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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要点
知识要点
物流信息的自动识别与
采集技术

物流信息的跟踪技术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存
储、传输与交换技术

掌握程度

相关知识

重点掌握

条码及扫描技术是在计算机的实践应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
自动识别技术

熟悉

重点掌握

射频技术是利用无线电波对记录媒体进行读写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 是多门学科交叉的产物，它以地理空间数
据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
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

了解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GPS 是利用导航卫星进行测时和测距

重点掌握

电子数据交换技术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熟悉

数据库管理技术

重点掌握

数据仓库技术是指从大量的历史数据资源中挖掘出有用的知识的技术，
主要用于帮助企业或组织的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分析

导入案例
精诚软件条码仓库物流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现代社会中，实现现代化仓库管理手段、条码技术是保证仓库作业优化，充分利用仓库空间，
快速便捷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创汇增值的优先手段。在条码化的仓库管理系统中，仓库作业数呈
两位数字增加，人员却没有增加，库存精度达到百分之百，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发货和进货作业的差
异率降为零，而且一些劳动量大的工作也被压缩了。过去以纸为基础的作业方式，在发货和入库方
面，每月约有 200 个错误发生，错误发生后，往往需要几个月来跟踪，以免扩大其影响。而通过数
据采集器把数据及时地送入计算机（有些条码阅读器则直接装在升降机上），避免了错误发生。
精诚软件条码仓库物流管理系统（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WMS）集成了信息技术、
无线射频技术、条码技术、电子标签技术、Web 技术及计算机应用等技术，将仓库管理、无线扫描、
电子显示及 Web 应用有机地组成一个完整的仓储管理系统，从而提高了作业效率，实现了信息资
源充分利用，加快了网络化进程。其中的关键技术主要有无线射频技术（Radio Frequency，RF）、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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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标签及数据接口技术。
条码 WMS 仓库物流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是北京精诚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仓储管理发展的趋
势出发，结合多年对物流管理模式的研究和信息系统的开发经验，研发出来的综合仓储管理解决方
案，该方案覆盖了基于不同行业特点的单一专业仓储管理或多级网络仓储管理的各个方面，是配合
制造企业的 JIT 管理、流通企业的分销、物流企业的多货主仓储服务等，并针对数据的交换以及信
息的提供，与周边辅助系统进行完美结合的一整套仓库管理解决方案。
1. 方案特点
精诚条码 WMS 仓库物流管理系统充分考虑到系统与企业其他系统间的数据整合，分别为不同
职能管理系统设计数据交互方案和数据接口，提高仓储与供应链的协同能力。
2. 基本结构
精诚条码 WMS 仓库物流管理系统采用 B/S 三层架构设计：表示层是用户与软件的交互接口，
中间层是应用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负责系统业务逻辑处理，数据层即数据库，集中存放系统数
据，可以是各种关系型数据库。
3. 系统功能
精诚 EAS.WMS 条码仓储系统是在仓库管理中引入条码技术，对仓库的到货检验、入库上架、
分拣出库、移库移位、库存盘点等各个作业环节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数据采集。
4. 条码编码规则
编码规则需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而定。根据条码技术特点以及产品属性，应使用国际流行的物
流单元标识码——CODEl28 码。
5. 条码的生成、打印与粘贴
根据企业组织架构及生产需要，条码可由各生产车间负责生成并打印。
货位管理采用数据收集器读取产品条码，查询产品在货位的具体位置（如 × 产品在 A 货区 B
航道 C 货位），实现产品的全方位管理。
6. 产品质检
产成品包装完成并粘贴条码之后，运到仓库暂存区，由质检部门进行检验。
7. 产品入库
从系统中下载入库任务到采集器中，入库时扫描其中一件产品包装上的条码，在采集器上输入
相应数量，扫描货位条码（如果入库任务中指定了货位，则采集器自动进行货位核对），采集完毕后
把数据上传到系统中，系统自动对数据进行处理。
8. 物料配送
根据不同货位生成的配料清单包含非常详尽的配料信息。
9. 产品出库
保管人员核对所采集数据，自动生成出库单，同时系统生成出门证，并打印出集团内部发票
（此处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由相应部门进行打印），运输车辆凭出库单、出门证及集团内部发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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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
10. 仓库退货
根据实际退货情况，扫描退货物品条码，导入系统生成退货单，确认后生成退货明细和账务的
核算等。
11. 仓库盘点
根据公司制度，在系统中根据要进行盘点的仓库、品种等条件确定盘点任务，把盘点信息下载
到采集器中，仓库工作人员通过到指定区域扫描产品条码输入数量的方式进行盘点，采集完毕后把
数据上传到系统中，生成盘点报表。
12. 库存预警
仓库环节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为仓库总量、每个品种设置上下警戒线。当库存数量接近或
超出警戒线时，进行报警提示，及时地进行生产、销售等的调整，优化企业的生产和库存。
13. 质量跟踪与追溯
此环节的数据准确性与之前的各种操作有密切关系。
14. 信息查询、报表生成
在此系统基础上，可根据需要设置多个客户端，为不同的部门设定不同的权限。
精诚软件 WMS 条码仓储管理可帮助企业计划、执行、监控和优化复杂的库存要求，从而保证
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规格为客户或生产线提供所需的物品。
资料来源：http://wenku.baidu.com/.

讨论题
1. 条码化的仓库管理系统的优点有哪些？
2. 通过阅读精诚软件的物流发展，试总结当代物流业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物流信息技术是指信息技术在物流活动中的各种应用，是物流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物
流信息技术是物流技术中发展最快的领域，随着物流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产生了一
系列新的物流管理理念和物流经营方式，推进了物流活动的变革。
在当今的流通领域，已将各种现代物流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物流中心。物流中心的
自动分拣系统、自动化立体仓库、自动拣货系统的计算机控制和无线移动电脑在物流中心
入库、出库、拣货、盘点、储位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配送中心物流作业的无纸化。
计算机技术在物流上的应用已远远超出了数据处理、事务管理的范畴，正在跨入智能
化管理的领域。例如，物流中心的配车计划与车辆调度计算及管理软件，在美、日等国已
商品化。它能大大缩短配车计划编制时间、提高车辆的利用率、减少闲置及等候时间、合
理安排配送区域和路线等。
物流信息技术主要由自动识别和采集技术、信息存储和处理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物
流动态跟踪技术等组成，包括基于各种通信方式基础上的移动通信手段、GPS 技术、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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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条形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和数据仓库等。物流信息技术通过切
入物流企业的各个业务流程，形成以移动通信、资源管理、监控调度管理、自动化仓储管
理、业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客户服务管理、需求管理、订单实现、生产流管理、采
购、产品开发和销售、退货、财务管理等集成的一体化现代物流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对物
流活动各要素的合理组配和高效利用，降低经营成本，并直接产生明显的经营效益。
本章着重介绍了各种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包括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存储、传输与交换
技术、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自动采集技术和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管理技术。

2.1

物流信息的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
数据自动采集技术是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为基础，集光、机、电、计算机等

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它是信息数据被自动识读、自动实时输入计算机的重要方
法和手段。而条码技术和射频技术是物流应用中最常用、最重要的数据自动采集技术。物
流数据自动采集技术的应用大大促进了物流过程的自动化、标准化和现代化。本节首先介
绍条码技术的基础知识，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的应用和常用的条码识读设备工作原理；然
后介绍基于射频技术的射频识别系统的构成和工作原理以及在物流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2.1.1

条码及扫描技术

1. 条码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条码是一种信息代码，由一组宽度不同、反射率不同的条和空按规定的编码规则组合
起来，用以表示一定的字符、数字及符号组成的信息，它是一种用光电扫描阅读设备识读
并使数据输入计算机的特殊代码。
在物流过程中，利用条码技术，可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自动识别。在商品从供
应商到消费者的整个物流过程中，都可以通过条码来实现数据共享，使信息的传递更加方
便、快捷、准确，也使经济效益得到极大的提高。条码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研究
于 60 年代，应用于 70 年代，普及于 80 年代，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推动了世界流通领域里
的大变革。
早 在 20 世 纪 40 年 代， 美 国 的 乔· 伍 德· 兰 德（Joe Wood Land） 和 伯 尼· 西 尔 沃
（Berny Silver）两位工程师就开始研究用代码表示食品项目及相应的自动识别设备，并于
1949 年获得了美国专利。该图案很像微型射箭靶，被叫作“公牛眼”代码。在原理上，
“公牛眼”代码与后来的条形码很相近，但当时的工艺和商品经济还没有能力印制出这
种码。
不久，E. F. 布宁克（E. F. Brinker）申请了另一项专利，该专利是将条形码标识在有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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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上。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西尔沃尼亚（Sylvania）发明的一个系统，被北美铁路系统采
纳。这两项可以说是条形码技术最早期的应用。
1970 年美国超级市场 Ad Hoc 委员会制定出通用商品代码（Universal Product Code，
UPC）。UPC 首先在杂货零售业中试用，这为以后条形码的统一和广泛采用奠定了基础。
第二年，布莱西公司研制出布莱西码及相应的自动识别系统，用以库存验算。这是条形码
技术第一次在仓库管理系统中的实际应用。1972 年蒙那奇·马金（Monarch Marking）等
人研制出库德巴（Code Bar）码，至此美国的条形码技术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1973 年美国统一编码委员会（Uniform Code Council，UCC）建立了 UPC 系统，实现
了该码制标准化。同年，食品杂货业把 UPC 作为该行业的通用标准码制，为条形码技术
在商业流通领域里的广泛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4 年 Intermec 公司的戴维·阿利尔（Davide Allair）博士研制出 39 码，很快被美国
国防部采纳，作为军用条形码码制。39 码是第一个字母、数字式的条形码，后来广泛应
用于工业领域。
1976 年在美国和加拿大超级市场上，UPC 的成功应用给人们以很大的鼓舞，尤其是欧
洲人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第二年，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简称欧共体）在 UPC-A
基础上制定出欧洲物品编码 EAN-13 和 EAN-8，签署了欧洲物品编码协议备忘录，并正
式成立了欧洲物品编码协会（European Article Numbering Association，EAN）。1981 年由于
EAN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故改名为“国际物品编码协会”
，简称 IAN。但由于历
史原因和习惯问题，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多年来一直被称为 EAN，于 2005 年才更名为 GS1。
日本从 1974 年开始着手建立 POS 系统，研究标准化及信息输入方式、印制技术等。
并在 EAN 基础上，于 1978 年制定出日本物品编码 JAN，同年加入了 EAN，开始进行厂
家登记注册，并全面转入条形码技术及其系列产品的开发工作，10 年之后成为 EAN 最大
的用户。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人们围绕提高条形码符号的信息密度，开展了多项研究。128
码和 93 码就是其中的研究成果。128 码于 1981 年被推荐使用，而 93 码于 1982 年使用。
这两种条码的优点是条形码符号密度比 39 码高出近 30%。随着条形码技术的发展，条形
码码制种类不断增加，因而标准化问题显得很突出。同时一些行业也开始建立行业标准，
以适应发展需要。条形码种类越来越多，常用的有一二十种，相应的自动识别设备和印刷
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及一些出口企业，把条形
码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一些行业如图书、邮电、物资管理部门和外
贸部门已开始使用条形码技术。1988 年年底，我国成立了统一组织、协调、管理全国物
品编码与自动识别标识技术的专门机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并于 1991 年加入 EAN，
致力于推广全球通用的、开放的、跨行业的供应链管理标准，负责我国商品条码、物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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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及自动识别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促进我国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全面开展
我国条码工作创造先决条件。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数量近年来迅速增加，截至 2008 年
年底，我国使用商品条码的企业已达十多万家，采用商品条码标识的产品有 300 多万种。
条码技术现已应用在计算机管理的各个领域，渗透到商业，如 POS 系统、工业、交
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物资管理、仓储、医疗卫生、安全检查、餐饮旅游、票证管理及
军事装备、工程项目等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和群众日常生活中。目前，世界各国把条码技术
的发展重点向生产自动化、交通运输现代化、金融贸易国际化、票证单据数字化、安全防
盗防伪保密化等领域推进；在介质种类上，除大多印刷在纸质介质外，还研究开发了金属
条码、纤维织物条码、隐形条码等，扩大应用领域并保证条码标识在各个领域、各种工作
环境中的应用。
按照维数不同，条码可以分为一维条码和二维条码。下面简要介绍一维条码技术，详
细介绍二维条码技术。

2. 一维条码技术
一维条码只在一个方向（一般是水平方向）表达信息，而在垂直方向不表达任何信息，
其一定的高度通常是为了便于阅读器的对准。一维条码（见图 2-1）由宽度不同、反射率
不同的“条”和“空”，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码制）编制而成，条码信息靠“条”和“空”
的不同宽度和位置来传递，信息量的大小由条码的宽度和印刷的
精度来决定，条码越宽，包容的“条”和“空”越多，信息量越
大；条码的印刷精度越高，单位长度内可容纳的“条”和“空”
越多，传递的信息量也就越大。

图 2-1

一维条码

编码中的“条”是指对光线反射率较低的部分，“空”是指
对光线反射率较高的部分。这种用“条”和“空”组成的数据编码很容易译成二进制数，
因为计算机只能识读二进制数据，所以条码符号作为一种为计算机信息处理而提供的光电
扫描信息图形符号，也应满足计算机二进制的要求。世界上约有 225 种以上的一维条码，
每种一维条码都有自己的一套编码规格，一般较流行的一维条码有 39 码、EAN、UPC、
128 码，以及专门用于书刊管理的 ISBN、ISSN 等。
一维条码的应用可以提高信息录入的速度，减少差错率，但是一维条码也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
（1）数据容量较小，30 个字符左右。
（2）只能包含字母和数字。
（3）保密性能不高。
（4）条码尺寸相对较大（空间利用率较低）。
（5）条码遭到损坏后便不能阅读。
近年来，随着资料自动收集技术的发展，用条码符号表示更多资讯的要求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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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维条码最大数据长度通常不超过 30 个字符，故多用来存放关键索引值（Key），作为
一种信息标识。不能用其对产品进行描述。要想获取更多的信息只能通过网络到数据库中
寻找，因此在缺乏网络或数据库的状况下，一维条码便失去了意义。

3. 二维条码技术
（1）二维条码的产生。二维条码技术是在一维条码无法满足实际应用需求的前提下产
生的。由于受信息容量的限制，一维条码通常是对物品的标识，而不是对物品的描述。所
谓对物品的标识，就是给某物品分配一个代码，代码以条码的形式标识在物品上，用来
标识该物品以便自动扫描设备的识读，代码或一维条码本身不表示有关该产品的描述性
信息。
因此，在 UPC 的应用系统中，对商品信息，如生产日期、价格等的描述必须依赖数
据库的支持。在没有预先建立商品数据库或不便联网的地方，一维条码表示汉字和图像信
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表示，也显得十分不便且效率很低。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
展，迫切需要用条码在有限的几何空间内表示更多的信息，以满足千变万化的信息表示的
需要。
二维条码最早发明于日本。它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
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
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
字数值信息，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二维条码
能够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位同时表达信息，因此能在很小的面积内表达大量的信息，信息
容量接近 2000B，通过压缩技术能将凡是可以数字化的信息，包括字符、照片、指纹、声
音等进行编码，在远离数据库和不便联网的地方实现信息的携带、传递和防伪。

【知识链接】
手机扫描二维码技术，简单地说是通过手机拍照功能对二维码进行扫描，快速获取到二
维条码中存储的信息，进行上网、发送短信、拨号、资料交换、自动文字输入等，手机二维码
目前已经被各大手机厂商使用开发。
手机二维码是二维码的一种，它不但可以印刷在报纸、杂志、广告、图书、包装及个人
名片上，用户还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输入二维码下面的号码即可实现快速手机上网功
能，并随时随地下载图文、了解企业产品信息等。

（2）二维条码的特点二维条码具有条码技术的一些共性：每种码制有其特定的字符
集，每个字符占有一定的宽度，具有一定的校验功能等，同时还具有以下特点。
1）信息容量大。根据不同的条空比例每平方英寸可以容纳 250 ～ 1100 个字符，比普
通条码信息容量约高几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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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容错能力强。二维条码因穿孔、污损等引起局部损坏时，照样可以正确得到识
读，损毁面积达 50% 仍可恢复信息，比普通条码译码错误率低得多，误码率不超过
1/10 000 000。
3）引入加密措施。引入加密措施后保密性、防伪性好。
4）印刷多样。二维条码不仅可以在白纸上印刷黑字，还可以进行彩色印刷，而且印
刷机器和印刷对象都不受限制，印刷方便。
5）可影印及传真。二维条码经传真和影印后仍然可以使用，而一维条码在经过传真
和影印后机器就无法进行识读。
（3）常见的二维条码。二维条码可以分为堆叠式 / 行排式二维条码和矩阵式二维条
码。堆叠式 / 行排式二维条码形态上是由多行短截的一维条码堆叠而成，它在编码设计、
校验原理、识读方式等方面继承了一维条码的一些特点，识读设备和条码印刷与一维条码
技术兼容。但由于行数的增加，要对行进行判定，其译码算法与软件也不同于一维条码。
有代表性的行排式二维条码有 16K 码、49 码、PDF417 条码等。矩阵式二维条码以矩阵的
形式组成，在矩阵相应元素位置上用点表示二进制“1”，用空表示二进制“0”，由点和空
的排列组成代码，其中点可以是方点、圆点或其他形状的点。矩阵式二维条码是建立在计
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组合编码原理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图形符号自动识读处理码制。具有
代表性的矩阵式二维条码有 Maxicode、Data Matrix、QR Code 等。
目前二维条码主要的码制有 PDF417 条码（Protable Data File 417）、49 码（Code 49）、
16K 码（Code 16K）、Data Matrix、Maxicode 和 QR Code 等， 如 图 2-2 所 示。 其 中 以
PDF417 条码应用范围最广，从生产、运货、行销到存货管理都很适合，故 PDF417 条码
特别适用于流通业者；Maxicode 通常用于邮包的自动分类和追踪；Data Matrix 则特别适
用于小零件的标识；QR Code 近年来在日本、韩国、中国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a）Data Matrix

b）QR Code

c）Maxicode

d）PDF417 条码

e）49 码

f）16K 码

图 2-2

二维条码

（4）二维条码的发展和应用。国外对二维条码技术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二维
条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储、传递和识别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
的关注。我国对二维条码技术的研究始于 1993 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信息
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内对二维条码这一新技术的需求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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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条码具有储存量大、保密性高、追踪性高、抗损性强、备援性大、成本便宜等特
性，这些特性特别适用于表单、安全保密、追踪、证照、盘点、备援等方面。
1）表单应用：公文表单、商业表单、进出口报单、舱单等资料之传送交换，减少人
工重复输入表单资料，避免人为错误，降低人力成本。
2）保密应用：商业情报、经济情报、政治情报、军事情报、私人情报等机密资料之
加密及传递。
3）追踪应用：公文自动追踪、生产线零件自动追踪、客户服务自动追踪、邮购运送
自动追踪、维修记录自动追踪、危险物品自动追踪、后勤补给自动追踪、医疗体检自动追
踪、生态研究（动物等）自动追踪等。
4）证照应用：护照、身份证、挂号证、驾照、会员证、识别证、连锁店会员证等证
照之资料登记及自动输入，发挥“随到随读”、“立即取用”的资讯管理效果。
5）盘点应用：物流中心、仓储中心、联勤中心之货品及固定资产之自动盘点，发挥
“立即盘点、立即决策”的效果。
6）备援应用：文件表单的资料若不愿或不能以磁碟、光碟等电子媒体储存备援时，
可利用二维条码来储存备援，携带方便，不怕折叠，保存时间长，又可影印传真，做更多
备份。
二维条码已经开始进入到各行各业中，并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数据采集、数
据传递方面，二维条码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二维条码存储容量多达上千字节，可以有
效地存储货品的信息资料；其次，由于二维条码采用了先进的纠错算法，在部分损毁的情
况下，仍然可以还原出完整的原始信息，所以应用二维条码技术存储传递采集货品的信息
具有安全、可靠、快速、便捷的特点。
在供应链中采用二维条码作为信息的载体，不仅可以有效避免人工输入可能出现的失
误，大大提高入库、出库、制单、验货、盘点的效率，而且兼有配送识别、服务识别等功
能，还可以在不便联网的情况下实现脱机管理。
阅读案例2-1

火车票上的二维条码

1997 年，全国铁路系统开始实行计算机联网售票，启用第二代火车票，就是粉红色软
纸票。第二代火车票使用一维条码，由于其容量较小，所以只能起到标识作用，而不具备
防伪功能。
为了有力打击假票泛滥的现象，原铁道部（现划分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
决定于 2009 年 12 月 10 日在全国范围内对火车票进行升级改版，启用第三代火车票，如图
2-3 所示。此次升级最大的变化是将车票下方的一维条码变成了二维防伪图案。该二维防伪
图案呈正方形、黑白相间，形似以前的“三维立体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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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3 所示的火车票条码为 23693001011112 A013415，其中，2369300101 表示售票
的车站和窗口，1112 表示售票日期，A013415 为车票号，与
车票左上角的号码相对应。
第三代火车票采用的是 QR Code，图 2-3 中的 QR Code
中不仅包含火车票条码，还包含防伪加密码和里程数。
近几年来，二维条码成为国际上流行的携带和传递数据
的高科技手段，具有存储量大、保密性高、追踪性强、抗损

图 2-3

第三代火车票

性强等特性。采用二维条码防伪客票系统后，售票人员根据乘客的购票类型，将相应信息
（如车次、价格、售出地等）利用二维码制码软件加密后生成二维条码，并将其打印在客票
的票面上。
乘客在进站口检票时，检票人员通过二维条码识读设备对客票上的二维条码进行识读，
系统将自动辨别车票的真伪，并将相应信息存入系统中。此外，检票人员还可利用掌上式
二维条码识读设备在车上检票，掌上识读设备自动将读到的信息与自有数据库中的数据进
行对比，辨别客票的真伪。利用二维条码识读设备检查客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避
免了人为的错误。
资料来源：李贞 .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 [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1.

4. 条码识别技术
（1）条码识读系统组成。从系统结构和功能上讲，条码识读系统由扫描系统、信号整
形、译码等部分组成。扫描系统由光学系统及探测器，即光电转换器件组成，它完成对条
码符号的光学扫描，并通过光电探测器，将条码图案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条码扫描系
统可采取不同光源、扫描形式、光路设计实现其功能。
信号整形部分由信号放大、滤波、波形整形组成，它的功能在于将条码的光电扫描信
号处理成为标准电位的矩形波信号，其高低电平的宽度和条码符号的条空尺寸相对应。各
种条码识读设备都有自己的条码信号处理方法。随着条码识读设备的发展，判断条码符号
条空边界的信号整形方法日趋科学、合理和准确。
译码部分由计算机方面的软硬件组成，它的功能是对得到的条码矩形波信号进行译
码，并将结果输出到条码应用系统中的数据采集终端。各种条码符号的标准译码算法来自
各个条码符号的标准。不同的扫描方式对译码器的性能要求也不同。
（2）条码识读系统工作原理。条码是由宽度不同、反射率不同的条（黑条）和空（白
条）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码制）编制成的。由于白色物体能反射各种波长的可见光，黑
色物体则吸收各种波长的可见光，因此当条形码扫描器光源发出的光经凸透镜照射到黑白
相间的条形码上时，反射光经凸透镜聚焦后，照射到光电转换器上，于是光电转换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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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与白条和黑条相应的强弱不同的反射光信号，并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输出到放大整形电
路，白条、黑条的宽度不同，相应的电信号持续时间长短也不同。
但是，由光电转换器输出的与条形码的条和空相应的电信号一般仅 10mV 左右，不能
直接使用，因而先要将光电转换器输出的电信号送入放大器放大。放大后的电信号仍然是
一个模拟电信号，为了避免由条形码中的疵点和污点导致错误信号，在放大电路后需加一
段整形电路，把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经译码器译成数字、字符信息。它通
过识别起始、终止字符来判别条形码符号的码制及扫描方向；通过测量脉冲数字电信号 0、
1 的数目来判别条和空的数目，通过测量 0、1 信号持续的时间来判别条和空的宽度。这
样便得到了被辨读的条形码符号的条和空的数目及相应的宽度和所用码制，根据码制所对
应的编码规则，便可将条形码符号换成相应的数字、字符信息，通过接口电路传送到计算
机系统进行数据处理与管理，这样便完成了条形码识别的全过程，如图 2-4 所示。

透镜 1

开关

光源

条码扫描器
光电转换器
透镜 2
放大整形电路

译码接口电路

计算机系统

图 2-4 条码的识别过程

2.1.2

射频技术

1. 射频技术概述
射频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是利用无线电波对记录媒体进行
读写。射频识别的距离可达几十厘米至几米，且根据读写的方式，可以输入数千字节的
信息，同时，还具有极高的保密性。射频识别技术适用的领域包括物料跟踪、运载工具
和货架识别等要求非接触数据采集和交换的场合，对于要求频繁改变数据内容的场合尤
为适用。例如，香港地区的车辆自动识别系统——驾易通，采用的主要技术就是射频技
术。目前，香港地区已经有约 8 万辆汽车装上了电子标签。装有电子标签的车辆通过
装有射频扫描器的专用隧道、停车场或高速公路路口时，无须停车缴费，大大提高了行
车速度，提高了效率。射频技术在其他物品的识别及自动化管理方面也得到了较广泛的
应用。
射频技术是对条码技术的补充和发展。它规避了条码技术的一些局限性，为大量信息
的存储、改写和远距离的识别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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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射频技术工作原理
（1）射频技术工作原理。RFID 的工作原理是：标签进入磁场后，如果接收到阅读器
发出的特殊射频信号，就能凭借感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
（即 Passive Tag，无源标签或被动标签），或者主动发送某一频率的信号（即 active tag，有
源标签或主动标签），阅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入物流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有关数据处理。
（2）基于射频技术的自动识别系统的构成。RFID 系统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根据不
同的应用目的和应用环境，系统的组成会有所不同，但从 RFID 系统的工作原理来看，系
统一般都由信号发射机、信号接收机、编程器、发射接收天线几部分组成，如图 2-5 所
示。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4. 天线

阅读器

标签

1. 信号发射机：阅读器通过
天线发出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

中央信息系统

2. 信号接收机：当标签进入磁场时
产生感应电流从而获得能量，向阅读
器发送自解码等信息

3. 编程器：阅读器将信息数
据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处理

图 2-5

射频技术工作原理图

1）信号发射机。在 RFID 系统中，信号发射机为了不同的应用目的，会以不同的形
式存在，典型的形式是标签（Tag）。标签相当于条码技术中的条码符号，用来存储需要识
别传输的信息。另外，与条码不同的是，标签必须能够自动或在外力的作用下，把存储的
信息主动发射出去。标签一般是带有线圈、天线、存储器与控制系统的低电集成电路。按
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标签有许多不同的分类。
A. 主动式标签与被动式标签。在实际应用中，必须给标签供电才能工作，但它的电
能消耗是非常低的（一般是百万分之一毫瓦级别）。按照标签获取电能的方式不同，可以
把标签分成主动式标签与被动式标签。主动式标签内部自带电池进行供电，它的电能充
足，工作可靠性高，信号传送的距离远。另外，主动式标签可以通过设计电池的不同寿命
对标签的使用时间或使用次数进行限制，它可以用在需要限制数据传输量或者使用数据有
限制的地方。比如，一年内，标签只允许读写有限次。主动式标签的缺点主要是标签的使
用寿命受到限制，而且随着标签内电池电力的消耗，数据传输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影响系
统的正常工作。
被动式标签内部不带电池，要靠外界提供能量才能正常工作。被动式标签典型的产生
电能的装置是天线与线圈，当标签进入系统的工作区域，天线接收到特定的电磁波，线圈
就会产生感应电流，再经过整流电路给标签供电。被动式标签具有永久的使用期，常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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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签信息需要每天读写或频繁读写的地方，而且被动式标签能支持长时间的数据传输和
永久性的数据存储。被动式标签的缺点主要是数据传输的距离要比主动式标签短。因为被
动式标签依靠外部的电磁感应而供电，它的电能比较弱，数据传输的距离和信号强度受到
限制，需要敏感性比较高的信号接收器（阅读器）才能可靠而准确地识读。
B. 只读标签与可读可写标签。根据内部使用存储器类型的不同，标签可以分成只读
标签与可读可写标签。只读标签内部只有只读存储器 ROM（Read Only Memory）和随机存
储器 RAM（Random Access Memory）。ROM 用于存储发射器操作系统说明和安全性要求
较高的数据，它与内部的处理器或逻辑处理单元完成内部的操作控制功能，如响应延迟时
间控制、数据流控制、电源开关控制等。另外，只读标签的 ROM 中还存储有标签的标识
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在标签制造过程中由制造商写入 ROM 中，也可以在标签开始使用时
由使用者根据特定的应用目的写入特殊的编码信息。这种信息可以只简单地代表二进制中
的“0”或者“1”，也可以像二维条码那样，包含复杂的相当丰富的信息。但这种信息只
能是一次写入、多次读出。只读标签中的 RAM 用于存储标签反应和数据传输过程中临时
产生的数据。另外，只读标签中除了 ROM 和 RAM 外，一般还有缓冲存储器，用于暂时
存储调制后等待天线发送的信息。
可读可写标签内部的存储器除了 ROM、RAM 和缓冲存储器之外，还有非活动可编程
记忆存储器。这种存储器除了具有存储数据的功能外，还具有在适当的条件下允许多次写
入数据的功能。非活动可编程记忆存储器有许多种，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
器）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这种存储器在加电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对原有数据的擦除以及数
据的重新写入。
C. 标识标签与便携式数据文件。根据标签中存储器数据存储能力的不同，可以把标
签分成仅用于标识目的的标识标签与便携式数据文件两种。对标识标签来说，有一个数字
或者多个数字、字母、字符串存储在标签中，用于识别或者作为进入信息管理系统中数据
库的钥匙（Key）。条码技术中标准码制的号码，如 EAN/UPC 码，或者混合编码，或者标
签使用者按照特别的方法编的号码，都可以存储在标识标签中。标识标签中存储的只是标
识号码，用于对特定的标识项目，如人、物、地点进行标识。关于被标识项目的详细的特
定的信息，只能在与系统相连接的数据库中进行查找。
顾名思义，便携式数据文件就是说标签中存储的数据非常大，足以看作是一个数据文
件。这种标签一般都是用户可编程的。标签中除了存储标识码外，还存储有大量的被标识
项目其他的相关信息，如包装说明、工艺过程说明等。在实际应用中，关于被标识项目的
所有信息都是存储在标签中的。读标签就可以得到关于被标识项目的所有信息，而无须再
连接到数据库进行信息读取。另外，标签存储能力的提高，使它具有组织数据的能力，在
读标签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特定的应用目的控制数据的读出，实现在不同的情况下读出的
数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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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号接收机。在 RFID 系统中，信号接收机一般称为阅读器。由于支持的标签类
型不同与完成的功能不同，阅读器的复杂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阅读器基本的功能就是提
供与标签进行数据传输的途径。另外，阅读器还具有相当复杂的信号状态控制、奇偶错
误校验与更正功能等。标签中除了存储需要传输的信息外，还必须含有一定的附加信息，
如错误校验信息等。识别数据信息和附加信息后按照一定的结构将其编制在一起，并按
照特定的顺序向外发送。阅读器通过接收到的附加信息来控制数据流的发送。一旦到达
阅读器的信息被正确地接收和译解后，阅读器通过特定的算法决定是否需要发射机对发
送的信号重发一次，或者指导发射器停止发送信号，这就是“命令响应协议”。使用这
种协议，即便在很短的时间、很小的空间阅读多个标签，也可以有效地防止“欺骗问题”
的产生。
3）编程器。只有可读可写标签系统才需要编程器。编程器是向标签写入数据的装置。
编程器写入数据一般来说是离线（Off-line）完成的，也就是预先在标签中写入数据，等
到开始应用时直接把标签粘附在被标识项目上。也有一些 RFID 应用系统，写数据是在线
（On-line）完成的，尤其是在生产环境中作为交互式便携数据文件来处理时。
4）天线。天线是标签与阅读器之间传输数据的发射、接收装置。在实际应用中，除
了系统功率，天线的形状和相对位置也会影响数据的发射和接收，需要专业人员对系统的
天线进行设计、安装。

3. 射频技术在物流中的应用
RFID 技术发展异常迅速，并且已经深入应用到很多领域，如铁路车辆的自动识别、
生产线的自动化及过程控制、货物的跟踪及管理等。在物流领域主要用于对物品跟踪；运
载工具和货架的识别等。下面简单介绍射频技术在物流中的一些典型应用。
（1）集装箱自动识别系统。集装箱上需安装标签。当集装箱从汽车、火车、货船到达
或离开货场时，通过射频识别设备，对集装箱进行自动识别，并将识别信息通过各种网络
通信设施传递到信息系统，实现集装箱的动态跟踪和管理，提高集装箱的运输效率。
（2）智能托盘系统。在每个托盘上都安装射频标签，把射频阅读器安装在托盘进出仓
库必经的通道口上方。当叉车装载托盘货物通过时，阅读器获取标签内的信息，并传递给
计算机，记录托盘的通过情况；当托盘装满货物时，自动称重系统会自动比较装载货物的
总重量与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单个托盘重量，获取差异，了解货物的实时信息。通过使用射
频技术，可高效地获得仓库中货物、托盘状况，提高仓库管理水平。
（3）通道控制系统。为仓库中可重复使用的各个包装箱都安装上作为唯一标识的射频
标签；在包装箱进出仓库的通道进出口处安装射频阅读器，阅读器天线固定在上方。当包
装箱通过天线所在处，计算机把从标签里获得的信息与主数据库信息进行比较，正确时绿
色信号亮，包装箱可通过；如果不正确，则激活红色信号，同时将时间和日期记录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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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该系统消除了以往采用纸质单证管理系统常出现的人为错误，排除了以往不堪重负
的超负荷状况，建立了高效和良好的信息采集途径，可在高速移动过程中获取信息，大大
地节省了时间。同时，该系统采用射频标签还可以使公司快速获得信息反馈，包括损坏信
息、可能取消的订货信息，从而降低消费者的风险。
（4）配送过程贵重物品的保护。在报税仓库可能会存储着价值昂贵的货物，为了防止
货物被盗和防止装着这些货物的托盘放错位置而导致延迟交货，可采用射频识别技术，保
证叉车按正确设置的路线移动托盘，降低在非监控道路货物被盗的可能。在仓库内配备悬
浮在上方的阅读器，给叉车装备射频标签。沿途经过的详细资料通过射频连接从中央数据
库下载到叉车，这些信息包括正确的装货位置，沿途安装的阅读器将提供经由路径。如果
发现标签错误，叉车会被停止，由管理者重新设置交通路径，同时自动称重并实时提供监
控信息。
（5）货物防盗系统。在需要重点防盗的商品上安装射频标签。当装有商品的车辆通过
装有射频阅读器的出口时，阅读器可实时识别每件商品上的标签信息，若有不被授权出去
的商品，可被限制运出。通过运用射频识别系统，可识别高速移动物体且可同时识别多个
标签，实现多件商品运输过程的实时监控及防盗。

2.2

物流信息的跟踪技术
物流活动常处于运动和非常分散的状态，为了对物流活动的空间数据进行有效的管

理，通常采用 GIS 和 GPS 技术。GIS 是在吸收和融合相关学科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丰富
和发展起来的。它利用计算机图形和数据库技术来采集、存储、编辑、显示、转换、分
析和输出地理图形及其属性数据，为用户提供图文并茂的信息，以便其进行分析和决策。
GPS 是利用导航卫星进行测时和测距，让处于地球任何位置的用户方便进行定位。
本节主要介绍 GIS 的定义、构成及其在物流中的应用；GPS 的含义、系统构成、定
位原理及其在物流中的应用。

2.2.1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多门学科交叉的产物，它以
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空间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
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并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适时地提供多种空间和动态的地
理信息，是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计算机技术系统。其基本功能是将
表格数据转换为地理图形显示，然后对显示结果进行浏览、操作和分析。其显示范围可
以从洲际地图到非常详细的街区地图，显示对象包括人口、销售情况、运输线路以及其
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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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S 构成
从应用的角度，GIS 由硬件、软件、数据、方法和人员 5 个部分组成。硬件和软件为
GIS 建设提供环境；数据是 GIS 的重要内容；方法为 GIS 建设提供解决方案；人员是 GIS
建设中的关键和能动性因素，直接影响和协调其他组成部分。
（1）硬件组成。硬件主要包括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存储设备、数据输入、显示和输出
的外围设备等。中央处理器与磁盘驱动器连接在一起提供存储数据和程序的空间；数字化
仪或其他数字化设备将地图或航片等资料转换成数字形式送入计算机；绘图仪及其他类型
的显示设备用于显示数据处理结果；磁盘机主要用来存储数据、程序或与其他系统进行通
信。用户通过可视显示器或终端控制计算机和外围设备，如绘图仪、打印机等。
（2）软件组成。GIS 软件系统是 GIS 运行所必需的各种程序，它包括系统软件、核心
软件和应用软件 3 个部分。其中，系统软件指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核心软件包
括数据输入和检验、数据存储和管理、数据变换、数据输出和表示等；应用软件是 GIS 开
发人员或用户根据某个专题或模型编制完成特定任务的程序，它与系统软件紧紧相连，是
系统软件的扩充和延伸。
（3）地理空间数据。地理空间数据是以地球表面空间位置为参照，描述自然、社会和
人文经济景观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图形、图像、文字、表格和数字等。它可以通过数
字化仪、扫描仪、键盘等输入设备输入到 GIS 中，通过 GIS 的输入处理模块按照一定的
数据结构将其转换为标准的数据文件，存放在地理数据库中，便于 GI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
提供给用户使用。
（4）方法。方法是指系统采用何种技术路线，采用何种解决方案来实现系统目标。方
法的采用会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5）人员。人员是 GIS 中的重要构成要素。GIS 不同于一幅地图，而是一个动态的地
理模型。仅有系统软、硬件和数据构不成完整的 GIS，需要人员进行系统组织、管理、维
护和数据更新、系统扩充完善、应用程序开发，并采用地理分析模型提取多种信息，为地
理学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只有在对 GIS 合理投资与综合配置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有效
的 GIS。

2. GIS 在物流中的应用
物流过程是计划、执行与控制原材料或最终产品从产地到使用地点的实际流程。物流
服务具体包括订单管理、运输、仓储、装卸、送递、报关、退货处理、信息服务及增值业
务等。物流过程中货物运输路径的选择、仓库地址的选择等，都涉及如何处理大量的空间
数据与属性数据而缩短物流时间、降低成本的问题。而基于 GIS 的物流分析软件系统不仅
具有对空间和属性数据的采集、输入、编辑、存储、管理、空间分析、查询、输出和显示
功能，而且可为系统用户进行预测、监测、规划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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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IS 技术在现代物流管理中的应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物流管理需要及
时跟踪货物的运输过程。了解各仓库的准确信息，合理调配和使用车辆、搬运工具、库房
和人员等各种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良的服务；提供实时的信息查询和物品承运的各种指标
数据，为客户提供简单的流通加工业务，提供配送业务，进行运输和仓储整合等。GIS 技
术的应用，使现代物流管理进入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的领域。物流信息化使得信息流动加
快、信息流动及时准确，而信息的迅速流动直接关系到物流的运作流程的平衡，如能大大
缩短配车计划编制时间、提高车辆的利用率、减少闲置及等候时间、合理安排配送区域和
路线等。
利用基于 GIS 的物流分析软件系统，能够将属性数据和图形数据相结合，便于企业对
分区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并且可以优化车辆与人员的调度，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
力资源，使货物配送达到最优化。物流中的许多重要决策问题，如配送中心的选址、货物
组配方案、运输的最佳路径、最优库存控制等方面，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基于 GIS 的
物流分析软件系统的功能如下。
1）分区。客户可在未分区域的地理地图信息中，参照地理区域，并结合自己的实际
情况，将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区域划分为若干个责任管辖区域。
2）客户定位。在已分完区域的地理地图信息中，由于地理地图已具有地理坐标，通
过对地理坐标的描述，可以在地图上对新客户进行地理位置的定位或者修改老客户的地理
位置，从而在地理地图坐标中最终确立客户的地理位置。
3）使用 GIS 对某个城市或地区按管理的要求建立电子地图，准确地反映出街道、道
路等情况，从而使企业能精确地确定配送点和客户的位置。
4）根据服务区域和特点，划分工作组、责任区，并根据客户分布和需求量合理安排
工作路线和顺序。
5）需求优先级。对于不同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量不同，等待服务的时间点和时间
段也各不相同，分配不同的优先级，可以使客户满意程度最大化。
6）路径最优化。根据实际的需求分布，优化具体运行路径，使资源消耗最小化。
7）动态模糊分区。对已经按地理位置分区的多个工作组，根据具体情况，动态地分
配他们的服务区，特别是交叉地段，从而协调各组的工作量和服务质量。
（2）GIS 技术在物流配送中的应用。GIS 技术应用于物流配送系统中，可使企业加强
对物流过程的全面控制和管理，实现高效、优质的物流配送服务。在 GIS 中，空间信息
和属性信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分别描述地理实体的两面，以地理实体为主线组织起
来。空间信息还包括了空间要素之间的几何关系，使 GIS 能够支持空间查询和空间分析，
以便制定规划和决策。
GIS 技术融入物流配送的过程中，就能更容易地处理物流配送中货物的运输、仓储、
装卸、送递等各环节，并对其中涉及的问题，如运输路线的选择、仓库位置的选择、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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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量设置、合理装卸策略的制定、运输车辆的调度和投递路线的选择等进行有效的管理
和决策分析。基于 GIS 的物流配送系统可实现如下主要功能：
1）车辆和货物跟踪。利用 GIS 和电子地图可以实时显示出车辆或货物的实际位置，
并能查询出车辆和货物的状态，以便进行合理调度和管理。
2）提供运输路线规划和导航。规划出运输线路，使显示器能够在电子地图上显示设
计线路，并同时显示汽车运行路径和运行方法。
3）信息查询。对配送范围内的主要建筑、运输车辆、客户等进行查询。查询资料可
以文字、语言及图像的形式显示，并在电子地图上显示其位置。
4）模拟与决策。可利用长期客户、车辆、订单和地理数据等建立模型来进行物流网
络的布局模拟，并以此来建立决策支持系统，以提供更有效而直观的决策依据。

2.2.2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1. 全球定位系统技术概述
（1）全球定位系统的概念。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是利用
导航卫星进行测时和测距，使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用户，都能计算出他们所处的方位。
当前，有两个公开的 GPS 系统可利用：一个是 NAVSTAR 系统，由美国研制，归美国
国防部管理和操作；另一个是 GLONASS 系统，为俄罗斯所拥有。因为首先可利用的是
NAVSTAR 系统，故又将这一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简称为 GPS。
（2）GPS 的特点。
1）定位精度高。应用实践已经证明，GPS 相对定位精度在 50km 以内可达 6 ～ 10，
100 ～ 500km 可达 7 ～ 10，1000km 可达 9 ～ 10。在 300 ～ 1500km 工程精密定位中，1
小时以上观测的解其平面位置误差小于 1mm，与 ME-5000 电磁波测距仪测定的边长比较，
其边长校差最大为 0.5mm，校差中误差为 0.3mm。
2）观测时间短。随着 GPS 系统的不断完善，软件的不断更新，目前，20km 以内相
对静态定位，仅需 15 ～ 20 分钟；快速静态相对定位测量时，当每个流动站与基准站相
距在 15km 以内时，流动站观测时间只需 1 ～ 2 分钟，然后可随时定位，每站观测只需
几秒。
3）测站间无须通视。GPS 测量不要求测站之间互相通视，只需测站上空开阔即可，
因此可节省大量的造标费用。由于无须点间通视，点位位置根据需要，可稀可密，使选点
工作甚为灵活，也可省去经典大地网中的传算点、过渡点的测量工作。
4）可提供三维坐标。经典大地测量将平面与高程采用不同方法分别施测。GPS 可同
时精确测定测站点的三维坐标。目前，GPS 水准可满足四等水准测量的精度。
5）操作简便。随着 GPS 接收机不断改进，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有的已达“傻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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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接收机的体积越来越小，重量越来越轻，极大地减轻了测量工作者的工作紧张程
度和劳动强度，使野外工作变得轻松愉快。
6）全天候作业。目前 GPS 观测可在一天 24 小时内的任何时间进行，不受阴天、黑
夜、起雾、刮风、下雨、下雪等的影响。
7）功能多、应用广。GPS 系统不仅可用于测量、导航，还可用于测速、测时。测速
的精度可达 0.1m/s，测时的精度可达几十毫微秒。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当初设计 GPS
系统主要是用于导航、收集情报等军事目的，但是后来的应用开发表明，GPS 系统不仅能
够达到上述目的，而且用 GPS 卫星发来的导航定位信号能够进行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精度
的静态相对定位，米级至亚米级精度的动态定位，亚米级至厘米级精度的速度测量和毫微
秒级精度的时间测量。因此，GPS 系统展现了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2. GPS 系统构成及工作原理
（1）GPS 系统构成。GPS 系统包括三大部分：空间部分——GPS 卫星星座；地面控
制部分——地面监控系统；用户设备部分——GPS 信号接收机。
（2）GPS 定位原理。GPS 的基本定位原理是：卫星不间断地发送自身的星历参数和
时间信息，用户接收到这些信息后，经过计算得出接收机的三维位置、三维方向以及运动
速度和时间信息。
GPS 接收机可接收到：用于实时的准确至纳秒级的时间信息；用于预报未来几个月内
卫星所处概略位置的预报星历；用于计算定位时所需卫星坐标的广播星历，精度为几米至
几十米（各个卫星不同，随时变化）；GPS 系统信息，如卫星状况等。

3. GPS 在物流中的应用
（1）用于车辆的自定位、跟踪调度。
1）车辆跟踪。利用 GPS 和电子地图可以实时显示出车辆的实际位置，并可任意放
大、缩小、还原、换图；可以随目标移动，使目标始终保持在屏幕上；还可实现多窗口、
多车辆、多屏幕同时跟踪。利用该功能可对重要车辆和货物进行跟踪运输。
2）提供出行路线规划和导航。提供出行路线规划是汽车导航系统的一项重要的辅助
功能，它包括自动线路规划和人工线路设计。自动线路规划是由驾驶者确定起点和目的
地，由计算机软件按要求自动设计最佳行驶路线，包括最快的路线、最简单的路线、通过
高速公路路段次数最少的路线的计算。人工线路设计是由驾驶员根据自己的目的地设计起
点、终点和途经点等，自动建立路线库。线路规划完毕后，显示器能够在电子地图上显示
设计路线，并同时显示汽车运行路径和运行方法。
（2）用于铁路运输。我国铁路开发的基于 GPS 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可以通过
GPS 和计算机网络实时收集全路列车、机车、车辆、集装箱及所运货物的动态信息，可实
现列车、货物跟踪管理。只要知道货车的车种、车型、车号，就可以立即从近 10 万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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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路网上流动的几十万辆货车中找到该货车，还能得到这辆货车现在在何处运行或停在
何处，以及所有车载货物发货信息。
（3）用于军事物流。GPS 首先是因为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在军事物流中，如后勤装备
的保障等方面，GPS 应用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美国。目前，我国军事部门也在运用 GPS。

2.3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的存储、传输与交换技术

2.3.1

电子数据交换技术

电子数据交换（EDI）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EDI 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为了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主动，各国企业在商
业领域都积极采用 EDI 来改善生产和流通，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本节主要介绍 EDI 的
产生、发展、概念和特点，EDI 的系统构成和工作原理以及 EDI 在物流行业中的应用。

1. EDI 的含义和特点
（1）EDI 的含义。EDI 的英文全称为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即电子数据交换。
联合国标准化组织将 EDI 描述成按照统一标准，将商业或行政事务处理转换成结构化的
事务处理或报文数据格式，并借助计算机网络实现的一种数据电子传输方法。
（2）EDI 的特点。相对于其他的信息传输方式，EDI 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EDI 的使用对象是具有固定格式的业务信息和具有经常性业务联系的单位。
2）EDI 所传送的资料是一般业务资料，如发票、订单等，而不是指一般性的通知。
3）采用共同标准化的格式，这也是与一般 E-mail 的区别，如联合国 EDIFACT 标准。
4）尽量避免人工的介入操作，由收送双方的计算机系统直接传送、交换资料。

2. EDI 的系统构成及工作原理
（1）EDI 的系统构成要素。数据标准，EDI 软件及硬件，通信网络是构成 EDI 系统的
三要素。
1）数据标准——EDI 标准是由各企业、各地区代表共同讨论、制定的电子数据交换
共同标准，可以使各组织之间的不同文件格式，通过共同的标准，达到彼此之间文件交换
的目的。
EDI 的产生及其标准的国际化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之一。早期的 EDI 使用的大
都是各处的行业标准，不能进行跨行业 EDI 互联，严重影响了 EDI 的效益，阻碍了全
球 EDI 的发展。目前，在 EDI 标准上，国际上最有名的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 /
ECE）下属第四工作组（WP4）于 1986 年制定的《用于行政管理、商业和运输的电子数
据互换》标准——EDIFACT（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For Administration，Commerce and
Transport）。EDIFACT 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接收为国际标准，编号为 ISO973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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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有广泛应用于北美地区的，由美国国家标准化协会（ANSI）X.12 鉴定委员会（AX—
CS.12）于 1985 年制定的 ANSI X.12 标准。
1992 年 11 月， 美 国 ANSI X.12 鉴 定 委 员 会 又 投 票 决 定，1997 年 美 国 将 全 部 采 用
EDIFACT 来 代 替 现 有 的 ANSI X. 12 标 准。ANSI 官 员 说：“1997 年 之 后， 现 在 所 有 的
ANSI X.12 标准仍将保留，但新上项目将全部采用 EDIFACT 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化协会
欧共体事务主席 John Rusell 先生指出：“ X.12 向 EDIFACT 转变意味着美国的公司今后可
在欧洲的市场上加快资金流动、改善用户服务。同时，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今后面对的将
是唯一的国际标准。”
2）EDI 的软件及硬件——实现 EDI，需要配备相应的 EDI 软件和硬件。EDI 软件具
有将用户数据库系统中的信息，译成 EDI 的标准格式，以供传输交换的能力。由于 EDI
标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适应不同行业的众多需求，然而每个公司有其自己规定的信
息格式。因此，当需要发送 EDI 电文时，必须用某些方法从公司的专有数据库中提取信
息，并把它翻译成 EDI 标准格式进行传输，这就需要 EDI 相关软件的帮助。EDI 的软件
构成如图 2-6 所示。
应用系统软件

转换软件
（Mapper）

将应用系统原文件转换成 Flat File

翻译软件
（Translator）

将 Flat File 转换成 EDI 标准格式文件

通信软件

在 EDI 标准格式的文件加上通信信封

传送给增值网络系统

图 2-6

EDI 的软件构成

A. 转换软件（Mapper）。它可以帮助用户将原有计算机系统的文件转换成翻译软件能
够理解的平面文件（Flat File），或是将从翻译软件接收来的平面文件转换成原计算机系统
中的文件。
B. 翻译软件（Translator）。它可以将平面文件翻译成 EDI 标准格式文件，或将接收到
的 EDI 标准格式文件翻译成平面文件。
C. 通信软件。它可以将 EDI 标准格式的文件外层加上通信信封（Envelope），再送到
EDI 系统交换中心的邮箱（Mailbox）；或在 EDI 系统交换中心内，将接收到的文件取回。
EDI 所需的硬件设备大致有：计算机、调制解调器（Modem）及通信线路。
A. 计算机。目前所使用的计算机无论是 PC、工作站、小型机、主机等均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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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odem。由于使用 EDI 来进行电子数据交换，须通过通信网络，目前采用电话网
络进行通信是很普遍的方法，因此 Modem 是必备硬件设备。Modem 的功能与传输速度，
应根据实际需求而决定选择。
C. 通信线路。一般最常用的是电话线路，如果传输时效及资料传输量上有较高要求，
可以考虑租用专线（Leased Line）。
3）通信网络——通信网络是实现 EDI 的手段。EDI 的通信方式有多种，如图 2-7 所
示。点对点方式只有在贸易伙伴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才使用。但随着贸易伙伴数目的增多，
当多家企业进行直接电脑通信时，会出现由于计算机厂家不同、通信协议相异以及工作时
间不易配合等问题，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许多应用 EDI 的公司逐渐
采用第三方网络与贸易伙伴进行通信，即增值网络（VAN）方式。它类似于邮局为发送者
与接收者维护邮箱，并提供存储转送、记忆保管、通信协议转换、格式转换及安全管制等
功能。因此，通过增值网络传送 EDI 文件，可以大幅度降低相互传送资料的复杂度和困
难度，大大提高 EDI 的效率。

点对点

一点对多点

多点对多点

a）方式 1：直接连接

b）方式 2：原始网络

图 2-7

EDI 的通信方式

（2）EDI 的工作原理。下面通过图 2-8 来具体说明 EDI 系统的工作原理。
1）平面文件转换及初始化过程。用户应用系统与平面文件之间的转换过程（即映
射）是联结翻译和用户应用系统的中间过程。用户应用系统存储了生成报文所需的数据，
该过程的任务就是读取用户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按照不同的报文结构生成平面文件以
备翻译。平面文件不必包含用户文件的全部数据，只需包含要翻译的数据。在实际应用
中，用户可将翻译系统和应用系统集成起来，在输入数据时，直接生成平面文件，随后
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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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内部数据转化为 EDI 标准格式的数据资料
映射
用户应用系统

通信
软件

翻译
EDI 标准报文

平面软件
网络中心

通信
软件
EDI 标准报文

平面软件

用户应用系统

EDI 标准格式的数据资料转化为单位内部数据

图 2-8

EDI 系统工作原理图

2）翻译过程。翻译就是根据报文标准、报文类型和版本，将平面文件转换为 EDI 标
准报文。而报文标准、报文类型和版本由上述 EDI 系统的贸易伙伴清单确定，或由服务
机构提供的目录服务功能确定。实际上，翻译的过程就是翻译程序根据标准的句法规则，
用规定分隔符将平面文件中的数据连接起来，生成不间断的 ASCII 码字符串，并根据贸易
伙伴清单生成报文头，最后生成报文尾。
3）通信过程。翻译过程结束，生成 EDI 交换通信参数文件，一般包含电话拨号、网
络地址或其他特殊地址符号，以及表示停顿、回答和反应的动作描述码。通信软件根据这
些通信设置拨通网络，建立用户的 EDI 服务通道，进行文件传输。
以上三步是 EDI 实现的前三步，即平面转换、翻译和通信。接下来的工作是交易接
收方从信箱中收取 EDI 信件，翻译、映射并转送到应用系统进一步处理。

3. EDI 在物流中的应用
EDI 既准确又迅速，可免去不必要的人工处理，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同时可减少人
工作业可能产生的差错。所以，它已被广泛应用于物流公司、制造商、批发商和运输商的
作业流程中。
（1）EDI 在物流交易中的应用。物流公司是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桥梁，它对调节产品
的供需、缩短流通渠道、解决不经济的流通规模及降低流通成本有极大的作用，如图 2-9
所示。
1）引入出货单。出货单是客户向物流公司发出的出货指示。物流公司引入 EDI 出货
单后可与自己的拣货系统集成，生成拣货单，这样可加快内部作业速度，缩短配货时间；
在出货完成后，可将出货结果用 EDI 通知客户，使客户及时知道出货情况，也可尽快处
理缺货情况。
2）引入催款对账单。对每月的出货配送业务，物流公司可引入 EDI 催款对账单，同
时开发对账系统，并与 EDI 出货配送系统集成来生成对账单，从而减轻财务部门每月的
对账工作量，降低对账的错误率以及业务部门的催款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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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订购
采购进货单
订货单总表

接单
订购总表

采购

验收

出货

验收单

出货单

拣货出货

出货单
催款
催款
催款对账单
催款对账单

图 2-9

物流公司交易流程图

（2）EDI 在制造商业务中的应用。制造商与其交易伙伴间的商业行为大致可以分为接
单、出货、催款及收款作业，其往来的单据包括采购进货单、出货单、催款对账单及付款
凭证等。
1）引入采购进货单。采购进货单是整个交易流程的开始，接到 EDI 订单就不需要重
新输入，从而节省订单输入人力，同时保证数据的正确；开发核查程序，核查收到的订单
是否与客户的交易条件相符，从而节省核查订单的人力，同时降低核查的错误率；与库存
系统、拣货系统集成，自动生成拣货单，加快拣货与出货速度，提高服务质量。
2）引入出货单。在出货前事先用 EDI 发送出货单，通知客户出货的货品及数量，
以便客户事先打印验货单并安排仓位，从而加快验收速度，节省双方交货、收货的时
间；EDI 出货单也可供客户与内部订购数据进行比较，缩短客户验收后人工确认计算机
数据的时间，减小对账的困难；客户可用出货单验货，使出货单成为日后双方催款对账
的凭证。
3）引入催款对账单、催款结账单，开发对账系统，并与出货系统集成，从而减轻财
务部门每月对账的工作量，降低对账错误率以及业务部门催款的人力和时间。
4）引入转账系统。实现了与客户的对账系统后，可考虑引入与银行的 EDI 转账系
统，由银行直接接收 EDI 汇款再转入制造商的账户内，这样可加快收款作业，提高资金
运用的效率。转账系统与对账系统、会计系统集成后，除实现自动转账外，还可将后续的
会计作业自动化，节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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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数据库管理技术

1. 数据库系统的组成
数据库系统（Data Base System，DBS）是由计算机系统、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和
有关人员组成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总体。数据库系统的组成主要包括以下 4 个部分。
（1）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系统是指用于数据库管理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数据库需
要大容量的主存以存放和运行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程序、应用程序以及数据库等。
辅存方面，则需要大容量的直接存取设备。此外，系统应具有较高的网络功能，以实现数
据资源的共享。
（2）数据库。数据库在数据库系统中主要起存储数据的作用。
（3）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是
一组对数据库进行管理的软件，通常包括数据库定义语言及其编译程序、数据操纵语言及
其编译程序以及数据管理例行程序等软件，如 Visual FoxPro，Sybase，Oracle，Informix，
SQL Server 等。
DBMS 一般具有如下功能。
1）数据定义功能。它提供数据定义语言（Data Defined Language，DDL）及其翻译程
序，定义数据库（模式及模式间映象）、数据完整性以及保密性的约束等；帮助用户（在
他们的权限范围内）方便地实现对于数据库中有关数据的各种操作，包括数据查询和更新
（插入、修改和删除）等。
2）数据库操纵功能。它提供数据操纵语言（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DML）及其
翻译程序，实现对数据的查询、插入、更新和删除等操作。
3）数据库运行和控制功能。它包括数据安全性控制、数据完整性控制、多用户环境
的并发控制等，按照数据库管理人员规定的要求，对数据库中所保存的数据实施完整性检
查与安全性控制，还要对数据库进行并发控制（即保证多个用户可以同时使用数据库而互
不干扰）；当数据库出现故障时，要使数据库管理人员能够迅速有效地对受到损坏的数据
加以恢复。
4）数据库维护功能。它包括数据库数据的载入、转储和恢复及重组与重构，数据库
的维护和数据库的功能及性能分析和监测等。
5）数据字典（Data Dictionary，DD）。它是指存放数据库各级模式结构的描述，是访
问数据库的接口。在大型系统中，DD 也可单独成为一个系统。
6）数据通信功能。它包括与操作系统的联机处理、分别处理和远程作业传输的相应
接口，这一功能对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尤为重要。
（4）人员。
1）数据库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Data Base Administrator，DBA）是对数据库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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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制的人员。其职责包括定义并存储数据库的内容，监督和控制数据库的使用，负责数
据库的安全维护等。
2）系统程序员。系统程序员是设计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专门人员，他们主要设计实现
数据组织与存取的各种功能，实现逻辑结构到物理结构的映射等。
3）用户。用户包括以下人员。
A. 应用程序员：指负责编制和维护应用程序的用户，如编写仓储管理、运输管理等
系统的用户。
B. 专门用户：指通过交互方式进行信息检索和补充信息的用户。
C. 参数用户：指那些与数据库进行固定的、有规则的交互作用的人，如售货员、订
票员等就是典型的参数用户。

2. 数据库模型
数据库模型反映了数据的组织形式及数据间的联系。在数据库系统中，对现实世界中
数据的抽象、描述以及处理等都是通过数据模型库来实现的。数据库模型是数据库系统设
计中用于提供信息表示和操作手段的形式构架，是数据库系统实现的基础。物流企业设计
数据库系统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选用哪种类型的数据库模型问题。在数据库系
统中使用的数据库模型主要有 3 种。
（1）层次数据库模型。该模型用树形（层次）结构来表示客观实体间的联系。树的节
点是记录类型，上、下两层记录类型之间的联系是 1∶n，即一对多联系。
（2）网状数据库模型。该模型用网状结构来表示客观实体间的联系。网状结构中的节
点是记录类型，两记录类型之间的联系是 1∶n。
（3）关系数据库模型。该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用表格结构来表达客观实体，用键确定实
体间的关联。实体及实体间的联系都是用关系来表示的。每个关系实际上就是一张二维表
格，由行和列组成。每一行代表关系的一个记录，每一列代表关系的一个属性。能够唯一
地标识实体的属性或属性组合的即为键。关系模型、层次模型和网状模型的最大差别是用
键而不是用指针来导航数据。
在关系模型中，用户对数据的检索和操作实际上是从原二维表中得到一个子集，因
而易于理解，操作直接、方便，用户只需指出“做什么”，而不必关心“怎么做”，从而大
大提高了数据的独立性。同时，由于关系模型概念简单、清晰、易懂、易用，并有严密的
数学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系数据理论，简化了程序开发及数据库建立的工作
量，因而迅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在数据库系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2.3.3

局域网络技术

1. 计算机局域网概述
将分散的计算机、终端、外围设备通过通信媒体互相连接在一起，能够实现互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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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系统，或者说通过通信媒体互连起来的自治的计算机集合体，叫作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可以分成三大类：多机系统、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局域网
一般在 10 公里以内，属于一个部门或单位组建的小范围网，它是在小型计算机和微型计
算机大范围推广使用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具有成本低、应用广、组网方便、使用灵
活等特点，深受用户欢迎，是目前计算机网络发展中最活跃的分支。

2. 局域网的主要技术特点
局域网技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并在企业、机关的管理信息系统与信息服务领域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局域网技术是当前计算机网络研究与应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目前技
术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从局域网的应用角度看，局域网主要的技术特点有以下几点：
（1）局域网覆盖有限的地理范围，它适用于机关、公司、校园等有限的范围内的计算
机、终端与各类信息处理设备联网的需求。
（2）局域网具有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10 ～ 100Mb/s），误码率较低的高质量数据传
输环境。数据传输速率高达 1Gbps（1000Mb/s）的高速局域网正在发展之中。
（3）局域网一般属于一个单位所有，易于建立、维护和扩展。
（4）决定局域网特性的主要技术要素有三点：网络拓扑、传输介质与介质访问控制
方法。
（5）局域网从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类，即共享介质局域网与交换局
域网。

3. 局域网标准及其工作原理
（1）IEEE802 标 准。 局 域 网 标 准 委 员 会（简 称 IEEE802 委 员 会） 于 1980 年 2 月 成
立，专门从事局域网标准化工作，并制定了 IEEE802 标准。IEEE802 标准所描述的局域
网参考模型只对应于 OSI 参考模型的数据链路层与物理层，它将数据链路层划分为逻辑
链路控制 LLC（Logical Link Contro1）子层与介质访问控制 MAC（Media Access Control）
子层。

【小知识】
OSI 与 IEEE802
ISO 的 OSI 是以 WAN 为基础而制定的，它应用于 WAN 时，可以很好地解决 WAN 中通
信子网的交换节点之间的点到点通信问题。而 LAN 中多采用共享通信介质的拓扑结构。若将
OSI 模型应用于 LAN，当有多个站点同时使用通信介质时，就会出现信息冲突。但 OSI 参考
模型的数据链路层不具备解决 LAN 中各站点争用通信介质的能力。
为此，IEEE802 委员会对 OSI 模型进行了改造，保持 OSI 高五层和第一层协议不变，将
数据链路层分成两个子层，分别是逻辑链路控制（LLC）子层和介质访问控制（MAC）子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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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访问控制（MAC）子层主要负责处理 LAN 中各站点对通信介质的争用问题。逻辑链
路控制（LLC）子层屏蔽各种 MAC 子层的具体实现细节，具有统一的 LLC 界面，从而向网络
层提供一致的服务。
在单个 LAN 中，各站点都是通过传输线直接相连，一般不存在路由选择问题，所以不必
设立网络层。但当把多个 LAN 互连时就涉及路由选择问题。为此专门设一个层次来完成此项
功能，该层在 IEEE 标准中称为网际层。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

（2）局域网的基本工作原理。IEEE802.2 标准定义的共享介质局域网有以下 3 类：
1）采用 CSMA / CD 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总线形局域网。
2）采用 Token Bus 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总线形局域网。
3）采用 Token Ring 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环形局域网。
上述 3 类局域网分别遵守 IEEE802.3、IEEE802.4、IEEE802.5 标准。
（3）IEEE802.3 标准与 Ethernet。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局域网是基带总线形
局域网，即以太网（Ethernet）。Ethernet 的核心技术是它的随机争用型介质访问控制方
法，即带有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 CSMA/CD（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方法。
CSMA/CD 方法用来解决多节点如何共享公用总线传输介质的问题。在 Ethernet 中，
任何联网节点都没有可预约的发送时间，它们的发送都是随机的。CSMA/CD 的发送流程
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先听后发，边听边发，冲突停止，发送信号，随机延迟后重发。
在采用 CSMA/CD 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总线形局域网中，每一个节点利用总线发送数
据时，首先要侦听总线的忙、闲状态。如果总线上已经有数据信号传输，则为总线忙；如
果总线没有数据传输，则为总线空闲。如果一个节点准备好发送的数据帧，并且此时总线
空闲，它就可以启动发送。但同时也存在着这种可能，那就是在几乎相同的时刻，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节点发送了数据，那么就会产生冲突，因此节点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应该进行冲
突检测。如果在发送数据过程中没有检测出冲突，节点在发送结束后便进入正常结束状
态；如果在发送数据过程中检测出冲突，为了解决信道争用冲突，节点停止发送数据，随
机延迟后重发。Ethernet 中任何一个节点如果想发送数据的话，都要首先争取总线的使用
权。因此，节点从准备发送数据到成功发送数据的发送等待延迟时间是不确定的，CSMA/
CD 介质访问控制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多节点共享总线传输介质的访问，方法简单且容易
实现。
（4）IEEE802.4 标准与令牌总线。令牌总线（Token Bus）是一种在总线拓扑中利用“令
牌”（Token）作为控制节点访问公共传输介质的确定型介质访问控制方法。在采用 Token
Bus 方法的局域网中，任何一个节点只有在取得令牌后才能使用公共总线去发送数据。令
牌是一种特殊结构的控制帧，用来控制节点对总线的访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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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完成初始化之后，各节点进入正常传递令牌与数据的状态。此时，每个节点有
本站地址，最后由最低地址向最高地址依次循环传递，从而在一个物理总线上形成一个逻
辑环。环中令牌传递顺序与节点在总线上的物理位置无关。因此，令牌总线网在物理上是
总线网，而在逻辑上是环网。令牌帧含有一个目的地址，接收到令牌帧的节点可以在令牌
持有最大时间内发送一个或多个帧。
（5）IEEE802.5 标准与令牌环。令牌环（Token Ring）介质访问控制技术最早始于
1969 年贝尔研究室的 Newhall 环网，最有影响的令牌环网是 IBM Token Ring。IEEE802.5
标准是在 IBM Token Ring 协议基础上发现并形成的。
在令牌环中，节点通过环接口连接成物理环形。令牌是一种特殊的控制帧。令牌帧中
有一位标志令牌的忙 / 闲。当环正常工作时候，令牌总是沿着物理环单向逐站传送，传送
顺序与节点在环中排列的顺序相同。
令牌环控制方式具有与令牌总线方式相似的特点，如环中节点访问延迟确定，适用于
重负载环境，支持优先级服务。
令牌环控制方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维护复杂，实现较困难。

2.3.4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技术是指从大量的历史数据资源中挖掘出有用的知识的技术，主要用于帮助
企业或组织的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分析。

1. 数据仓库的定义
传统的数据库系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处理：事务型处理和分析型处理。其中，
事务型处理又称操作性处理。事务型处理是指对数据库进行日常的联机操作，如定期的数
据查询、插入、删除和更新等操作。这些操作主要是为了支持企业或组织营运过程中各种
日常的业务活动。数据库系统主要是用于这种事务型处理，而分析型处理则是主要为了支
持企业或组织管理人员的决策分析。
假设同一个数据库系统同时被应用于以事务处理为主的联机事务处理（OLTP）和以分
析处理为主的决策支持时，这两种类型的处理会发生明显的冲突，并一定会严重影响系统
的性能。这是出于两种应用方式对于数据库不同的需求造成的。比如，事务型处理一般只
处理少量的数据，但是要求快速的响应速度；而用于决策支持的分析型处理一般需要大量
的数据支持，用于得出一个决策结果。例如，可能需要查询公司过去 3 年中各种产品的销
售总量，为获得该汇总结果可能需要读取几百万条记录并运行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查询在
执行期间，必定会锁住很多记录。这样，其他事务型处理就无法同时进行。这样的情况是
非常糟糕的。
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必须要将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数据处理进行分离。可以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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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从事务处理环境（如 OLTP 系统）中提取出来，并重新组织、转换，将其移动到单
独的数据库中。这个数据库就是数据仓库。一个数据仓库通常包含了一个企业或组织希望
查询的、用于决策分析的所有数据。这样，用于决策分析的分析型处理可以直接操作数据
仓库中的数据，而不会影响到原来数据库中的事务型处理的速度，从而提高了决策分析的
效率。
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的定义最初由比尔·恩门（Bill Inmon，他被称为“数据
仓库之父”）在其文章 Building Data Warehouse 中提出：“面向主题的、集成的、不可更新
的、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以支持企业或组织的决策分析过程。”

2. 数据仓库的特点
根据比尔·恩门的定义，数据仓库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数据仓库是面向主题的。数据仓库的数据是按照主题区域进行组织并面向主题
的，与 OLTP 数据库不同。
例如，假设某公司 OLTP 系统中的订单条目系统及其数据库分为零售和批发两个系
统，其中每个系统都支持对其所存放的数据的基本查询。因此，通过这两个系统，用户可
以分别查询零售或批发产品的信息。但是，如果用户希望获得一个关于各种产品销售总量
的报表（不管产品是零售还是批发的），就需要运行一个建立在所有的销售信息上的查询，
而不只是对某个系统（零售或销售系统）存储的信息进行查询。如果利用原来的系统做此
事的话，就只能先分别查询零售和批发系统，得到各种产品的零售销售总量和批发销售总
量，再将这些信息进行汇总后计算出各种产品的销售总量。显然，这个查询过程不是很直
接，需要人工干预，容易出错，特别是当需要在所有销售信息上进行更复杂查询时更易
出错。
解决方法就是将这些分开存放在不同系统中的数据，按主题区域集成在一个数据仓库
中。这样，用户只需要直接查询数据仓库，就可以获得关于所有产品销售信息的各种汇总
信息，如各种产品的销售总量，也可获得销售量最大的产品。
（2）数据仓库是集成的。用于决策支持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因此，数据仓库除了可以
包含从 OLTP 系统中定期传送过来的数据，也可以包含外部数据（如人口统计学数据、心
理学数据等）。各种数据源中的数据经过提取、转换集成，最后被加载到数据仓库中。
如果将零售系统和批发系统中的数据合并到一个数据仓库中，则这两个系统中数据的
编码可能不一致。例如，若在零售系统中客户的编号由 3 位数字组成（如“111”），而批
发系统中的客户编号是由 5 位字符或数字组成（如“ C3451”），而这里要将它们集合在一
起并创建一个有效的主题区域，必须在数据进入数据仓库时修改这些产品的编码，使它们
遵循统一的编码模式。
此外，在数据集成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类似问题和冲突。例如，在数据仓库数据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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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过程中，必须要消除原始数据中存在的各种冲突，如同名异义、异名同义、数据编码
的不统一等。另外，还要进行数据的有效性检查，最后要将数据转换成面向主题的数据结
构，并进行数据的汇总等。
（3）数据仓库是非易失的。利用数据仓库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决策分析，对数据仓库的
操作也主要是数据查询。所以，各种数据源的数据一经集成进入数据仓库后，数据仓库的
用户一般不对数据进行修改操作的。
（4）数据仓库是随时间变化的。决策分析往往需要对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如预测某
种产品的销售趋势。对发展趋势的预测需要访问历史数据，一般是多年的历史数据，尤
其当商业活动受季节影响较大时更是如此。所以，在数据仓库中必须存放这些历史数
据，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应不断增加新的数据到数据仓库中。这一点与 OLTP 系统是不
同的。OLTP 系统不会将大量的历史数据存放在数据库中，因为 OLTP 系统要求有快速
的响应速度。
数据仓库中的历史数据大部分是不同时间的 OLTP 数据库快照的集合，以及基于快
照进行统计、综合和重组而导出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仓库系统必须不断捕捉
OLTP 数据库中的数据，捕捉到的新数据只是又一个 OLTP 数据库快照，它不会覆盖原来
的快照。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并不是永不过期，而是有存储期限的。超过期限的数据会被删除。
只是相对于 OLTP 数据库中的数据期限来说，数据仓库中的数据的存储期限要远远长于
OLTP 数据库（OLTP 数据库中数据存储期限一般是 3 个月到 1 年，而数据仓库中数据的存
储期限一般是 5 ～ 20 年）。
数据仓库中不同时期的数据的概括级别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假设某食品公司，在其
数据仓库中存放了从 2001 年到 2011 年的数据产品销售数据。其中，2011 年的数据可能
是每一笔销售业务的数据，而 2009—2010 年的数据可能仅包含了每个月的汇总数据。因
为，当处理完某项事务并过了相当长时间后，事务的细节就变得不重要了。例如，现在是
2011 年，关于客户 ×× 在 3 年前的某一天（假设 2008 年 5 月 16 日）购买了一瓶罐头的
信息，对该公司的决策分析所起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在这种情况下，省略掉细节信
息是可行的。但是，了解某种产品在从 2001 年到 2011 年的每个 1 月份的销售情况可能就
比较重要了，因为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预测该产品 2 月份的销售情况。

3. 数据集市
（1）数据集市的定义。数据集市是数据仓库平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是一个由
用以支持部门定制应用的数据所组成的部门级数据库。比如，公司内部的销售、市场、
财务、人事等部门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数据集市。每一个数据集市都有自己特定的用处，
如人事部门的数据集市可以分析人事的流动，销售部门的数据集市可以分析产品的销售

第2章

物流信息技术基础

趋势等。当然，同一个数据集市也可用于不同的部门。例如，当销售部和市场部都希望
分析收益率时，就可以建立一个数据集市来分析收益率，并让销售部和市场部都可以使
用它。
（2）数据集市的数据来源。通常创建数据集市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途径，直接从
OLTP 系统中将数据捕获到需要使用该数据的数据集市中；第二种途径，将 OLTP 系统中
的数据捕获到中央数据仓库中，再将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填充到数据集市中。

4. 数据挖掘
当公司在利用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决策分析时，需要回答两种类型的问题：定量
的问题和定性的问题。定量的问题，如各产品每季度的销售额、销售量最大的前五种产品
等，这些问题只需要一些查询或制表工具就可以回答了。但如果用这些工具来回答定性问
题，例如为什么某些客户会使用某类产品，而其他客户不会使用这些产品？哪些因素对某
类产品的销售额最有影响力？决策分析人员就不得不先假设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使用查
询工具收集必要的信息，以验证或推翻自己的答案。显然，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分析人员的直觉，如果直觉有误，则得不到正确答案。而数据挖掘技术能够自动分析
数据，进行归纳性推理，从中发掘出数据间潜在的模式、趋势和相关性是解决这类定性问
题的可靠途径。
（1）数据挖掘的概念。数据挖掘（Data Mining，DM）顾名思义就是从超大型数据库
（VLDB）或数据仓库中搜索有用的商业信息的过程。这与从矿山中挖掘矿石的过程是类似
的，都需要对巨大数量的材料进行筛选或用智能去探查价值的真正所在。给定足够大小和
数量的数据库，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使用一组算法浏览数据，自动地发现模型、趋势和相关
性，从而能够帮助用户发现在其他时候可能发现不了的、隐藏在内部的信息，帮助企业发
现新的商业机会。
一般来说，数据挖掘技术具有如下的性能。
1）自动预测趋势和行为。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在大型数据库中自动发现预言性信息。
预言性问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目标市场营销。例如，利用数据挖掘，可以根据过去利用
邮件进行商品推销的数据，来确定那些很有可能乐意应答将来邮件的目标客户。
2）自动发现以前的未知模式。数据挖掘下具有可以识别以前隐藏的模式。模式发现
的一个例子是分析零售数据来识别看似无关但经常放在一起购买的商品，如婴儿尿布与啤
酒。其他模式发现问题包括对信用卡欺诈交易的检测和对由于数据输入错误而造成的异常
数据的识别。
（2）数据挖掘工具。
1）神经计算。神经计算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为模型检查历史数
据。拥有神经计算工具的用户可以搜索大型数据库，如识别新产品的潜在用户或搜索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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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概况将要破产的公司。比如，British Telecom 公司利用了一种称为大规模信息并行
处理（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MPP）的神经计算技术。利用这个系统，公司可以分
析客户的购物习惯，理解客户的需求和目标市场机会，识别每一种产品的采购概况、产品
包装和客户，及早掌握那些可能被竞争者夺去的客户。同时，该公司也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很好地了解高销售量产品的趋势，得到实时的市场信息。
2）智能代理。最有希望从 Internet 或基于 Intranet 的数据库获取信息的方法之一是使
用智能代理。
3）辅助分析。它是指使用一系列的算法对大数据集合进行分类整理，并用统计规则
表达数据项。
（3）数据挖掘的应用。随着现代企业所需管理的数据量的不断攀升，很多企业都建立
了数据仓库来存储数据。为了对大量数据进行筛选（如分析客户的购买偏好），各大企业
纷纷开始使用数据挖掘工具进行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技术在各行业都有应用。表 2-1 列出
了数据挖掘技术在银行、零售业、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应用。
表 2-1

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

应用领域

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

银行业

预测坏账、信用卡欺诈、新信用卡用户等

零售和销售业

预测销售、确定库存量和分销计划等

广告

预测在黄金时间播放什么广告效果最好，怎样插入广告的收益最大

市场营销

对客户的人口统计信息进行分类，以预测哪些客户将对推销商品的邮件更有兴趣，并做出应答或
购买特殊产品

阅读案例2-2

上海中远公司 EDI 系统应用

上海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中远公司）是中远集团（COSCO）下属的从事货
物运输代理的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级货运代理公司之一。该公司主要负责中远集团长江内
支线集装箱的货运代理，通过中转枢纽——上海港，使长江内支线与中远遍布全球的干线运
输网络相联结，可真正体现其运输优势，各种进出口货物可直接抵达全球各地，做到一票到
底，内地交货，为货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公司有员工 400 多人，其中电脑部共 10 人。
上海中远公司具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这一方面与其所在的行业有关，因为货
物运输要涉及大量的数据，如果没有良好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就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处理相
关数据，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另一方面，该公司领导层能够认识到计算机应用所带
来的好处，所以，能够大力推进计算机在公司内部的应用。中远集团是国内较早引进 IBMR$6000、AS/400 的企业，因此，具有良好的计算机应用基础。在公司内部，其业务全部
利用计算机来处理，也就是说，从客户提交数据到公司签发提单给客户，全部采用了计算
机处理技术。
客户传统的订舱方式往往是采用传真和信件的方式来传递双方需要的大量数据，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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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传真和信件方式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货代公司收到传真或信件后，需要将如此
大量的数据输入公司的内部信息系统，这样就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公司必须投入大量的
人力来处理这些数据；其次，重新输入这些数据难免会出现差错，而这样的差错会引起公
司与客户之间业务上的纠纷，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上的损失。
从 1997 年年初开始，上海中远公司开始采用电子订舱的方式逐步来取代传统的传真和
信件方式。公司采用两种电子订舱的方式：
（1）开发应用系统。公司电脑部开发出应用程序，安装在客户端，客户只要使用该
程序，通过 Modem 和电话线，将大量的数据传送给公司。这种应用程序的界面类似于
Internet 和 Web 形式，只是在功能上根据客户的要求和业务的实际需要进行了加强，它实际
上是 EDI 的一种形式。
（2）建立公司的网址 www.cosfresh.com，开发基于 Internet 的 Web 页。主要提供以下 4
个功能。
1）信息发布。公司在网上公布公司的各个航线、各航线的航期和运价等。
2）网上查询。客户可以通过 Internet 来进行查询，比较不同货代公司的运价和航期。
3）网上订舱。客户可以通过 Internet 来实现订舱，从而取代传统的订舱方式。
4）订舱反馈。不管客户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订舱的，都可以通过 Internet 查询到货物的
现状，跟踪其货物；通过电子订舱的客户还可以通过 Internet 得到公司的反馈，既快捷又方便。
电子订舱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往往适用于两种不同的客户。应用系统往往适用于比较固
定或者业务量比较多的客户。公司要负责将应用系统安装在客户处，而且往往还要负责该
系统的维护工作；而对于 Internet 方式，主要用于一些非固定的或者远距离的客户，因为对
公司来说，对非固定的客户安装维护应用系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上海中远公司自 1997 年开始采用电子订舱后，对于大部分固定客户都安装了应用系
统，从而巩固了与客户的业务联系。这些客户基本上都利用 EDI 方式实现了电子订舱。客
户的反应都非常好，认为使用 EDI 电子订舱后方便快捷、安全可靠，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电子信息服务系统的应用所带来的影响如下。
（1）企业形象提升和企业竞争力加强。国际航运市场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运载能
力相对过剩而出现了低迷状态，使各家航运公司之间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更加激烈。仅仅
使用价格手段取得竞争优势的传统做法已没有多少余地，且越来越难以奏效。通过采用新
的信息技术，完善对客户的信息服务质量将成为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电子信息服务
系统的应用，一方面使企业紧跟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从而不断地完善信息服务，取
得竞争手段上的不断领先；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在客户心中的形象，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2）工作量减少和工作效率提高。首先，电子信息服务系统的数据来源于客户的输入，
既大大减少了本企业的数据输入量，又大大减少了数据的差错率，提高信息处理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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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客户对于业务上的信息查询、货物跟踪等都可通过 Internet 来进行，客户与计算机打
交道，而不是与市场人员打交道，这大大减少了企业市场部人员的工作量。因为企业和客
户之间 80% 的业务都是正常的，而只有 20% 的业务是需要人工干预的，这样正常的业务就
交由计算机来处理，业务人员只处理少量必要的事情。
（3）费用减少。一方面，电子信息服务系统采用电子单证和电子函件代替了大量的纸
质单证，从而降低了传统的单证费用；另一方面，电子信息服务系统的应用深入到企业的
订舱、查询、广告等环节，从而减少了这些方面的费用。
（4）客户满意度提高。客户认为电子信息服务系统的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工
作量，使他们能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货物的动态。
资料来源：金锡万 .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本章小结
物流信息技术通过切入物流企业的业务流程来实现对物流企业各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与
高效利用，降低经营成本，直接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本章主要介绍物流信息的采集与识别基
本技术，要求了解物流信息的识别和采集技术；理解物流信息获取的各种途径；掌握物流信息
的传输与交换技术。
物流信息技术是实现物流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关键支持技术，同时也是物流管理
信息系统实现系统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中的实
际应用。

关键术语
（1）二维条码

（2）RFID

（3）GPS

（4）GIS

（5）EDI

（6）数据库

（7）数据仓库

（8）数据挖掘

习题
1. 选择题
（1）下列哪一项不是构成 EDI 系统的三要素？（
A. 数据标准

B. 数据内容

（2）DBMS 是下列哪一项的英文缩写？（

）
C. EDI 软件及硬件

）

A. 数据库管理系统

B. 管理信息系统

C. 制造资源计划系统

D.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D. 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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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哪些不是制造商与其交易伙伴间的商业行为？（
A. 接单

B. 出单

（4）下列哪一项不是 DBMS 的功能？（
A. 数据定义功能

）

C. 出货

D. 催款

C. 数据库更新功能

D. 数据库维护功能

）

B. 数据库操作功能

（5）数据库运行和控制功能不包括下面哪一项？（

）

A. 数据安全性控制

B. 数据完整性控制

C. 多用户环境的并发控制

D. 单用户自主控制

（6）下列哪一项不是数据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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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与操作系统的单独处理

B. 与操作系统的联机处理

C. 与操作系统的分别处理

D. 与操作系统远程作业传输的相应接口

（7）以下哪一类不属于用户的分类？（
A. 应用程序员

）

B. 专门用户

C. 参数用户

D. 大众用户

2. 判断题
（1）通常创建数据集市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途径，直接从 OLTP 系统中将数据捕获到需
要使用该数据的数据集市中；第二种途径，将 OLTP 系统中的数据捕获到中央数据仓库中，再
将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填充到数据集市中。

（

）

（2）从系统结构和功能上来讲，条码识别系统由扫描系统、信号整形、编码三个部分
组成。
（3）数据库模型反映了数据的组织形式及数据间的联系。

（

）

（

）

3. 简答题
（1）什么是条码扫描技术？
（2）举例说明条形码的应用案例。
（3）介绍射频技术在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4）什么是数据仓库？
（5）说明全球定位系统的原理和在物流中的应用。
（6）什么是地理信息系统？并简述该技术的应用。
4. 思考题
（1）自动识别技术为物流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哪些便利？
（2）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还在哪些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

案例分析
网上书店使用数据挖掘完成关联销售案例
数据挖掘通常被称为“从大型数据库提取有效、可信和可行信息的过程”。换言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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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派生数据中存在的模式和趋势。这些模式和趋势可以被收集在一起，并定义为挖掘模型。
挖掘模型可以应用于特定的业务方案。例如，预测销售额、向特定客户发送邮件、确定可能需
要搭售的产品及查找客户将产品放入购物车的顺序。下面就介绍一个使用企业级数据库软件提
供的算法完成数据挖掘的过程。
1. 背景资料
SQL Server 2005 是微软公司开发的为企业提供集成化信息管理解决方案的企业级软件，
SQL Server 2005 中的 Data Mining 是 SQL Server 2005 分析服务（Analysis Services）中的一部
分。SQL Server 2005 的 Data Mining 拥有多种算法，如 Microsoft 决策树算法、Microsoft Naive
Bayes 算法、Microsoft 聚类分析算法、Microsoft 神经网络算法（SSAS）、Microsoft 时序算法、
Microsoft 关联算法等。
其中，决策树算法、Naive Bayes 算法、聚类分析算法及神经网络算法（SSAS）可以预测
离散属性。例如，预测目标邮件活动的收件人是否会购买某个产品。决策树算法和时序算法可
以预测连续属性。例如，预测某企业下一年的销量。顺序分析和聚类分析算法可以预测顺序，
如执行公司网站的点击流分析。关联算法、决策树算法可以查找交易中的常见项的组。
2. 提出问题
借助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网上书店成为很重要的销售渠道，拥
有了比较固定的大量客户。为了进一步促进网上书店的销售量的增长，各网上书店采取了各种
方式，以给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书籍、提供更优质服务等方法吸引更多读者。是不是这样就够了
呢？这里，给众多网上书店提供一种非常好的促进销售量增长、吸引读者的方法，就是关联销
售分析。这里介绍的关联销售并不是根据网上书店的销售记录进行的比例统计，也区别于简单
的概率分析统计，它使用的是关联规则算法。这种方法就是给客户提供其他相关书籍，也就是
在客户购买了一种书籍之后，推荐给客户其他相关的书籍。这种措施的运用给他们带来了可观
的效益。
3. 数据挖掘过程
首先，我们利用网上书店的销售记录作为数据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排除偶然
性，我们只使用网上书店会员的数据。数据由两张表构成，第一张表的内容是会员 ID，称为
User 表；另一张表是会员的购书情况，称为 Sales 表。
其次，我们应用 SQL Server 2005 的 Data Mining 工具建立数据挖掘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定义数据源。选取的为网上书店的销售记录数据源（最主要的是 User 表和 Sales 表）。
（2）定义数据源视图。在此，要建立好数据挖掘中的事例表和嵌套表，并定义两者之间
的关系，定义 User 为事例表（Case Table），Sales 为嵌套表（Nested Table）。
（3）选取 Microsoft Association Rules（关联规则）算法，建立挖掘模型。
（4）设置算法参数，部署挖掘模型。
（5）浏览查看挖掘模型。对于关联规则算法来说，有 3 个查看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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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集。“项集”选项卡显示被模型识别为经常发现一起出现的项集的列表，在这里指的
是经过关联规则算法处理后，发现关联在一起的书籍的集合。
2）规则。“规则”选项卡显示关联算法发现的规则。“规则”选项卡包含一个具有以下列
的网格：“概率”、“重要性”和“规则”。概率说明出现规则结果的可能性。重要性用于度量
规则的用途。尽管规则出现的概率可能很高，但规则自身的用途可能并不重要。重要性就是说
明这一情况的。例如，如果每个项集都包含属性的某个特定状态，那么，即使概率非常高，预
测状态的规则也并不重要。重要性越高，规则越重要。
3）关联网络。节点间的箭头代表项之间有关联。箭头的方向表示按照算法发现的规则确
定的项之间的关联。
依据关联网络图，就可以发现经过关联算法计算出来的书籍之间的关联性。我们也可以
通过写 DMX 语句来实现预测查询。找出商品之间的相关性强度，我们就可以按照挖掘信息，
给客户推荐相关的书籍了。
资料来源 ：董秀科 . 物流信息系统 [M].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2008.

讨论题
1. 结合数据库知识，讨论使用 SQL Server 2005 进行数据挖掘的优缺点。
2. 结合网上书店的案例，分析物流信息技术在未来数据挖掘领域主要应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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