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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优势
• 更有效的部署

• 更高的投资回报

• 聘用经过认证的人员带来的信心

• 提高生产力

• 精英社区内的人际网络

• 职业发展

经过验证的 NetSuite 专业知识

NetSuite 认证服务

您的公司已迁移到 NetSuite 的综合云解决方案。
您对解决方案的投资保证了系统和流程的到位，
以实现您的业务成功。

对您人员的投资可确保系统和流程不仅得到实
施，而且得到充分利用。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
那些具备经过验证的 NetSuite 专业知识的专业
人员对公司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通过认证
过程，员工可以获得新的技能和实践，以帮助您
的公司充分利用您的 NetSuite 解决方案。

http://www.netsuite.com/in
http://www.netsuite.com.hk
http://www.netsuite.com.sg/portal/sg/home.shtml
http://www.netsuite.com.au/portal/au/ho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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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uite 认证计划提供给您与数百名和 NetSuite 
客户合作过的 NetSuite 产品专家会面的机会，以
学习技巧、洞见和成功策略。此外，他们还可以通
过在 NetSuite 认证社区内开发新的人际网络连
接而受益。这些投资会带来更有效的部署、更高
的生产力、效率和投资回报，并帮助您的公司扩
大规模并取得成功。

对个人的益处 
无论您是潜在员工还是现有员工，成为经过认证
的 NetSuite 专业人员都可以让您有别于其他众
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加入投资于 NetSuite 
云解决方案的组织，对具备验证的专业人员的需
求也将增长。

以下是认证对个人的一些益处：

• 成为 NetSuite 精英专业网络的一份子。

• 通过公认的和受尊敬的认证增加您的职 
业机会。

• 将自己与未经认证的同行区分开来，加速您的
职业生涯。

• 进入由其他 NetSuite 已认证人员组成的封闭 
LinkedIn 社区，建立人脉网络。

• 通过在您的名片和网站上使用 NetSuite 的认
证证书和 NetSuite 认证徽标的形式，宣传您的 
NetSuite 已认证的成就。

NetSuite 客户的益处
得知您聘请经过认证的专业人员可以帮助您减
轻从解决方案中获得最大收益的想法。内部的专
业人员将帮助您解决过渡到新系统所带来的常
见挑战，例如低用户采用。

以下是认证对 NetSuite 客户的一些益处：

• 确保您的员工接受过最高技能水平的培训，并
对 NetSuite 有透彻的了解。

• 验证您员工是否保存技能和知识并可应用 
于工作。

• 让您在招聘时充满信心，因为您可以寻找到最
合格和经过认证的专业人员。

• 帮助您从 NetSuite 投资中获得更高的投资回
报，因为您的员工将能够更好地支持产品。

• 提供一个公认的基准来衡量和评估您的员工。

• 提高员工的产出率并确保 NetSuite 实施和持
续支持的质量。

• 确保您的员工将为您的用户提供更好的支持。

• NetSuite 认证的员工可获得培训折扣。

https://www.oracle.com/legal/copyright.html
https://www.oracle.com/legal/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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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类型

Certi�ed−SuiteFoundation

考生能够使用 NetSuite 产品，并对考试中涵盖的以下概念和功能有
基本的了解：
• 功能和标准模块（即 CRM、ERP）

• 公司和用户偏好

• 用户、角色和权限之间的关系

• 用户界面自定义选项

• 仪表板、报表和搜索

• 标准记录类型及其结构

• NetSuite 产品发布流程

Certi�ed−Administrator

理想情况下，考生拥有一年的配置和管理大型 NetSuite 实施的经验。
考生能够管理应用程序，执行日常任务以满足公司的需求。他们的角
色是支持用户，他们了解标准的业务流程、标准的会计实践、产品的
高级特性、选项和功能。

Certi�ed−ERP Consultant

他们能够将 NetSuite ERP 解决方案与业务需求相匹配。该考生能够
就如何更改标准 ERP 工作流、何时使用脚本工具来满足业务需求以
及何时通过集成扩展使用提出建议。该顾问可以解释 NetSuite 配置
选项的含义和优势。

Certi�ed−SuiteCloud Developer I

考生拥有一到两年使用相关 SuiteCommerce 技术的工作经验 除了
具有 NetSuite 开发经验之外，考生还具有功能方面的知识。考生可以
根据客户需求构建解决方案，其中可能包括工作流、脚本或与外部系
统的集成。此外，考生还需有两到三年的相关 Web 开发经验。

该考生拥有创建、扩展和实施 NetSuite 商务应用程序所需的知识和
技能。了解用于自定义、扩展和/或与 NetSuite 交互的安全、可扩展、
可靠的和高性能的解决方案。具备 JavaScript、JSON、HTML、CSS 和 
REST 技术以及电子商务基础知识也会有所帮助。

Certi�ed−SuiteCloud Developer II

https://www.oracle.com/legal/copyright.html
https://www.oracle.com/legal/privacy/


To find out more, contact NetSuite on 
Infoapac_WW@oracle.com

Australia 
Phone: 1800 638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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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Phone: +852 800 901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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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类型

Certi�ed−SuiteFoundation

考生拥有一到两年使用相关的 SuiteCommerce 技术的工作经历。 
除了具有 NetSuite 开发经验之外，考生还具有功能方面的知识。考生
能够根据客户需求构建解决方案，其中可能包括工作流、脚本或与外
部系统的集成。此外，考生还需有两到三年的相关 Web 开发经验。

该考生具备创建、扩展和实施 NetSuite 商务应用程序所需的知识和
技能。了解用于自定义、扩展和/或与 NetSuite 交互的安全、可扩展、
可靠的和高性能的解决方案。了解 JavaScript、JSON、HTML、CSS 和 
REST 技术以及电子商务基础知识也会有所帮助。 

Certi�ed−SuiteAnalytics User

SuiteAnalytics 用户。考生对 NetSuite 数据结构有坚实的理解，能够
使用报告、财务报表和搜索功能从 NetSuite 中提取数据。考生能够
识别这些工具的功能之间的差异，并且知道如何在所有这些工具上
自定义布局和格式。了解如何在 NetSuite SuiteAnalytics 中使用表达
式、函数和公式。能够构建仪表板以满足各类最终用户的需求。

Certi�ed−Financial User

财务用户。考生能够浏览 NS 应用的所有财务/会计部分，并了解
在哪里可以找到资源。能够阐明与会计相关的功能和标准模块。
明确 NetSuite 发布周期并且能够找到有关产品的信息。能够阐明 
NetSuite 标准会计流程。

https://www.instagram.com/oraclenetsuite/
https://twitter.com/NetSuite
https://www.facebook.com/NetSuite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etsuite
mailto:Infoapac_WW%40oracle.com?subject=
http://www.netsuite.com.au
https://www.netsuite.com.hk/portal/hk/home.shtml
https://www.netsuite.com/portal/in/home.shtml
https://www.netsuite.com.sg/portal/sg/home.shtml
http://www.netsuit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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