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卷 第 1 期
2002 年 2 月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Kunm 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Vol. 27 No. 1
Feb. 2002

基于 Internet/ Intranet 的供应链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赵

毅, 樊瑜瑾, 李浙昆, 王万雷

( 昆明理工大学 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云南 昆明

摘要

650051)

从供应链管理出发, 论述了基于 Int ernet / Int ranet 的供应链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特

点, 层次结构, 信息处理, 网络结构, 安全和数据库问题. 为企业之间信息交换与共享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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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的全球化、
网络化过程. 虚拟企业、动态联盟等制造模型的出
现, 更加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 传统的企业组织中的采购( 物资供应) 、加工制造( 生产) 、
销售
看似整体, 但却是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企业运作模式, 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制造模式发展的需要, 而那种
大而全, 小而全!的企业自我封闭的管理体制, 更无法适应网络化竞争的社会发展需要, 于是提出了供应
链的管理思想和方 法. 本 文将供应 链应用于 管理信息 系统, 提出了采 用 B/ S 结 构设计、基于 Internet /
Int ranet 的供应链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以更好地在信息时代实现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信息的组织与集成.

1

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
资金流的控制, 从采购原材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 最后
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
制造商、
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
结构模式. 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方法, 它执行供应链中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的物流的计划和
控制等职能. 它把不同企业集成起来以增加供应链的效率, 注重企业之间的合作. 企业通过网络从内外两
个信息源收集和传播信息, 捕捉最能创造价值的经营方式、技术和方法, 创建网络化的企业运作模式. 在这
种企业运作模式下的信息系统和传统的企业信息系统是不同的, 需要新的信息组织模式和规划策略. 因
此, 我们研究供应链管理模式, 首先从改变原有的企业信息系统结构、
建立面向供应链管理的新的企业信
息系统入手. 在竞争、
合作、
动态的市场环境中, 现代企业间的信息集成通过供应链上多个企业组成动态企
业联盟被认为是 21 世纪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运作模式.
在供应链管理的应用中, 电子数据交换( EDI) 是供应链企业信息集成的一种重要工具, 一种在合作伙
伴企业之间交互信息的有效手段, 但 EDI 由于投资大, 缺乏开放性等原因, 发展很慢, 在美国也只是 5% 左
右的少数大企业能采用, 我国目前主要在沿海省市如广东、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北京、天津等地试点, 还
有海关总署, 中远集团公司等.
鉴于我国目前企业和信息基础的条件, 实现企业之间合作的最直接、
最快的途径是进入当今全球共有
的信息高速公路 ∀ Internet. 通过因特网实现数据交换、
同步作业、
资源共享. 因此, 研究适合于中国国情的
集成化供应链技术支持工具应建立在 Int ernet / Int ranet 上, 研究以 Int ernet/ Int ranet 为工具的企业信息的
组织与集成, 使 MRP #等信息支持系统不再是仅限于一个企业内部, 而是能够通过 Internet 和相关的企
业进行信息的共享和无缝连接的开放性的信息系统, 实现集成化管理下的信息共享目的.

2

Internet/ Intranet 集成基础上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特点
Int ernet 面对的是全球的用户, 是企业走向全球市场的 桥梁!, 而 Intranet 面向企业内部, 是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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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各个部门、每个职工的 蜘蛛网!. 通过 Int ernet / Int ranet 的集成, 实现企业全球化的信息资源网络, 提
高企业网络的整体运行效率和管理效率, 实现从传统管理信息系统向 Int ernet/ Int ranet 集成模式的转变,
其集成基础上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特点包括:
( 1) 主要功能是加强企业内/ 外部的双向的全面的, 而且是不分地域、不限时间的信息沟通, 共享资
源, 协同信息处理能力;
( 2) 对内可全面支持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和日常办公事务处理工作, 对外可形成企业对信息发布和
产品宣传以及营销策略的工具;
( 3) 基于 T CP/ IP 协议和 WWW 规范, 在技术上与 Int ernet 同源;
( 4) 采用浏览器窗口以及超文本链接方法( 以简化信息查询和检索) .

3

供应链企业中管理信息系统的层次结构

实施供应链管理的企业在构建管理信息系统时, 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 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程
度.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 建立一种现代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 在供应链企业中利用 Internet 和 Int ranet 建
立三个层次的管理信息系统.
3 1 内部信息交换
由于 企业的事 务处理、信息共 享、协 同计算 都是建立 在 Int ranet 上的, 要 与外部 交换信 息也是 以
Int ranet 组织的信息为基础的, 企业的 Int ranet 是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 企业建立了硬件框架之后的关键
工作就是要解决在 Int ernet 上共享信息的组织形式. 信息系统处理的信息是企业内部 Intranet 信息共享
的主要对象, 主要完成数据处理、
状态统计、
趋势分析等任务. 以往大部分由企业部门内部独立的个人计算
机应用系统组成, 主要涉及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业务流程.
3 2 外部信息交换
通过 Internet , 实现对企业在不同地域的分销商、
分支机构、合作伙伴的信息沟通与控制, 实现对重要
客户的及时访问与信息收集, 以达到企业的电子贸易、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和金融交易. 这一层的工作主
要由企业外部的 Int ernet 信息交换来完成. 企业首先建立一个 Web 服务器, 需要与交换对象签订协议, 规
定信息交换的种类、格式和标准.
3 3 信息系统的集成
设计系统之间信息交换的数据接口, 是集成化供应链管理环境下, 实现企业内部独立的信息处理系统
之间的信息交换的前提条件. 以往企业各部门的信息系统之间往往由于系统结构、
网络通信协议、
文件标
准等的不一致而出现分离的局面, 现在通过 Internet 的 标准化!技术, Intranet 能够以更方便、
更低成本的
方式来集成各类信息系统, 更容易达到数据库的无缝连接, 使企业通过供应链软件将内外部信息环境集成
为一个统一的平台整体.

4

系统信息处理

各单 元内部建 立局 域网, 配置浏 览
器、
Web 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Web 服
务器承 担信息发布 和数据通 信的任务.
在 Web 环境下采用浏览器方式, 大多数
应用逻辑驻存服务器. 浏览器通过 H T T P
协议连接到 Web 服务器浏览 HT M L 主
图 1 信 息处理流程图
页, 提供 进入 Java applet s、搜索机、URL
地址、
电子邮件集成、
插入和帮助系统集成、
超连接和导航合作伙伴数据库信息的能力. 通过 JDBC, Java 应
用程序可以访问任何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如图 1 所示, 系统提供了两种应用方法对数据库管理系统 DBM S
的访问方式: 一种是在服务器端运行应用程序访问数据库, 这为浏览器与服务器连接提供了基础, 使得无
论何种操作系统平台上的计算机, 只要支持 HT T P 协议即可访问数据库. 另一种是客户端运行的应用程
序( 图中虚线矩形框表示) 访问数据库, 这种系统所特有的表征实现了应用程序与数据库的连接, 保证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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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数据库的处理能力.

5

安全保密和数据库存取问题

建立在 Internet/ Intranet 上的供应链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因为它溶入 Internet 环境中, 必然受到安全
威胁, 这将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 有可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 因此网络安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
般安全机制包括: 设置包过滤网关、
设置应用层网关、
进行信息加密以及加入用户信息验证设置不同用户
的存取控制权限以构成系统的多级安全体系. 这基本上克服了 T CP/ IP 协议及网络的开放性所造成的安
全性缺陷, 有效保证了系统的可用性、
保密性与完整性.
在 Int ernet/ Int ranet 集成网络环境下, 供应链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一般是通过双方的 IP
和主页来完成的. 在进行系统数据库存取方法的设计时, 对于 CGI、
JDBC 接口方法、Web 服务器扩展、分
布式构件对象等技术的应用必须按实际情况分类处理. 如果对数据库的操作以查询( SELECT 语句) 方式
为主, 应选择 CGI 方式或 Web 服务器扩展技术. 如果要 求处理交互性较 高的数据库操 作时, 则应 选择
JDBC 或 Act iveX 方式. 这种策略充分体现了 CGI/ Web 服务器扩展的后台响应速度与 Java 的客户交互能
力, 二者互为补充.

6

供应链企业信息系统网络结构

( 1) 虚拟专用网( VPN) 结构: 企业内
部各分支机构之间、
企业和客户之间都使
用 Int ernet 进行通信, 不 必建立内部专用
网络, 减少了投资;
( 2) Int ranet/ Int ernet/ Ex tranet 结构:
企业拥有自己的企业内部网络( Int ranet) ,
图 2 基于 Internet/ Intranet 的供应链企业网络结构
通过一个接口与 Internet 连接, 实现信息
的发布、
业务的协作.
供应链企业之间基于 Internet/ Int ranet 的集成网络模型如图 2 所示:

7

结束语

基于 Internet / Intranet 的供应链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基本上弥补了原有基于 Client/ Server 结构管理信
息系统的不足, 将成为企业进入 21 世纪后适应全球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 必将为企业之间信息交换与共
享提供良好的基础, 促进企业间合作、
共享资源、
优势互补和企业生产模式的转变, 建立适应现代信息技术
和全球市场竞争的现代化经营组织模式, 进而增强我国企业或企业联盟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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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Chain Enterprise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net/ Intranet
ZHAO Yi, FAN Yu- jin, LI Zhe- kun, WANG Wa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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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 he view of supply chain m anagement , t he technique characterist ic, hiberarch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netw orks frameworks, securit y and database based on t he Int ernet / Int ranet are described. It
prov ides good foundat ion for informat ion exchange and share i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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