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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reduce the company’s cost
pressure brought by the regional logistics, enhance the regional and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nd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logistics integration cap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confirmed the target
and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regional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Combining with the fun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ree levels of logistic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ystem platform analysis, the overall frame structure of region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s given, and th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its efficient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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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配合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减少区域物流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增强区域和企业的竞

争力、加强区域物流配送整合能力，本文从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构建的角度出发，分析当前物流配
送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确定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构建的目标、原则。同时结合物流配送信息系统
的三个层次分析和功能，系统平台分析，给出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构建的总体框架结构，为其高效
物流配送提供信息支持。
关键词：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系统功能；系统集成

1. 引言

数据支撑，和信息枢纽作用[1]。但随着经济和信息化

随着各个行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物流配送系统

的不断发展，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逐渐显现出弊

信息化得到各个行业的空前重视，已成为物流行业发

端，从相关资料来看，主要侧重在区域物流配送信息

展的灵魂，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对物流配送数据的集成

平台的规划[2,3]等方面。因此，针对目前我国物流信息

交换处理，为政府和物流企业的相关配送业务提供

化的特点和现状，建立一个区域物流配送信息平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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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受到政府和企业所认识和重视。但如何构建高效

门的物流信息平台，等多个国内的信息系统运营的都

的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

比较成功[10-11]。在配送企业中，如宅急送，顺丰，圆

更好的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信息化，集成化，网络化，

通等企业基本实现了配送信息系统化运作。

使之更好的整合物流企业资源显得日益重要，是我们
物流行业努力发展的方向。

2. 国内外有关发展现状分析
2.1. 国外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发展状况分析
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非常重视物流配送信
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其主要是通过信息系统平台的
数据交换来完成供应链配送服务[4]。其系统平台是通
过信息网络技术、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现代工程理论
和高素质人才队伍相结合来实现的[5]。在相关方面表
现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和日本欧盟等国家，这些国家是
随着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在配送信息系
统中广泛应用 RFID、GPS/GIS、EDI、GPS GIS 等技
术，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物流配送信息模式，为全球和
区域范围内的高效配送提供了技术支持[6]。如美国是
最先用物流信息系统进行全球配送服务，其中 WALMART STORE(沃尔玛)为典型的利用现代配送信息系
统进行全球货物配送[7]。日本在上个世纪明确提出了
发展现代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重要性，同时建立了

综上所述，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得知，国内
外对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研究越来越多，涉及范围也
越来越广。但同时都是集中在某个行业或者某个企业
内部，没有实现在某个区域的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高
度集成，本文的重点是对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进行
全面阐述，同时从层次，功能，系统，相关协同等几
个方面进行剖析。在配送信息系统高度集成基础上，
实现物流，商流，信息流的高度集成，为区域物流配
送行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3.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功能需求分析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是相关子系统相互集成，融合
的一个综合性系统，其功能主要是对大量，复杂的信
息进行分析、交换、发送、处理等信息运作活动。但
同时作为每个子系统的运行情况和集成系统并不完
全一致和统一，对整体系统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因此，
为了完成构建配送信息系统的目的，我们从信息功能
需求分析，对选定的系统和服务对象进行有步骤的的
实际调查和科学分析，达到高效、畅通、集成的配送
系统。分析如表 1。

LIS(物流配送系统)其中以 CVS(便利店)为例，利用先
应。

4.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构建原则与功能
定位

2.2. 国内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发展状况分析

4.1.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构建原则

进的物流配送信息技术提供了上百种货物的稳定供

目前，我国的物流配送信息平台还处于起步阶
段，企业、政府、物流园区、第三方物流还没有实现
信息共享和统一管理，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物流产业的
发展，限制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8]。虽然我国初

1) 实时性原则。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平台上，货
Table 1. Schedule of th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System Function’s Demand
表 1. 配送信息系统功能需求表

步建立起了多功能物流配送中心，但还是处于人工半

功能模块

功能需求

人工操作阶段，简单的输入客户信息、货物品名、重

数据和信息采集

对相关数据进行集成，综合处理，
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订单管理

订单处理是在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平台上进行

运输管理

在配送过程中，车辆的调度，实时跟踪

电子商务

商业活动的进行方式

人员管理

对供应链中的人员进行管理

技有限公司创办的物流信息网，服务于全国各个区域

决策支持

经过平台处理的信息给相关
决策部门提供数据支持

的物流信息系统。浙江的医药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厦

绩效评定

对供应链的作业能力和运行效果进行评定

量等基本信息，是单纯的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配送”
问题，与国外的配送信息自动化还有差距。如今电子
商务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物流配送信息化，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物流网格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异构物流
企业信息平台的互通和数据集成[9]。如深圳国讯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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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进仓库到拆卸出库等物流活动都是可以实施查

过配送过程反馈的信息更好的管理配送活动。
3) 政府协同办公。物流信息系统集合了区内各个

询，及时跟踪。
2) 信息动态化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诸
多不确定的变化环境中，信息系统要能够因地制宜的

相关系子系统，在解决这些系统间无缝隙连接和舒畅
运行，政府在宏观方面进行协助调解。

事实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物流配送信息

4) 系统管理。配送信息系统是个集合程度相当高

体系要不断的调整结构和功能以不断满足不同客户

的系统，其相关的，用户、安全等需要系统进行及时

的需要。

管理。

3) 配送流程完整性。要求配送系统能够按时，准
确的完成整个运行动作，达到客户的要求。
4) 开放性原则。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是整个区域运

5.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总体架构
5.1.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框架

作的物流配送系统，不是单个企业或某个第三方物流
公司独立运作的内部系统，是整个宏观区域的配送调
控系统，系统设计要和配套系统相兼容。

区域物流配送系统是空间和运作方面进行根据
配送中心收集的各方面信息系统分析的资料进行信
息化的内部结构设计。信息平台是汇集各种信息系统

4.2.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功能定位

的基础架构，借助该平台，可以进行数据处理，信息

1) 信息服务。信息系统是信息汇集的中心，其辐

管理和通讯方式，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业务处理的效率

射整个不同信息需求的物流配送企业单位，同时反馈

和提高企业的潜在业务选择。配送信息系统分为从层

信息为政府提供政策调整做依据。

次结构、功能结构、系统结构、相关协同结构几个部

2) 物流配送管理功能。配送信息系统是集货、仓
储、配送管理信息集成的基础平台。同时信息平台通

分进行整体集成设计。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gion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system structure model
图 1.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结构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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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层次结构

服务、政府政策性等。层次结构见图 2。

5.3.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平台功能结构

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分为三层系统结构，主要
是基础结构层、应用支撑层、应用服务层。基础结构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功能是配送系统的核心部分，

层：是负责相关数据的收集，如客户、企业、物流公

是整个系统能否顺利运行的关键。其稳定的主观保证

司、生产企业关于配送信息的综合。应用支撑层：主

是参与系统的应用者和实际作业者，其客观的保证是

要负责相关软硬件的运行支撑，是连接基础结构和应

参与系统的技术信息化、网络信息化、还有各个相关

用结构层的中间环节。应用服务层：主要是为针对企

子系统的构成。同时信息化和物流配送功能将影响到

业提供相对应的服务，主要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

整个系统的运行，如图 3。

应用服务

相配套服务平台

应用支撑层

相关功能平台

各种信息支援，如计算
机、存储介质、网络、

基础结构层

Figure 2.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system
图 2. 配送信息系统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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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Block diagram of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functional
图 3. 配送信息系统平台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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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模块

运输管理模块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D.MIS)

动态跟踪
(GPS)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构成
智能决策支持信息系统
(D.I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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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车辆
路线

决策者

货物
配载

预测

Figure 4.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system structure
图 4. 配送信息系统结构图

在如图 3 所示物流配送信息功能平台是数据采
集、配送管理信息系统、金融交易、配套管理等几个
部分组成，是其物流配送体系的核心部分。
数据采集主要负责信息的采集，输入，集成综合

物配载、预测等，是管理人员在货物智能化配送流程
上进行的决策意见和具体实施规划。

6. 结论
本文分析了区域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的三个作

处理。主要是通过网络、物流中介、生产企业等主要
系统应用主体。

业层面，即基础应用平台、基础支撑平台、集成服务

配送系统运行的核心部分是配送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并对每个平台做了相应得分析。该配送信息系

是货物在实际控制配送过程所构成的系统。在信息输

统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功能和系统平台结构详细介绍

入和配送中心信息系统基础上进行的物流配送活动，

了物流配送信息系统的构成、功能、及综合集成对外

一般来说主要由货物的接受、装卸、储存、分拣、配

服务的需求。通过信息系统的集成，完成了物流配送

装及送货等构成，同时还包括向发货者，收货人提供

体系中核心部分，为区域物流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公用信息查询和后台支持等后续服务。

5.4. 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平台的系统结构
基于信息化的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是结合，物流、
仓储、公共信息平台、生产企业等区域信息需求和决
策者功能的系统，其特点是带有网络化、信息化、和
智能化的管理软件。其具体结构如图 4 所示。
本系统是根据系统的功能定位和功能需求结合
运作情况来制定系统的结构，具体分为两大类，第一：
物 流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D.MIS) 和 智 能 决 策 信 息 系 统
(D.IDSS)，共同特点都是基于采集数据综合分析之上
运行。
(D.MIS)根据动态跟踪服务性质又分为运输管理
模块和库存管理模块，分别对车辆的到调度，车辆途
中的的实时监控和仓库动态的实时管理。
(D.IDSS)分为，库存、货物规划、车辆路线、货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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