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豚ERP/HRMS开发背景 
• 深厚的专业领域背景：人力资源领域资深专家拥有几十年在惠普、富士施乐、

荷兰HAL等世界著名外资企业、国营企业及民营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
既掌握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体系，也熟悉国营、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及特点，
擅长于把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效地导入国内企业。多年来，成功地帮助多家
国内企业从无到有建立了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 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软件架构师掌握跨平台高效软件开发的领先科技。多年
来，完成了包括应用支撑平台、电信计费系统以及企业管理平台等在内的多个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参与和主导了互联网交易及金融平台、淘宝云计
算平台（阿里云前身）、以及上海地铁改造项目等多个重大项目。 
 

• 白豚ERP/HRMS产品是由人力资源领域资深专家与掌握最前沿软件开发
技术的顶尖人才合作开发的产品。 



白豚ERP/HRMS开发背景 

白豚HRMS的开发宗旨： 

旨在为国内企业开发一款与众不同的、科学智能、融合世界著名企业先进
管理理念和丰富经验，并切合国内实情、全新的人力资源专业管理系统，
能真正帮助企业快速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而并非传统HR的一个简单操
作工具。 

 

白豚HRMS的开发理念： 

整个系统的设计、开发都本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无论从整个系统的
架构，HR几大模块的设计，还是到每个流程、每个细节，自始至终都融合
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白豚HRMS时尚友好的交互界面 

• 白豚ERP/HRMS界面采用面板图标结构。基于桌面、窗口、面板和属性页
的多级结构时尚友好，直观形象、切换简便。并有十余种皮肤主题可供选择。 

 

 

 

  



白豚HRMS时尚友好的交互界面 

• 用户可以自由地同时打开多个窗口进行操作，并可对每个窗口进行最大化、
最小化和平铺等操作。  

 

 

 



白豚HRMS时尚友好的交互界面 

• 移动界面可以与微信企业号等环境集成。并配有专用的 Android、iOS App： 

 

 

 



白豚HRMS主要功能简介 

     

    

 

2. 文档电子化管理：万事有章 

可循， 按章办事 。  

公司的制度、政策、规定条例及员工手册等均可放在网上，
公开透明，便于遵循。 

3. 高效的内部沟通工具：信息 

发布。 

4. 高效的内部沟通工具：即时 

消息。 

可按受众读者来发布各种信息，包括企业文化的传播； 

内部“QQ”，纯工作沟通环境；全程通信网银级强加密；
所有数据及传输的文件全部以强加密算法保护后归档备查；
必要时，可授权审计聊天记录。 

1. 员工信息管理电子化 随时随 

地方便查询，数据永久存储 。 

员工可以查询本人的基本信息、个人信息、职位信息、考勤
信息、薪酬信息、培训信息、招聘信息、绩效信息等各种信
息；经理还可以查询下属的各种信息;及按需抓取各种报表。  

一. 信息化：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动态人力资源管理  



白豚HRMS主要功能简介 

     

    

 
 

2. 自动收集考勤信息。 

  

包括打卡信息、加班信息、请假信息、出差信息、餐补信
息、到场信息等，系统均可自动收集、统计。自动计算节
假日规则和加班倍率。 

3. 自动计算工资福利。 

4 .自动统计分析,生成报表。 

根据考勤信息及薪资福利政策，自动计算基本工资、计件
工资、绩效工资、奖金、五险一金等。 
每月工资福利计算，只需点击四个按钮，轻松搞定！ 

依托强大的统计分析插件机制，白豚HRMS可以根据用户
实际需要，进行商务智能分析，并自动生成符合要求的各
类统计报表。 

1. 自动按不同政策配假等。 根据不同内部工龄、社会工龄、岗位级别等条件，自动分配
个人应享有的年假、事假、病假、婚假等。 
。  

二. 自动化：提高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白豚HRMS主要功能简介 

     

    

 

1.通过规范的工作流管理，按
章办事，以法治代替人治。 

2. 按照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设
置各种操作流程和审批流程 

系统内设强大的工作流引擎，可自定义流程表单、适格申
请人、审批路径等配置信息；可设置由特定审批者填写的
子表单；可为每个审批者指定附加选项。， 

3. 人力资源管理流程 

4. 其他管理流程 

包括考勤流程、用工流程、薪酬管理流程、绩效管理流程、
培训管理流程等。 

财务管理流程：包括报销流程、请款流程、借款流程、还
款流程等。行政管理流程： 包括物品借用流程等 

人人都按流程规定操作，确保所有制度及政策的落实执行。  

三. 规范化：规范流程管理 确保HR管理制度的执行 
  



白豚HRMS主要功能简介 

     

    

 

2. 建立岗位体系，明确岗位职 

责。 

3. 人才管理，量才适用，人岗 

匹配（360度评估）。 

4. 绩效管理， 按预定绩效目标 

进行考核。        

1. 优化组织架构，明确部门职 

能。 

根据企业战略目标，设计组织架构。  
系统在部门管理页面中设有“部门职能”、”组织结构图
“、”部门人员列表“ 及组织结构人员编制控制等。 

四. 体系化：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提升管理水平 

根据业务需求设岗。系统默认配置里设有110个常用岗位，
包含岗位说明书、岗位胜任素质模型(3个维度143条)、岗位
架构图、职业发展通道等, 用户可以编辑、新增及删除。 

系统设有360度评估功能，可分析人岗匹配度，查找影响绩
效的因素，为员工下一步的培训发展提供依据；为调动和提
拔人才提供依据。可选择被评估/评估人、评估岗位等。 
 
 系统默认配置了绩效考核指标库、样板库等供用户引用；系
统按绩效设定的考核时间预警；系统采用拉格朗日插值算法
自动计算得分；自动关联团队绩效，自动完成等级评定等。 



白豚HRMS主要功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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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薪酬管理：建立完整配套的 

薪资福利体系。 

建立与绩效挂钩并具备市场竞争力的薪酬体系 。年终调薪， 
系统可按现工资段和绩效等级二个维度，设计调整方案并自 
动计算调整到符合预算； 经理按调薪范围给下属调薪。 

建立人才储备库，能按搜索条件快速搜寻、新增及删除。系 
统支持内/外部招聘，可直接联网外部招聘网；可进行职位 
发布、面试及测试管理、人才库管理、招聘流程管理等。 

 
系统支持年度培训计划制定、培训课程管理、课程发布、课
程报名、报名审批、课程实施、课程评估、师资管理、外部
培训机构管理等。 
 
 系统的“即时消息”、“信息发布”、“工作流审批”以及
“绩效管理”等多个模块均支持与员工的直接沟通；具有讨
论区功能；支持上传图片等各类附件，利于传播企业文化，
增强员工关怀，提升员工满意度。此外还提供劳动合同到期
等各类预警功能，审批核准后，合同信息自动更新。 

6. 招聘管理：快捷有效，及时满 

足业务发展需要。 

7. 培训管理：提供有的放矢的 

培训。 

8. 员工关系：用以人为本的企 

业文化，维护良好的员工关系 

四. 体系化：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提升管理水平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白豚 ERP 平台与同类产品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处处体现的完善商务
智能。基于我方独有的分布式复杂事件处理（DCEP）技术，以及我
方自主研发的先进工作流引擎、分布式数据查询分析引擎等优质组件，
白豚平台可以极其智能的方式为用户自动处理大量原本需要繁琐人工
处理的业务逻辑。 
 

例 1：在计算员工出差补贴时，系统可根据企业规则，综合关联员工
所在部门、成本中心、职位、政治面貌、籍贯、性别、出发地、目的
地、出差期间绩效表现，以及出差期间包含的工作日、节假日、公休
日天数，出差期间加班、请假时长等各方面信息，自动、准确地完成
相关计算工作，免除了大量人工计算。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例 2：某石油行业客户，员工绩效工资需根据工程师所在区域（如：
青海、新疆、大庆、哈萨克斯坦等）、员工工作状态（如：在途、基
地休整、在井等）、井类别（A类、B类、C类等）、季节（防寒防暑
补贴等）、员工岗位（主岗、副岗、待命）、在井人数（2人、3人、
4人等）、工作进度（实际钻进米数）等各方面条件综合计算。 

 

以往使用其它系统时，都需要人工向各施工队收集并核验数据，然后
手工计算工资项，并将人工计算好的工资分项表导入到薪资系统（系
统则只负责对导入的各工资项做个简单汇总，主要工作仍由 HR 手工
完成）。切换到白豚系统以后，从数据收集、数据核验（审批）到工
资计算等步骤均实现了一键自动完成，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提升了
工作效率，同时显著提高了各项数据采集的准确度和实时性。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例 3：企业商务规则复杂多变，拿休假规则来说：公司可规定为所有
办公地点在中国的已婚女性额外给予每年 6 天带薪年假，若连续工
龄满 24 个月，则每年可享受的额外带薪年假提升至 12 天。 
 

该假期在每月月初分期发放给员工，同时在休完该假期之前，员工不
得使用法定带薪休假（即：该假期为法定带薪休假的前导假期）。此
外，在员工处于试用期等状态，或员工申请请假的时段内已有重叠的
其它请假、加班等冲突申请时，不能使用此休假。 
 

白豚可通过全自动的形式智能完成上述给假和请假相关判定，同时可
根据用户提交的请假开始和结束时间自动计算休假时长（仅计算实际
工时，排除下班时间、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公司自定节假日等非工
作时间），避免用户手动计算和审批者人工校验等麻烦。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例 4：某研发型企业，工程师每次加班至凌晨下班打卡均会被该企业
的现有 HR 系统判定为次日上班打卡。导致当天下班无打卡记录（当
天旷工）；次日上班打卡又被判定为下班（因凌晨已打过上班卡），
因此次日也被判定为旷工……致使多日打卡记录连续发生错位。每次
都需要 HR 人员逐人逐日手工调整考勤记录。 
 

白豚 ERP 平台内置了智能打卡判定功能，可根据员工排班规则（上
下班时间）、节假日规则、员工加班申请、打卡记录缺失情况等各方
面因素综合判定真实打卡情形，能够完全避免上述问题。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例 5：智能绩效考核，自动定量评分、对执行计划和绩效目标分级按重要性、执行时间、
完成比例等自动综合加权。自动对不同部门间评分差异执行标准化处理，自动等级评定等，
确保公平激励。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例 6：某培训机构，全国有数百网点及数千讲师。讲师课时津贴根据
其课程所在网点、科目（英语、数学等）、年级（英语：幼儿、小学、
中学；数学：学前、初二及以下，初三及以上等）、人数（10、20、
30…）、角色（代课、专职、班主任）等因素综合计算。并且由于各
网点自负盈亏，因此讲师在不同网点上课的津贴需分别独立结算。除
此之外，讲师的基本工资、社保等也需要在不同网点分别缴纳。 
 

白豚 ERP 平台可按客户要求对上述各项数据自动收集，并完成课时
津贴等薪资项目的自动计算，以及各项薪资项目的分网点智能拆账等
工作。避免了 HR 专员每月需要人工从各网点收集及核验数据，并手
工完成大量计算和拆账工作的巨大负担。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商务智能 

以上仅为寥寥数例，得益于前文所属的各项先进技术，对于包括考勤、
用工、薪酬、绩效、财务、培训、招聘等系统所囊括的各方面业务逻
辑及其中的每一处细节，白豚 ERP 均做到了智能完成相关的复杂业
务关联计算，高度智能的自动化数据处理为用户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
显著提高的用户工作效率。 



白豚ERP/HRMS技术优势 – 强大的底层应用支撑平台 

• 白豚 ERP/HRMS 平台基于我方自主研发的应用支撑平台而构建。强大的
应用支撑平台，经14年反复验证，具有高可靠性、稳定性、可移植性、
高效性（大数据储存、并发客户数达千万量级）等各项关键指标。能确
保对企业长期需求变化的支撑。  
 

• 多年来，基于该平台的各种产品已被广泛部署于包括兴业银行（China 
CIB）、光大银行（CEB） 、中石油（CNPC）、华安保险（Sinosafe 
Insurance）、淘宝网（taobao.com）、烟台万华集团、法国兴业银行
（ SOCIETE GENERALE ） 、 德 尔 福 汽 车 、  （ Delphi ） 、 美 联 航
（ United Airlines ） 、 GE （ 美 国 通 用 电 气 ） 、 贝 塔 斯 曼
（Bertelsmann）、埃森哲（Accenture） 、壹基金（One Foundation）
等各大企业在内的不同生产环境中。真实生产环境下的大范围部署反复
验证了平台的各项关键指标。 



应用支撑平台典型客户 



白豚HRMS技术优势  

  互联网级 : 基于自主研发的应用支撑平台，使用汇编、C/C++ 构建，

成熟高效。各大企业在内的不同生产环境中。经受住了范围横跨金

融、科技、互联网、电信、石油等多个领域的全球500强企业10年

以上严酷生产环境考验。远非企业级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和性能可比

拟。 

   V.S  企业级 : 局限于企业级软件的领域，其可靠性、安全性、可用    

性、性能、容量都无法与新时代的互联网产品媲美。运维成本高， 

总拥有成本（TCO）高。 

 

 



白豚ERP/HRMS技术优势 – 兼容性强，灵活方便 

• 今天，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已大量普及并超越传统的 PC 电脑，科技的
快速发展使我们可以全面实现移动办公并保持“永远在线”、快速响应，
极大地提高企业执行效率，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 

 
• 白豚 ERP 平台基于我方自主研发的应用支撑平台实现，具备极高的性能

和可移植性。支持包括：Windows、Linux、FreeBSD、Solaris 在内的
主流操作系统。以及  x86/x64、ARM、 IA64、MIPS、POWER 以及 
SPARC 等主流硬件平台。 

 
• 白豚 ERP/HRMS 平台专门针对现代信息化环境设计。基于 HTML5 的新

一代 Web App 可以良好地兼容包括 IE、Firefox、Chrome 、Opera、
Safari、iOS（iPhone/iPad）、Android 以及 BlackBerry 各类主流平台，
能够全面地实现跨浏览器、跨平台的移动办公。 

 
 
 



白豚ERP/HRMS技术优势 – 安全可靠，不间断运行 

• 云应用模式（SaaS）：白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采取云应用模式，此模式
使用更加便捷，上线周期短，速度快；企业无需自行购买、架设和维护
服务器等专门设备，也无需专门的IT专业人员维护，只需开通即可使用，
即便捷又节省成本，并且能够365天24小时不间隙运行。也支持客户自
主架设服务器来安装我们的系统。 

• 可靠性：跨 IDC 的分布式 6 副本技术，确保包括业务数据、配置数据、
附件数据在内的所有 ERP 数据可靠性均高达 17个9。即使整座 IDC 被
灾难性地完全摧毁，也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 安全性：白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存储在阿里云上。从云端到客户端的数
据传输，我们使用网银级的 TLS 通信加密、业界公认的 CHAP 安全鉴
权算法、和基于我方分布式虚拟文件系统（VFS）的数据整库强加密等
多种技术确保信息安全。按目前计算机破解速度，需要五千四百万亿年
才能破解。 



白豚ERP/HRMS技术优势 - 满足企业长期发展需求 
 

• 可扩展性：灵活的插件机制提供了强大的扩展能力，白豚 ERP 平台可根
据用户需求以插件的方式为用户定制化业务模块（BMOD）、统计分析
报表、数据库支持等各种功能扩展。已支持 MS SQL Server、MySQL、
PostgreSQL、DB2、SQLite 等数据库产品；并已内置各类常用业务模
块和统计分析报表。 
 

• 二次开发接口：白豚 ERP 平台基于 SOA 思想进行设计，整个系统对外
表现为一个独立的 ERP Service，除了 B/S 界面之外，还提供了一套清
晰、易用、强大、完整的 RESTful HTTP WebAPI 接口。非常适合用来
进行二次开发，定制企业的专有模块，亦可轻松继承到企业现有环境。
通过灵活的 WebAPI 接口，可与 LDAP、OpenID 等服务对接，实现企
业 Portal 集成、SSO 单点登陆等功能。WebAPI 接口完全免费开放，可
实现与企业内部的各个业务系统无缝对接。 



白豚HRMS - HR管理软件中的特斯拉 

   白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一款与众不同的、科学智能、融合

世界著名企业先进管理理念和丰富经验，并切合国内实情、全新

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能真正帮助企业快速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

平，而并非传统HR的一个简单操作工具。众所周知，目前汽车

无论档次高低都属于传统型的，而特斯拉汽车则是完全区别于传

统的新能源汽车。白豚就是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中的特斯拉，它是

互联网级的HR管理系统，其性能及安全可靠性大大优于传统的

企业级HR管理软件。 

  



白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主要客户 



白豚HRMS专业优势 - 模块灵活选用 

序号 模块名称 功能 

1 基础平台-云环境 基本信息/待办事务/工作流/报表中心 

2 人事管理基础模块 人事设置(岗位/胜任素质) 

3 考勤管理模块 人事设置 

4 薪酬福利模块 人事设置/工资单管理 

5 用工管理模块 申请和审批(用工管理部分) 

6 绩效考核模块 人事设置/绩效管理 

7 招聘管理模块 人事设置/招聘管理 

8 培训管理模块 人事设置/培训管理 

9 财务报销模块 申请和审批(报销)/财务设置 

10 文档管理 文档管理 

11 即时消息 即时消息 

12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 



联系我们 

 

• 公司网站：philo-tech.com 

 

• 联系方式： 

 

EMail: yangshumin@philo-tech.com 

QQ: 869730113 

Mobile/WX：1770186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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