在定义转型时设定的任务吗？这项任务如何与您的企业⽬目标、团队⽬目标

和⽤用户⽬目标保持⼀一致？ 

撰写⽤用户场景 

指出谁将使⽤用您的 App。他们将⽤用它来做什什么？他们将在何处使⽤用您的 

App？他们将在何时使⽤用您的 App？他们将在什什么设备上使⽤用您的 App？ 

定义整合、安全性和部署的需求 

确定您将需要链接到哪些其他数据源，例例如 QuickBooks 或其他核算软件。您需

要哪种类型的安全性，将如何与团队共享这款 App？ 

开发与测试原型 

制作原型（即便便在纸上绘制）的⽬目的，是在投⼊入⼤大量量时间进⾏行行开发之前，先要

与团队确认定制化 App 的概念。   

定义如何构建定制化 App 
根据您的专业⽔水平，您可以从头开始亲⾃自构建定制化 App，聘⽤用经认证的  

FileMaker 顾问为您代劳，或者聘请向导兼顾上述两种⽅方法。

构建定制化 App 的第⼀一步， 
是列列出您的需求和要求。  

请阅读规划定制化 App 的 
完整指南，了了解更更多内容。 

为您的定制化 App 进⾏行行规划

下载电⼦子书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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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数据库基础知识 
⾸首先，您需要确保熟悉基本的数据库概念，包括字段、记录、表、关系、属性和

实体。 

设计数据模型 
在这⾥里里，您将确定哪种类型的数据将与其他类型的数据相关，例例如与特定客户

关联的单独⼯工作单。 

设计⽤用户界⾯面 
本指南 “规划” 步骤中收集的⽤用户需求将帮助您决定⽤用户界⾯面的外观，以及连接

数据所需的业务规则。 

导⼊入数据并与其他数据源整合 
拖放您的 Excel ⽂文件或其他受⽀支持格式的⽂文件，将这些数据与 MySQL、Oracle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等外部数据源整合。   

创建业务逻辑并设计⼯工作流程 
业务逻辑是⼀一个程序，⽤用于管理理最终⽤用户界⾯面和数据库之间通信，并启⽤用所需

⼯工作流程。 

设置安全性 
创建⽤用户帐户并为每个⽤用户分配权限。FileMaker 平台采⽤用统⼀一的安全模式，

您为⼀一款 App 设置的安全性可以应⽤用到 iPad、iPhone、Windows、OS X 以

及 Web 上。  

测试您的 App 
设计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是构建 App 的关键步骤。测试结果将帮助您决定，在执

⾏行行 “部署” 步骤之前是否需要重新进⾏行行设计。 

规划完成后，下⼀一步是构建 
您的定制化 App。 

 阅读构建定制化 App 的完整 
指南，了了解更更多信息。 

下载电⼦子书

构建您的定制化 App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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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还是聘请专家？  

很多 FileMaker 客户都不不具备任何编程经验，却构建了了⾃自⼰己的 App。我们称他们为
“公⺠民开发者”。然⽽而，您可能更更希望与 FileMaker 商业联盟顾问合作，让他们利利⽤用在 
FileMaker 平台⽅方⾯面的丰富经验更更快速地为您构建 App。 

或者，您可能想要聘请⼀一位向导来帮助您开始构建，同时兼顾上述两种⽅方法。   

⽆无论您要独⽴立完成还是聘请专业⼈人员获得帮助，FileMaker 社区都会随时帮助您，

确保您取得成功。 

�29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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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 
开始亲⾃自开发。我们提供以下有⽤用的资源： 

• FileMaker.com/cn 学习⽹网站将您连接到培训教程、在线和⾯面授课堂、⽹网络研讨会、讨论会、视频和

教程。 
www.filemaker.com/cn/learning 

• 官⽅方 FileMaker 社区可在您与其他 FileMaker ⽤用户和专家之间建⽴立连接。获得问题解答、观看视频

并访问技术概览、使⽤用指南⽂文章、⽩白⽪皮书以及更更多内容。 
community.filemaker.com 

• FileMaker.com ⽀支持⽹网站提供产品⽂文档、知识库⽂文章、购买决策帮助和安装指南： 
www.filemaker.com/cn/support 

聘请 FileMaker 商业联盟合作伙伴 
经认证的第三⽅方顾问提供⼀一系列列服务，可在开发过程中的任何时间、任何阶段提供上⻔门服务。 

developer.filemaker.com/search 

与向导合作 
将您的资源与顾问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兼顾两种⽅方法。

哪种⽅方法最适合您？

http://www.filemaker.com/cn/learning
http://community.filemaker.com
http://www.filemaker.com/cn/support
https://www.filemaker.com/cn/partners/find-a-partner/


DIY 是否适合您？  

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是     否 我在使⽤用 Excel 宏或其他⾼高 

级电⼦子表格功能⽅方⾯面有⼀一些经验。 

    是     否 我创建过⽹网⻚页或者在 HTML 
中编写过代码。 

    是     否 我喜欢使⽤用新的 App 带来

的挑战。 

    是     否 我喜欢尝试新的科技产品。 

    是     否 我觉得⾃自⼰己很懂技术。 

您有时间 DIY 吗？  
这是因为您能做并不不表示您应当去做。 

    是     否 我能找出时间独⽴立应对额外

的项⽬目。 

    是     否 我能安排时间参加在线培训

或⾯面授培训。 

    是     否 我已经阅读规划、构建、部

署指南，准备开始⾏行行动。 

    是     否 我可以分配时间构建、测

试、部署、更更新我的定制化 App。 

您是 “平⺠民开发者”

吗？ 

最近的⼀一项 FileMaker 客户调查发

现，82％  的客户在企业内部构建

⾃自⼰己的定制化 App；其中 52％ 的

客户在 3 个⽉月内就构建出了了⾃自⼰己的 

App。 

计算您的分数！  
每个 “是” 计 1 分。 

7-9 分 您具备了了将定制化 App 变成现实的技能、⼼心态和时间。⽴立即开始！ 

4-6 分 您具备了了技能，但务必要留留出时间参加培训和开发。⾸首先要熟读成功构建

定制化 App 的规划、构建、部署指南。 

1-3 分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如何在 FileMaker 中构建 App，但请确保您能够获得取

得成功所需的⽀支持。 部分新⼿手开发者可以获得 FileMaker 商业联盟合作伙伴提供

的为时 1 个⼩小时的帮助。联系销售部⻔门，获得更更多资源，这些资源将提供专家级 

FileMaker 开发者的帮助，让您快速开始⾏行行动。

参加测验，了了解您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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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tent.filemaker.com/filemaker-trial-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www.filemaker.com/cn/company/contact/index.html


最后⼀一步是与技术⼈人员、调度员和
管理理⼈人员分享您的定制化 App， 

他们对此期待已久。 

阅读部署定制化 App 的完整 
指南，了了解更更多信息。 

下载电⼦子书

部署您的定制化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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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您的 App 
⽆无论您在运⾏行行 FileMaker 服务器器的内部计算机上托管您的 App，还是与第

三⽅方托管提供商合作，您的团队都能够通过 iPhone、iPad、Mac、Windows 

或 Web 安全地访问您的托管⽂文件。  

决定购买⽅方案 

确定有多少⽤用户将需要访问定制化 App，然后按照我们的 FileMaker ⽤用户

许可计划购买适当数量量的许可。可从 iTunes App Store免费获取 FileMaker 

Go for iOS。  

确定部署⽅方法 

您可以决定部署到⼀一台计算机还是两台计算机，还可以指定验证⽅方法，并安

装 SSL 证书。 

确定备份策略略 

备份数据⾄至关重要。您可以设定每隔 24 ⼩小时执⾏行行⼀一次⾃自动备份，按照您所

需的间隔执⾏行行渐进式备份，或者使⽤用第三⽅方备份软件。 

制定灾难恢复计划 

备⽤用服务器器是您 FileMaker 服务器器的最近副本，可在硬件或软件发⽣生故障时

进⾏行行部署。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plan-create-deploy-guides-zh
http://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filemaker-go/appsto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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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什么选择 FileMaker？ 

与套装应⽤用程序或编程⼯工具不不同，定制化 App 可以满⾜足⼩小型和⼤大型团队的独特

需求，帮助他们实现业务转型。

FileMaker 平台 

FileMaker 平台是⼀一款功能强⼤大且简
单易易⽤用的软件，⽤用于构建可在 
iPad、iPhone、Windows、Mac 
和 Web 上⽆无缝运⾏行行的定制化 App。 

观看概览视频 

了了解 FileMaker 平台的⼯工作原理理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FileMaker 平

台构建定制化 App。甚⾄至您不不

需要拥有丰富的开发经验或 IT 

技能，也可以构建专属的定制化 

App。 

⼊入⻔门简单，价格实惠，速⻅见成效。

易易于开发

定
制

化

低

⾼高

编程⼯工具 FileMaker 平台

封装 App

</>

⾼高

http://www.filemaker.com/cn/custom-app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latform/get-started.html
http://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how-it-works.html


�34

适合您的更更多资源：

下载免费报告

下载免费试⽤用版 

观看视频

http://www.apple.com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trial/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www.filemaker.com/cn/products/demos/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2018-sotca-re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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