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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优点
新日产 EPC 

力量更大，生产力更高
•   灵活性 - 满足所有的需求，Microcat Live 支持全在线网络，或

基于 DVD 版 EPC 的离线网络。

•   改进的日产示图 - 我们大大改进了有高分辨率的目录插图，使其

具有不凡的缩放功能。

• 打印和邮件 – 自动设置功能方便您与客户和经销商共享图形和

网格信息。 

• 全新简化用户界面 – 只需点击几下，即可快速进行导航，更高

效地查看零件数据。

• 本地零件数据 - 从当地经销商处，获取当地的 Value 

Advantage 零件、定价、替换零件、技术服务公告等。

• DMS 集成 – 确保您对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实现基本的零部

件转移功能，无需进行纸质处理。



• 车辆识别号指定过滤 – 为指定车辆进行快速、精确的零件过

滤–在 99% 的搜索结果中，进行单一零件识别。 

• 型号-年份-目录选择 – 借助型号、年份和目录，识别车辆， 

简化并加快车辆识别流程。 

• 自定义目录 – 借助该目录，可以简化导航流程，轻松提供汽车

碰撞维修报价。

• 车辆索引过滤 – 键入部分车辆描述信息，减少目录选项， 

快速进行车辆识别。

• 每周数据更新 – 每周更新图像和目录，Microcat Live 的数据

会更新、更准确。

• 示图处理工具 – 轻松缩放、调整、打印和平移示图。

• 借助选取框选取图像上的零件 – 选择图像上的多个零件， 

并将其发送至订单列表。

• 彩色图像热点 – 用绿色、蓝色和红色热点，辅助用户识别零件

是否正确、可选、装配不正确。

• 替换零件页面中的“添加订单”功能 – 在替换零件页面上， 

直接将零件编号添入订单列表，无需在目录的多个页面间切换。

• 高级搜索结果过滤 –  仅需键入关键字便可减少搜索结果。

• 区段导航超链接 – 简单易用的导航工具，显示出您所在的目录

区段，提供便捷的导航。

• 共享内容 - 备注、报价和客户服务标签，可共享给经销商中的其

他用户。

• Superservice 集成 – 借助 EPC 识别附加零件，将其快速

转至 Superservice Menus 精确报价系统或 Superservice 

Triage 多点检查系统。

• 零件数据网格显示 – 显示所需原厂核心零件数据，以便您能快

速做出说明，并即刻下单。

• 并列显示示图和零件数据 – 从横向显示到纵向显示，意味着您

可以灵活选择合适的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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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 EPC 功能



车辆信息及图表索引 幻灯片导航

零件数据概要



联机平台

功能 优点

降低运营成本 无需特殊的服务器或硬件系统时，运营成本就会降低。Microcat Live 可在经销商内部或外部的任何计算机上使用。 

无延迟 系统会自动维护目录信息，无论何时登录均可访问最新数据。无需借助服务器或光盘进行安装或维护。 

自动更新 所有经销商用户都将访问同一版本且最新的零部件信息（定价/替代零件），不必通过多个月度光盘或复杂的服务器下载。

信息共享 自动电子邮件和打印设置让您能轻松与客户和经销商用户共享信息。经销商用户可共享您的备注、报价和订单，不必进行复杂的
服务器设置。

随时随地确保安全访问 借助电脑、互联网连接以及用户名和密码，您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工作。您的备注、报价和订单能够安全存储并在任何地点均可
用，因此在销售商办公地点以外开展全新的销售方式。

高级搜索和快速结果过滤

功能 优点

最后 8 位或完整的 17 位车辆识别
号 (VIN) 部分或完整的 17 位车辆识别号 (VIN)，可快速、准确地识别车辆。

每个屏幕上的搜索字段 更少的击键次数、快捷方式、下拉菜单和屏幕切换，将节省您查找零件的时间。

多字描述搜索 描述搜索通过减少可选装配项，来提高准确性。

多字过滤 此过滤功能将快速减少结果，同时过滤器中反馈的数字会快速返回到完整的原始结果。

多个零件代码/基本编号 每次可进行最多 15 个 PNC/基本编号搜索，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高级搜索的快速导航 对于各经验水平的用户，高级搜索功能将增加其结果的准确性。

幻灯片视图 能够通过部分缩略图快速、有效地过滤或滚动结果。



分屏视图



随时获得更加详尽准确的信息

功能 优点

最新信息 最新的车辆识别号 (VIN) 信息、零件数据、示图及零件定价，给到您正确执行工作所需的信息。 

客户服务标签 通过客户服务标签（如 G Jones）对车辆识别号 (VIN) 进行标记，使您借助该标签快速识别此车辆识别号。经销商的所有用户
都可访问用户标记。 

VIN 备注 向特定车辆识别号 (VIN) 添加经销商配件信息，将提高后续解释的准确性。可在经销商用户、工作站和公司外，共享车辆识别
号 (VIN) 备注，来增强客户满意度。 

零件数据卡 由于所有相关信息都与某个地点的零部件编号相关，因此零部件选择的准确性也会相应提高。 

全彩色附件目录* 将真正的本地附件信息导入目录，可节省您的时间，进一步促进销售。 

参考资料库 可简化工作中的一般信息和选择性信息。

链接至零件号的 TSB* 借助现有的技术服务通告，您能够为客户业务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定价 为客户细分（如车队、门市）创建额外价格水平，并显示销售利润空间。 

用户表现和实现满意度

功能 优点

示图处理工具 无需转至别处即可操控所有示图，在操作目录时提升您的满意度。

整个目录结构 使您在目录中快速进行导航，并返回上一位置和信息链接。

在零件网格中对各栏进行扩展和分类 根据个人偏好设置栏宽，并改变栏的分类顺序以便适合相关数据并满足您的查看方式。

发给客户的邮件信息 通过自动电子邮件设置，您可以直接创建目录、示图、零件列表、车辆识别号 (VIN) 详细信息、报价或订单，并将其直接发送
给客户，既快速又便捷。 

分组报价单和订单上的零件 可以对报价单或订单上的多种汽车零件进行分离，方便您的客户进行查看。

来自搜索结果的扩展车辆识别号 
(VIN) 详细信息 在同一个屏幕上，查看扩展车辆识别号 (VIN) 的详细信息，并搜索结果或示图。节约您在二者之间来回查看的时间。

单击发送到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如只需直接向经销商管理系统 (DMS) 发送零部件，您可以绕过报价单/订单列表。

支持多语种 Microcat Live 是多语种平台，最多能够提供 28 种语言的用户界面、服务和零件信息以及报告。

边看边学视频 示例学习–观看学习视频，内含提高技能和生产力的关键功能。

*仅适用于提供数据的市场 



设备规格

电脑和操作系统的灵活性 在可联网的任何 Windows 电脑及平板电脑上，兼容 Adobe Flash 的浏览器，如：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 和 
Chrome。如此一来，您的零件部门员工无需进行任何硬件和操作系统更改。 

兼容硬件要求

Windows 7及以上版本

Adobe Flash Player（最新版本）

4GB 内存*

1280 x 1024 屏幕分辨率

兼容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10 及以上、Google Chrome、Safari 和 Firefox （最新版本）

Internet - WIFI 连接 在正常情况下，Internet 连接和浏览器需支持低延迟的高速宽带连接。

允许通过 Microcat Live，用邮件处理报价和发票，您需配置邮件，允许接收来自我方发送主机的邮件。如需了解详

细信息及我方的发送主机列表，请访问 http://microcatparts.com。 

浏览器设置： 
•   如果浏览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设置打开- 

请确保将 “.ifmsystems.com”、superservice.com 和“*.microcat.net”域名设为例外 

• 已启用 Cookie 

• 已启用 JavaSc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