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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ker 的实际应用：企业移动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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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y Water Soften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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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ileMaker 平台 

FileMaker 这样的工作创新平台让您

可以构建定制化 App 以满足独特的

业务需求，并能帮助您更好地连接

系统、流程和员工。FileMaker 平台

可以帮助问题解决专家构建、共享

与整合定制化 App，以便应对自身

不断变化的业务挑战。 

摒弃工作陈规  

帮助几人至几百人的 
团队脱离工作陈规。 

填补鸿沟  

填补特定用途 App 和 
企业系统之间的鸿沟。 

创新  

施展创意和专业技能，
为工作带来革新。

FileMaker 平台让团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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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这部电子书是 Guy Halligan 在 2018 

年 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上原始演讲

稿的摘录。   

Guy 在 Harvey Water Softeners 担任

内部开发者已超过 17 年之久。他参与

构建了自 FileMaker 5.5 开始的每一个

系统。他构建的定制化 App 兼顾移动
用户和桌面用户，不仅便于客户使
用，也简化了每个月数百万英镑的付
款流程。

Guy Halligan  
首席数字系统开发者 
Harvey Water Softeners 有限公司

电子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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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Maker 开发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 (DevCon) 是 FileMaker 举办的

年度开发者会议，在此期间举办深入了解

相关知识的课程、特殊兴趣会谈和面对面

讨论会，此外还提供与众多 FileMaker, Inc. 

员工和经验丰富的 FileMaker 平台专家建立

联系的机会。DevCon 是汇集全球 1,500 多

名 FileMaker 从业人员的重要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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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枪匹马到 400 大军。“
“

— Guy Halligan 
Harvey Water 
Softeners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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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状...

400 

80,000 

40 年 

3,000 万英镑 

女王

员工  

客户和付款流程  

经营历程 

公司在 Apple 设备和 FileMaker 平台上
的整体运营 

企业奖1
关于 Harvey Water 
Softeners 

Harvey Water Softeners 总部位于伦

敦，拥有 400 名员工和 80,000 名

客户。这家公司已经营 40 年之久，

使用 Apple 设备和 FileMaker 平台从

事整体运营。还获得了创新领域大受

追捧的女王企业奖 (Queen’s Awards 

for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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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挑战
02

变革的需求 

2008 年之前，Harvey Water 

Softeners 主要从事 B2B 业务，

零售渠道营业收入大约仅占 9% 

的比例。在 2008 年经济衰退期

间，公司决定将业务重心集中在
零售渠道，因为这是公司能够完
全掌控的唯一渠道，并且也是最
具发展潜力的渠道。 

欧洲
33%

经销商
57%

零售商
9%

2008 年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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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杂的手动流程 

如同许多现有公司一样，Harvey Water 

Softeners 多年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手动

工作流程。这些流程即便在处理最简单
的任务时也很耗时。公司需要重复性地
将数据输入到分散独立的系统，甚至无
法访问重要的客户历史信息 — 他们显

然已经陷入了工作陈规。 

主要挑战：

34 年积累的纸质文档  

重复性地输入来自网站的客户数据 

分散独立的系统  

缺少查看客户历史信息的途径 

不支持移动设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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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03

开发定制化 App 以取代手动工作流程和低效流程 

Harvey Water Softeners 需要使用现代化的定制化 App 改进基于纸张的工作流程，从而避免

重复性的数据输入，提供查看客户详情的途径，让多个部門和系统之间可以彼此沟通，并为
移动设备和未连接的设备提供支持。 

避免重复性的 
数据输入

提供查看客户 
详情的途径

让部门和系统 
彼此沟通

提供移动 
设备支持+ + +

Guy 和他的团队分 3 个阶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阶段 1： 
取代基于纸张的办公系统 

首先，他们需要区分办公流程和文档工作
流程，使用在 FileMaker 平台上构建的定

制化 App 解决对纸张的依赖性问题，确保

所有新系统能够互相完全整合。

�10

之前

之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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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2： 
改进销售代表工作流程 

然后，他们需要改进销售代表的工作流
程。为此，他们构建了模仿现有纸质表

单的定制化 App，并使用能够在 iPhone 

和 iPad 上运行定制化 App 的 FileMaker 

Go。这项举措有助于加快用户对定制化 

App 的接受，同时无需过多培训就能上

手使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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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3：  
取代安装人员工作流程
最后，他们需要取代安装人员工作流程。

他们再次使用 FileMaker Go 和 iPad 开发

了一个系统，其中包括用于记录安装人员
操作的日志，以及包含 3,000 多个安装项

目的目录，用于安装人员为安装过程创建
零件订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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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Harvey Water Softeners 没有
使用 FileMaker 平台进行开发，我
想它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 “

关键成果
04

— Guy Hall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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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的生产力和效率 

新系统一经推出，Harvey Water Softeners 

就看到了生产力的迅速提升，这得益于手
动流程和重复性数据输入的减少，以及预
约流程的简化。

4 10 分钟

2 周

之前 之后

安装后的数据输入 

生产力大幅提升，耗时从 2 周 
缩短至仅 10 分钟。 

预约流程 

工作效率实现了 98% 的提升， 
耗时从 10 分钟缩短至仅 10 秒。

98%

定制化 App 的一些优势

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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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33%

经销商
57%

零售商
9%

欧洲
32%

经销商
39%

零售商
29%

2008 2017

2. 零售渠道增长 

从 2008 年至 2017 年，零售渠道总收

益占比实现了从 9% 至 29% 的增长。 

零售总件数从 2008 年的 889 件增至 

2017 年的 9,051 件。10 年期间实现了

超过 1000% 的增长。  

4 通过发展零售渠道，公司能够平衡销售渠道，提高其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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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易于实时查看 
安装人员现在可以完整地查看帐户信息，
现场输入通话细节，并在移动设备上输入

零件订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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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顺畅的沟通 

最重要的是，公司所有系统之间可以自
动沟通，从而在每个员工和每项任务之
间实现同步，同时基本取缔了纸质的工
作流程。

4 目录 租赁/财务 服务 问题

零售
外勤/移动网络客户

各部門之间实现订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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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未来 

其中一个特殊的结果，是他们目前正在
投入建立新的厂房，它将比现有厂房面
积大三倍，为未来发展提供有利支持。

4
扩建厂房以支持增长

South West Façade 透视图 (面向 Chertsey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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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FileMaker 生态系统和 
Apple DEP 协同发展 

公司的发展吸引了更多员工，带来更出
色的设备支持。  

为此，Guy 采用了 Apple 的部署计划，

该计划不仅兼顾其用户，还注重内容和
企业 App。4

机器和设备 App 部署模型

远程管理的 iPad

其他 web 服务

FileMaker WebDirect  
FileMaker XML 
自定义 Web 发布 

FileMaker Data API

FileMaker Web  
发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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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完整视频  
了解 Guy Halligan 如何使用 FileMaker 创新平

台继续为 Harvey Water Softeners 带来改变，

以及如何进行 Apple DEP 演示。

后续步骤
05

FileMaker 的实际应用：  

企业移动 App 

FileMaker – 推动成长的生态系统

原始 DevCon 演讲 Keynote 演示文稿 

CUS010.key.zip 49.5 MB 

完整 DevCon 演讲的 PDF 文件 

CUS10 - Guy Halligan.pdf 4.4 MB 

其他实用下载：

查阅资源 
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源，在您使用 FileMaker 平台
开发定制化 App 的过程中获得帮助。

案例研究视频 

了解世界各地的公司如何使用 FileMaker 工作
创新平台改变自己的业务。 

观看视频

应该投资于工作创新平台的 5 个信号 

这本电子书列举了您的企业可以借助 FileMaker 
开拓进取的最佳方式，从提高竞争力到提升
灵感不一而足。 

阅读报告

试用 FileMaker 17 平台 

注册您的信息，获取免费试用版  FileMaker 
Pro 17 Advanced 和 FileMaker Server 17。 

开始在 iPad、iPhone、Windows、Mac 和 
Web 之间无缝管理并共享信息。 

开始免费试用

© 2019 FileMaker, Inc. 保留所有权利。FileMaker、FileMaker Go 和文件夹徽标是 FileMaker, Inc. 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注册商标。FileMaker WebDirect 和 FileMaker Cloud 是 FileMaker, Inc. 的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分别是其各自
所有者的财产。

http://www.filemaker.com/cn/custom-apps/index.html#fm-video-common-business-challenges
https://youtu.be/WYLAlB3t3-k?t=1492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servlet/JiveServlet/download/9275-4-105282/CUS010.key.zip
https://community.filemaker.com/servlet/JiveServlet/download/9275-4-105418/CUS10+-+Guy+Halligan.pdf
https://www.filemaker.com/cn/solutions/customers/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ZH_ebook_download_lp
https://content.filemaker.com/filemaker-trial-zh
https://youtu.be/WYLAlB3t3-k?t=1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