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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介绍了本书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信息
系统？什么是信息系统的管理、组织和技术维度？为什么在当今商业中信息
系统如此重要？为什么系统对协作和社会商业如此重要？信息系统是如何帮
助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的？广泛使用信息系统会带来哪些伦理和社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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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商业中的信息系统

学习目标
通过阅读本章，你将能回答以下问题：
● 信息系统是如何改变商业的，为什么它在当今商业运营和管理中如此重要？
● 什么是信息系统？信息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是信息系统的管理、组织和技术要
素？在确保信息系统为组织提供真正价值的过程中，为什么互补性资产如此重要？
● 学习信息系统需要使用哪些学术原则？每一项原则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信息系统的
理解的？

MyMISLabTM
访问 mymislab.com 来获得模拟、辅导材料和课后问题。

开篇案例

未来的杂货店：看看克罗格超市

如果你进入一家未来的杂货店，它会是什么样的呢？你可以先去克罗格超市看看。
克罗格超市的总部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从收入来看，它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
（2015 年的销售收入为 1 098 亿美元），也是第二大综合性零售商（仅次于沃尔玛）。克罗
格在 34 个州有 2 800 家超市和百货商店。它也是一个最先进信息技术的用户。
当你走进克罗格超市时，红外线感应器能够知道你已经到达。克罗格超市利用它所
知道的在店里的用户数量，预测什么时候会排队，应该在哪里配备收银员以防止排队等候
的人太多。关于客户购物模式、购买交易、人员编制水平以及店内摆设的数据不停地被采
集，并被输入分析软件中，以帮助克罗格超市预测在一周或一个月中的某些天很可能会发
生什么，应该开放多少记录器。比如，一个在周六下午购物的人会比一个在周三傍晚 5∶30
购物的人待在店里的时候更长。商店前面的屏幕能够让员工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开放或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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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收银通道。这个叫 QueVision 的系统使顾客在克罗格超市里排队的时间从 4 分钟减少到 30 秒以下。这些
传感器不会给顾客照相或识别顾客，它们只被安装在收银处和商店进门处（不是在整个店内）。
克罗格超市同时使用温度感应器监测冷冻食品储存温度的变化。超市安装了带有传感器的冰库，
每 30 分钟检查温度的变化，一旦温度达到冷冻储存不安全的水平时，就及时提醒店内的经理和设备工
程师。克罗格超市的一个典型的温度监测系统有超过 220 个电子标签（RFID）被连到无线网络上。在
安装传感器之前，克罗格超市的员工一天只人工检查两次食品存储的温度表。如果食物坏了或者员工
测量失误，会造成大量的成本支出。这个基于传感器的报告温度变化系统极大地降低了冷冻产品因变
质而被扔掉的数量，减少了劳动力，节约了能量。
克罗格超市使用名为 Click List 的网上订购服务，这个系统可以让顾客在网上订购商品，支付货
款，并且在预定的时间到取货窗口取他们订购的商品，甚至都不用离开他们的车。这项服务的费用是
4.95 美元。传统的电子商务服务只是吸引顾客购买少量的商品，但克罗格超市的服务使得那些喜欢便
利的顾客一次购买大量的商品，减少了他们日常购物的时间。
克罗格超市同时发现，顾客希望把移动设备集成到他们的购物体验中，看商店地图，创建购物清
单，支付货款以及积累积分。克罗格超市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可以使购物清单本地化，推送有目标
的广告，在选择的区域扫描和打包购买的东西。这个应用程序已经被下载了 900 万次。
正如克罗格超市研发部主任布雷特·邦纳（Brett Bonner）所说的，关键的业务度量是更高的客户
满意度。克罗格超市所进行的调研发现，在杂货店购物困扰顾客最大的问题是排队结账问题。在克罗
格超市里，技术已经把这个问题消除了，为顾客提供了更好的购物体验。百货零售业是一个竞争非常
激烈、利润率很低的行业，一美元的投资只有几美分的利润。因此，客户忠诚度显得尤为重要，克罗
格超市的系统使得顾客的购物更加便捷，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那么，有了移动和网上电子商务的工具，未来还会有百货商店实体店吗？或者说每个人都会从网
上购物吗？专家认为，百货商店不会消失。购物者在购买之前喜欢看到和触摸产品。但是，我们希望
更多的百货商店能够跟随克罗格超市的步伐，更多的技术革新能够使得克罗格超市引领潮流。
资料来源：www.thekrogerco.com, accessed April 2, 2016; Demitrios Kalogeropoulos,“ How Kroger Co. Plans
to Spend $4 Billion This Year, ”Fox Business, March 10, 2016; Kate Taylor,“ Kroger Is Building the
Grocery Store of the Future, ”Business Insider, November 8, 2015; Tom Kaneshig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Now Includes the Grocer’s Frozen Food Aisle,”CIO, July 31, 2015; and Laurianne McLaughlin,
“ Kroger Solves Top Customer Issue: Long Lines, ”Information Week, April 2, 2014.

克罗格超市面临的挑战说明了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中信息系统是如此的重要。克罗格超市在
一个高度竞争且只有 1% 或 2% 的超低利润率的行业中运作。对于每一家克罗格超市门店来说，
要一下子为大量的客户结账是一个瓶颈，如果太多的人在店里，而结账柜台很少的话，结账处
会排很长的队伍。调研显示，减少顾客长时间排队等待结账的时间能够使顾客感到愉悦并且是
他们是否再次光顾的最好预测因素。克罗格超市使用先进的信息系统缩短结账排队的时间，减
少食品腐烂成本，使得客户的购买体验更好。利用联网的感应器（广为人知的物联网）和强有力
的分析工具，是当今 MIS 领域驱动业务运作和管理决策的关键课题，本章将会对此进行讨论。
本章的开篇案例引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对案例的分析见下图。在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
里，克罗格超市的管理层选择利用信息系统提升客户体验。克罗格超市利用红外线传感器、
无线网络以及强有力的分析软件预测客户数量，计算结账时间，为何时、何地增加额外的结
账处以减少等待时间提供信息。克罗格超市也利用无线传感系统监测冷冻食品存储设备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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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以及使用移动技术帮助顾客快速完成购物。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署这些新的信息系统已经改变了克罗格超市的业务运行方式。
为了有效利用传感器驱动的系统和移动系统，克罗格超市不得不为分配结账柜台、打包商品
以及监测食品温度重新设计工作内容和工作顺序。这些变化需要精心规划，确保能够提升服
务质量、效率和盈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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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思考以下问题：在克罗格超市里，信息系统是如何帮助提高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
质量的？请列举两个克罗格超市部署信息系统方面管理决策的例子。克罗格超市与它的竞争
对手相比，有多大的竞争优势？

1.1

信息系统如何改变商业，为何它们在当今业务运营和管理中如此
重要
当前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企业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2015 年，美国企业花费 1 万

亿美元用于购买信息系统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另外，它们还将花费额外的 1 430 亿美元
用于购买业务和管理的咨询与服务—其中很多被用于企业运营的再设计，以保证有效利用
这些新技术。实际上，IT 投资的商业价值绝大部分来自企业内组织、管理和文化方面的变化
（Saunders and Brynjolfsson，2016）。图 1-1 显示出 1999 ～ 2015 年，私营企业在硬件、软件
和通信设备等信息技术上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从 21% 增加至 37%。
作为一名管理者，你们中的大多数将在那些大量使用信息系统且大量投资于信息技术的
公司中工作。你一定希望知道如何明智地投资于信息技术吧？如果你做出明智的选择，你的
公司将可能超越竞争对手；如果你做出错误的选择，你的公司将会浪费大量资金。本书致力
于帮助你在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投资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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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如何改变企业

你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如何进行商业活动来了解你周围每天的巨额支出。技术的变化和创
新的业务模式已经改变了社会生活与企业实践。超过 2.58 亿美国人拥有移动电话（80% 以
上的人口），其中 1.94 亿用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上网。49% 的人使用平板电脑，而且平板电
脑的销量还在上升。1.8 亿美国人使用网上社交网络；1.57 亿使用 Facebook，5 300 万使用
Twitter。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短信、电子邮件、在线会议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工具，因为
你的客户、供应商、同事都在使用它们（eMarketer Char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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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信息技术投资

信息技术资产投资，包括对硬件、软件和通信设备的投资。1999 ～ 2015 年，信息技术资产投资占总投资
的比例从 21% 增至 37%。
资料来源：Based on data i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Table 5.3.6. Real Private Fixed Investment by Type, Chained Dollars (2016).

截至 2015 年 6 月，全球有超过 1.5 亿家企业注册了“ .com ”网站（Curtis，2015）。如
今，美国有 2.05 亿人在线购物，其中有 1.71 亿人进行在线交易。每个月大约有 2.19 亿美国
人会到网上搜索产品或服务。2015 年，FedEx 在全球 220 个国家和地区每天运送 1 150 万件
包裹，并且大多数包裹是当天连夜被配送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每天运送超过 1 800
万件包裹。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快速感知和响应，以便应对快速变化的客户需求，将库存减少
到最低水平以及获得更高的运营效率。供应链变得更加快速，不同规模的企业更加依赖于零
库存降低总成本和快速进入市场。
如今，随着阅读纸质报纸的人数越来越少，2015 年在线阅读报刊的人数已经突破 1.8 亿，
还有更多人选择浏览其他的新闻网站（Conaghan，2015）。在线数字阅读每年以 10% 的速度
增长，是网络人数增长的 2 倍。每天大约有 9 000 万美国人观看网络视频，8 000 万人浏览博
客，2 800 万人撰写博客，创造了一批新作家和客户反馈的新方式，这在 5 年前是不存在的
（eMarketer，2016）。2015 年，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美国每月平均吸引 1.56 亿访问者，在全
球的访问人数则超过 1.4 万亿。企业利用社会化网络工具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员工、客户以
及管理者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世界 500 强企业已经在 Facebook、Twitter 以及 Tumblr 上设立
公司账户或主页。
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广告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2015 年，谷歌的在线广告收入超过
670 亿美元，互联网广告的收入以年增长率超过 15% 的速度增加，2015 年达到 58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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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rketer，2015）。
新的美国联邦安全和会计法律要求许多企业将电子邮件信息至少保存 5 年，外加现有的
职业与健康法要求企业保存员工接触化学物质的数据至少 60 年，这使得数字信息每年以大
约 5EB 的数量增长，相当于每年新增 37 000 个国会图书馆。

1.1.2

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

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变化太多了！事实上，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企业利用新技术管理和组织
业务运营的全新的世界。技术、管理和业务流程中的不断变化使得 MIS 领域成为当今商学院
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这里主要讲述五个重要的变化。

1. 信息技术创新
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正在改变传统的商业世界。相关的例子包括已经出现的云计算、基
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移动数据业务平台的发展、大数据、商业分析以及管理者利用社交
网络达到企业目标。这些变化发生在过去的几年间。这些创新使企业家和创新的传统企业创
造出了新的产品与服务，开发出了新的业务模式，改变了日常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新的
业务出现时，旧的业务甚至行业会被毁灭。

2. 新的业务模式
比如，像 Netf lix、苹果 iTunes、亚马逊以及其他很多下载视频的网络视频服务，彻底颠
覆了付费视频发布甚至创造的方式。2016 年，Netf lix 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 7 500 万订阅者，
这被称为“网络电视革命”。Netf lix 进入了付费电视节目生产领域，拥有 30 个原创性节目，
比如《速度与激情》
《老无所依》
《纸牌屋》
《女子监狱》等，这些节目对传统的有线电视节目
生产者提出了挑战，潜移默化式地摧毁了有线电视网络在电视节目生产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目前，用户通过苹果的 iTunes 能够下载 67% 的电影与电视节目，并且 iTunes 也开始触及好
莱坞出品的最新电影与电视节目。很多用户开始取消有线电视网络，只用互联网娱乐。

3. 电子商务扩张
2016 年电子商务的收入大约为 6 000 亿美元，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9 000 亿美元。电
子商务正在改变公司设计、生产、运输商品和服务的方式。电子商务又在重新设计本身，打
破了传统的市场营销和广告行业的传播方式，使主流媒体与内容生产企业陷入危险的困境。
21 世纪，Facebook 和其他一些社交网站，比如 YouTube、Twitter、Tumblr 联合 Netf lix、苹
果 Beats 音乐服务，以及许多其他的媒体公司，极大地扩大了电子商务的范畴。它们出售的
是服务。当我们谈及电子商务时，我们一般会想到出售有形的商品。这种对电子商务标志性
的理解依然非常普遍。在美国，零售企业采用电子商务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式，伴随着一起成
长的是出售服务而非产品的整个新的价值流。这是电子商务的服务模式。社会商务的发展触
动了移动平台的大力发展：80% 的 Facebook 用户通过移动电话和平板电脑获得服务。信息
系统和技术是这场基于服务的新的电子商务革命的基础。2016 年，移动电子商务的收入达到
了 1 300 亿美元，并且正在以每年超过 30% 的速度增长。

4. 管理变革
商业企业的管理已经发生变化：有了新的移动智能手机、高速无线 Wi-Fi 网络以及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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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远在路上的销售人员对于经理提出的问题只需几秒钟就能解决。商业变成了移动的，
与客户同行。在路上的管理人员能够直接地、持续地与员工接触。具有非比寻常的大量数据
的企业级信息系统的建立意味着管理人员将不会在混乱的迷雾中工作，而能够在线、实时地
获取他们做出准确、及时决策所需要的重要信息。此外，公开使用网络、微博、博客已经成
为公司沟通、协作和信息分享的重要工具。

5. 公司和组织变革
与以前的企业组织相比，21 世纪的商业企业不再强调组织的层级和结构，而更关注员工
角色的多样性与团队协作。企业更关注员工的能力和技能，而不是职位。企业强调基于数据
与分析进行更快、更准确的决策。企业对技术变化、消费者态度和文化更加敏感，利用社交
媒体与消费者对话，显示它们非常愿意倾听消费者的心声，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别无
选择。它们对信息技术创造和管理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具有这些特质的商业组织和企业就是 21 世纪的数字化企业。
在“互动讨论：管理”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些变化。大量的管理人员依赖移动电子平台
协调供应商和运输，使客户满意，管理员工。没有这些移动设备或互联网接入，则现在的企
业难以开展工作。

☉互动讨论：管理
移动口袋办公
你能在口袋里经营公司吗？也许这不完全可行，但是目前已经有很多业务功能可以通过
iPhone、iPad、黑莓手机或者其他手持设备实现。这些智能手机被叫作“数字时代的瑞士军刀”。
手指轻轻一点，就会出现网络浏览器、电话、照相机、音乐或视频播放器、电子邮件和短信编
辑器，以及进入企业系统的门户。这些新的文档分享、协作、销售、订单处理、库存管理以及
生产监控的软件应用程序使得智能手机成为更加多样化的企业工具。移动口袋办公把大大小小
的公司运营业务装入了钱包或口袋中。
Sonic 汽车是美国最大的汽车零售商之一，在 14 个州拥有 100 多个经销商。每年，Sonic
销售 250 000 辆新车和二手车，覆盖 25 个不同的汽车品牌，同时也销售汽车配件和维修、保养
以及汽车金融服务等。Sonic 汽车管理者和员工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 iPhone 和 iPad 上完成的。
Sonic 开发了一些定制的 iPhone 和 iPad 应用以加快销售，提高服务速度。Virtual Lot 是一
个经销商库存应用，可以让经销商的销售人员快速查询汽车库存，以迅速获取关于汽车的信
息、价格、以旧换新的价值、利率、促销活动、融资以及哪个竞争对手在销售同款汽车等信
息。销售人员也能为客户快速找到最好的选择，并且比对手给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经销商并
不局限于销售他们自己仓库里有的库存。
一个叫作 Sonic 库存管理系统的应用软件（SIMS）加快并简化了以旧换新的估价和定价
流程。Sonic 的员工用他们的 iPhone 和 iPad 对客户的旧汽车拍照，然后输入汽车的识别号码
（VIN）和已经开的公里数，并且记录相关问题。这些数据立刻被传输到公司总部，以有助于
快速对这辆车进行评估。还有一个 Service Pad 应用软件简化了汽车维修和保养的步骤。过去，
需要修车的客户不得不来到经销商的公司，坐在那里等着 Sonic 的员工手工输入维修单。如
今，Sonic 的员工亲自来到客户汽车的停放地，用 iPad 马上输入维修单。
SKF 是一家全球性的工程公司，总部位于瑞典的哥德堡，在 32 个国家拥有 140 个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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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 48 500 名员工遍布全球。SKF 生产轴承、封条、润滑系统，服务于 40 多个行业，包括
采矿业、运输业和制造业。SKF 开发了 30 多款定制的 iPhone 和 iPad 应用程序，简化了工作流
程，使其员工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获取公司的重要数据。
例如，一个虚拟现实应用利用 iPhone 或 iPad 相机识别出工厂的机器，并生成包含 SKF 部
件的 3-D 轮廓图。一个名为 Shaft Align 的传感器驱动应用程序由 SKF 服务团队和客户在现场
使用。Shaft Align 通过无线蓝牙传感器连接到机器的一个部件（如电机驱动的风扇）上，以确
保驱动轴正确对齐。如果没有对齐，这个应用程序会生成一个一步步的指导说明，以 3-D 的方
式显示如何手动对齐电机。最后，这个程序会再次检查是否正常工作，并生成报告。
另外一个叫作 MOST 的移动应用程序可以使工厂操作人员远程监控一些 SKF 的工厂生产
线。MOST 连接机器运行的后端系统，并为操作人员提供关键的数据。使用这个移动应用程序
的操作人员可以通过安全的即时消息与管理者和其他操作人员沟通，更新维护日志，并在产品
通过工厂线时实时跟踪产品。
SKF 的 Shelf 移动应用程序允许销售工程师和客户按需访问 5 000 多份产品介绍、产品目
录、产品规格以及互动营销资料。销售团队可以使用 Shelf 创建自定义的“货架”，以便利用其
iPhone 或 iPad 组织、解释和与客户分享相关资料。iPhone、iPad 和 Shelf 应用程序每天为公司
销售工程师在文书工作方面节约 25 分钟时间，让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在现场支持客户。这种
生产力的提升相当于在现场增加了 200 多名销售工程师。
SKF 的审计人员每年执行大约 60 次审计，每次审计都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使
用 SKF 的 Data Collect 应用程序，审计人员可以用他们的 iPad 收集数据，并立即向客户呈现详
细的报告。
SKF 的 Seals 应用软件提供了有关 SKF 所加工和浇注成型的密封件以及塑料部件的规格
与信息。Seal Select 应用程序可以帮助用户在输入不同的参数时，选择密封件和相关配件，以
便为其需求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 Sonic Automotive: Driving Growth with iPhone and iPad ”and“ Driving Innovation in the Factory
and in the Field with iOS, ”iPhone in Business, www.apple.com, accessed March 31, 2016;www.skf.
com, accessed March 31, 2016; www.sonicautomotive.com, accessed March 31, 2016; and“ Why the
Mobile Pocket Off ice Is Good For Business, ”ITBusinesEdge.com, accessed March 6, 2015.

案例分析题
1. 本案例描述了哪些类型的应用？这些应用支持哪些业务功能？它们是怎样帮助提高运
作效率和决策速度的？
2. 请指出在本案例中通过移动数字设备解决的企业问题。
3. 哪种企业最有可能从给员工配置类似 iPhone 和 iPad 的移动数字设备中受益？
4. 一家给员工配置了 iPhone 的公司证实：
“iPhone 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而是行业的改
变者。它改变你和客户以及供应商的互动方式。”请讨论这句话的含义。

1.1.3

全球化挑战和机遇：世界是平的

1492 年，哥伦布重申天文学家的论断：地球是圆的，大海可以安全航行。事实证明，世
界是由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彼此相互隔绝的人组成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发展程度也
相差很大。哥伦布航行后，世界贸易大发展使得各国人民与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随着各国
间贸易的不断增加以及第一次全球化经济的出现，“工业革命”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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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声称现
在世界是“平的”。他认为互联网和全球通信发展，极大地减少了发达国家经济和文化方面
的优势。弗里德曼提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人民为了维持经济水平，不得不与来自低收入
地区受过高等教育和积极上进的人竞争工作岗位、市场、资源甚至想法（Friedman，2007）。
这种“全球化”对商业企业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在美国和欧亚的一些发达工业国家中，经济增长依赖进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2015
年，美国 19 万亿美元经济收入中约有 30% 来自外贸进出口。在欧洲和亚洲，这个数值超过
50%。《财富》500 强的多数美国公司收入的一半来自海外业务。技术企业尤其依赖于离岸收
入：2015 年英特尔公司 85% 的收入来自微处理器的海外销售业务，苹果 60% 的收入来自美
国之外。在美国销售的玩具，有 80% 是在中国制造的，而在中国制造的个人电脑，有 90%
用的是美国英特尔和 AMD 芯片。微处理器的芯片从美国运到中国进行组装。
不仅产品跨国流动，工作岗位也在流动，其中包括要求高学历的高工资岗位。在过去
10 年中，美国几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入海外低收入国家。但目前制造业员工在美国只
占就业的一小部分（低于 12%且还在持续下降）。在经济的正常年份中，约 30 万个服务工作
岗位被移至海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其中许多是对技能要求较低的信息系统职位，也包括建
筑、金融服务、客户呼叫中心、咨询、工程甚至是无线电技术方面可外包服务的岗位。
同时，美国经济在一个正常、非衰退的年份可以创造超过 35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虽然
2011 年美国处于经济缓慢复苏阶段，只创造了 110 万个私营机构工作岗位，但到 2015 年，
美国每年增加超过 200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信息系统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
且工资稳定。业务外包加速了新系统在美国和全球的发展，并使其能够在低工资国家维护和
开发。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 MIS 和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所面临的就业
市场会如此迅速地成长。
你作为一名商科学生，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受教育和在岗实习学习那些无法被外包
的高水平技能。你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是避免市场充斥着离岸外包生产的廉价产品和服务。
机遇同样是巨大的。在本书中，你会发现许多公司和个人使用信息系统适应新的全球化环
境，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做什么？答案很简单：每一件事情。互联网与全
球通信系统融合，极大地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和交易成本。如今，上海的一个工厂车
间和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分销中心之间的沟通是实时且免费的。客户现在可以一天 24 小时
在全球市场进行采购，获得可靠的价格和质量信息。通过在其他国家寻找低成本的供应商和
管理生产设备，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互联网服务公
司，比如谷歌和 eBay，可以在多个国家复制自己的商业模式和服务，而不必重新设计昂贵
的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简而言之，信息系统驱动了全球化。

1.1.4

新兴的数字化企业

前面描述的所有变化，再加上同等重要的组织再设计，为全数字化企业创造了所需的条
件。对于数字化企业，我们可以按不同维度来定义。数字化企业（digital f irm）是这样的企
业，即它和客户、供应商和员工的重要商业关系几乎完全可以借助数字化实现，通过覆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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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或连接多个企业的数字网络完成核心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business processes）是指组织按照时间顺序开发的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任务
和行动，以产生特定的业务结果以及组织与协调业务活动的特定方式。开发新产品、生成和
执行订单、创建营销计划、聘用员工都属于业务流程。企业完成业务流程的方式是一种竞争
优势的来源（第 2 章将详细讨论业务流程）。
关键企业资产—知识产权、核心能力、财务和人力资源，可以通过数字化方法进行管
理。在数字化企业中，关键业务决策支持所需的任何信息可以随时随地获得。
数字化企业对其环境的感知和响应远比传统企业更迅速，这使它们更加灵活，也利于其
在商业动荡时期存活下来。数字化企业为较灵活的全球组织和管理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在数
字化企业里，时间转移和空间移动是司空见惯的。时间转移是指业务可以连续开展，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而不是狭义的“工作日”时段，即每天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空间移动
意味着在全球任一办公场所开展工作（当然在国内各地也是一样的概念）。工作被安排在全
世界最适合的地方完成。
许多公司，例如思科、3M 和通用电气（详见第 12 章末尾的案例），已快要成为完全的
数字化企业，它们利用互联网驱动业务的各个方面。其他大多数公司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数字
化企业，但它们正处在与供应商、客户和员工的紧密数字化集成过程中。

1.1.5

信息系统的战略业务目标

为什么今天信息系统如此重要？为什么企业在信息系统和技术方面的投入如此多？美国
有超过 5 700 万管理者和 1.2 亿工人依赖于信息系统开展业务。在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中，
信息系统是开展日常业务以及实现战略业务目标的关键。
如果没有持续地大量投资于信息系统建设，整个经济将不可想象，电子商务公司如亚马
逊、eBay、谷歌和 E*Trade 将根本不会存在。今天的服务行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以
及个人服务业如旅游、医药、教育，没有信息系统就无法运作。同样地，零售企业（如沃尔
玛、西尔斯）以及制造企业（如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都需要信息系统以保证其生存和繁荣。
正如办公室、电话、文件柜、有电梯的高层建筑曾经是 20 世纪的商业基础一样，信息系统
也是 21 世纪的商业基础。
公司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与其执行企业战略并实现企业目标的能力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
密（见图 1-2）。信息系统能做什么往往决定了企业在未来五年所能做的事情。增加市场份
额、成为提供高质量或低成本产品的生产商、开发新产品和提高员工生产效率，越来越取决
于组织内信息系统的性能。你越深入理解这样的关系，作为管理者产生的价值就越大。
具体来说，商业公司对信息系统的大量投资主要用于实现以下六个战略业务目标：卓越
运营，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与客户和供应商建立紧密的关系，改善决策，竞争优
势，永续经营。

1. 卓越运营
企业持续寻求改进其运营效率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信息系统和技术是管理者可利用的最
重要的工具之一，用以帮助企业实现更高的运营效率与生产率，特别是在配合业务流程和管
理行为改变时，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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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是将信息系统能力与卓越的运营实践和支持管理完美结合达到
世界一流运营效率的典范。2016 财年，沃尔玛的销售额达到 4 990 亿美元，是全美零售销售
额的近 1/10。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零售链管理系统，这个系统连接其供应商与每一家沃
尔玛的零售商店。只要客户购买了某个商品，供应商就能立即监测到，从而准确地安排补充
货架上的商品。沃尔玛也是全行业最高效的零售商，每平方英尺○实现销售额超过 600 美元，
一

而与其销售额最接近的塔吉特每平方英尺仅实现销售额 425 美元，其他零售企业每平方英尺
则实现的销售额不到 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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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组织和信息系统相互依存

在当今组织体系里，企业的信息系统和业务能力相互依存度日益增长。战略、制度和业务流程的变化越来越依
赖于硬件、软件、数据管理和通信的改变。通常，企业想做什么将取决于其信息系统允许它做什么。

2. 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
信息系统和技术是公司创造新的产品与服务以及全新的商业模式的主要驱动器。商业模
式（business model）是描述企业如何通过生产、运输和销售产品或服务创造财富的。
当前的音乐产业已与 10 年前大不相同。苹果公司把基于唱片、磁带和 CD 载体的传统
音乐销售模式转变为基于自有的 iPod 技术平台的合法在线分销模式。苹果公司从 iPod 技术
的不断创新中获得成功，包括 iTunes 音乐服务、iPad 和 iPhone。

3. 与客户和供应商建立紧密的关系
当企业真正了解并能很好地服务于客户时，客户常会成为回头客，购买更多的产品，从
而提高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同样对供应商来说，企业与供应商关系越紧密，供应商就能越好
地向企业提供重要的服务，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如何真正地了解客户或供应商，对拥有几
百万线下或在线客户的企业来说是个关键问题。
曼哈顿的文华东方等高档酒店的例子说明，信息系统和技术的使用能让企业与客户建立
紧密的关系。这些酒店用计算机记录客户的个人偏好（例如，他们喜欢的室内温度、入住时
间、常拨打的电话号码和常观看的电视频道等），并将这些数据存入大型数据库。为便于远
程监控或控制，酒店的每个房间的网络都与中心网络服务器相连。当客户到达酒店时，酒店
系统会根据客户留下的数据资料，自动调整房间的室内环境，如调暗光线、设置室内温度或
选择合适的音乐等。此外，这些酒店对客户数据进行分析，从中识别出最佳客户，并根据客
户偏好开发出个性化的营销活动。
一
1 平方英尺＝ 0.092 9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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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尼百货公司的例子说明，信息系统能使公司与供应商关系更加密切，从而使企业从中
获益。每当美国彭尼百货公司卖出一件礼服衬衫后，该销售记录会立即出现在其供应商—
中国香港的 TAL 制衣有限公司（TAL Apparel）的信息系统中。TAL 公司是一家成衣生产商，
全美销售衬衫的 1/8 由该公司提供。TAL 公司自己开发了一个计算机分析处理模型和系统，
通过该模型分析各种数据（包括款式、颜色和尺码等生产所需信息），并决定要生产多少衬
衫。TAL 公司生产出这些衬衫以后就直接将其配送到每家彭尼百货商店，而不需要送到该零
售商的仓库。换言之，彭尼百货公司的衬衫库存几乎为零，库存成本也就接近零。

4. 改善决策
很多企业管理者至今仍在信息不透明的环境下工作，几乎没有在正确的时间获得正确的信息
以进行决策，反而依赖预测、猜测和运气进行决策，其结果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要么过剩要么不
足，企业资源分配不合理，响应时间滞后。这些糟糕的结果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客户流失。
10 多年来，信息系统和技术的发展已使得管理者利用来自市场的实时数据进行决策成为可能。
例如，威瑞森电信（Verizon）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通信企业之一，通过基于网络的数字仪
表盘给管理者提供关于客户投诉、每个服务区的网络质量、线路停电或暴雨损坏的线路等实
时信息。一旦有了这些信息，管理者就能马上决策给受影响的地区分配维修资源，告知用户
维修事宜，并快速恢复服务。

5. 竞争优势
企业的目标包括卓越运营，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与客户和供应商建立紧密的
关系，改善决策等多个目标。当公司实现其中一个或多个目标时，它们也就有可能获得竞争
优势。当企业在上述几个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企业的产品质优价廉，企业能实时响应
客户和供应商的需求时，这些综合起来将会给企业创造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高销售额和高利
润。本章后面将描述的苹果公司、沃尔玛和 UPS 公司等之所以成为行业翘楚，是因为它们
知道如何利用信息系统实现业务目标。

6. 永续经营
商业企业会投资一些企业运营所必需的信息系统和技术，有时这些“必需的”信息系统和
技术会驱动行业变革。例如，1977 年花旗银行在纽约推出了第一台 ATM，以此吸引客户。随后
竞争对手紧跟其后，也迅速地为自己的客户提供了 ATM 服务，以便和花旗银行抗衡。如今几乎
美国的所有银行都提供本地的 ATM 服务，并且与国家和国际 ATM 网络相连，比如 CIRRUS 网
络。现在银行为零售客户提供 ATM 服务，已经是银行零售业务生存的一种必备要求。
许多联邦和州的法规与规章规定，要求建立公司及其员工保留记录，包括数字记录的法
律责任。例如《有毒物质控制法令》（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1976）规定，当工人接
触 75 000 多种有毒化学物质中的任何一种时，要求公司保存该员工记录的时间为 30 年。旨
在加强上市公司及其审计师责任的《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
（2002）要求，会计事务所审计
上市公司后必须保存审计工作报告和记录 5 年，包括所有的电子邮件等。其他诸如在医疗保
健、金融服务、教育和保护隐私等方面，许多联邦政府和各州均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美
国企业必须保留和报告相关的重大信息。因此，企业需要利用信息系统和技术开发相应的能
力以满足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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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系统？它如何工作？什么是它的管理、组织和技术构
件？为什么确保信息系统为企业提供具有真正价值的互补性资产
如此重要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非正式地使用了“信息系统”和“技术”等词，但还没有给出它们

的定义。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包括企业用以实现业务目标的所有硬件和软
件，不仅包括计算机、存储设备与手持移动设备，还包括软件，如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
统、微软的桌面办公软件套装以及大公司常有的众多计算机程序。信息系统比较复杂，需要
从技术和商业的角度进行理解。

1.2.1

什么是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从技术角度定义为由若干相互连接的部件组成的，对组
织中的信息进行收集（或检索）、处理、存储和发布的系统，用以支持组织制定决策和管理控
制。除了决策支持、协调和控制外，信息系统还可以协助管理者与员工分析问题、可视化复
杂对象和创造新的产品。
信息系统包含组织内或组织所处环境中的重要人员、地点和事情的信息。信息（information）
是指已被转化为对人有意义和有用的数据。相对而言，数据（data）则是指尚未被整理成被人
们理解和使用的形式之前的表示，即发生于组织或组织所处环境中的原始事实的符号串。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区分信息和数据。超市收银台扫描产品的条形码得到了数百万条数
据，汇总并分析这些数据就会得到有意义的信息。例如，在某家具体商店里销售的所有餐具
洗涤剂的数量、在某家商店或销售区域哪个品牌的餐具洗涤剂销售最快或者在某家商店或销
售区域的某种品牌的餐具洗涤剂的销售总额（见图 1-3）等，都属于信息。

ᢛ

331 Brite Dish Soap 1.29
863 BL Hill Coffee 4.69
173 Meow Cat .79
331 Brite Dish Soap 1.29
663 Country Ham 3.29
524 Fiery Mustard 1.49
113 Ginger Root .85
331 Brite Dish Soap 1.29

Ԏᖜ
᱃څժޑῈᣲ՟
্ړῈᨤঌ122
Ԏᖜ㈨㐌

ו

᱃څ౻ᮽ
331 Brite Dish Soap
7 156
সԄᙊΤቝ᱃څᶮ
9 231.24ᕋҏ

图 1-3

数据和信息

从超市收银台获得的原始数据能够被处理和组织以产生有意义的信息，比如洗涤剂的销售数量抑或某家商店或
者某销售区域洗涤剂的销售总额。

信息系统中的三类活动分别是输入、处理和输出（见图 1-4）。一个组织可以利用这些
信息制定决策，控制运营活动。分析问题和创造新产品或服务。输入（input）是指获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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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组织内外的原始数据。处理（processing）是指把原始输入数据转变为有意义的表达方
式。输出（output）是指将处理后的信息传递给需要使用的人或活动。信息系统还需要有反馈
（feedback），是指信息输出返回给组织里合适的人员，帮助他们评估或校正输入。
⣜ධ

Їনٻ

顾客

㏱㏴
Ԏᖜ㈨㐌

ᩜҍ

Ꮪᄩഞ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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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功能

信息系统包含组织或组织所处环境的信息，通过三种基本活动—输入、处理和输出产生组织所需的信息。反
馈是将输出返回给组织里合适的人员，帮助他们评估或校正输入。环境参与者，如顾客、供应商、竞争者、股东和
管理机构等，与企业组织及其信息系统之间相互影响。

在克罗格超市监测冷冻食品储存温度的系统中，原始输入包括 RFID 传感器产生的数
据，如食物的识别号码、食物描述、存储地点、温度以及当时的时间。计算机存储和处理这
些数据，计算每种食品的温度是在理想存储温度之上还是之下。系统的输出包括指出哪些储
存的食品温度不合适，哪些可能坏了或腐烂了。这个系统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信息，比如标
记为适合存储的食品、存储温度有问题的食品总数及其位置。
虽然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使用计算机技术把原始数据处理成有意义的信息，但这里存
在着明显的不同：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是一方面，信息系统则是另一方面。电子计算机及其相
关软件程序是现代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工具和原料：计算机提供信息存储和处理的设备，而
计算机程序或称为软件是指挥和控制计算机处理的指令集合。了解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是如何
工作的，在设计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计算机仅仅是信息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用房子来打一个恰当的比方。搭建房子需要用铁锤、钉子和木头，但这些并不能造
房子。房子的结构、设计、装修、景观等所有决定房子特色的决策是造房子的一部分，对解
决头上屋顶问题至关重要。计算机和程序是基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铁锤、钉子和木头，但仅
有它们还不能构成某个组织所需要的信息系统。要理解信息系统，我们必须要理解信息系统
所要解决的问题、构成解决方案的体系结构和设计要素以及组织流程。

1.2.2

信息系统的维度

为了全面理解信息系统，我们必须更广泛地了解信息系统的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维度，
及其它们解决商业环境中的挑战和问题的能力（见图 1-5）。除了从系统的技术维度以外，还
应该从系统的管理和组织维度理解信息系统，我们把这种理解看作信息系统文化（information
systems literacy）。相较而言，计算机文化（computer literacy）主要关注信息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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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MIS）领域在努力实现更广泛的信息
系统文化的目的。MIS 除了解决信息系统开
发、使用等相关的问题以外，还要处理公司
内部管理者和员工使用信息系统的影响问题。

ᒿᓂ

бચ
ᒉᓚ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信息系统的每个维
度—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

ノ⤳

1. 组织
信息系统是组织整体的一部分。事实上，
对某些公司而言，如信用报告服务公司，没
有信息系统就没有业务。一个组织的核心要
素是人员、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规章制度

бચഠ

图 1-5

信息系统不仅是计算机

有效地使用信息系统需要理解整个系统的组织、管
理和信息技术。信息系统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企业应对
环境挑战提供组织和管理解决方案。

和企业文化。我们将在第 2 章和第 3 章中详细解释这里提到的这些组织要素。
组织是有结构的，由不同层次和专业任务组成，体现了清晰的劳动分工部门。商业企业
中的权利和责任按层级或者金字塔结构组织。其中，上层由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组成，下层由操作人员组成。
高层管理（senior management）不但要确保公司的财务绩效，而且要制定关于企业产
品、服务的长期战略决策。中层管理（middle
management）执行高层管理制定的项目和计
划。操作层管理（operational management）负
责监控业务的日常活动。诸如工程师、科学

ࣩᷗᏚᄩ

家或架构师等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
设计产品或服务，为企业创造新的知识；诸如

ࣩ̓Ꮪᄩ
ጺࡽࢫؕᣨज़ϩᔤ

秘书或文员等数据工作者（data workers）辅助

ϩࣩᏚᄩ
ᅸૼ೧Ԡज़Ύ
ౕனज़ϩᔤ

完成所有层级的日程安排和沟通工作；生产或
服务工人（production or service workers）则真
正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见图 1-6）。
企业不同的业务职能部门聘用和培训了
很 多 专 家。 企 业 主 要 的 业 务 职 能（business
functions）由企业组织执行完成，包括销售和

图 1-6

商业组织的管理层级结构包含三个基本层次：高层
管理、中层管理和操作层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于每个层
级的工作。科学家和知识工作者通常与中层管理者一起
工作。

营销部、制造和生产部、财务和会计部以及
人力资源部（见表 1-1）。第 2 章将详细描述

公司中的管理层次

表 1-1
业务职能

主要业务职能
目标

这些业务职能，以及信息系统如何支持它们

销售和营销

销售产品和服务

的工作。

制造和生产

生产和配送产品、服务

财务和会计

管理财务资产和保持财务记录

一个组织通过其管理层级和业务流程协
调工作。绝大多数组织的业务流程包括通过
长期工作积累而形成的用于完成任务的一些

人力资源

吸 引、 开 发 和 维 护 组 织 劳 动 力；
保存雇员记录

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包含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操作程序，用于指导员工处理各种任务，比如
从开发票到响应顾客投诉。其中有一些业务流程被正式地记录下来，也有一些其他业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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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则是非正式的工作经验，例如作为一项要求要给合作者或顾客回电，这些就没有正式的文
件。信息系统使得许多业务流程自动化。例如，客户如何授信或如何付款，通常由一个信息
系统完成，并固化在一系列正式的业务流程中。
每个组织都有被其绝大多数员工所接受的独特的文化（culture），或者是该企业的假设基
础、价值观和做事的方式。你观察你周围的大学或学院，就能感受到组织文化在起作用。大
学校园里最基本的假设是教授要比学生知道的多，这个假设是学生来读大学、按照规范的课
程计划上课的理由。
一个组织的文化总能在信息系统中部分展现出来。例如，UPS 把客户服务放在第一位，
这一点作为 UPS 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在公司的包裹跟踪系统中体现出来（本章后面将描述
该系统）。
一个组织中不同层次和专业的人员具有不同的利益与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通常使公司
在关于如何运作、如何配置资源和如何分配奖励等方面产生冲突。冲突是组织政治的基础。
这些不同的观点、冲突、妥协和共识是所有组织天生的组成部分，信息系统就诞生于这些不
同观点、冲突、妥协和共识交织而成的“大锅”中。在第 3 章中，我们将详细解释组织的这
些特性及其在信息系统开发中所发挥的作用。

2. 管理
管理岗位的工作在于分析、理解组织所面临的各种情境、做出决策并制定行动方案解决
问题。管理者要洞察环境所带来的商业挑战，制定组织战略以应对这些挑战，分配人力和财
务资源协调工作，并争取获得成功。管理者自始至终必须行使负责任的领导力。本书所描述
的企业信息系统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管理者的希望、梦想和现实。
然而，管理者还必须比管理现有事务做更多的事情。他们也应该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甚
至还要时不时地再造组织。管理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进行由新知识和信息驱动的创造性工
作。在帮助管理者设计、提供新产品和服务，对组织再定位和再设计方面，信息技术可以发
挥强有力的作用。第 12 章将详细探讨管理决策内容。

3.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是管理者应对变化的众多工具之一。计算机硬件（computer hardware）是指在
信息系统中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的物理设备，包括各种尺寸和外形的计算机（包括移动手
持终端），各类输入、输出和存储设备以及连接计算机的通信设备。
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是指在信息系统中控制和协调计算机硬件设备的一系
列精细复杂的、预先编写的指令。第 5 章将详细介绍当前企业所应用的现代计算机软件和硬
件平台。
数据管理技术（date management technology）是指管理存储在物理存储媒介里的数据组
织的软件。更详细的有关数据组织和存取方法的介绍见第 6 章。
网络和通信技术（network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由物理设备和软件组
成，连接各类硬件，把数据从一个物理地点传输到另一个地点。许多计算机和通信设备能连
接成网络共享声音、数据、图像、音频和影像。一个网络（network）连接两台或多台计算机
以共享数据或诸如一台打印机这样的资源。
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网络是互联网（internet）。互联网是全球范围的“网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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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统一标准（见第 7 章）把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网络和全世界超过 230 个国家的近 23 亿
用户连接起来。
互联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统一”技术平台，基于这个平台可创建新产品、新服务、新
战略和商业模式。同样的技术平台可在企业内部使用，把企业内部不同的系统和网络连接起
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企业内部网络称为内联网（intranet），企业内联网延伸到组织外部的
授权用户的专用网络称为外联网（extranet），企业利用外联网可以协调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业
务活动，如采购、设计协作及其他跨组织的业务工作。对当今绝大多数企业而言，使用互联
网技术既是企业所必需的，又是一种竞争优势。
万维网（world wide web）是基于互联网的一项服务业务，使用公认的存储、检索、格
式化以及以网页方式显示互联网信息的标准。网页包含文字、图形、动画、声音、视频，并
和其他网页相连接。通过点击网页上高亮显示的文字或按钮，你可以链接到相关的网页查找
信息，也可以链接到网页上的其他地址。网站可以作为新型信息系统的基础，例如接下来的
互动讨论中介绍的 UPS 公司就采用基于网站的包裹跟踪系统。
所有这些技术，连同那些运行和管理它们的员工，代表了整个组织能共享的资源，组成
了企业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technology（IT）infrastructure）。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为企业提供了基础或平台，使得企业能基于其建立自己的信息系统。每个组织必须认真地
设计和管理它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以保证满足公司利用信息系统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服
务。本书的第 5 ～ 8 章将介绍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中每个主要的技术要素，并表明所有这些要
素一起工作才能为组织创建技术平台。
“互动讨论：技术”介绍了目前在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中常用的一些典型技术。UPS
公司在信息系统技术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确保该公司的业务开展更富效率，并且以客
户为导向。UPS 公司所采用的一系列信息技术包括条形码扫描系统，无线网络，大型计算机
主机系统，手持计算机，互联网以及许多用于跟踪包裹、计算运费、维护客户记录和管理物
流的不同类型的软件。
让我们一起来识别一下刚提到的 UPS 包裹跟踪系统中的组织、管理和技术要素。组织
要素反映的是与包裹跟踪系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UPS 公司的销售和生产职能部门（UPS 的主
要业务是包裹速递服务），它要求明确说明通过发件人和收件人信息确认包裹、清点库存、跟
踪在途包裹、给客户和客户服务代表提供包裹状态报告等的必要程序。
该系统也必须给管理者和员工提供信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UPS 公司驾驶员需要接受
培训，了解收取包裹和递送包裹的程序，以及如何利用包裹跟踪系统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UPS 客户也需要接受一些培训，了解如何使用 UPS 自主开发的包裹跟踪软件或 UPS 公司
网站。
UPS 公司的管理层负责监控服务水平和成本，促进公司低成本的优质服务战略的实现。
管理层决定利用计算机系统提升使用 UPS 递送包裹服务和核查包裹状态的便捷性，从而减
少递送成本，增加销售收入。
支持 UPS 包裹跟踪系统的技术包括手持电脑、条形码扫描器、台式计算机、有线和无
线通信网络、UPS 数据中心、包裹递送数据的存储技术、UPS 自主开发的跟踪包裹软件以及
访问公司网站的软件。其结果是一个应对商业挑战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在日益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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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了优质低价的服务。

☉互动讨论：技术

UPS 利用信息技术参与全球竞争

1907 年，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创建于一个狭小的地下室办公室。吉姆·凯西（Jim
Casey）和克劳德·瑞安（Claude Ryan），两个来自西雅图的、不满 20 岁的年轻人，骑着两辆自
行车，带着一部电话，承诺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低的价格”。遵循这个原则，UPS 繁荣发展
了 100 多年，至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地面和空中包裹递送公司。它是一家全球化的企业，拥有
444 000 多名员工、104 398 辆运输车，也是世界上第九大航空公司。
目前，UPS 每天在美国及其他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递送 1 830 万个包裹。尽管有来自联
邦快递公司和敦豪航空货运公司（DHL）的激烈竞争，但是通过大量投资于先进的信息技术，
UPS 公司仍能在小包裹递送服务市场上保持领导地位。UPS 每年投入 10 亿美元保证提供高水
平的顾客服务，同时保证低成本和公司整体顺畅地运行。
所有这些均源于贴在包裹上的可扫描条形码标签，该条形码包含寄件人的详细信息、目
的地和包裹应当何时寄到等信息。顾客可以使用 UPS 提供的专用软件或者直接通过 UPS 网
站，下载并打印他们自己的标签。甚至包裹在被收走以前，“智慧”标签上的信息就已经被传
输到 UPS 位于新泽西州莫沃或佐治亚州阿尔法里塔的计算机中心，同时被传输到离目的地最
近的包裹集散中心。
该包裹集散中心的调度员下载标签数据，并利用名叫 ORION 的专用软件分析交通、气
候条件和每一站的具体位置，为每一个包裹创建最有效的投递路线。每一个 UPS 驾驶员每天
平均要停 120 个地方。仅在美国，就有 55 000 条路线，假如每个驾驶员的日常线路减少 1 英
里○，那么 1 年将会节约 5 000 万美元的巨大成本。这对 UPS 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因为整个电子
商务物流业的利润率在下降，而 UPS 致力于促进收入增长。过去，UPS 驾驶员一天在某个零
售商那里装卸几个很重的包裹，如今，他们要在居民小区多停几站，每家送一个重量很轻的包
裹。这种变化需要更多的燃料和时间，增加了每个包裹运送的成本。
每个 UPS 司机每天的第一件事是拿起一台被称为递送信息读取设备（DIAD）的手持电脑，
它可连上无线蜂窝电话网络。一旦司机登录系统，他今天的投递路线就会被下载到 DIAD 上。
当领受包裹和送达包裹的时候，DIAD 还能自动地读取顾客的签字信息以及包裹的接受和传递
信息，包裹的跟踪信息随即被传到 UPS 信息中心进行存储和处理。自此，这些信息就能在全
世界范围内获取，为客户提供递送的证明或响应顾客的查询。通常当司机在 DIAD 上按下“完
成”键以后不到 60 秒的时间内，这些新的信息就能在网上被查到。
通过这个自动化包裹跟踪系统，UPS 在整个包裹递送过程中可以监控甚至调整路线。从
送出到接收包裹沿路各站点内的条形码设备扫描包裹标签上的运输信息，增加了关于这个包裹
递送的进程信息。这些信息会被传送到中央计算机上。客户服务代表可以通过联网到中央计算
机的桌面电脑检查任何包裹的状态，随时回复顾客的询问。UPS 的顾客也可以用自己的计算机
或移动手机，通过 UPS 的网站获取这些信息。目前 UPS 已经有了移动手机应用（App）和一个
移动手机网站—iPhone、黑莓和安卓智能手机均可以对此进行使用。
任何需要寄送包裹的人都可以联网到 UPS 网站，跟踪包裹，检查包裹路径，计算运费，
确定运输时间，打印标签和计划收发的时间。在 UPS 网站上收集的这些信息被传至 UPS 中央
一

一
1 英里＝ 1.609 3 千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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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经处理后再传回给顾客。UPS 也开发了工具提供给诸如思科系统这样的客户，使它们
能把 UPS 系统的跟踪包裹和费用计算等功能嵌入自己的网站上，这样不用访问 UPS 网站也可
以跟踪包裹的运输状态。
基于网站的邮政销售订单管理系统（OMS）管理着全球服务订单及其重要零部件的库存完
成情况。这套系统使一批需要运输重要零部件的高科技电子公司、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医疗仪
器设备公司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其他公司均能快速地获取重要零部件的库存信息，确定最优
运输策略以满足客户需求，在线下单，跟踪从仓库到最终用户的零部件状态。自动电子邮件或
传真功能可以让客户随时掌握每一个运输关键站点的信息，当运输零部件的商业航班飞行时间
发生变更时也能随时通知客户。
现在 UPS 利用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全球递送网络管理经验为其他公司管理物流和供应链活
动。UPS 创建了一个 UPS 供应链解决方案部门，给客户提供完全整合的、标准化的服务，其
成本只占客户建造自己系统和基础设施所需成本的很小一部分。除物流服务外，该项服务还包
括供应链设计和管理、货运代理、海关代理、邮件服务、多式联运和金融服务等。
例如，世界上最大的钥匙卡生产商 Plasticard Locktech International（PLI）的产品包括酒
店钥匙卡、礼品卡、会员卡等，UPS 为这家公司提供服务。PLI 的客户需要快速交货。虽然
PLI 在履行订单、把产品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运送到世界各地方面没有问题，但这样
会导致较高的生产和分发成本。目前，PLI 在 UPS 位于加拿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荷兰的
办公地点存储产品，并很快从中国香港的一个地方出货。如果 PLI 自己建立仓库，配备人员，
购买保险以及提供物流运输，那么将花费数百万美元，而利用 UPS 的服务，不仅降低了国际
运输成本，而且通过利用 UPS 的报关经纪服务（Customs Brokerage Services），每年可以节约
20 万美元。
资料来源：www.ups.com, accessed March 25, 2016; Steven Rosenbush and Laura Stevens,“ At UPS, Algorithm Is
the Driver,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16, 2015; and“ Keys to Success, ”UPS Compass, Winter 2015.

案例分析题
1.
2.
3.
4.

1.2.3

UPS 包裹跟踪系统的输入、处理和输出各是什么？
UPS 使用了哪些技术？这些技术和 UPS 业务战略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UPS 信息系统实现了哪些战略性的业务目标？
如果 UPS 的信息系统不可用，将会发生什么？

IT 不仅仅是技术：信息系统的业务视角

管理者和企业投资于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是因为他们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价
值。建设或维护一个信息系统的决策前提是该项投资回报将会优于对建筑物、机器或其他资
产的投资。这种高回报将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业务收入的增加（它也会增加公司股票市值）
或者可能在某个市场上长期领先的战略地位（未来将产生优厚的业务收入）。
从 业 务 视 角 看， 信 息 系 统 是 企 业 创 造 价 值 的 重 要 工 具。 信 息 系 统 给 管 理 者 提 供 信
息，帮助他们更好地制定决策或优化业务流程，使公司增加业务收入或降低成本。例如，
图 1-3 所示的用于分析超市结账数据的信息系统，该系统就能帮助管理者更好地制定零售超
市的进货和促销决策，使企业增强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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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7 所示，每家企业都有信息价值链，原始信息被系统地采集，并经过不同阶段的处
理以后不断增值。对企业而言，信息系统的企业价值，与投资任一新信息系统时决策所定的价
值一样，很大部分取决于该系统能多大程度上改善管理决策、提升业务流程效率以及提高公司
盈利。尽管要建信息系统还有其他原因，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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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企业信息价值链

从业务视角看，信息系统是一系列获取、处理和分发信息的增值活动的一部分，管理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改善
管理决策，提升组织绩效，最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业务视角关注信息系统的组织和管理特性。信息系统是企业应对环境带来的挑战或问题
的、基于信息技术的组织和管理解决方案。本书的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简短的案例来强调这
个概念。每章开头的一张图说明了业务挑战和由此引发的管理与组织决策之间的关系，该决
策以 IT 作为解决方案应对业务环境所产生的挑战。你可以把这张图作为分析任何信息系统
或你碰到的信息系统问题的起点。
回顾一下本章开始的第一张图，该图显示了克罗格超市在面临保留客户和高度竞争的
低利润行业中增加收入的问题时，如何利用信息系统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些系统利用新的数
字技术和互联网提供的机会，为公司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些系统开拓了产品销售的新渠
道，提高了质量，提升了客户的购物体验。这些系统对提升克罗格超市的整体业务绩效至关
重要。该图也说明了管理、技术和组织三个要素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一个信息系统。

1.2.4

互补性资产：组织资本和合适的商业模式

深入了解信息系统的组织与管理维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信息系统让某些公司取得
比其他公司更好的结果。关于信息技术投资回报的研究显示，信息系统带给企业的回报千差
万别（见图 1-8）。有些公司在信息系统方面投入的多，收益也高（第二象限）；有些公司投入
的多，其收益却很少（第四象限）；有些公司投入虽少，但收益很高（第一象限）；还有一些
公司投入少，收益也少（第三象限）。这说明仅对信息技术投资并不能保证获得良好的回报。
如何解释这些公司之间的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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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互补性资产这一概念。单纯的信息技术投资不能使组织和管理者更有效率，除非
配以相关的组织价值、组织结构和行为模式及其他互补性资产。公司如果真的想要获得新的信
息技术好处，就必须改变以前的经营方式。
互 补 性 资 产（complementary assets） 是
（Teece，1988）。例如，要实现汽车的价值，
就需要大量互补性的投资，诸如高速公路、
马路、加油站、维修设施以及制定标准和管
理司机的一套法律规范体系等。
研究指出，那些进行技术投资的企业
同时要进行新商业模式、新业务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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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产进行投资的企业很少甚至没有从信息
技术投资中获得收益（Brynjolfsson，2005 ；
Brynjolfsson and Hitt，2000 ；Laudon，
1974）。 对 组 织 和 管 理 的 这 些 投 资， 也 被
称 作 组 织 和 管 理 资 本（organizational and

图 1-8

表 1-2

信息技术投资收益的变化

提升信息技术投资收益的社会、管理和

组织资产

管理资产

高层管理对技术投资和变革的强烈支持
对管理创新的激励
团队和协同的工作环境
提高管理决策技能的培训项目
灵活的、基于知识决策的管理文化

社会资产

互联网和通信的基础设施
提高劳动力计算机能力的 IT 强化教育项目
标准（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
创造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的法律法规
在相关市场协助实施的技术和服务公司

而，信息技术的投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对管理资产和组织资产等互补性资产的
关键的互补性组织资产包括重视效率
和效益的企业文化、合适的商业模式、高效
的业务流程、分权管理、高度分散的决策权
重要的互补性管理资产包括高层管理

8.0

重视效率和效益的支持性企业文化
合适的商业模式
高效的业务流程
分权管理
高度分散的决策权体系
强大的信息系统（IS）开发团队

括有形资产，如建筑物、机器和工具等。然

体系，以及强大的信息系统（IS）开发团队。

4.0

组织的互补性资产

表 1-2 列出了企业为实现信息技术投资

投资。

1.0

一般而言，信息技术投资收益尽管远高于其他资产的
投资回报，但公司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management capital）。
价值而需要投资的主要互补性资产，其中包

0.25

对技术投资和变革，管理创新，团队和协同
的工作环境，提高管理决策技能的培训项目以及灵活的、基于知识决策的管理文化等方面的
强烈支持。
重要的互补性社会资产（一般不是公司自身投资，大多是由其他公司、政府和其他市场
主要参与者投资）包括互联网和通信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文化、教育项目、网络和计算机标准、
法律法规以及现有的技术和服务公司等。
在整本书中，我们强调技术、管理和组织资产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本书中最重
要的话题就是，管理者需要考虑信息系统更广泛的组织和管理维度要素，要不断考虑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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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投资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实际回报，还要去理解当前面临的问题。正如你在本书中所
见，那些重视与 IT 投资相关方面的公司通常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1.3

学习信息系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规则？这些学术规则如何帮助理
解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的研究属于跨学科领域，没有单一的理论或观点占主导地位。图 1-9 表明了研

究信息系统中的问题、论点和解决方案所涉及的主要学科。一般来讲，这个领域可以分为技
术和行为两类方法。信息系统是社会技术系统，尽管
它是由机器、设备和“硬”物理技术组成的，但也需

ឬᱛ∁

ᣅᏗጺࡽ

᩹Ꮝࡽ

要大量的社会、组织和智力投入才能正常工作。
Ꮪᄩጺࡽ

1.3.1

技术方法

ਢᄩࡽ

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法除了强调物理技术和这些系
图 1-9

系统。属于技术方法的学科是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
计算机科学注重的是建立可计算理论、计算方法

ገυࡽ

ᑷ༘ࡽ
㵸ͦ∁

统的正式功能以外，还强调基于数学模型来研究信息
和运筹学。

ネ⤲ԍᖛ㈧㐋

研究信息系统的当代方法

信息系统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观点来自
技术与行为学科的贡献。

和数据有效存取的方法。管理科学强调的是决策模型的开发和管理实践的总结。运筹学专注
于组织参数优化的数学技术，如运输、库存控制和交易成本等。

1.3.2

行为方法

信息系统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信息系统开发和长期维护而出现的行为问
题。诸如战略业务的整合、设计、实施、应用和管理等问题，一般难以采用技术方法中的模
型进行研究，而需要采用其他行为学科中的理论和方法。
例如，社会学家研究信息系统着眼于群体和组织如何影响信息系统开发，以及信息系
统如何影响个人、群体和组织。心理学家研究信息系统关注决策者如何感知和使用正式的信
息。经济学家研究信息系统感兴趣的是数字化商品的生产、数字市场的动态变化以及新的信
息系统如何改变公司内部的控制和成本结构。
行为方法并不忽视技术。事实上，信息系统技术常常会引发行为方面的问题或议题，当
然行为方法通常不关注技术的解决方案，而聚焦于人的态度、管理和组织政策以及行为的变
化等。

1.3.3

本书的方法：社会技术系统

在本书中，你将会发现许多和以下四个主要行动者有关的故事：软硬件供应商（技术专
家），投资并寻求从技术中获得价值的商业公司，寻求达到企业价值（和其他目标）的管理者
和员工以及当代的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这四个行动者共同努力
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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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最早关注于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对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的使
用。管理信息系统结合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和运筹学的研究成果，针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和信
息技术资源管理需求，以实用为导向开发系统解决方案。此外，它也关注与信息系统开发、应
用及其影响有关的行为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典型的研究领域。
作为学者和从业者，我们的经验使我们相信，没有单一的方法能使我们有效地全面理解
和研究信息系统的现实问题。信息系统的成功和失败很少完全由技术或行为所决定。我们给
予学生的最好的建议是要从多学科的角度理解信息系统的观点。事实上，信息系统领域的挑
战和令人兴奋之处也正是在于它需要多种不同方法的借鉴和融合。
对于本书所采用的观点的最好诠释是系统的社会技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运
营中所涉及的社会和技术两个系统同时进行最优化，组织的业绩才会达到最佳。
社会技术系统观点有助于我们避免单纯用技术方法研究信息系统。例如，信息技术的成
本在快速下降，其功能在逐渐强大，但这并不一定或不容易转化为生产率的提升或盈利的增
加。当一家公司最近安装了企业级的财务报告系统时，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被很好地应用
或有效地利用。同样，当一家公司最近引入了新的业务程序和业务流程时，这并不意味着员
工必然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缺少新的信息系统支撑那些业务流程发挥作用。
在本书中，我们强调将公司绩效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改进，需要注意技术和行为两个方面，
这意味着技术的变化和设计必须符合组
织与个人的需求，有时候不得不采用非
最优的技术满足这种需求。例如，移动
电话用户接受了某项技术以满足他们个
人的需求，其结果是手机厂商要快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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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技术以迎合用户的期望。组织和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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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要通过培训、学习和有计划的组织
变化进行变革，从而使技术能被利用且
蓬勃发展。图 1-10 显示了社会技术系
统相互调整的过程。

౮൷3

图 1-10

信息系统的社会技术观点

社会技术观点认为，当技术与组织双方相互调整直到达到
满意的相互适配状态时，系统的绩效才会达到最佳。

本章小结
1. 信息系统是如何对商业进行转变的？它为什么对如今的企业运营和管理如此重要？
电子邮件、网络会议、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成为进行商务活动的基本工具。信息系统
是快节奏供应链的基础。互联网可以让许多企业在线采购、销售、做广告和收集客户反馈。通
过核心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并逐渐演化成数字化公司，组织都在努力试图变得更有竞争力和富
有效率。互联网让我们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采购成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产品，从而刺
激全球化发展。信息系统发展的新趋势包括：新兴的移动数字平台、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如今信息系统已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广泛地应用信息技术，许多行业的企
业将难以生存，难以获得实现战略业务目标的能力。当前企业正应用信息系统实现六大主要
目标：卓越运营，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与客户和供应商建立紧密的关系，改善决
策，竞争优势以及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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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系统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它的管理、组织和技术要素分别是什么？为
什么互补性资产在确保信息系统提供给组织真正的价值上是必不可少的？
从技术的角度看，信息系统从组织内外部收集、储存和分发信息以支持组织的各项职能
与决策、沟通、协调、控制、分析以及可视化。信息系统通过三个基本活动—输入、处理
和输出，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用的信息。
从业务角度看，信息系统是应对公司面临的问题或挑战的解决方案，包含管理、技术
和组织三个维度要素。信息系统的管理要素涉及领导力、战略和管理行为等方面的议题；信
息系统的技术要素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数据管理技术和网络 / 通信技术（包括互联网）；
信息系统的组织要素涉及如组织层次、职能分工、业务流程、文化和政治利益团体等议题。
为了从信息系统中获得有意义的价值，组织在投资技术的同时必须对适当的组织和管理
方面的互补性资产进行投资。这些互补性资产包括新的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组织文化与管
理行为、合适的技术标准、规则和法律等。企业在投资新的信息技术时，除非进行适当的管
理和组织变革以支持该技术，否则不太可能获得高回报。
3. 哪些学科用于研究信息系统？每个学科如何有助于理解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研究涉及技术和行为学科的议题与观点。技术方法聚焦于模型和系统功能，包
括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和运筹学。行为方法关注信息系统的设计、实现、管理和业务影响
等，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技术观点既考虑信息系统和解决方案的技术特性，
又考虑其社会特性，而且其系统和解决方案代表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MyMISLab
完成标有 MyMISLab 标记的问题，请到 MyMISLab 的 EOC 讨论问题部分。

复习题
1-1

信息系统是如何对商业进行转变的？它为什么对如今的企业运营和管理如此重要？
●
●
●
●
●

1-2

描述信息系统如何转变企业的运营方式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指出信息系统的三个主要的新趋势。
描述数字化企业的特征。
描述在“扁平化的”世界中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列举并阐述信息系统对当今商业如此重要的六个原因。

信息系统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它的管理、组织和技术维度要素分别是什
么？为什么互补性资产在确保信息系统提供给组织真正的价值上是必不可少的？
●
●
●
●
●

界定信息系统概念，描述信息系统执行的活动。
列举并阐述信息系统的组织、管理和技术维度要素。
区分数据和信息、信息系统文化与计算机文化。
解释互联网和万维网与信息系统其他技术部分的关联性。
界定互补性资产的概念，阐述它们与信息技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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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互补性社会资产、管理和组织资产在提升信息技术投资回报中是必需的。
1-3

哪些学科用于研究信息系统？每个学科如何有助于理解信息系统？
● 列出并说明信息系统技术方法的各个学科。
● 列出并说明信息系统行为方法的各个学科。
● 解释信息系统的社会技术观点

讨论题
1-4

信息系统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丢给计算机专家。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1-5

如果让你来为 Major League 棒球队建立一个网站，你将遇到哪些管理、组织和技术方
面的问题？
哪些组织、管理和社会互补性资产使 UPS 的信息系统获得了成功？

MyMISLab

MyMISLab

1-6

MyMISLab

MIS 实践项目
本章的项目会让你通过分析财务报告和库存管理问题获得实践经验，请用数据管理软件
改善如何增加销售的管理决策，并用互联网软件研究工作岗位的要求。请访问 MyMISLab 的
多媒体图书馆以获取本章的 MIS 实践项目。

管理决策问题
1-7

1-8

Snyders of Hanover 公司每年销售约 8 000 万袋饼干、薯片和有机零食，其财务部门使
用电子表格和手工流程收集大量数据与报告。该公司的金融分析师每个月要花费最后
一周的时间从全球 50 多个部门负责人那里收集电子表格，然后合并数字，并把所有数
据再录入另一个电子表格中，用于制作公司每月的利润表。如果一个部门需要更新已
提交给财务部门的电子表格数据，分析师不得不重新回到初始的工作表，然后等待该
部门重新提交数据，最后把更新的数据合并到财务表中。请评估这种情况对经营业绩
和管理决策的影响。
美国达乐公司（Dollar General Corporation）经营折扣廉价商店，销售家居用品、清洁
用品、服装、健康和美容用品以及包装食品等，大多数商品售价为 1 美元。它的商业
模式要求维持尽可能低的成本。该公司还没有用自动化的方法跟踪每个店铺的库存。
管理人员大概知道，当送货卡车到达商店时，该商店大概需要多少件某商品，但商店
没有扫描商品包装的技术，无法验证每一件包装中确切的商品数。盗窃或其他事故造
成的商品损失在持续地增加，超过销售总额的 3%。请问：在投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之
前，要做出什么样的决策？

改善决策：使用数据库分析销售趋势
软件技能：数据库查询和报表
业务技能：销售趋势分析
1-9 在 本 项 目 中， 你 要 从 原 始 交 易 数 据 入 手， 使 用 微 软 的 Access 数 据 库 软 件 开 发 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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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报 表 功 能， 帮 助 管 理 者 在 产 品 定 价、 促 销 和 库 存 补 货 方 面 做 出 更 好 的 决 策。 在
MyMISLab 里，你可以找到一个用微软 Access 开发的商店和区域销售数据库。该数
据库包含不同销售区域的每家商店每周销售计算机设备的原始数据，其数据项包括商
店代码、销售区域、商品编号、商品描述、单价、销售数量和每周销售时间段。请用
Access 开发一些报表和查询功能，以便使这些信息对业务运营更加有意义。销售和生
产经理希望得到以下问题的答案：
● 哪些产品应该进货了？
● 哪些商店和销售区域受益于促销活动和额外的营销？
● 什么时候（一年中什么时间）产品应该全价销售，什么时候应该打折出售？
你可以轻松地修改数据库表查找和报告你的答案，请打印你的报告及查询结果。

改善决策：利用互联网找到需要信息系统知识的工作
软件技能：基于互联网的软件
业务技能：寻找工作岗位
1-10 请访问诸如 Monster.com 等求职网站，花一些时间在线了解一下与会计、财务、销
售、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有关的工作岗位。请找出两三个需要信息系统知识的工作岗
位的描述。这些工作岗位需要哪些信息系统知识？为获得这些工作岗位，你需要做哪
些准备？请写一份一两页的报告，总结你的看法。

团队协作项目
选择团队协作工具
1-11

与三四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看看 Google Drive 和 Google Sites 的功能是否满足团
队协作的需要。比较这两种工具的不同功能，如存储团队文档、项目公告、寻找资
料、工作分配、插图、电子演示文稿和处理感兴趣的网页等。了解每个文档如何与
Google Docs 配合使用。说明为什么 Google Drive 或 Google Sites 更适合你的团队。
如果可能，请使用 Google Docs 集思广益并制作演示文稿报告你们小组的结果。请使
用你选择的 Google 工具组织和存储演示文稿。

案例研究
农场会成为电子农场吗
俄亥俄州农民马克·布赖恩特（Mark Bryant）在 12 000 英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大豆
和软红冬小麦。但是你几乎不会在拖拉机上看到他，因为农场不再那样运作了。布莱恩特
大部分时间都在监控仪表盘，通过这些仪表盘从 20 个左右的 iPhone 和 5 个 iPad 收集数据，
他把 iPhone 和 iPad 提供给员工，让他们实时汇报农场里的情况。布莱恩特利用谷歌资助的
Granular 创业软件，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从飞机、自驾拖拉机和其他形式的
自动化远程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结合起来，获得与产量、水分和土壤质量的相关信息。
一

一
1 英亩＝ 4 046.86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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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本身已经变成了智能设备，现在变得更加“聪明”。如今的许多拖拉机都配备了
基于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定位系统（GPS）。GPS 从地球轨道卫星接收信号，跟踪每一台设备
的移动位置。该系统有助于引导相关设备，使农民能够监测拖拉机驾驶室内 iPad 和其他平板
电脑的情况。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自 动 化 四 轮 汽 车 生 产 商 不 是 特 斯 拉 或 谷 歌， 而 是 约 翰· 迪 尔（John
Deere）。约翰·迪尔自动驾驶拖拉机的驾驶室里全都是屏幕和平板电脑，看起来像喷气式飞
机的驾驶舱。约翰·迪尔和它的竞争对手不仅制造出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自动驾驶卡
车，而且制造出了无线连接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勘测每一块土地）。此外，它们还发明
了能够播种和喷洒的机器，这些机器可以通过计算机指令播撒种子和施肥。
约翰·迪尔在其所有的农业设备中都嵌入了信息技术，创建了一个控制喷雾器、打捆
机和种植机的生态系统。约翰·迪尔的产品包括 GPS 控制的辅助转向系统 AutoTrac，这个
系统可以使设备操作员将手从轮子上移开；还有一个叫 JDLink 的产品，这个产品可以使机
器采集到的农田里的数据自动上传到远程的计算机中心，帮助农民下载如何种植或施肥的说
明；另外还有一个叫 John Deere Machine Sync 的产品，它使用 GPS 数据创建基于空中或卫
星照片的地图，以改善种植、播种、喷洒和施肥。
现在，约翰·迪尔是为农民提供实施所谓的“精准农业”的主要公司。用这种水平的计算
机精度管理意味着农民需要使用更少的肥料，可能为单个农民节约数万美元。还有些人认为精
准农业是解决世界人口爆炸问题的一种方式。到 2050 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 92 亿，比现在
多出 34%。越来越多的人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生产食物。为了跟上人口增长
和收入增长的步伐，全球粮食生产必须增加 70%，精准农业可以使这个目标成为可能。农民利
用设备更加精确地使用化肥、水和其他资源，可以减少浪费，这也促进了地球的健康发展。
像孟山都和杜邦这样的大型农业公司，都是精准农业企业，它们为农民提供数据分析，
并给出使用种子、肥料和除草剂等方面的建议。由于种植深度或农作物之间距离的调整会使
农作物产量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公司希望它们的计算机能够分析种植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并向农民说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农民向这些公司或其他农业数据分析公司提供了农场田间边界、农作物历史产量和土
壤环境的数据，这些公司综合分析农民提供的数据以及在其他不同地区收集到的关于种子产
量和土壤类型等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的公司随后向提供数据的农民发送一份关于种植建议
的文件。农民根据种植建议耕种土地。例如，种植建议可能会告诉艾奥瓦州的玉米种植者在
某些区域，为了提高玉米产量，可以减少每英亩种植的种子数量，或者每英亩种植更多的种
子。农民也会收到在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种子类型的建议。数据分析公司还会监测天气和
其他因素，为农民管理农作物提供咨询意见。
孟山都公司开发的一种称为 FieldScripts 的软件应用程序，考虑了诸如阳光和树荫的数
量，以及土壤氮与磷含量变化等变量，直到一块地变成 10 米 ×10 米那样的网格。孟山都结
合种子的遗传特性分析数据，并将所有这些信息与气候预测结合起来，向连接农地种植设备
的 iPad 提供精确的种植说明或“脚本”。诸如 FieldScripts 这样的工具，可以使农民精确定
位哪里需要更多或更少的肥料，以节省他们施肥的成本，同时在收成较差的地区提高产量，
并减少进入水里的化学肥料，这对环境保护也是有益的。
一些专家说，处方式种植有助于将玉米收成从现在的每英亩 160 蒲式耳○提高到 200
一

一
1 蒲式耳＝ 35.238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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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蒲式耳。根据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的说法，数据驱动的种植建议可以使全球农
作物的产量每年增加约 200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处方式植物系统还没有达到这个惊人的
水平。
所有这一切有缺点吗？对于一些小农户来说，可能是有缺点的。投资这些新技术和使用
这些工具（如 FieldScript）的供应商服务费的成本，可能超过许多小农户从农场获得额外收
益的成本。根据 Lux 研究公司萨拉·奥尔森（Sara Olson）的说法，精准农业的问题是越小的
农场投资这些昂贵的技术的回报会越少。这意味着只有真正的大农场才有可能受益。
孟山都估计，FieldScript 可以提高每英亩 5 ～ 10 蒲式耳的产量。玉米每蒲式耳约 4 美
元，每英亩大概增加 20 ～ 40 美元。一个约 500 英亩的小农场可以获得 10 000 ～ 20 000 美
元的额外收入。而孟山都收取每英亩 10 美元的服务费，因此农场主将会支付约 5 000 美
元。此外，为了改造现有的种植设备或购买更多的现代化拖拉机，包括孟山都提供的在线
服务“脚本”和种植者车载导航系统，农场主需要额外支付数万美元。孟山都对提供的当
地气候预测服务每英亩额外收取 15 美元。根据奥尔森的说法，一个小型的农场如果使用
FieldScripts 这样的服务，在前两年很有可能降低收入甚至亏损。
对于一个约 5 000 英亩的大型农场，FieldScript 可以增加收入 10 万～ 20 万美元。孟山
都的服务费用约为 5 万美元，该农场的总利润在 5 万～ 15 万美元，足以抵消更新农机的成
本。无论一个农场是大还是小，FieldScripts 的效果在丰收年份是很小的，因为不管怎样农
田的收益会很高。这种技术在条件不那么有利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孟山都的发言人
说，处方式种植系统的效果不在于农场的规模，更多地在于农民的技术知识。根据证券公司
Piper Jaffray Cos. 投资研究总监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的研究，FieldScripts 和其他
技术驱动产品与服务的收入在 2018 年给孟山都带来了 20% 的每股收益增长。
虽然一些农民已经接受了处方式种植，但其他农民仍在犹豫。许多农民对孟山都和杜邦
收集他们的数据感到怀疑。还有一些人担心种子的价格会上涨太多，因为那些开发处方式种
植技术的大公司同时销售种子（过去 15 年来，随着最大的公司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种子
的价格飞速上涨。孟山都和杜邦公司在美国现在销售约 70% 的玉米种子）。农民也担心他们
的竞争对手会使用这些数据超越自己的优势。例如，如果附近的农民看到农作物的信息，他
们可能会急着去租农田，推高土地费用和其他的成本。其他一些农民担心，华尔街交易员可
以使用这些数据对期货合约进行投注。如果这种下注推动期货合约价格在生长季节早些时候
下跌，那么这可能会挤压农民通过卖出期货而为其农作物锁定的利润。
还没有任何公开的例子显示农民的处方式种植信息被滥用。孟山都和杜邦官方说，它们
没有计划出售从农民那里收集的数据。孟山都表示，它支持用于管理从农场收集来的信息的
行业标准，如果没有农民的许可，它不会访问这些数据。约翰·迪尔公司已经与杜邦和陶氏
化学公司合作，基于从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机器上收集到的数据给出专门的种子种
植建议，并表示在分享任何数据之前都要获得客户的同意。
一些农民自己总结出了种植数据的经验，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以什么价格出售哪些信
息。其他的农民在与一些小型科技公司合作，这些公司正在努力使农业巨头无法控制处
方 式 种 植 业 务。 初 创 公 司 如 Farmobile LLC、Granular Inc. 和 Grower Information Services
Cooperative，正在开发信息系统使农民能够从自己的拖拉机上捕获数据流，并将数据存储
在自己的远程数据中心，并且自己选择是否将数据推送给种子、农药、设备公司或期货交易
商。这样的平台可以帮助农民从精准农业中获取更大的利润，并使他们更好地控制他们农田
里产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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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recision Agriculture, ”www.research.ibm.com, accessed April 4, 2016; Matthew J. Grassi,“ Agrible
Launches Nutrient Forecasting, Spray Smart Features, ”PrecisionAg, March 9, 2016;www.monsanto.
com, accessed April 4, 2016; Jacob Bunge, ”On the Farm: Startups Put Data in Farmers ’Hands, ”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2015; Mary K. Pratt,“ How Technology Is Nourishing the Food
Chain, ”Computerworld, August 18, 2015; and Michael Hickins,“ For Small Farmers, Big Data Adds
Modern Problems to Ancient One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5, 2014.

案例分析题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请列出和描述本案例中所用的技术。
现在美国的农场在数字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请解释你的回答。
信息系统是如何改变农民种田的方式的？
本案例中的系统是如何提高农业运作的？
精准农业系统是如何支持决策的？请提出三个可以支持的不同决策。
精准农业如何对农民和农业产生帮助？请解释你的回答。

MyMISLab
请到 MyMISLab 的作业部分完成这些练习。
1-18 企业通过投资信息系统和技术实现哪些战略目标？对于每个战略目标，举一个企业
如何使用信息系统实现目标的例子。
1-19 描述企业需要的互补性资产，以优化其信息系统投资的回报。对于每种类型的互补
性资产，举一个企业应具有的具体资产的例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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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全球电子商务与合作

学习目标
通过阅读本章，你将能回答以下问题：
● 什么是业务流程？它和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
● 信息系统怎样为企业中不同管理部门提供服务？企业信息系统如何帮助企业改进
组织绩效？
● 为什么用于合作和社会化商务的信息系统如此重要？这些系统采用了哪些技术？
● 信息系统在企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MyMISLabTM
访问 mymislab.com 来获得模拟、辅导材料和课后问题。

开篇案例

企业社会化网络帮助 ABB 创新和成长

ABB 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全球电力行业的供应商，其产品涉及工业、商
业和公用事业的电网、工业电机、驱动器和发电机。该公司在全球 100 个国家拥有约
135 000 名员工，在船舶推进和输电方面的创新非常出名。协作、共享信息和持续创新
是 ABB 成长与成功的重要因素。
ABB 有一个企业内部网，但管理层认为这个内部网不活跃并且过时了，不能满足
目前员工授权和激励的需求。内部网搜索信息的能力差，而且信息经常被添加进去，而
不是被更改。这会导致相同的内容有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版本。除了内部网之外，ABB 员
工还在 Wikis、本地文件服务器和其他知识平台中存储信息，导致混乱和低效率。员工
在工作时可能需要访问 9 个不同的平台才能完成工作。此外，内部网不能让员工之间进
行对话，分享想法和与公司内部其他成员（包括他们不认识的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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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需要的是能够支持动态知识共享的资源中心。这个资源中心能够让全体员工轻松地查找到有
关公司的信息，以及有关当前举措和项目最新发展的动态。这种能够帮助员工更密切合作的工具将有
助于简化运营流程，并快速完成关键业务。这种工具的功能包括在公司的其他部门定位一些特定领域
内专家的能力。
于是，ABB 更 换 了 过 时 的 内 部 网， 启 用 了 一个名为 Inside+ 且更具动态性和社会性的内部网。
Inside+ 为 ABB 员工提供了他们工作所需的所有信息和工具的单一入口，其中包括 Microsoft Yammer、
Off ice 365 和 Sharepoint。
Yammer 是全球 20 多万个组织使用的企业社交网络平台。Yammer 使员工能够创建团队合作项目，
分享和编辑文档，并包含新闻资讯以了解公司内部发生的情况。Yammer 可以通过网页和桌面以及移动
设备被访问，并可与其他系统（如 Microsoft SharePoint 和 Off ice 365）集成，使其他应用程序更加“社
交化”。SharePoint 是 Microsoft 开发的协作、文档共享和文档管理平台。Off ice 365 是 Microsoft Off ice
应用（文字处理、电子表格、电子演示文稿、数据管理）的在线服务。它的邮件服务与在线会议和视频
会议服务无缝链接，简化了在线会议。
Inside+ 集成了员工工作时涉及的所有关键内部平台。个性化的 Yammer 占据了登录页面的左
半部分。一个员工的 Yammer 显示电子邮件以及个人工作的最新文档。在 Yammer 里的对话是可以
存档和搜索的。员工可以从 Inside+ 工具栏中访问 Microsoft SharePoint，并且 Off ice 365 应用程
序也与 Yammer 无缝链接。这个企业社会网络现在被 50 000 名 ABB 员工（几乎是公司全球员工的
1/3）使用。
ABB 如 何 从 更“社 会 化” 的 内 部 网 中 获 益 呢？ 员 工 使 用 Yammer 和 Inside+ 进 行 项 目 合 作， 分
享想法，并且能够找到其他部门的专家，这些专家具备帮助他们工作的专业技能。从电子邮件到在
Yammer 上交流，使得讨论更有成效，员工更积极地参与。一些 ABB 的小组报告说，其电子邮件少了
50%。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工作，因为他们能够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访问 Inside+。一半以上的员工
发布的评论来自移动设备。公司还节省了会议费用。例如，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举行的年度沟通会议
上，公司不是让 100 名员工飞往苏黎世，而是在线上召开会议，并且所有讨论都在 Yammer 上进行。
越来越多的员工觉得和企业是一个整体，这是旧系统所无法实现的。
资料来源：Adam Bonefeste,“ ABB Reinvents Its Intranet with Social Networking Technology, ”www.yammer.
com, January 28, 2015; Rachel Miller,“ ABB Employees Have 50,000 Reasons to Discover Yammer, ”
allthingsic.com, accessed March 8, 2016; and www.abb.com, accessed March 14, 2016.

ABB 公司的经验说明，当今的企业组织在提升其业绩和保持竞争力方面非常依赖信息
系统。同时，这也说明支持团队协作和团队工作的信息系统能使公司在创新、执行和盈利方
面与众不同。
下图提示了本章和本案例中需要关注的要点。ABB 公司是一家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企业，
但是它被过时的管理信息的流程和工具所束缚，使得员工与管理层无法高效地工作。这也促
使公司创造和开发新的、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产品与服务。
ABB 的管理层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开发一种技术，使得员工在工作环境中从获取
静态的企业知识转变为更加积极地从同事那里获得更多知识。公司引入了多维知识平台，员
工利用 Inside+ 作为单点接入 ABB 系统的门户，进行知识分享和协作。ABB 利用微软的
Yammer 社交工具加强员工协作和参与。Inside+ 集成了员工分享知识的所有方式。这样，企
业范围内的知识共享更加有效，公司也变得更富创新性、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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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本身不会解决 ABB 的问题。为了使解决方案有效，ABB 必须改变其知识传播和
工作协作的组织文化与业务流程，这样，新技术才能使这些变革成为可能。
以 下 是 一 些 需 要 考 虑 的 问 题： 协 作 和 员 工 参 与 是 如 何 使 ABB 保 持 竞 争 力 的？ 使 用
Yammer 如何改变 ABB 的工作方式？

2.1

什么是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是如何与信息系统产生关系的
企业运营需要处理各种关于供应商、客户、雇员、发票、支付以及企业产品和服务等相

关的信息，并通过利用这些信息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从而达到高效运营和提高整体绩效的
目的。信息系统的应用使企业能够管理各类信息，做出更好的决策，提高企业业务流程的执
行效率。

2.1.1

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的概念在第 1 章中已经提到，是指以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为中心而进行的
一系列业务工作的组织和协调方式。业务流程是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所需要的一系列业务活
动的集合，这些业务活动由物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程参与者之间的知识组成。业务流程也指
企业组织协调工作、信息、知识的特定方式，以及管理层确定的工作协调方式。
一家企业的业绩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业务流程设计和运行的好坏。如果一家企业的
业务流程使该企业能够比其竞争对手更创新或更具执行力，则这样的业务流程就可以成为企
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同样，如果这些业务流程基于陈旧过时的工作方式，则会妨碍企业的响
应能力和效率，此时业务流程也可能成为企业的累赘。本章开篇案例中描述的 ABB 公司在
知识共享流程方面的改进清楚地说明了这些观点，就像本书中的其他情况一样。
每一项业务都可以被看作一系列业务流程的集合，其中一些业务流程又是更广义范围
的业务流程的组成部分。例如，有经验的顾问、维基、博客和视频是整个知识管理流程的一
部分。许多业务流程专属于特定的职能部门。例如，销售和市场职能部门负责确定客户的流
程，人力资源职能部门负责员工招聘的流程。表 2-1 给出了每一个职能部门所负责的一些典
型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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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业务流程跨越不同的职能部门，需要跨部门的协调。比较简单的例子是完成一
个客户订单的流程（见图 2-1）。该流程从

表 2-1

销售和市场部门接到一份订单开始，首先传

职能领域

递到会计部门，财务和会计部门进行信用审
核或者预付款审核，确认该客户有能力支付

产品将被运输至指定的地方（这一步可能需

产品组装
质量检查
准备物料清单

销售和市场

客户确认
客户产品认知
产品销售

财务和会计

债务偿付
提供财务报表
管理现金账户

人力资源

员工招聘
员工岗位绩效评估
制订员工福利计划

要 UPS 或 FedEx 等物流公司的参与）；财务
和会计部门将出具与订单相关的账单或发
票，并通知客户产品已经运出；销售和市场
部门接到订单已经发货的通知，并准备答复
客户来电或履行保修索赔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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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业务流程

制造和生产

该订单；一旦建立了客户信用，制造和生产
部门将负责相关产品的生产或出库；然后，

职能性业务流程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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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订单完成过程

完成一份客户订单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步骤，销售和市场部门、财务和会计部门以及制造和生产部门必须紧密协调。

初看，完成一份订单似乎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过程，但实际上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业务流程
的集成，需要企业各主要职能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此外，为了高效地执行并完成订单的所有
步骤，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必须能够在公司内部决策者之间、企业与运输公司等合
作伙伴之间以及企业与客户之间快速地流动。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2.1.2

信息技术是如何改进业务流程的

信息系统到底是如何改进业务流程的呢？信息系统使业务流程中许多原来依靠手工方式完成
的活动自动化，如客户信用的审核或发票和运单的产生等。然而如今的信息技术可以完成更多的
事。新技术能改变信息流，使更多的人能获取和共享信息，用并行的步骤与任务代替串行，并消
除决策过程中的延误。新技术往往会改变一家企业的业务运作方式，转而支持全新的商业模式。
从亚马逊下载一本 Kindle 电子书，从百思买在线购买一台计算机或通过 iTunes 下载一段音乐等，
都是基于新商业模式的全新业务流程。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持，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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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对业务流程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不仅是在信息系统课程中，还包括在将来的职业
生涯中）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通过对业务流程的分析，你可以清楚地了解一家企业到底是如
何开展工作的。此外，通过对业务流程的分析，你还能够了解如何通过改进流程转变企业，
提高企业效率和效益。业务流程的视角将贯穿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改进
业务流程，从而达到更高的效率、更好的创新和更优的客户服务效果。

2.2

信息系统的类型
既然你已经了解了业务流程，那么应该去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信息系统在企业中是如何支

持业务流程的实现的。由于企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专业职能和层级，因此也存在不同类型
的信息系统。没有一个单独的信息系统能够提供一个组织需要的所有信息。
典型企业中的每一项主要职能，包括销售和市场、制造和生产、财务和会计以及人力资
源等，其业务流程均由相应的信息系统支持。你可以在本章的“学习跟踪模块”中找到每一
个企业职能系统的例子。各职能系统之间难以共享信息来支持跨职能业务流程，它们彼此孤
立运行的情况已成过去，大部分这类系统已经被更大规模的跨职能的集成信息系统所替代，
集成了相关的业务流程活动和组织单元。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介绍这些集成的跨职能应用
系统。
我们在第 1 章中已经描述了在一家典型的企业中存在着各层级管理团队的决策，以及各
种能够支持这些主要管理团队决策所需要的系统。每一层级—操作层管理、中层管理以及
高层管理的管理团队都需要不同类型的系统以支持其所做的决策。下面我们将介绍这些系统
和它们支持的决策类型。

2.2.1

不同管理团队的信息系统

一个企业组织需要信息系统支持不同群体和层次的管理需求。这些系统包括事务处理系
统和商务智能系统。

1. 事务处理系统
业务经理需要系统记录组织中各种基本业务活动的信息，如销售、票据、现金存量、
工资发放、信贷决策以及工厂的物流等 —事务处理系统（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s，
TPS）就提供这类信息。事务处理系统是计算机化的系统，用以执行和记录企业日常性的业
务，如销售订单输入、旅馆预约、薪酬、雇员档案保存、运输等。
这个层次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常规问题和跟踪组织的业务流，比如库存的零部件还有
多少，史密斯先生的付款出现了什么问题……为回答这类问题，一般而言，信息必须是容易
获得的、即时的和准确的。
在运行层面，任务、资源和目标是预先设置与高度结构化的。例如，是否授予客户信
用的决策是由基层主管根据预设的判断标准做出的，需要判断的仅仅是客户是否满足这些
标准。
图 2-2 描述的是一个薪酬事务处理系统。该系统记录了企业支付给员工的薪酬记录。包
含员工姓名、社会保障号码和每周工作小时数的员工工作时间记录卡代表了该系统的一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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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一旦该事务被输入系统中，它将更新系统中的员工信息主文件（或数据库，见第 6 章）。
员工信息主文件长期维护着组织中员工的信息。系统中的数据通过不同的方式可以形成企业
管理层和政府部门所需要的各类报告以及给员工的薪水支票。
管理者需要事务处理系统监控企业内部的运营状态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事务处
理系统也是其他系统和业务功能所需信息的主要产生者。例如，图 2-2 中的薪酬系统和公司
其他会计事务处理系统一起，为公司的财务总账系统提供数据，记录公司的收入和费用，并
产生收益表与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告。薪酬系统也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计算员工保险、退休
金以及其他福利提供员工薪酬历史数据，为政府部门如美国国税局和社会保障局提供雇员薪
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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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薪酬事务处理系统

薪酬事务处理系统接受员工薪酬业务数据（如时间卡）。系统输出包括在线和纸质的管理报表以及员工支票。

事务处理系统对企业非常重要，它停运几小时就可能导致整个企业瘫痪，甚至影响与该
企业系统相连的其他企业。设想一下，如果 UPS 公司的包裹追踪系统不能工作将会发生什
么情况？如果航空公司没有计算机支持的预订系统将会怎样？

2. 商务智能系统
企业中还有提供信息支持管理决策的商务智能系统。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是
一个现代术语，包括一系列用来组织、分析和提供数据访问的数据与软件工具，以帮助管理
者和其他企业用户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商务智能可满足所有层级对于管理和决策的需要。本
节对商务智能进行简要介绍，从第 6 章和第 12 章中你可以获得更多相关知识。
商务智能系统对中层管理者而言，可以用于监督监测、控制管理、决策制定和行政事务
工作。在第 1 章中，我们曾将管理信息系统定义为对企业和管理中信息系统的研究。管理信
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MIS）这一术语也可以指为中层管理服务的一类特
定的信息系统。MIS 为中层管理人员提供了关于组织当前运行情况的报告，中层管理人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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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信息监督和控制业务，并预测未来的绩效等。
MIS 根据事务处理系统（TPS）的数据汇总，生成关于企业基本运行情况的报告。来自
TPS 的基础业务数据被汇总压缩，并常常以定期报告的形式呈现。今天，大量的报告已经实
现了在线传递。图 2-3 显示了一个典型的 MIS 如何将来自库存、生产、会计等方面的事务数
据转换为 MIS 文件，进而形成报告提交给管理人员的过程。图 2-4 显示了由 MIS 系统产生
的样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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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MIS 如何通过组织中的 TPS 获取数据

根据图中所示，在整个周期的末尾，三个 TPS 将初步汇总的业务数据提供给 MIS 报告系统。管理人员通过
MIS 访问组织数据，MIS 为管理人员提供合适的报告。

MIS 通常回答的是常规性问题，这些问题通常都是预先设定的，并有一套预先确定的程
序进行解答。例如，一份 MIS 报告可能会列出本季度在一个快餐连锁店中使用的生菜磅数，
或者如图 2-4 所示，对比某一特定产品的实际销售与计划销售数据。总的来说，这类系统不
具有柔性，其分析能力也很有限。大多数 MIS 系统使用的是汇总和对比这类简单的处理程
序，而不是复杂的数学模型或统计技术。
其他类型的商务智能系统支持比较非常规性的决策。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support
systems，DSS）关注那些独特且快速变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步骤不可能完全被事先明
确。这些系统试图回答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如果 12 月的销售额加倍，会对我们的生产计划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一个工厂的计划延迟 6 个月，会对我们的投资回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DSS 不仅使用来自 TPS 及 MIS 的内部信息，也使用来自外部的信息，例如当前股价或
者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等。这些系统的使用者是“超级用户”的管理者以及希望运用复杂的
分析技术和模型分析数据的业务分析人员。
举一个很小但功能强大的 DSS 的例子，即一家负责运输煤炭、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
及各类产品的大型运输公司使用的航运估算系统。该公司拥有自己的船舶及租用的船舶，在
开放的市场上参与竞标以争取运输货物。该业务公司航运估算系统可以计算与航运财务和技
术相关的各种指标，财务方面包括运输 / 时间成本（燃料、人工、资金）、各类货物的运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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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率以及港口费用等。技术方面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船舶运载能力、航速、港口距离、
燃料和淡水消耗量以及货物装载模式（不同港口的货物装载次序）等。
根据产品和销售区域合并的消费品企业销售额（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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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MIS 报告样本

这份报告展示了图 2-3 中 MIS 系统产生的年度销售数据概况。

该系统可以回答以下问题：给定一个客户货物与计划运送时间表和运费率，应该用什么
样的船舶以及什么样的运费率使利润最大化？某个船舶能够保证按时完成运输业务且使利润
最大化的最佳速度是多少？一艘由马来西亚驶往美国西海岸的船舶，符合运载能力限制的最
佳货物装载模式是什么？图 2-5 描述了该公司开发的 DSS，该系统运行在一台高性能的个人
计算机上，提供的菜单式系统使用户能够容易地输入数据或获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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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航运估算决策支持系统

DSS 系统运行在一台高性能的个人计算机上，供负责生成运输合同标书的经理日常使用。

上述描述的航运估算 DSS 高度依赖分析模型的应用。其他类型的商务智能系统越来越多
地采用数据驱动型，关注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以支持决策。例如，北美大型的滑雪
度假村公司（如 Intrawest 和 Vail 度假村），从呼叫中心、住宿餐饮预订系统、滑雪学校及滑
雪装备租赁店收集并存储了大量的客户信息。它们使用特殊的软件分析这些数据，确定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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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价值、回报潜力和忠诚度，这样管理者就可以更好地做出有针对性的营销计划决策。
商务智能系统还可以满足高层管理的决策需求。高层管理者需要的系统应能着眼于战略
问题和长期发展趋势，既要关注公司内部，也要关注外部环境。他们会关心如下问题：5 年
后，就业水平将会如何？长期的行业成本趋势将如何变化？ 5 年后，我们应该生产什么产品？
经理支持系统（executive support systems，ESS）可以帮助高层管理者做上述决策。ESS
专注于需要判断、评估和洞察力的非常规性决策，因为这类决策没有一致的解答程序。ESS
给高层管理者提供容易使用的界面以呈现来自多个源头的数据和图形。通常门户（portal），
即 Web 界面呈现集成的、个性化的业务内容，会给高层执行者提供各种信息。
ESS 综合了来自企业外部的数据（如新的税法或者有关竞争者的信息），同时也将来自企
业内部的 MIS 和 DSS 中的汇总信息，通过过滤、精炼、跟踪关键数据，将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展示给高层管理者。这些系统将越来越多地包含趋势分析、预测等商务智能分析功能以获
取底层细节数据。
例如，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精炼商 Valero 的首席运营官（COO）和工厂经理，利用 Ref ining
Dashboard 显示与工厂和设备可靠性、库存管理、安全及能源消耗相关的实时数据。有了这
些数据，COO 和他们的团队就能根据每个工厂执行生产计划的情况，对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Valero 炼油厂的绩效做出评估。总部就可以了解炼油厂执行层面的绩效以及系统操作员个人
的绩效。Valero 的 Ref ining Dashboard 是数字仪表板的一个示例，它在单个屏幕上显示用于
管理公司的关键性能指标的图表。数字仪表板正逐渐成为受管理决策者欢迎的工具。
下面的“互动讨论：组织”部分描述了一家员工遍布世界各地的企业使用其中几种类型的
系统的实际案例。请注意本案例中提出的系统的类型以及在改善运营和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互动讨论：组织
新系统帮助 Plan International 管理人力资源
Plan International 成立于 1937 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儿童发展机构之一，为有需要的儿
童提供权利和机会。公司的总部位于英国萨里。该机构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包括非洲、亚洲
和美洲的 51 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2014 年与 86 676 个社区的 8 150 万名儿童进行合作。
Plan International 多年来稳步发展，共有员工 1 200 余人、志愿者 9 000 余人。
Plan International 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政治团体或政府。其大约一半的资金来自公司、政
府和信托的捐赠，其余则来自愿意赞助孩子的个人。
Plan International 与儿童、家庭、社区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在健康，教育，水与卫生，
保护，经济安全和应对诸如战争、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为儿童带来积极的帮助。例如，
Plan International 曾在 2013 年派出员工帮助菲律宾受台风海燕影响以及西非受埃博拉病毒影响
的儿童。除了协调应急工作外，Plan International 还开展公共卫生宣传运动，培训卫生和援助
人员。
Plan International 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帮助弱势儿童（这需要高度协作的方式）。当紧
急情况发生时，Plan International 必须在需要的地方找到并部署最合适的资源。为此，Plan
International 总部的救援队必须筛选 70 个国家的 10 000 多名援助人员的数据，看看哪些人在
医疗援助、儿童保护、教育和避难管理方面具有适当的技能与经验，以提供必要的服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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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选择来应对紧急情况的人员具备各种技能，包括熟悉当地语言和当地地理条件。现在的
Plan International 能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看到所有关于工作人员技能的数据，所以它可以快速
组织相应的人员应对灾难。
现在，Plan International 有了新的人力资源系统后，能够迅速掌握工作人员的相关信息。
人力资源系统可以让 Plan International 不仅跟踪人员聘用时所具有的技能，还能追踪他们在为
Plan International 工作时获得的灾难应对紧急措施的额外培训或经验。
人力资源系统还帮助 Plan International 管理它获得的赠款和捐赠。当捐款第一次进入
该系统时，它会被送到 Plan International 的伦敦总部并在那里进行分配。例如，如果 Plan
International 收到了 4 000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则它会需要不同的人管
理该项捐款。它就可以借助其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合适的人员。
在新的人力资源系统实施之前，Plan International 用的是过时的、分散的系统，部分还需
要手动操作。该机构不得不使用 30 种不同的人力资源系统、电子表格和文档跟踪员工。
找到具有合适的语言技能、灾难应对经验和医疗知识的人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2010 年，
当大地震袭击海地时，Plan International 不得不给大家发电子邮件，询问员工是否认识可以说
法语并且具备适当的灾害管理技能的人。
2012 年，Plan International 开始寻找可以处理其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的人力资源系统，
这个系统要能支持所有地区的一般流程，并能在技术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地区提供安全的移动
平台。该组织选择了基于云技术的人力资源系统，这个系统是 SAP 的 SuccessFactors 以及相
应的 SAP 本地化软件，这样可以满足其需求，系统之间也能相互集成。新系统的实施始于
2013 年 5 月，只用了 16 周就完成了 Plan International 国际总部的全面实施。到 2014 年，Plan
International 所有的地区分支都纳入了系统。
基于云的 SuccessFactors 系统运行在由 SuccessFactors 管理的远程计算机中心，用户可以
通过互联网访问。该系统提供了一个集中的员工档案管理，以全面了解员工的技能、专业知
识、经验和职业兴趣。通过直观的界面，员工可以更新自己的信息，创建一个能够让每个员工
都可以访问的简易搜索目录。Plan International 使用了 SuccessFactors 软件的招聘、绩效和目标、
继承与发展、薪酬和学习模块。Plan International 还采用了 SuccessFactors 人力规划和本地的
SAP 人事管理与组织管理软件。人力规划需要系统地识别和分析组织在规模、类型、经验、知
识、技能和员工素质方面的需求以实现其业务目标。 SAP 的人事管理软件用来管理人员的招
聘、选择、保留、开发和评估的记录与组织数据。SAP 的组织管理软件可以使组织描述和分析
其组织结构与报告结构。
新的人力资源系统为 Plan International 提供了整体人员的鸟瞰图，能够立即显示有多少人
为 Plan International 工作，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拥有哪些技能，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业发展
路径如何。Plan International 的核心人力资源部员工花更少的时间追踪信息。例如，从员工绩
效评估的角度组织和分析数据，包括基于绩效的薪资计算，以前需要 6 个月的时间完成，现在
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员工能够在线访问人力资源记录，更新诸如地址、家庭详细信息和
紧急联系信息等。让员工自己执行这些任务，Plan International 节省了宝贵的人力资源部员工
的时间，从而可以使这些人员执行更多的增值工作。Plan International 还能够向捐赠者显示他
们的捐款使用情况和使用结果。
使用 SuccessFactors 和 SAP 的人力资源软件，Plan International 的员工能够在几个小时内
确定救援人员并将其送到灾区。2013 年 11 月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时，Plan International 专家在
72 小时内就到达了现场。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迅速部署人员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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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International 响应时间的缩短，有助于确保新的资金来源，使其在政府、公司和其他资助
与捐赠机构的信誉更好。
资料来源：Lauren Bonneau,“ Customer Snapshot: Changing Lives and Creating Self-Suff icient Communities—
One Child at a Time, ”www.sap.com, accessed March 10, 2016;“ Better Planning for Plan
International: The Life-Saving Power of Improved Data Visibility, ”SAP Insider Prof iles, January 1,
2015; and www.plan-international.org, accessed March 10, 2016.

2.2.2

连接企业的各类系统

回顾之前描述的所有各类不同的系统，你可能想了解一家企业如何管理来自不同系统中
的所有信息，以及维护那么多不同的系统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你也许还想了解这些不同的系
统之间如何共享信息，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是怎样协调他们的工作的。实际上，这些问题也都
是当今企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 企业应用（enterprise applications）
在企业中，让所有不同类型的系统一起工作确实是一项重要挑战。一般而言，大的公司
是自然形成的，或者通过并购小企业组合而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内就汇集了一系列
系统且大部分系统较为陈旧，这时它面临的挑战就是设法让这些系统之间互联互通，让这些
系统像一个单一的企业系统一样工作。针对这个问题有几种解决方案。
一种解决方案是实施企业应用（enterprise applications）系统。企业应用是指那些跨越组
织职能领域的系统，主要用于执行贯穿企业的各类业务流程（其中涉及各层级的管理工作）。
企业应用系统的实施，使企业业务流程之间更密切地协调合作，使各业务流程得以集成，从
而提升企业资源管理和客户服务效率，帮助企业提高柔性度与效率。
以下四类主要的企业应用，即企业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和知识管
理系统，都集成了一系列相关的职能和业务流程，帮助企业增强组织的整体绩效。图 2-6 描
述了这些企业应用系统的架构。这些系统涵盖的业务流程跨越整个企业组织，在某些情况下
还将超出企业边界延伸至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重要的业务合作伙伴。
企业系统

企业系统（enterprise systems）也被称作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统，通过实施企业系统，将制造和生产、财务和会计、销售和市场、人力
资源等职能领域的业务流程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软件系统中。之前分散在不同系统中的信息也
被统一存储到综合数据库中，供企业的不同部门使用。
例如，当一位客户下了一份订单，订单数据就会自动流向企业中与该订单相关的业务部
门。仓库收到订单后就开始挑拣订单所需的产品，安排发货并通知工厂补充消耗掉的库存产
品等工作。会计部门就会被告知要给这位客户提供发票；客户服务代表会跟踪订单的每一步
进展，及时告知顾客订单进展的状态；管理人员能够及时掌握整个企业的信息，对有关日常
运营和长期规划做出更加准确和及时的决策。
供应链管理系统

公司使用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系统管理供

应商的关系。这类系统的实施，有助于公司与供应商、采购公司、分销商以及物流公司之间
共享关于客户订单、生产、库存状态，以及产品和服务递送的信息，从而有效地管理资源、
协调生产以及配送产品和服务，最终达到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成本将正确数量的产品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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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送到消费点的目标，帮助公司降低产品生产和运输成本，使管理人员更好地决策，安排采
购、生产和配送业务，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
由于供应链管理系统中的信息流跨越了企业组织的边界，因此供应链管理系统属于跨组
织系统（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类别。在本书中，你还将发现其他类型的跨组织信息系
统，这些系统使企业与客户及外包服务公司之间的电子化联系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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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用架构

企业应用系统将横跨业务职能领域，纵穿组织层级甚至扩展至组织外部的业务流程自动化。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公司使用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

系统管理客户的关系。CRM 提供相关信息帮助企业协调所有与销售、市场、服务有关的业
务流程，不断提升业务收入、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帮助公司识别、吸引、保留最有价
值的客户，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提高销售额。
知识管理系统

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做得好，是因为这些公司拥有更好的关于创新、生

产、产品配送和服务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独特的、难以模仿的，能够帮助企业形成长期的战
略优势。知识管理系统（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KMS）的实施使组织能够更好地管
理与知识经验获取和应用有关的流程，收集企业范围内所有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并使这些知
识和经验在需要的时候能够随时随地被员工获取，从而改善业务流程与管理决策。这些系统
也能使公司与外部知识源相连接。
在第 9 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详细阐述企业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本章将讨论支持知识管理的协同系统。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管理系统应用，我们将在第 11
章中介绍。

2. 内联网和外联网
企业应用系统深刻地改变了企业开展业务的方式，使企业能够把大量的业务数据整合到
一个系统中，但实施这些系统通常非常昂贵，难度很大。由于内联网和外联网能够促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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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内部及企业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流动和整合，因此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工具，也
是值得关注的。
内联网简单来讲就是只有企业员工能够访问的企业内部网站。内联网是相对互联网而言的
术语，指的是企业内部的网络，而互联网是指连接组织和其他外部网络的公共网络。内联网采
用与互联网同样的技术标准和技术，通常作为公司网站中的内部员工访问区域。外联网与内联
网类似，是企业网站中授权供应商可以访问的区域，通常用来帮助与供应商之间的协同生产。
例如，六面旗公司（Six Flags）管理着遍布北美的 18 个主题公园。该公司有一个内联
网，为公司 1 900 名全职员工提供与每个主题公园日常运营相关的各类新闻和信息，包括天
气预报、演出计划安排、团体以及知名人士参观访问的细节等。该公司也用外联网给 30 000
名季节性员工提供有关计划变更等方面的信息。我们将在第 7 章中讨论关于内联网和外联网
的更多细节。

2.2.3

电子商业、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之前提到的系统和技术都是通过互联网和其他网络让企业与客户、供应商以及物流合作
伙伴间的关系转换成为数字化的连接。目前很多企业已经利用数字化网络或者基于数字化网
络开展业务，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频繁地使用“电子商业”和“电子商务”这些表述。
电子商业（electronic business/e-business）是指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执行主要的业
务流程，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相关的各类活动以及协调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各类活动。电
子商业概念涵盖了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e-commerce）。
电子商务可以看作电子商业中涉及通过互联网买卖商品及服务的部分。电子商务也包括
支撑这些市场交易进行的各类活动，如广告、营销、客户支持、安全、配送以及支付等。
电子商业相关的技术也给公共部门带来了相似的变化，各级政府正在应用互联网技术为
市民、员工以及企业提供信息和服务。电子政务（e-government）是指应用互联网和计算机
网络技术建立的，使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与市民、企业及其他政府分支机构之间的关
系数字化。
除了改进政府服务模式之外，电子政务还使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更高，让市民更容易获
取信息，具有与其他市民建立电子化的网络的能力。例如，美国某些州的市民可以在线更新
驾照或申请失业金，互联网也已成为政治活动和募集资金时快速动员利益群体的强大工具。

2.3

为什么协作和社会化系统如此重要？它们使用什么技术
知道了这些系统和信息之后，你可能很想知道怎样才能使它们变得有意义？企业中的

员工如何一起工作、协调计划和行动，进而实现共同目标？信息系统本身不能做出决策，雇
用或辞退员工、签订合同、达成交易或者调整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都不是信息系统做出的决
策。除之前提过的各类系统外，企业还需要专门的系统支持合作与团队工作。

2.3.1

什么是协作

协作（collaboration）是指与他人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而明确的目标。协作强调任务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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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完成，通常发生在企业或其他组织中以及企业之间。比如，你和东京一位某一领域中的
专家同事合作进行一项你什么也不知道的任务，你和很多同事合作发布公司的博客。如果你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你又能与来自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合作共同为客户解决税务问题。
协作可能是短期的，只维持几分钟，也可能是长期的，这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和协作方之
间的关系。协作可能是一对一的，也可能是多对多的。
企业中员工之间的协作可能存在于不属于企业正式组织结构的非正式团队中，也可能存
在于正式的合作团队中。团队（teams）通常有一项企业赋予的特殊使命，团队成员需要通过
合作系统完成一系列具体的任务以实现这一使命。一个团队的使命可能是“赢得一场比赛”，
也可能是“增加 10% 的在线销售额”。团队的存在通常是短暂的，团队存在的时间取决于该
团队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找到问题解决方案并完成使命需要的时间。
出于如下各种各样的原因，协作和团队工作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 工作性质的变化。和以前相比，现在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以前的工厂制造生产
流程中，每个环节每个阶段都是彼此独立的，各环节之间由管理者负责协调，工作被
垂直划分为彼此独立的单元。在每个单元内工作，从一个机床传递到另一个机床，从
一个桌面传递到另一个桌面，直到成品完成。如今，在产品生产或服务流程中，参与
各方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协调和互动。麦肯锡咨询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目前
41% 的美国劳动力从事的工作中，互动（交谈、电子邮件、演讲以及劝说）已经成为
主要的增值活动，甚至在工厂中，工人也常常以生产小组的方式工作。
● 专业工作的增加。在服务业中，“互动性”的岗位越来越变成需要紧密协调和合作的
专业岗位。专业岗位的工作人员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需要信息分享，以及该如
何完成工作的想法或看法。每一个岗位的人员要具备解决相关问题的技能，所有的参
与者都需要考虑彼此，协同完成工作。
● 公司组织的变化。在工业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管理者将工作分解成层级状结构，命
令自上而下传递，反馈自下而上进行。如今，工作按工作组和团队进行组织，每个团
队成员均按团队自己的方式方法完成任务，高层管理者监控和评估工作结果，而很少
下达详细的命令或操作指令。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因为组织中的知识技能和决策权力
已经下沉。
● 企业规模的变化。企业的工作场所已经从单点向多点变化，办公机构或工厂遍布于某
个区域、国家甚至全球。例如，亨利·福特在密歇根的迪尔伯恩建立了第一家大规
模的汽车生产工厂。到 2015 年，福特公司在全球有 67 家工厂，雇用了 199 000 名员
工。在这种全球化趋势下，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服务等领域的紧密协作显然
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型跨国公司需要基于全球的团队工作。
● 对创新的关注。虽然我们常常倾向于把企业和科学中的创新归功于某些杰出的个体，
但是这些杰出的个体大都与才华横溢的同事组成的团队一起工作。想想比尔·盖茨和
史蒂夫·乔布斯（微软和苹果的创始人），两位都是被高度敬仰的创新者，都在自己
的公司中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团队，培养和支持企业创新。他俩最初的创新都源于与
同事及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合作。换句话说，创新是一个群体过程和社会过程，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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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创新源于实验室、企业及政府机构中个体之间的合作。充分的合作实践和强有力的
协作技术被认为能够增加创新的成功与品质。
● 工作和企业文化的变化。大部分关于合作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相比于独自工作
的个体，多样化的团队能获得更快、更好的成果。当前关于群体的广泛认识（“众包”
以及“群体智慧”）也为合作和团队协作提供了文化支持。

2.3.2

什么是社会化商务

如今，许多企业采用社会化商务（social business）增强协作。社会化商务是指应用社交
网络平台，包括 Facebook、Twitter 以及企业内部的社会化工具，增强企业与员工、客户以
及供应商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员工建立个人档案，创建组群，以及“跟踪”其他人的状态更
新。社会化商务的目的在于加深企业内外群体之间的交互，促进和提升信息共享、创新和
决策。
社会化商务的关键词是“对话”，客户、供应商、员工、经理甚至监督机构可以不断持
续地“对话”。当然，这些对话内容往往不涉及企业知识或企业关键成员（员工和管理者）。
社会化商务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企业能够倾听这些对话，可以强化企业与消费者、供应
商以及员工之间的联结，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
所有这些需要一定程度的信息透明。人们可以在不受主管或其他任何人干扰的情况下非
常直接地与他人分享观点和事实，员工可以直接了解客户或其他员工的想法，供应商可以直
接了解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想法，甚至管理者可以从员工那里大致了解他们的表现。几乎每一
个参与价值创造的人都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人。
如果企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环境，企业或许就可以提升运营效率，鼓励创新，加速决
策。如果产品设计师能够直接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实时了解他们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
他们就能够加快产品的重新设计过程；如果企业员工能够通过公司内外的社会联结获取新的
知识和见解，他们就能够工作得更有效率，可以解决更多的业务问题。
表 2-2 描述了企业内外社会化商务的重要应用。本章将关注企业的社会化商务，即社会
化商务在公司内部的应用。第 7
章和第 10 章将描述与企业之外

表 2-2
社会化商务应用

社会化商务的重要应用
应用描述

的客户和供应商有关的社会化

社会网络

通过个人和企业相关介绍建立联系

商务应用。

众包

利用集体的知识产生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共享工作区

开展项目和任务合作；共创内容

博客和维基

发布和快速获取知识；探讨观点、经验

社会化商业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购物经验、看法

文件共享

上载、共享和评论照片、视频、音频、文本等文件

社会化营销

利用社交媒体，与客户互动；获取客户的观点

社区

在开放论坛中讨论各种话题；分享经验

2.3.3

协作和社会化商务
商业利益

关于协作的文章和书有
很多，但几乎所有关于协作的
研究基本上都是传闻轶事性

的。尽管如此，商业界和学术界都普遍认为，一家企业越具有“合作性”，则取得的成就会
越多，而如今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协作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最新一份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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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信息系统管理者的全球调研发现，企业在协作技术方面的投资能够改进组织系统，取
得四倍于投资的回报，其中销售、市场以及研发是受益最多的职能领域（Frost and Sullivan，
2009）。麦肯锡公司咨询员预测，应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社交技术可使企业员工之间的
合作效率提升 20% ～ 25%（McKinney Global Institute，2012）。
表 2-3 汇总了协作和社会化商务能够为企业带来的一些好处。图 2-7 描述了协作是如何
影响企业绩效的。
表 2-3

协作和社会化商务商业利益

利益

原因

生产效率

与相同的员工独自工作相比，通过互动和一起工作，员工能够更快地获取专业知识，
解决问题，同时发生的错误更少

质量

相比于独自工作，员工之间合作能更快地发现和改正错误。协作的、社会化的技术可
以帮助减少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延误

创新

与相同的员工独自工作相比，协作可以激发员工更多的关于产品、服务及管理方面创
新的想法，这是多样化和“群体智慧”的优势

客户服务

相比独自工作，利用协作和社会化工具一起工作可以使员工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客户
投诉和相关问题

财 务 表 现（盈 利 能 力、
销售额、销售增长）

基于上述原因，合作性更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销售额、销售增长以及更好的财务表现

ࡼ҉㘪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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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协作的必要条件

成功的协作需要合适的组织架构、文化以及合适的协作工具。

2.3.4

建设协作性文化和业务流程

在企业中，协作不会自发产生，特别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文化和业务流程的支撑时。
商业企业特别是大型的企业，过去被誉为“命令和控制”型组织，在这样的企业中，高层领
导需要考虑所有重要的事情，然后命令下级员工执行高层管理人员的设想。由此可以推测，
中层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在各层级前后上下来回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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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命令和控制”型的企业要求下级员工执行命令，不必过问太多问题，他们没有
责任改进流程，团队工作绩效也与奖励无关。如果你所在的工作小组需要其他工作小组的帮
助，那是老板需要考虑的事情，你不必做横向沟通，只要纵向即可，这样管理者才能够控制
整个流程。总之，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期望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即一系列关于共同目标
和如何行动的设想。很多商业企业至今仍采取这种方式运营。
在强调协作和业务流程的企业中，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类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对产
生的结果负责，但依靠员工组成的团队工作以达到和实现这些结果。企业的政策、产品、设
计、流程以及系统更多是依靠组织中各个层级的团队构思、创造和建设的。绩效奖励是基于
团队的绩效进行的，而个人的奖励是基于个人在团队中的表现进行的。中层管理者的职责是
团队建设、协调团队工作和监控团队绩效。企业文化和业务流程更加“社会化”。在这种协
作型文化氛围中，高层管理者之间建立合作和团队精神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对企业
高层也是如此。

2.3.5

协作和社会化商务的工具与技术

如果没有信息系统支持协作和社会化商务，一种协作的、团队导向的文化是难以产生收
益的。为了获得工作上的成功，我们必须互相依赖—依赖我们的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管
理者，同时现在有大量的工具可用来支持这样的工作。其中一些工具比较昂贵，而另外一些
可以免费在线获取（或者一些价格适中的付费版本）。让我们来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些工具。

1. 电子邮件（E-mail）和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IM）
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包括手机短信）已经成为互动性工作中的主要沟通与合作工具，
这些工具软件在计算机、手机以及其他无线手持设备上运行，提供文件分享和信息传递的功
能。即时通信系统能够让使用者同时与不同的对象进行实时对话。最近几年，电子邮件的使
用减少了，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介成为最受欢迎的沟通渠道。

2. 维基（Wikis）
维基实际上是一种网站，能使用户很容易地发布和编辑文本、图形等内容，用户不需
要具备任何与网页开发或编程技术相关的知识。最著名的维基网站是维基百科（Wikipedia），
它是全球最大的百科全书合作编辑项目。维基百科的维护依赖志愿者，不支付报酬，也不接
受广告。
维基是用来存储和共享企业知识与观点的理想工具。企业软件供应商 SAP AG 就为公司
外部人员，比如企业客户和编写 SAP 系统交互程序的软件开发者建立了一个类似信息库的
维基网站。以前，这些人在 SAP 在线论坛上非正式地提问，有时候也回答问题，但那是个
低效率的系统，因为相同的问题在论坛中常常被人反复提问和回答。

3. 虚拟世界
类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样的虚拟世界是一个有“居民”居住的在线 3D 环境，
这些“居民”为自己建立了图形化的化身。IBM、思科和英特尔这些公司已经使用虚拟世界
里的在线会议、面试、特邀演讲会、员工培训等。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通过虚拟世界中的化
身，利用手势、对话框以及语音通信在虚拟的场所中见面、互动和交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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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作和社会化商务平台
现在，已有套装软件产品可以为工作在不同地域的团队提供协作和社会化商务多功能的
平台，应用最广泛的是基于互联网的音频会议与视频会议系统、如谷歌在线服务和工具一样
的云协作服务、如微软的 SharePoint 和 IBM 的 Notes 一样的企业协作系统以及如 Salesforce
Chatter、微软 Yammer、Jive、Facebook at Work 以及 IBM 的 Connections 一样的企业社交网
络工具。
虚拟会议系统

为了减少旅行花费，使不同地方的人能够见面和协作，许多大大小小的

公司都采用了视频会议及网络会议技术。亨氏、通用电气和百事可乐将虚拟会议系统用于产
品宣讲、培训课程、战略研讨会，甚至鼓舞人心的报告。
视频会议系统允许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域的人通过双向视频及音频传输同步沟通交流。高
端视频会议系统具有网真（telepresence）技术，这是一种集音频和视频环境于一体，允许人
们在某处而不是在其真实物理位置出现的虚拟现实技术（见“互动讨论：技术”部分）。如
Skype 群体视频会议、Google+Hangouts、Zoom 以及 ooVoo 等免费的或者低成本的基于互联
网的系统，其质量往往较低，但对一些小公司来说还是有用的。苹果的 FaceTime 是一种非
常有用的一对一的视频会议。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具，人们可以在移动设备上获取。
各种企业现在都在寻找像思科的 WebEx、Skype for Business 以及 Adobe Connect 这样基
于网络的在线会议工具，这类工具对企业培训和销售宣传尤为有用。这些产品可以使参与者
结合音频会议和通过网络摄像头的即时视频，进行文档分享和演讲。

☉互动讨论：技术
思科 IX 5000：最先进的网真技术能为协作做些什么
协作领域中需求增长最快的是支持视频使能的业务应用。过去，视频会议仅限于一些大
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提供专门的视频会议室和昂贵的网络与软件。如今，视频会议已经平民化
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这项技术。
技术的成本急剧下降，全球互联网以及视频、音频数据的桌面传输价格降低，可以利用
企业内标准的 IT 基础设施，而且重要的是，它可以集成到功能强大、价格低廉、无所不在的
移动和桌面工具中。如今，企业中的大多数员工和专业人士都可以使用视频会议与网真工具管
理业务流程，并与其他人甚至全球的客户进行连接和协作。
最新一代的网真平台不仅仅提供视频协作，而且能够协调丰富多样的数据流，将这些数
据流与移动、桌面和数字信息的视频流集成在一起，创建协作的工作环境，并将信息传递给管
理人员和专业人士以便做决策。
思科的 IX 5000 沉浸式网真系统是一种高端的技术。它提供了先进的网真系统，但比过去
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它是时尚的雕刻，3 个 4K 超高清摄像机精致地连接在 3 个 70 英寸○的
液晶屏幕上。相机提供清晰、高分辨率的视频。影院质量的声音来自 18 个定制的扬声器和一
个强大的低音炮，可以为 8 ～ 18 人创造高品质的、逼真的协作体验。视频和其他内容可以在
不同的屏幕间移动。相机和图形处理器能够精确捕获到整个房间的情况，因此你可以站起来移
动或走到白板之前。使用 4K 相机，IX 5000 创建的图像比系统 3 个屏幕实际需要的图像大 4
一

一
1 英寸＝ 2.547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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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图像可以通过裁剪显示坐在桌子后面的参与者，但是当有人站起来时，裁剪的图像会被移
除，以显示站着的和坐着的参与者。
IX 5000 非常直观，哪怕你第一次使用也可以不看操作手册或打电话给信息系统部门，就
能进行通话。要安装 IX 5000 系统，不需要对房间进行特殊的改造。在有以前的网真系统的基
础上，IX 5000 只需要一半的功率、安装时间和数据传输容量（带宽）。这些费用大概有多少？
一个 6 座的 IX 5000 工作室的售价是 299 000 美元，而 18 座的工作室的售价为 339 000 美元。
第一家部署 IX 5000 系统的公司是 Grupo Santander 的技术公司—Produban，专门从事
IT 基础设施的持续设计和运营。Grupo Santander 是一家西班牙的银行集团，也是世界上市值
最大的银行之一。该集团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扩张，通过多项并购，在欧洲、拉丁美洲、北美、
非洲和亚洲都有业务。Santander 目前拥有 18.5 万名员工，通过 13 067 家分行为 1.07 亿名客户
提供服务。Grupo Santander 以创新闻名，并率先提供许多新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包括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移动钱包和数字支付等。目前它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数字化转型，以帮助形成
创新的、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Produban 负责这家庞大的全球公司的整体 IT 基础设施。Produban 在 9 个不同的国家拥有
5 500 多名员工。它在数据中心设计和运营、IT 基础设施设计和运营、IT 平台设计和运营、技
术风险管理与业务持续性以及终端用户计算移动性和自服务管理等领域为 120 多家公司提供服
务。该公司致力于技术创新和持续改进。
视频协作帮助 Produban 将员工聚集起来，更快地做出更好的决策，这就是在过去几年里，
它在全球投资了 76 个思科网真会议室的原因。该公司使用 IX 5000 技术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总
体拥有成本较低。在第 5 章中，你将会学到总体拥有成本（TCO）不仅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和
网络设备的购买价格，还包括持续维护、技术支持、培训、公共事业和房屋成本等。IX 5000 系
列可以安装在一个 19×14 平方英尺○的小空间中。IX 5000 的用电量减少了 50%，需要的带宽降
低了 50%，安装时间也比以前的系统少一半（仅 8 小时）
，3 年内的总体拥有成本降低了 30%。
总体拥有成本的降低使 Produban 能在更多的地方设置视频会议室，因此更多的团队可以
受益。Produban 希望在整个公司都能使用视频会议。在不能安装 IX 5000 的地方，思科网真会
议可以扩展到思科的 WebEx 用户。WebEx 是思科一个成本比较低的、基于网络的系统，用于
在线会议和应用程序共享。远程参会者可以通过思科 WebEx 会议中心加入，并从思科的网真
系统中接收视频、音频和其他数字内容。会议在不同的群体和地点之间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更
有成效。
一

资料来源：Snorre Kjesbu,“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ollaboration Experience on the Planet, ”
“‘ Less Is More ’
as Cisco Completely Reimagines Flagship Three-Screen Video Conferencing Technology, ”and“ Cisco
Telepresence IX5000 Series,”www.cisco.com, accessed March 12, 2016; www.produban.com, accessed
March 13, 2016; and Brian Riggs,“ Immersive Telepresence: New Systems for a Declining Market, ”
NoJitter, March 2, 2015.

云协作服务

Google 提供了许多在线工具和服务，有一些适合协作，如 Google Drive、

Google Docs、Google App、Google Sites 以及 Google+，并且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Google Drive 是一种云存储服务，用来作为文件共享和协作编辑的文件存储与同步。这
种基于 Web 的在线文件共享服务允许用户将文件上传到安全的在线存储站点，从而可以与
其他人共享文件。Microsoft OneDrive 和 Dropbox 也是一种领先的云存储服务。它们都有免
一
1 平方英尺＝ 0.092 9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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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版本和付费版本，具体取决于所需的存储空间和管理要求。用户能够将其在线存储的文件
与本地 PC 和其他类型的设备同步，选择私有或公开文件，并与指定的联系人进行共享。
Google Drive 和 Microsoft OneDrive 集成了文档创建与共享的工具。OneDrive 为 Microsoft
Off ice 文档和其他文件提供在线存储，并与 Microsoft Off ice 应用程序（已安装在网络上）配合
使用。它也可以被分享给 Facebook。Google Drive 与 Google Docs 相集成，其中 Google Docs
是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应用套件，提供了文档、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的协作性编辑。Google
Apps for Business 是针对企业的、基于云服务的、用来提高工作效率的套件（包括文字处理、
电子表格、演示文稿、日历和邮件），这个套件在 Google Drive 上运行。
Google Sites 允许用户快速创建面向在线团队的网站，这样很多人可以协作和共享文件。
Google+ 是 Google 为了使这些工具与它所提供的其他产品和服务更加“社会化”而开发的一
种产品。这个产品可以为个人用户和商业用户所用。Google+ 的用户可以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以及“圈子”，以便将用户组织到特定的组群中进行共享和协作。“环聊”（Hangouts）可以让
人们在一个群里进行视频聊天，一次最多可以有 10 个人参与。
微软 SharePoint 和 IBM Notes

微软 SharePoint 是基于浏览器的合作和文档管理平台，

同时还具有一个安装在公司服务器上的强大搜索引擎。SharePoint 具有一个基于网页的界面，
并且与微软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如 Microsoft Off ice，包括 Off ice 365、微软工具提供订阅
服务的在线网络版本）紧密整合在一起。SharePoint 软件使员工可以分享他们的文档，并使
用 Off ice 文档作为基础在项目中进行协作。
SharePoint 可以用作内部网站，通过一个集中的网络工作空间组织和存储信息，使得
团队成员可以协调工作活动，合作生成文档并发布，更新任务清单，执行工作流以及通过
维基和博客分享信息。用户可以控制文档版本和文档安全。由于 SharePoint 在一个地方存
储和组织信息，用户在紧密合作完成相关任务、项目及文档的同时可便捷、有效地找到相
关信息。企业搜索工具帮助找到相关的人、专家和内容。SharePoint 现在是作为社会化工
具被运用。
美国 Southern Valve & Fitting（SVF）公司是提供管道、灌溉和通用阀门及配件的批发商。
该公司最初使用 EMC Documentum eRoom 和 Google Docs 进行文档共享，但遇到了集成问
题。SVF 将其文档和团队网站移植到与 Off ice 365 集成的微软的 SharePoint Online 中。该
解决方案将多个通信和协作程序集成到单一的在线服务中。员工利用标准的互联网连接就能
在世界各地访问文档，并用微软的 Off ice 365 提高工作效率，轻松编辑文档。这一切都从同
一个平台进入。如果在中国下的一个订单被看作 SharePoint 的一个项目，那么所有销售订单
数据和文档可以在整个公司共享（Microsoft Corporation，2015）。IBM Notes（以前是 Lotus
Notes）是一个协作软件系统，具有包括分享日历、E-mail、信息、协同写作编辑、共享数
据库存取以及电子会议等功能。Notes 软件被安装在用户桌面或笔记本计算机上，通过 IBM
Domino 服务器获取相应应用。现在 Notes 是网页使能的，提供了一个应用开发环境，使用
户可以开发客户化的应用以满足他们独特的需求。Notes 还增加了博客、微博、维基、RSS
聚合、桌面系统助手、语音及视频会议和在线会议等功能。IBM Notes 承诺会提供高水平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并且提供保护企业敏感信息的功能。
企业社会化网络工具

我们刚才描述的工具中已有包含支持社会化商务能力的工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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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还有更多的用来支持社会化商务需求的工具，比如 Salesforce 的 Chatter、微软的 Yammer、
Jive 和 IBM Connections。企业社会化网络工具的商业价值在于通过文档、更新和通知把组
织内的成员连接起来，这与 Facebook 的功能相似，但只在企业内部使用。表 2-4 是关于这些
内部社交功能的细节描述。
表 2-4

企业社会化网络软件功能

社交软件功能
资料文档

描述
具有建立成员资料的能力，描述成员的个人信息、教育背景、兴趣爱好，也包括工作相
关的协会与专业知识（技能、项目、团队）

内容分享

分享、存储和管理包括文档、演示报告、图片及视频在内的内容

递送及通知

实时信息流、状态更新以及由特定个人和群体发布的通告

群组及团队工作区

建立群组分享信息、文档合作、项目合作，设立私密的和公开的小组，保存对话内容，
保存团队知识的能力

标记及社会化书签

表明对特定内容的偏好，类似 Facebook 的点赞功能；标记可以让用户为他们喜欢的内容
添加关键词

许可及隐私

保证私人信息在由关系而建立的合适范围内流通；企业社会化网络需要对用户设立查看
信息的权限

虽然企业社交网络让很多公司受益，但这些内部社交网络并不像个人使用的 Facebook、
Twitter 和其他公共社交网络产品一样快速传播。这个问题在本章结尾的案例研究中会被提到。

5. 管理者清单：评估和选择协作与社会化软件工具
面对这么多协作和社会化商务工具与服务，如何为公司选择合适的协作技术？要回答
这个问题，你需要有一个框架来理解这些工具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一群研究协作工作
的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发了一个基于时间 / 空间的协作和社会化工具评估矩阵（见
图 2-8），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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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基于时间 / 空间的协作和社会化工具评估矩阵

协作和社会化技术可以依据它们是否支持相同或不同时间或地点的互动以及是远程还是同地来划分。

时间 / 空间矩阵侧重于协作问题的两个维度—时间和空间。例如，你需要与不同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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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进行协作，但是你不能同时见到所有人。在纽约是午夜，而在孟买就是中午，所以这
样做很难组织一个视频会议（纽约的人太辛苦了）。显然，时间是全球范围内合作的障碍。
在大型跨国企业、全国或区域性企业中，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协作的因素之一，由于地理
位置分散（拥有不止一个地点的公司）、旅行成本高、管理人员时间有限等因素，使得公司很
难把人聚集起来召开一次面对面的会议。
我们刚才描述的协作与社会化技术是克服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种方式。利用这个时间 /
空间框架可以帮助企业选择最合适的协作与团队工具。请注意，有些工具在多时间 / 空间场
景中均适用，比如互联网合作套装软件—IBM Notes，既具有同步互动（即时通信、电子
会议工具）的功能，也具有非同步互动（电子邮件、维基、文档编辑）的功能。
下面是一份待办行动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按照这六个步骤操作，应该可以为你的公司找
到一个价格适中的、风险可控的、合适的协作软件。
（1）在时间及空间方面，公司面临的协作方面的挑战是什么？利用时间 / 空间矩阵定位
你的公司。你的公司可能位于矩阵中的多个单元。每个单元都对应不同的协作工具。
（2）对于你的公司在矩阵中的每一个单元面临的挑战，可以采用什么类型的解决方案？
将供应商的产品列一份清单。
（3）从公司的成本及收益角度分析每个产品工具，成本估算中要包含培训成本，如果必
要的话，也要估算信息系统部门所投入的成本。
（4）识别每个产品工具的安全风险及漏洞风险。你的公司愿意将专有信息通过互联网
托付给外部服务提供商吗？你的公司愿意承担将重要系统的运营交给其他公司而带来的风险
吗？你的供应商有财务风险吗？它们会存在 3 ～ 5 年吗？如果供应商倒闭，转换至另一家供
应商的成本将是多少？
（5）向潜在用户寻求支持，让他们识别实施和培训中会遇到的问题，有一些工具会比其
他工具更易使用。
（6）在候选产品工具中做出选择，并邀请供应商进行演示。

2.4

企业信息系统职能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已经理解了当今的企业运营需要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的支持，但是谁来负责这

些系统的运行呢？谁来负责保证这些系统使用的硬件、软件和其他技术运行正常，并能得到
实时更新呢？企业的终端用户从支持业务的角度管理这些系统，但技术的管理需要一个专门
的信息系统职能部门。

2.4.1

信息系统部门

除了那些非常小的企业之外，信息系统部门（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是专门负
责信息技术服务的正式组织单位。信息系统部门负责维护企业 IT 基础设施的硬件、软件、
数据存储的正常运行。我们将在第 5 章中详细介绍 IT 基础设施。
信息系统部门由程序员、系统分析师、项目主管以及信息系统经理等专业人士组成。程
序员（programmers）指那些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他们负责编写计算机软件指令。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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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systems analyst）是企业中信息系统团队和其他部门成员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其职责是将
业务问题和需求转换为信息与系统的需求。信息系统经理（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是
程序员、系统分析师、项目经理、设备经理、通信经理（telecommunication manager）或数据
库专家等团队的领导者，也是计算机运维人员和数据录入人员的管理者。此外，硬件供应商
和制造商、软件公司、咨询顾问等外部专家也经常会参与信息系统部门的日常运行与长期规
划工作。
在很多公司中，信息系统部门的工作由首席信息主管（chief information off icer，CIO）
领导，CIO 是全面负责企业中信息技术应用的高层管理者。如今的 CIO 要求同时具备深厚的
业务背景和信息系统专业知识，从而能够在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进行集成整合的过程中发挥
领导作用。目前，大型企业中还设置了与 CIO 紧密合作的首席安全主管、首席知识主管、首
席数据主管和首席隐私主管等职位。
首席安全主管（chief security off icer，CSO）负责企业信息系统的安全和制定确保企业
信息安全的政策（见第 8 章，有时这个职位也被称为首席信息安全主管（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 icer，CISO），如果信息系统安全和物理安全（physical security）是分开的话）。
CSO 还负责向用户及信息系统专家传授关于信息安全的知识，提醒管理层关注安全带来的威
胁和系统故障，维护安全保护的工具以及落实公司的安全政策。
由于信息系统安全和个人数据的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收集了大量个人数据的企业
已经设立了首席隐私主管（chief privacy off icer，CPO）这个职位。CPO 负责保证企业的行为
符合现有的数据隐私法律。
首席知识主管（chief knowledge off icer，CKO）负责企业的知识管理项目。CKO 帮助设
计一些程序和系统，在组织与管理流程中发现新的知识源或者使现有的知识得到更好的应用。
首席数据主管（chief data off icer，CDO）负责企业范围内的信息治理和利用，以最大限
度地发挥组织从数据中实现的价值。CDO 确保企业收集适当的数据以满足其需求，部署用
于分析数据的适当技术，并使用结果支持业务决策。这个职位出现在需要处理生成和收集大
量数据的组织（见第 6 章）。
终端用户（end user）是指信息系统部门之外的企业各部门人员，应用程序就是为他们开
发的。这些使用者在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计算机刚开始被应用时，信息系统部门的成员几乎都是程序员，他们仅在技术方面非
常专业。如今，随着信息系统部门在企业组织中扮演越来越强有力的变革促进者角色，系统
分析师和网络专家的人数比例也大大增加。信息系统部门要向企业提出新的企业战略建议、
新的基于信息化的产品和服务建议，以及协调技术的开发应用与规划中的组织变革之间的
关系。
到 2024 年，IS/MIS 专 业 的 就 业 岗 位 将 增 长 500 000 个， 就 业 增 长 的 平 均 水 平 高 出
50% 以上。在 114 类职业岗位中，MIS 专业的薪酬水平排在第 15 位。2016 年，IT/MIS 的
岗位工资中位数大约为 80 000 美元，是整个职业薪酬水平的 2 倍。所有 IT/IS 领域的岗位
数量增长高于平均增长水平，其中增长最快的职位是计算机支持专家（12%）、数据管理员
（11%）、系统分析师（21%）、信息安全分析师（18%）、软件工程师（17%）以及信息系统经
理（15%）（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15）。出乎意料的是，在这期间，计算机程序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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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 8%，这是由于创建计算机程序的过程随着在线软件服务和云计算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有
效率。一般来说，IT 管理的职位要比 IT 技术职位增加得快。随着企业和政府机构越来越依
赖互联网的计算和通信，系统与网络安全管理职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请学习本章学习跟
踪模块中的“信息系统专业 2012 ～ 2018 年职业展望”部分，了解更多关于 IS 职业机会的
详细情况。

2.4.2

组建信息系统职能部门

企业的类型多种多样，组建企业中 IT 职能部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在一家很小的企业
中，可能不会有正式的信息系统团队，可能只有一个员工负责企业网络和应用程序的运行，
也可能会聘请咨询人员提供这些服务。大一点的企业会有一个独立的信息系统部门，因企业
的性质和利益不同，这些部门的组建也有不同的路径。学习跟踪模块描述了组建企业信息系
统职能部门的不同路径。
信息系统部门应该如何组织属于 IT 治理这个大问题中的一部分。IT 治理（IT governance）
包括组织内应用信息技术的战略和政策。IT 治理通过明确与 IT 有关的决策权和责任框架确保
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支持企业战略与目标的实现。信息系统职能的集中程度应该如何设置？
为确保信息技术的有效管理和应用，需要做出哪些诸如 IT 投资回报这样的决策？这些决策
应该由谁来做？如何制定并监控这些决策？ IT 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对这些问题将有明确的
答案。

本章小结
1. 什么是业务流程，它们和信息系统的关系如何？
业务流程是一系列逻辑上相关的活动集合，明确指出了具体企业任务是如何被执行的，
也代表了组织协调任务、信息和知识的独特方式。管理者需要关注业务流程，因为业务流程
决定了组织业务执行的好坏，也可能成为企业战略优势的来源。每一个主要业务职能领域都
有对应的具体业务流程，但更多的业务流程是跨职能领域的。信息系统可以将部分业务流程
自动化，并且可以帮助企业重新设计和理顺业务流程。
2. 企业中的信息系统怎样为不同的管理团队提供服务？系统如何帮助企业改善组织绩效？
服务于运营管理的系统统称为事务处理系统（TPS），比如薪酬系统或订单处理系统，它
们跟踪企业开展业务所必需的日常性事务。管理信息系统（MIS）为中层管理团队提供各类
报告。报告对 TPS 的信息进行提炼处理，但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决策支持系统（DSS）运用
先进的分析模型支持独特的且快速变化的管理决策。所有这几类系统都能为管理者和企业员
工提供商务智能，帮助其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这些商务智能系统服务于各个层级的管理，
其中包括为高层管理者服务的经理支持系统（ESS）。经理支持系统（ESS）通过门户以图形、
图表和数字表盘的形式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多个来源的信息。
企业应用系统用来协调多个企业职能和业务流程。企业系统将企业中重要的内部业务
流程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软件系统，以提升组织协调和决策水平。供应链管理系统（SCM）帮
助公司管理与供应商的关系，优化计划、采购、制造、产品和服务的配送等业务。客户关系

第2章

全球电子商务与合作

55

管理系统（CRM）帮助公司协调与客户相关的业务流程。知识管理系统使公司优化知识的创
造、共享和传播。内联网和外联网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企业私有网络，帮助企业汇总来自各
个系统的信息。外联网使得企业私有网络能够被外界部分访问。
3. 为什么协作和社会化商务系统如此重要？这些系统采用了哪些技术？
协作是指与他人一起工作达到共同确定的目标。社会化商务是指应用企业内部和外部
的社交网络平台，吸引员工、客户和供应商参与进来，增强彼此之间的合作。随着企业的全
球化、决策的分散化，互动逐渐成为各个岗位基本的增值活动，合作和社会化商务在企业中
变得越来越重要。合作和社会化商务可以增强企业创新、提升生产力、改善质量以及客户服
务水平。用于合作及社会化商务的工具包括邮件、即时通信、维基、虚拟会议系统、虚拟世
界、网盘等，合作平台有诸如谷歌 Sites/ 谷歌 Apps、微软 SharePoint、Lotus Notes 等，企业
社会化网络工具有诸如 Chatter、Yammer、Jive 以及 IBM Connections 等。
4. 信息系统职能在企业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信息系统部门是企业中负责信息技术服务的正式组织单元，其职责是维护硬件、软件、
数据存储及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系统部门由程序员、系统分析师、项目主管和信息系
统经理等专业人士组成，并通常由信息主管 CIO 领导。
MyMISLab
完成标有 MyMISLab 标记的问题，请到 MyMISLab 的 EOC 讨论问题部分。

复习题
2-1

什么是业务流程，它们和信息系统的关系如何？
● 定义业务流程并描述它们在企业组织中的作用。
● 描述信息系统和业务流程之间的关系。

2-2

企业系统是怎样为不同管理团队提供服务的？企业系统如何帮助其改进组织绩效？
●
●
●
●
●
●

描述 TPS 的特点和它在企业中的作用。
描述 MIS 的特点并解释它与 TPS 及 DSS 的区别。
描述 DSS 的特点并解释它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描述 ESS 的特点并解释它和 DSS 的区别。
解释企业应用系统如何帮助企业改善企业绩效。
定义企业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和知识管理系统，并描述它们
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 解释内联网和外联网如何帮助公司整合信息和业务流程。

2-3

为什么协作和社会化商务系统如此重要？这些系统采用了哪些技术？
● 定义协作和社会化商务，并解释为什么它们在当今企业中变得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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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并说明协作和社会化商务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 描述协作支持的组织文化和业务流程。
● 列举并描述各种协作和社会化商务工具。
2-4

企业中信息系统职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 描述信息系统职能如何支持企业。
● 比较程序员、系统分析员、信息系统经理、首席信息主管（CIO）、首席安全主管
（CSO）、首席数据主管（CDO）以及首席知识主管（CKO）在企业中的作用。

讨论题
2-5

MyMISLab

2-6

MyMISLab

2-7

MyMISLab

信息系统如何用于支持图 2-1 中所描述的订单完成过程？这个系统需要获取的最重要
的信息是什么？请解释你的答案。
请描述从学校图书馆挑选并借出一本书的流程，以及在这些流程中所包含的信息流，
并将这些流程画成图。有什么办法能够改进这些流程，从而改善图书馆或学校的绩
效？将改进后的流程也画成图。
使用时间 / 空间协作和社会化工具矩阵将 ABB 公司所采用的协作和社会化技术进行分类。

MIS 实践项目
本章的项目会让你获得实践经验，请分析采用新的信息系统应用改善业务流程的机遇、
采用电子表格改进供应商的决策、采用互联网软件规划高效的运输路线。请访问 MyMISLab
的多媒体图书馆获取本章 MIS 实践项目。

管理决策问题
2-8

2-9

位于哈德逊河畔的唐氏木材（Don’s Lumber）公司贩卖各种可以用作地板、桌子、装
饰用嵌线、窗户、侧线以及屋顶的建筑材料。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的价格总在不断地
变化。当客户询问一种预制木地板的价格时，销售代表首先会查看一下手工制作的价
目表，然后打电话给供应商询问木地板的最新价格。供应商同样需要查询一张手工制
作的价目表，这张价目表每天更新一次。因为手头没有即刻可用的公司最新价格信息，
供应商通常必须回电话给唐氏公司的销售代表。请评述一下这种情形对企业带来的影
响，说明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系统改进这一业务流程，并分析实施这样的信息技术和
系统，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决策。
亨利硬件（Henry Hardware）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的夫妻店，店
主亨利和凯瑟琳要使每一平方英尺的存储空间都尽可能地贡献利润。他们以前从未保
存过库存或销售记录，货物一旦运达就被存放到店内的货架上，保留供应商的发票仅
用于缴税。当一件商品售出后，商品的编号和价格就被记录在收银机中。店主根据自
己的判断提出需要补充的商品。请分析一下这种情形会对该店生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信息系统可以怎样帮助亨利和凯瑟琳做好生意？这个信息系统应当收集哪些数据？哪
些决策可以利用信息系统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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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决策：使用电子表格选择供应商
软件技能：电子报表日期功能、数据过滤、DAVERAGE 函数。
业务技能：分析供应商绩效、定价。
2-10 在本练习 中， 你 将 学 习 如 何 利 用 电 子 表 格 软 件 改 善 关 于 供 应 商 选 择 的 管 理 决 策。
请你基于不同的选择标准选取供应商的交易数据并分析，为公司挑选出最好的供
应商。
你拥有一家制造飞机部件的公司。你有许多竞争者，他们都在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低的价
格和更好的服务，你正试着通过改善供应链管理获益。在 MyMISlab 中有一份电子表文件，
含有过去 3 个月你的公司向供应商订购的所有商品情况，其中的数据项包括：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代码、采购订单号码、商品代码和商品描述（向供应商订购的每一类商品）、每类商品
的成本、每类商品订购的数量、每份订单的总成本、供应商的应付账款支付期限、订货日期
以及每份订单的实际到货日期等。
请你就如何利用电子表数据库中的数据改善供应商的选择决策提出建议。供应商选择的
评判依据包括：供应商按时送货的情况；供应商应付账支付期限是否适当；当多个供应商均
能提供相同的商品时，该供应商提供的价格是否较低等。请用你的电子表软件准备上述报告
以支持你的建议。

卓越运营：使用互联网软件规划高效的运输路线
软件技能：互联网软件的使用
业务技能：制订运输路线计划
2-11 在本练习中，你要使用 MapQuest 软件画出企业的运输路线并选出效率最高的路线。
你刚在 Cross-Country 运输公司任调度员。Cross-Country 运输公司是一家新的基地建
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卡车运输和递送服务公司。你的首项任务是要制订一份运输路线
计划，把办公设备和家具从印第安纳州的埃尔克哈特市（在 E. Indiana 大街和 Prairie 街道
的交点）运送到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Hagerstown）（Eastern Blvd. N. 大街和 Potomac 大街
的交点）。为了给你的卡车司机提供导引，你需要知道这两个城市之间最有效的运输路线。
请你用 MapQuest 找出这两个城市之间最短的运输路线，再用 MapQuest 找出耗时最少的
运 输 路 线。 请 比 较 上 述 两 种 运 输 方 案 的 结 果， 你 建 议 Cross-Country 公 司 应 该 采 用 哪 个
方案？

团队协作项目
确定管理决策和系统
2-12

在一个由三四名学生组成的团队中，从《商业周刊》《福布斯》《财富》《华尔街日报》
或其他商业出版物中找到关于公司经理的描述，或者在网络上进行研究。收集关于经
理做哪些工作，他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的相关信息。确定该经理工作的组织级别和业
务职能。列出这位经理所做的决策，以及经理做决策所需的各类信息。给出信息系统
如何提供这些信息的建议。如果可能，请使用 Google Docs、Google Drive 或 Google
Sites，集思广益并制作演示文稿报告你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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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社会化商业：全力以赴还是小心谨慎
如今许多员工都已经非常熟悉如何使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公共社交网络
工具。巨型软件公司甲骨文公司的负责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甚至表示，社交网络
应该成为业务应用的支柱，而 Facebook 是企业用户与软件交互的好榜样。
根据高德纳（Gartner）公司的研究，有 50% 的大型企业很快就会拥有像 Facebook 一样
的社交网络，其中 30% 将被视为像如今的电子邮件和电话那样重要。企业社交网络将成为主
流的沟通渠道，用于发布通知、做出决定或采取与工作相关的信息。然而，高德纳还指出，
到 2015 年，由于领导力不足和过分强调技术，80% 的社会化商务将无法实现预期的收益。
企业中的社交不同于其他的技术部署。例如，企业资源计划或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实施
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人员在应用过程中接受培训，并期待使用这些系统。相比之下，社会化
商务工具需要更多“拉式的”方法，即要让员工参与进来，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能被迫使用社交应用软件。
当企业引进新的社交媒体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时，员工通常会抵制新工具，坚持使
用旧的工作方式，例如电子邮件，因为他们更加熟悉原有的工作方式。有些公司的员工在社
交媒体和电子邮件上重复沟通，增加了完成工作的时间和成本。巴斯夫（BASF）是世界上最
大的化工生产商，在 80 多个国家设有子公司和合资企业，BASF 曾禁止项目团队使用电子邮
件，以鼓励员工使用新的社交媒体工具。
社会化商业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包括使组织变得更加扁平化。社会化商业对每个人的想
法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秘书、装配线工人或销售员可能是下一个大想法的来源。
管理社交网络和分享数字内容的社交媒体关键能力可以帮助或伤害一个组织。社会网络
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信息来源，这些信息提高了组织的生产力、效率和创新能力，或者可以
用来支持那些不愿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知识的志同道合的人群。如果员工使用内部社交网络批
评别人或获得个人时间安排，生产力和士气可能会下降。
建立在面向消费者平台（如 Facebook 和 Twitter）上的社会化商务应用不一定在具有不
同目标的组织中运行良好。企业是否会利用社会化商务进行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或创新，社
交媒体平台运行是否有效取决于企业具体的业务目标。
这意味着企业不应聚焦于技术，而首先应该确定社会化应用如何改善员工和管理人员的
工作实践。他们需要详细了解社交网络：人们目前是怎样工作的，他们和谁一起工作，他们
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克服员工偏见和抵制的措施。
一个成功的社会化商务战略需要领导力和行为变革。只是赞助一个社会化项目是远远不
够的，管理者需要接受更加开放、透明的工作氛围。习惯于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合作和开展业
务的员工，需要一些激励以使用社交软件。改变一个组织，使其以不同的方式工作，需要招
募那些最有兴趣帮助设计和建立适合使用社会化技术的工作环境的人员。
管理层需要确保公司实施内部和外部的社会化网络能够为企业提供真正的价值。网络上
的内容应该是互相关联的、最新的且易于访问的；用户需要连接真正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的人，否则那些拥有真正有用信息的人将无法被联系上。社会化商务的工具应适合目前的任
务和组织的业务流程，并且用户需要了解如何使用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会化商务。例如，2012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不得不
放弃一个名为 Spacebook 定制的企业社交网络，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社交工具是如何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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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做好工作的。Spacebook 旨在帮助小团队在不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给较大群组的情况下进行
协作，但很少有用户采用它。
尽管启动内部社交网络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但是有些公司还是成功地使用了这些网络。
例如，拜耳材料科学（Bayer Material Sciences）部门是拜耳公司价值 118 亿美元的一个材料
科学部门，通过以下一些措施使社会化协作获得了成功：①让工具更易于访问；②在试点项
目中证明这些工具是有价值的；③为高级管理人员采用反向指导计划；④培训一些员工专家，
在公司内部传播新的社会化工具的知识，并展示其实用性。
拜耳材料科学部门选择了 IBM Connections 作为其社会化商务工具集。IBM Connections
通常用于集中式企业社交网络的协作、合作和整合平台。IBM Connections 的特色是提供用
于管理员工资料的工具、由具有共同兴趣和专长的人组成的社区、博客、维基百科，可以使
员工查看、组织和管理任务，与他人交流想法，可以对客户和同事在主页上进行调研，以了
解该用户的社交网络发生了什么，并获得重要的社交数据。
在推出新的协作工具一年之后，使用这个工具的人群才慢慢稳定下来。与公司的信息技
术和业务领导合作之后，管理层设立了雄心勃勃的社会化商务的发展目标，并制定了七项关
键绩效指标（KPI）衡量成效。这些目标包括促进全球合作，在不同区域和部门之间建立更强
大的网络，创造一种更少层次的共享文化，减少哪些工具用于哪些工作的混乱。
这些努力现在正在得到回报：目前 50% 的员工在公司的社交网络中非常活跃。虽然社
会化商务的投资回报率很难衡量，但拜耳材料科学部门已经从更快的知识流动、更高的效率
和更低的运营成本中获益。
另一家进行社会化商务活动的公司是 Carlo’s Bake Shop，这是一家老家族企业，是有线
电视网 TLC 上 Cake Boss 现场秀节目的明星。该公司在新泽西州、纽约州和拉斯维加斯有
10 个不同的店址，并且人们可以从它的网站上订购定制的蛋糕。由于 Cake Boss 很受欢迎，
该公司的产品需求量大幅增加，公司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建立起全国性的业务。
然而，店铺运营出现了问题。该公司的订单是基于纸张书写的，大量的书写工作浪
费了员工的时间，还会导致错误，有时会导致重新制作蛋糕或者向客户提供部分或全部退
款。客户的订单是写在碳纸上的，会放错或丢失，也有可能别人无法读懂下订单的人手写的
订单。
2012 年 下 半 年， 该 公 司 把 Salesforce 社 交 网 络 工 具 Chatter 作 为 解 决 方 案， 实 施 了
Salesforce CRM 系统。管理团队和一些员工起初抵制新的系统。他们认为，他们已经习惯使
用电子邮件、Facebook 和 Twitter，所以他们不需要其他的社交工具。公司展示了社会化商
务的好处，最终 Chatter 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
该公司的大量定制蛋糕来自泽西市的一个 75 000 平方英尺的小卖部，这家店全天 24 小
时营业。Chatter 现在已经成为从订单到交付的内部沟通标准。虽然一个关键的蛋糕装点师离
开了，但他仍在沟通和讨论群组中。当他返回时，他仍可以看到颜色、形状或设计方面的任
何变化。
由于该公司的员工在工作上频繁互动，错误率下降了 30% 以上，员工能够更快、更
有效地生产蛋糕和其他定制产品。管理人员可以访问数据和分析仪表板，立即查看每家店
的工作绩效，哪些产品卖得很火，哪些产品不受欢迎。他们可以深入了解销售和交易的模
式。由于该公司在国内或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连接人员和查看订单流的能力至关重要。
社会化商务工具使一个由于进行大量纸面工作而逐渐落后的组织变成了一家高效的数字化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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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amuel Greengard,“ Changing Your Business into a Social Business, ”Baseline, June 18, 2015;
Cordelia Kroob,“ The Growth of an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 at BASF, ”www.simply-communicate.
com, accessed March 12, 2016; Gerald C. Kane,“ Enterprise Social Media: Current Capabilitie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March 2015; Dion Hinchcliffe,“ In Europe’s Biggest
Firms, Social Business Is All Grown Up,”Enterprise Web 2.0, February 12, 2015; Margaret Jones,“Top
Four Social Collaboration Software Fails,”http://searchmobilecoputing.techtarget.com, accessed March
17, 2016; Gartner Inc.,“ Gartner Says 80 Percent of Social Business Efforts Will Not Achieve Intended
Benef its Through 2015, ”January 29, 2013; and Michael Healey,“ Why Enterprise Social Networking
Falls Short, ”Information Week, March 4, 2013.

案例分析题
2-13
2-14
2-15

请找出阻碍采纳企业内部社交网络的管理、组织和技术层面的因素。
比较案例中两家企业实施内部社交网络的经验，它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在实施过程
中，管理层扮演了什么角色？
是否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实施内部社交网络系统？为什么？

MyMISLab
请到 MyMISLab 的作业部分完成这些写作练习。
2-16 企业通过投资信息系统和技术实现了哪些战略目标？对于每个战略目标，举一家企
业如何使用信息系统以实现目标的例子。
2-17 描述企业需要的互补性资产，以优化其信息系统投资的回报。对于每种类型的互补
性资产，举一个企业应具有的具体资产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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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信息系统、组织与战略

学习目标
通过阅读本章，你将能回答以下问题：
● 要成功地实施并使用信息系统，管理者需要知道哪些组织特性？
● 信息系统对组织的影响是什么？
● 如何利用波特的竞争力模型、价值链模型、协同、核心能力以及网络经济学帮助
企业利用信息系统开发竞争战略？
● 实施战略信息系统的挑战有哪些？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MyMISLabTM
访问 mymislab.com 来获得模拟、辅导材料和课后问题。

开篇案例

威瑞森还是 AT&T：哪家企业拥有最好的数字战略

威瑞森和 AT&T 是美国的两大电信公司。如今，它们的客户不仅仅打电话而已，还
使用无线和固定电话网络观看高分辨率（HD）电视，上网冲浪，发送电子邮件、文本和
视频信息，分享照片，听音乐，看视频并举办全球性的视频会议。所有这些产品和服务
都是数字化的。
这个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两家公司正在努力通过扩大提供给客户的数字产品和服
务的范围进行扩张，但是它们的做法是不同的。AT&T 在 2015 年 7 月购买了 DirecTV，
在卫星电视上投下赌注。威瑞森更加关注无线技术，最近推出了自己独立的无线视频
服务。
AT&T 希望将其基于高速网络的 U-verse 电视节目、互联网和电话服务并入普通服
务项目中，并提供捆绑的卫星有线电视和无线服务，从而获利。它还希望与内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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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达成良好的交易，例如与 Viacom 签订多年协议，为 U-Verse 和 DirecTV 提供节目内容。AT&T
仍然需要消费者无线业务（并投资于升级高速网络），但由于竞争加剧，这部分业务正在下滑（美国
T-Mobile 以低廉的价格吸引了许多客户）。如果 AT&T 的战略有效，它将成为一家管理各种数字产品
（无线电话、卫星电视和大量的数据）的计算公司，在远程在线云计算中心使用软件。
威瑞森持续关注其无线业务。多年来，它一直是无线业务领域中的领导者。威瑞森试图通过吹嘘
自己的无线网络是美国规模最大、最可靠的，阻止其他竞争者。现在，它提供自己独立的无线视频服
务，这有助于通过移动广告和视频来获得收入。
根据 eMarketer 的调查，尽管智能手机市场正在达到顶峰，但用户会在这些移动设备上花更多的
时间：平均每个美国成人每天大约花三个小时。威瑞森将移动广告和视频视为未来的投资，并加强其
广告与媒体业务。它购买了 AOL（AOL 拥有数字广告业务以及诸如 Huff ington Post 等网络内容网站），
并且还购买了 Go90。Go90 是一款免费的移动视频服务，提供完整的电视节目，如“每日秀”、体育、
新闻和在线视频等。威瑞森希望通过向客户销售更大的数据包来看数据视频，从而为手机视频带来收
入。威瑞森还为用户提供按次付费的机会，例如体育赛事、音乐会，同时通过跟踪用户在智能手机上
观看和阅读的方式提供针对性的广告。通过将智能手机的客户数据与 AOL 广告相结合，威瑞森甚至可
以搭建一个在线广告技术平台，与谷歌和 Facebook 等网络巨头竞争。
资料来源：Ryan Knutson,“ Verizon Swings to a Prof it, but Pace of Growth Slows,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 2016; Douglas MacMillan and Ryan Knutson,“ Verizon Tops Pack of Suitors Chasing Yahoo, ”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16; Thomas Gryta,“ Verizon, AT&T Chart Different Path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9, 2015; eMarketer,“ Growth of Time Spent on Mobile Devices Slows, ”October 7,
2015; and Tali Arbel,“ Wireless Carrier Verizon Is Also in the Market for Eyeballs,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20 2015.

威瑞森和 AT&T 的故事展示了信息系统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几种方式，同时也
揭示了维持竞争优势的难度。这两家公司所在的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传统电信公司与有线
电视公司、互联网服务公司、移动服务公司等相互竞争，提供广泛的数字服务和内容。为
了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并发展，每家公司都采用了不同的利用信息技术提升竞争能力的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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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指出了本案例和本章所需关注的要点。这两家公司都看到了信息技术提供新的产品
和服务的机会。AT&T 制定了基于卫星、高速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无线服务相结合的战略，
以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内容。威瑞森投资于移动广告和视频，更加强调客户数据的挖掘。
这个案例也表明，要维持竞争优势是很困难的。在线视频市场已接近饱和，威瑞森跟踪
客户的计划受到隐私权倡导者的批评，因为它使用了个人客户数据。目前我们尚不清楚的是
无线市场上有多少低成本竞争对手将会吸引 AT&T 和威瑞森的客户。

3.1

管理者需要知道成功建设和使用信息系统的组织的特性是什么
信息系统和组织互相影响。建设信息系统的目的是为公司盈利而服务。同时，要从新技

术中获利，组织必须要知道并接受信息系统带来的影响。
信息技术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组织架构、业
务流程、政治、文化、周围环境以及管理决策等（见图 3-1）。你需要理解信息系统如何改变
企业的社交与工作环境。如果不能理解自己的公司，就不可能成功地设计新的信息系统或者
理解现有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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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Хର

信息技术与组织间的双向关系

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受很多因素影响，不仅包括管理者已经做的或者没有做的决策，还包括组织文化、结构、
政策、业务流程和环境因素。

作为一个管理者，你要决定企业应该建哪些系统，这些系统该做什么，如何实施这些信
息系统。你可能无法预测这些决策的最终结果，因为新的信息技术（IT）投资给公司带来的
变化是不能提前预知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你的预期。例如，谁会在 15 年前想象到
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IM，也称短信）会成为业务沟通的主要手段，很多管理者每天要处理
超过 200 封电子邮件？

3.1.1

什么是组织

所谓组织（organization）是指一个稳定的、正式的社会结构，它能从环境中获取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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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从而输出产品。这种对组织的技术视角的定义侧重于组织的三个要素。资本和劳动力
是环境所提供的基本生产要素。组织（即企业）通过生产功能将这些输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
这些产品和服务又被环境所消费，反过来提供更多的输入（见图 3-2）。
从寿命和规范性的角度看，一个组织比一个非正式团体（例如一群每周五见面一起共进
午餐的朋友）更加稳定。组织是一个正规的法律实体，其内部的规则和程序必须遵守法律法
规；组织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因为它是一系列社会元素的组合，就像机器有自己的结构，
由阀门、凸轮、轴和其他部件按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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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组织的微观经济学定义

在组织的微观经济学定义中，资本和劳动力（环境提供的基本生产元素）被企业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产品和服
务（输出到环境）。产品和服务被环境所消费，并提供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重新输入到这个循环中。

组织的这个技术定义有效且简单，但对于真实世界中的组织来说不具有描述性和预测
性。一个更接近组织真实行为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组织是一段时间内通过冲突与解决冲突
而形成的一系列权利、特权、义务和责任的平衡体（见图 3-3）。
从企业的行为视角看，在组织中工作的人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他们依附于现有的
关 系； 他 们 和 上 司、 下 属 就 如 何 完 成 工
ₐᐼ㏱㏴

作、 工 作 量 的 多 少 以 及 工 作 完 成 的 条 件
等 进 行 洽 商。 大 部 分 的 工 作 安 排 和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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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都不会在正式的规则手册中讨论。
上述这些组织的定义和信息系统技术
有什么关系呢？技术视角的组织定义鼓励
我们关注在技术变化被引入企业中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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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输入，创造输出。通过资本和劳动力
的简单的相互替换，企业可以具备无穷的
延展性。但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行为视角的
组织定义认为在建立新的信息系统或者重
建老的信息系统时，涉及的远远不止设备
或者工作人员的简单重组，信息系统将打

图 3-3

行为视角下的组织

行为视角下的组织强调群体关系、价值及结构。

破组织长时间内的权利、特权、义务、责任和情感的平衡。
这些要素的变化将持续很长时间，具有破坏性，并且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支持后续的培
训和学习。例如，有效实施一个新的信息系统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预期的要长很多，仅仅只
是因为实施一个系统和教会员工、管理人员使用系统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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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的改变通常需要重新安排拥有和控制信息的人、有权利访问并更新信息的人以及
对于“谁、什么时候、怎样”做决策的人。这个更加复杂的视角迫使我们关注设计的工作方
法以及获得输出的过程。
技术视角和行为视角的组织定义并不矛盾，实际上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技术的定义告诉
我们在竞争的市场中，成千上万的企业是怎样整合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技术的，而行为模型
让我们看清在单个企业中，技术是如何影响组织内部的工作的。第 3.2 节将分别描述这两个
不同的组织定义如何解释信息系统和组织的关系。

3.1.2

组织的特性

所有现代组织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组织是分工明确的劳动力和专业部门组成的层级机
构。在组织中，专业人员被安排在某个权力层级内。在这个层级内，每个人都要向某个人负
责，并且这种权力仅限于抽象的规章制度或程序所规定的某种特定的行为。这些规章制度构
成了组织内公正、普遍的决策体系。组织都希望基于员工的技术能力和专业技能（而不是个
人关系）招聘与升迁。组织以效率为准则，即用有限的输入使输出最大化。组织的其他特性
还包括其工作规范和业务流程、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环境、组织结构、目标、选民和
领导风格。所有这些特性都将影响组织采用什么样的信息系统。

1. 工作规范和业务流程
包括商业公司在内的所有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得很有效率，因为公司中的每一位员
工均在不断地完善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工作规范（routines）。工作规范有时候被称为标准操作
程序，是应对工作中几乎所有可能情况而建立起来的明确的规则、程序和惯例。当员工学会这
些工作规范以后，他们就变得高产、高效，随着效率的提升，公司就会降低成本。例如，当你
去医院时，接待员按照一套完善的工作规范获取你的基本信息，护士有另一套规范为你准备你
和医生的会面，而医生也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规范为你诊断。我们在第 1、2 章中介绍过的业务
流程，其实就是这些工作规范的集合。一家商业公司则是一系列业务流程的集合（见图 3-4）。

2. 组织政治
组织内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职位、专长，关心不同的事，有不同的视角，因此他们对于
组织的资源、奖励和惩罚怎样分配自然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对管理者和员工都很重要，也引
起了每个组织内与资源、竞争及冲突有关的政治问题。政治阻力通常是组织变革（特别是引
入新的信息系统）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之一。实际上，所有大型信息系统的投资都会给公司
带来战略、业务目标、业务流程及程序方面的巨大变革，都会引发政治冲突。知道如何在组
织内处理这类政治问题的管理者，往往会比那些不了解的管理者在实施新的信息系统时更容
易获得成功。读完本书后，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即组织内部的政治争斗打败了完美的
信息系统实施计划。

3. 组织文化
每个组织都有一系列基本的、被员工完全确信的、不容置疑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决定
了组织的目标与产品。组织文化就是指这一系列假设，包括组织应该生产什么产品、怎样生
产、在哪里生产、为谁生产等。通常来说，这些假设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很少公开地宣扬或
讨论。作为公司真正产生价值的业务流程往往隐藏在组织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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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工作规范、业务流程和公司

所有的组织都由个人工作规范和行为组成。一系列的个人工作规范形成业务流程，一系列的业务流程形成商业
公司。新的信息系统应用要求个人工作规范和业务流程发生改变，从而支持组织达到高水平的组织绩效。

观察一下你所在的大学或学院，就能看到组织文化的存在。在大学中，最基本的假设
是教授应该知道的比学生多，学生到大学里来的理由是学习，上课需要遵循有规律的时间安
排。组织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规避一些政治冲突，促进组织内对工作程序和具体实
践的理解。如果我们都能共享最基本的文化假设，那么在其他事情上也就更容易达成一致。
同时，组织文化对变革，特别是技术变革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约束力。大部分组织都会
尽力避免这些基本假设的变动，任何威胁到组织普遍认同的基本假设的技术变革往往会遭遇
巨大的阻力。然而，有些时候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要取得进步的唯一明智的选择是采纳一项
与现有组织文化不相容的新技术。这时，组织可以适当放缓技术的实施步伐，让组织文化与
之逐渐适应。

4. 组织环境
一个组织会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并向环境提供产品和服务。组织和环境之间具有双向
的关系。一方面，组织向其周围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开放，并依赖这些环境。人们愿意忠诚而
持续地工作是因为可以从客户那里获得工资或收入，如果没有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组织将
不可能存在。组织除了要应对客户和竞争者以外，还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
求。另一方面，组织也能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例如，企业与其他企业组成联盟可以影响
政策制定的过程；企业通过广告影响客户对其产品的接受程度。
图 3-5 描述了信息系统帮助组织察觉到环境的变化，并帮助组织采取应对措施。信息系
统是感知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能够帮助管理者及时发现需要组织应对的外部变化。
环境通常比组织变化快。新技术、新产品、大众品位和价值观的变化（其中很多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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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律法规）都会给组织的文化、政治和人员带来压力。大部分组织不能及时适应快速变
化的环境。组织标准操作流程中的惰性、现有秩序调整所带来的政治斗争以及对文化价值观
的威胁，都会抑制组织做出重大变革。而年轻的公司往往缺少资源帮助它们度过即便是短暂
的混乱期。因此，1919 年世界财富榜上的 500 强公司活到今天的只有 10%，这一事实也不
怎么令人惊讶了。
㏱㏴ࣷڣั⮱⣜ධ
Ґ־

⣜ධ͚⮱䉱⎽হ䭽ݣ
ᩬᏉ
》ζᄦ
ᝤ
䛾㲺ᱧᲱ
᪴ࡃ

ⴒ䃳
ឭᱜ

Ԏᖜ㈨㐌

图 3-5

环境与组织的双向关系

环境决定组织能做什么，但组织也能影响和改变周围的环境。信息技术在帮助组织察觉到环境中的变化，并帮
助组织采取应对措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破坏性技术：乘风破浪

有时候一项技术和由此产生的业务创新往往伴随着商业格局

与环境上的快速变化，这些创新被称为“破坏性创新”（Christensen，2003 ；Christensen，
Raynor，and McDonald，2015）。什么会导致一项技术具有破坏性？在某些情况下，破坏性
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会替代现有的产品，而且会比现有的产品更好（通常会好很
多）。比如，汽车替代了马车，文字处理软件替代了打字机，苹果 iPod 替代了可携带 CD 播
放器，数码照相替代了胶卷相机等。表 3-1 描述了一些过去的破坏性技术。
表 3-1
技术

破坏性技术：赢家和输家

描述

赢家和输家

微处理器芯片
（1971）

在一个硅芯片上有上千甚
微处理器公司（英特尔、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是赢家，而晶体
至几百万个晶体管
管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则是输家

个人电脑（1975）

小、便宜、功能齐全的桌
PC 制造商（惠普、IBM、苹果）、芯片制造商（英特尔）是赢
家，而主机（IBM）、小型机制造商（戴尔）则是输家
面电脑

数码照相（1975）

使 用 CCD（电 荷 耦 合 器）
图像传感器芯片来记录图像

万维网
（1989）

CCD 制造商和传统相机制造商是赢家，而胶卷制造商是输家

一个即时可用的全球数字
在线内容和新闻拥有者获利，而传统出版商（报纸、杂志、广
文件和页面的数据库
播电视）则是输家

网络音乐、视频、 在 线 存 储 可 供 下 载 的 音
电视服务（1998） 乐、视频、电视

互联网平台拥有者、互联网骨干通讯商（AT&T、威瑞森）、
本地网络服务商是赢家，而内容拥有者和实体零售商（Tower
唱片、Blockbuster）是输家

网页排序算法

谷歌（拥有专利）是赢家，而传统关键字搜索引擎（Alta Vista）
一种根据知名度排序互联
网页面的算法，是对关键词 是输家
法搜索的补充

网络服务软件

通过互联网提供在线软件远
在线软件服务公司（Salesforce.com）是赢家，而传统套装软
程访问
件公司（微软、SAP、甲骨文）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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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案例中，整个行业都因破坏性技术而消失了。而在另一些案例中，破坏性技术仅
拓展了现有市场，通常比现有商品少了一些功能，但成本降低了很多，最终变成现有商品的
低成本竞争者。磁盘驱动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个人电脑市场中使用的便携式硬盘为磁盘
驱动器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为小文件提供了便宜的数码存储空间。最终，便携式 PC 硬盘
变成了磁盘驱动器最大的市场。
有些公司能创造这些技术，并乘势获利；有些公司学得很快，并迅速调整其业务；还有一
些公司则因为过时的产品、服务和企业模式而逐渐被市场抛弃。它们可能非常高效地做那些也
许不再需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些情形是没有企业获利，而客户却获得了所有的收益（企业没能
获取任何利润）。不是所有的变化或技术都是破坏性的（King and Baatartogtokh，2015）。那些
经营时间长一些的企业管理者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并找到持续竞争的方法。破坏性技术其实是
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发明破坏性技术的企业叫作“第一先行者”
，如果它们缺乏资源实施这种
技术或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机会，一般都不会从中获益。MITS Altair 8800 被广泛认为是第一
个 PC，但是它的发明者没有获得先发优势，而通常被称为“迅速跟随者”的第二行动者，如
IBM 和微软，反而获得了回报。花旗银行创造的 ATM 机给零售银行业带来了革命，但很快被
其他银行复制，现在所有的银行都用 ATM 机，结果利益几乎全给了消费者。

5. 组织结构
所 有 的 组 织 都 有 一 个 结 构 或 形 式。 明 茨 伯 格 把 组 织 分 为 五 种 基 本 类 型（Mintzberg，
1971），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组织类型

组织结构

描述

示例

创业型机构

快速变化环境中的“年轻的”小组织，结构简单，由一个企 小的创业型企业
业家作为单个的 CEO 来领导

机械官僚机构

在一个变化较慢的环境中的大企业，生产标准产品，被一个 中等规模的制造公司
集中式的管理团队掌控，实行集中决策

事业部制官僚机构

多个官僚机构的组合，被一个中央总部领导，生产或提供不 财富 500 强公司，如通用汽车
同的产品或服务

专家型官僚机构

基于知识的组织。产品和服务取决于专家的经验与知识。由 律师事务所、学校系统、医院
部门领导掌控，集中的权力很弱

专案型组织

任务型组织，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由大量专家组成短期跨 顾问公司，如 Rand 公司
学科团队，具有很弱的中央集权

一家企业中信息系统的类型，以及这些信息系统的问题本质，往往能够反映这个组织结
构的类型。例如，在一个像医院这样的专家型官僚机构中，你常会发现同时存在医院行政使
用的、医生使用的、护士和社会工作者等其他专业人员使用的病人记录系统。在小的创业型
公司里，你常常会发现一些因匆忙设计而并不适合长期使用的、糟糕的信息系统。在一家拥
有几百个地方运营的多事业部的大型公司里，你通常很难发现一个集成的信息系统，更多的
是每个地方或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一套信息系统。

6. 组织的其他特征
组织都有目标，并用不同的方法达成这些目标。有的组织具有强制性目标（如监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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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具有实用主义目标（如企业）；还有一些组织具有规范的目标（如学校、宗教团体）。
组织服务于不同的群体或拥有不同的赞助者，如有些组织服务于自己的成员，有些则服务于
客户、股东或公众。不同组织的领导形式大不一样，有的比较民主，而有的则较集权。组织
的不同还体现在它们执行的任务不同和使用的技术不同。一些组织主要执行的是日常性任
务，可以简化为一些正式的规则，很少要求主观判断（如汽车零件制造），而另一些组织（如
顾问公司）主要执行的是非结构化的任务。

3.2

信息系统对组织的影响是什么
信息系统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在线的、互动的工具，深深融入大型组织每分钟的运行和

决策过程中。经过过去 10 年的发展，信息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的经济特性，并极大地增
加了优化组织运作的可能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与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 IT 所带来的变化。

3.2.1

经济影响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IT 既改变了资本的相对成本，也改变了信息的成本。信息系统技术
已经被看作一个生产要素，可以替代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随着信息技术成本的降低，信息
技术被用来代替成本一直在上升的劳动力。因此，信息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会造成中层管理
者和文职人员的减少。
随着信息技术成本的降低，它还替代了其他形式的资源，如仍然相对昂贵的建筑物和机
器。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期待管理者增加对 IT 的投资，因为 IT 的成本相对于
其他资源的成本仍在不断下降。
IT 还会影响信息的成本和质量，并改变信息经济学。IT 可以帮助企业扩大交易，因为
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当公司在市场上购买自己不能生产制造的产品时所带来
的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公司和个人总是在寻求降低交易成本
的方法，就如同他们在不断寻求降低生产成本那样。由于供应商搜寻与沟通、合同进展状况
监控、购买保险、获得产品信息等成本的存在，因而利用市场机制是昂贵的（Coase，1937 ；
Williamson，1985）。就像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公司过去所做的那样，企业传统的做法是通过
垂直整合、扩大规模、雇用更多员工、建立自己的供应商和分销商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的使用，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交易成本）参与到市场活
动中，使公司和外部供应商签订合同，这比使用内部资源更划算。因此，企业可以缩小规
模（减少员工人数），将工作外包给竞争的市场比自己雇人便宜得多。例如，像克莱斯勒、丰
田、本田那样的公司，通过计算机与外部供应商连接，从外部供应商处购买 70% 以上的零
部件，从而获得经济效益。信息系统也使得像思科和戴尔这样的公司将它们的生产外包给
Flextronics 这样的合同制造商而不是自己生产。
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规模（员工人数）将缩小，因为企业在市场上更容易以更低
的价格买到产品和服务，不用再自己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了。企业的收入增加了，但其规模
可以不变甚至还可能收缩。例如，伊士曼（Eastman）化工企业在 1994 年从柯达（Kodak）公
司分出来时收入为 33 亿美元，全职员工为 24 000 名。到 2015 年时，它的收入达到 96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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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员工只有 10 000 名。
信息技术还可以降低内部管理成本。根据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企业可以被看成从
自身利益出发的个人间的“契约集合”，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利益最大化的实体（Jensen and
Meckling，1976）。委托人（所有者）雇用“代理人”（员工）代替自己执行工作。无论如何，
代理人需要经常地被监督和管理，否则他们将会倾向于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所有者
的利益。当一家公司的规模和范围都逐渐增大时，代理成本或者协调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因
为所有者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监督和管理员工。
信息技术可以让组织减少获取和分析信息的成本，从而降低组织的代理成本，因为它会
使管理者更容易监管更多数量的员工。信息技术可以让公司减少中层管理人员和文书人员，
从而减少企业的总管理成本，增加收入。前面几章的例子说明，信息技术能够扩大小型组织
的权力和范围，帮助它们用非常少的员工与管理者完成类似于处理订单或者跟踪库存等协调
性工作。
因为信息技术为公司减少了代理成本及交易成本，随着在信息技术上的投资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预期公司的规模将越来越小，公司的管理者将越来越少，而每个员工的平均收益会
越来越高。

3.2.2

组织和行为的影响

复杂组织的社会学理论也提供了一些解释，让我们了解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施如何以及怎
样引起企业变革。

1. IT 使组织扁平化
大的官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早于计算机时代，这些组织往往效率不高，变化缓慢，与新组
织相比缺乏竞争力。其中一些大型组织已经开始缩减组织规模，减少员工数量以及组织的层级。
组织行为学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公司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给底层员工授
权，提高管理效率，从而使组织扁平化（见图 3-6）。信息技术促使组织中的决策权下放，因
为低层级的员工能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这种权力下放也可能是因
为员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使他们有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现在，管理者能获得那
么多及时、准确的信息，进而能更快地做
出决策，这样就可以配置较少的管理人员。
随着管理成本占收入百分比的降低，机构
的管理效率也变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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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意味着管理控制的幅度扩大
了，使高层管理者可以管理和控制更大距
离范围内的更多员工。事实上，许多公司
已省掉了数以千计的中层管理者。

2. 后工业组织
后工业时代的理论更多地基于历史学
和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这些理论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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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扁平化组织

信息系统能够减少组织的层级，因为信息系统能够为
管理者提供监督管理大量下属所需要的信息，并给低层级
员工提供更多的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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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信息技术会使组织扁平化的观点。在后工业社会中，权威更依赖于知识和能力，而不仅
仅是正式的职位。因为专业工作者更倾向于自我管理，当知识和信息在组织中广泛传播时，
决策就变得分散了，这样组织就变得扁平化了。
信息技术能促进任务型组织的形成，即为了在短期内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如设计一款
新汽车），将一群专家聚在一起，面对面或者通过网络进行合作；一旦任务完成，这些专家
就会加入其他任务团队中。全球咨询服务公司 Accenture 就是一个例子，373 000 名员工中的
大多数会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在超过 56 个不同国家的客户所在地的项目中工作。
谁来确保自我管理的组织不会走向错误的方向？谁来决定哪个人加入哪个团队工作，以
及工作多长时间？当某人经常转换工作团队时，管理者如何考核他的绩效？人们如何知道他
们的工作前景在哪里？这都要求采用新的方式评价、组织以及与员工沟通，并非所有公司都
能使虚拟工作真正有效，我们会在“互动讨论：管理”部分中进行描述。

☉互动讨论：管理
技术能代替管理者吗
创业公司以创新而闻名，其中一项创新就是它们的管理方式。一些新公司正在努力通过
消除管理层级最大限度地减少员工数量和提高敏捷性。为了替代管理人员，它们正在转向使用
技术，包括用户友好的软件和基于网络的低成本服务，如用亚马逊的 Redshift 存储公司数据、
分析数据，并以仪表盘的形式呈现结果，使企业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过去，这些数据难以
获得，要求更多高级管理人员组织和解释，或者要使用价值百万美元的、昂贵的商业智能系统
分析。如今，即使是小型的初创公司，也能够近乎实时地存储和操作几乎无限的数据库。
例如，Chubbies 是一家快速成长的、针对大学兄弟会的服装创业公司。这家公司没有
CEO，相反，有 4 名联合首席执行官，每个人负责一定的业务职能。这种结构在公司的层级结
构中不断出现。所有的 Chubbies 员工都可以访问高层管理人员可以访问的数据。汤姆·蒙哥
马利（Tom Montgomery）是 Chubbies 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之一，他认为当没有传统的 CEO 和最
终决策者时，必须信任根据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做出正确决策的人。尽管建立这种信任需要时
间，但是一旦你这样做了，公司可以发展得很快。
蒙哥马利认为，过去有专门为客户策划活动的员工，他们向营销部门的经理报告，负责
考虑公司为什么要把策划活动放在首位。如今，活动策划人员独自工作就可以使用一系列仪表
盘来查看在 Facebook 上的点赞数，在 Instagram 上的贴图数，以及某个特定活动产生了多少销
量，这样他就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应该安排将来的活动。有了正确的数据和工具支持他的决定，
他就不需要经理验证自己的选择。
网络零售商美捷步（Zappos）公司在 2013 年宣布，为了使拥有 1 500 人的公司不会变得
过于僵硬、笨重和官僚，该公司正在减少管理人员。美捷步采用了一种名为“ holocracy ”的
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工人在没有中层管理人员的帮助下也能管好自己。与传统的企业命令链
相反，holocracy 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互相重叠、自治的“圈子”组成的。Holocracy 是由“角
色”组成的，而不是工作。每个角色属于一个圈子而不是部门。圈子重叠意味着每个人拥有不
同的角色。被分配角色的员工在这些圈子里一起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被一个基于网络的软件
（Glass Frog）所记录。该系统允许公司中的任何人查看谁负责什么角色，以及他们在做什么。
Glass Frog 提供了一个“待办事项”列表，团队成员用它来确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并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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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负责。
虽然美捷步的首席执行官谢家华（Tony Hsieh）标榜自我管理，但尚不清楚员工是否广泛
地接受他的想法。一些员工喜欢有更独立的机会。随着经验和专业技术不被重视，很少有新想
法的资深员工受到更多关注。内向的人因为每个人需要在会议上发言而获得成长。其他的一些
员工则对众多的任务、无休止的会议以及谁要做什么的不确定性感到困惑和沮丧。如果没有
老板，他们向谁报告？如果没有工作头衔，他们期望什么？他们如何获得报酬？美捷步实施
holocracy 几周后，约有 14% 的员工离开了公司，而且员工流失还在持续。2015 年，美捷步的
员工流失率为 30%，比其常规的年度流失率高 10%。
Treehouse Island Inc. 是一家位于波特兰俄勒冈州的在线编程学校，它也有一个扁平化的组
织。员工一周工作 4 天，只在他们喜欢的项目里工作，很少需要发送电子邮件，也没有直接
的老板。但是，它的业务在增长：约有 10 万名学生注册了在线课程和 100 名员工在工作。一
些项目尚未完成，员工也不了解他们的责任。Treehouse Island Inc. 没有官僚组织的负担，但
工作仍然停滞不前。没有经理协调项目，监督和鼓励员工，员工的效率并不高。据 Treehouse
Island Inc. 的创始人瑞安·卡森（Ryan Carson）透露，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努力工作的真正理由。
Treehouse Island Inc. 最好的员工开始相信，公司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期望。
关于 Treehouse Island Inc. 要开哪些课程的问题引发了许多分析和讨论，但最终还是没有
答案或计划。Treehouse Island Inc. 的财务和运营部门负责人迈克尔·沃斯顿（Michael Watson）
估计，关于 Treehouse Island Inc. 网站设计等问题的决策需要两倍的时间。
2015 年，Treehouse Island Inc. 的部分春季课程发生了改变。员工仍然一周工作 4 天，但
现在他们有管理人员。自从做出这样的改变后，收入增加了，公司生产的录像课程的分钟数也
增加了。客服人员回答有问题的学生所需的时间从 7 小时下降到 3.5 小时。由于现在明确定义
了角色，管理人员会追踪任务。电子邮件实际上提高了生产力。
著名商学院 Insead 新加坡校区的战略教授阮贵辉认为，中层管理者经常被认为是企业膨
胀的症状，但事实是没有他们，企业会分崩离析。
资料来源：David Gelles,“ The Zappos Exodus Continues After a Radical Management Experiment, ”New York
Times,January 3,2016;Bourree Lam,“ Why Are So Many Zappos Employees Leaving? ”The Atlantic,
January 15,2016; Christopher Mims,“ Data Is the New Middle Manager,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19,2015; and Rachel Feintzeig,“ Radical Idea at the Off ice:Middle Manager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8,2015.

案例分析题
1.
2.
3.
4.

扁平化组织与传统的层级官僚体系有何不同？
信息技术是如何消除中层管理人员职位的？
你认为从传统的层级组织变成扁平化组织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管理、组织和技术问题？
技术能代替管理者吗？请解释。

3. 理解组织变革的阻力
信息系统不可避免地与组织政治捆绑在一起，因为它们都能影响关键资源—信息的获
取。信息系统可以影响一个组织中谁为谁做什么，何时、何地和如何做。许多新的信息系统
要求员工的个人工作规范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可能会给那些要求重新培训或额外进行努力
的员工带来痛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努力是否会得到补偿。因为信息系统会潜移默化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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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组织的结构、文化、业务流程和战略，所以当信息系统被实施并引发变革时，会遇到重大
的阻力。
有几种方式可以描述组织的阻力。对创新的组织阻力的研究表明，组织变革的阻力通
常源于四个主要的方面：信息技术、组织结构、人员以及工作任务（见图 3-7）。组织的任
务安排、架构和人员能够吸收、解释、转化和击败技术所带来的变革。在这个模型中，进
行变革的唯一方法是同时改变技术、任务、结构和人员。其他的学者也谈到了在引入变革
前需要“解冻”组织，并快速实施，然后“再冻

ᑬᑯᑻഞ

结” 或 将 这 些 变 革 制 度 化（Kolb and Frohman，
1970）。
由于组织的阻力太强大，以致许多信息技术项
目投资深陷困境，而且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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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关于项目实施失败的研究表明，大项目没有
达到预期目标不是技术上的失败导致的，而是由对
变革的组织和政治阻力造成的。第 14 章将详细描
述这个问题。因此，作为一个未来参与 IT 投资的
管理者，你对人和组织的处理能力与你对技术知识
的掌握一样重要。

3.2.3

Хର

图 3-7

信息系统创新的组织阻力

实施信息系统会对任务安排、组织结构、人
员造成影响。根据这个模型，实施变革时，这四
个方面必须同时发生变化。

互联网和组织

互联网尤其是万维网，对许多公司与外部实体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对公司
内部组织的业务流程也有很大的影响。互联网增加了组织对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取性、存取性
以及传播性。从本质上讲，互联网能极大地降低大多数组织的交易和代理成本。例如，在纽
约的经纪公司和银行可以通过将它们的内部运行规程手册上传到公司的网站，送达给它们远
距离的员工，以此省去几百万美元的资料分发成本。全球销售队伍通过网站几乎可以实时接
收更新的产品价格信息或者管理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指令。某些大型零售商的供应商可
以通过访问零售商的内部网站获取准确到每一分钟的销售信息，并立刻下发补货订单。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并将互联网技术作为企业 IT 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企业
可以很快重建一些关键的业务流程。如果说之前的网络是先导的话，那么现在的互联网使得
业务流程更简单、员工更少、组织更扁平化。

3.2.4

对设计和理解信息系统的启示

要真正发挥信息系统的价值，建设信息系统之前，必须对使用信息系统的组织有清晰的
理解。根据我们的经验，规划一个新的系统时，要考虑的核心的组织因素有以下几个：
● 组织所在的环境；
● 组织的结构，包括结构层级、专业分工、日常工作和业务流程；
● 组织的文化和政治；
● 组织的类型和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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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系统影响的主要利益群体，以及使用系统的员工态度；
● 信息系统要支持的任务类型、决策和业务流程。

3.3

波特的竞争力模型、价值链模型、协同效应、核心竞争力以及
网络经济学如何帮助企业利用信息系统实现竞争战略
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里，你都会发现某些公司做得比其他大部分公司要好，其中总会有一

家比较出众的公司。在汽车行业中，丰田被认为比较出色；在在线零售业中，亚马逊是领导
者；在线下实体零售行业中，沃尔玛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和领导者；在在线音乐领域中，苹
果的 iTunes 以超过 60% 的音乐下载市场占有率，被认为是领导者；在数字音乐播放器相关
的行业中，iPod 是领导者；在网络搜索方面，谷歌被认为是领导者。
比其他公司做得更好的公司，被认为具有超越其他公司的竞争优势：它们要么具有其他
公司得不到的特殊资源，要么能更高效地使用容易得到的普通资源—通常是因为具有出众
的知识和信息资产。不管怎样，从收入增长、盈利性或者提升生产率（效率）来看，这些做
得好的公司经过长期运营最终会转化为在股票市场上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估值。
那么，为什么有些公司会做得比其他公司好？它们是如何获到竞争优势的？你如何分析
和识别公司的战略优势？你如何为自己的业务构建战略优势？信息系统如何为企业战略优势
做出贡献？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模型做出回答。

3.3.1

波特竞争力模型

可以说，理解竞争优势最好的模型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模型（见图 3-8）。这个模型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公司、竞争者和公司环境之间关系的基本概貌。我们在本章前面描述了公
司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公司对所处环境的依赖
性。波特模型则描述了跟公司有关的总体业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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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此模型中的五种力量决定了公司的命运。

1. 竞争对手
所有的公司和其他竞争对手共享同一个市场
空间，竞争者都在连续不断地引入新产品和新服
务，创造更新、更高效的生产方式，都在连续不
断地努力开发品牌，增加客户的转换成本，以此
吸引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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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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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竞争力模型

在波特竞争力模型中，公司的战略地位和它的
战略不仅取决于传统的直接竞争对手，同时受行业
环境中其他四个力量的影响：市场新进入者、替代
品、客户和供应商。

2. 市场新进入者
在自由经济中，劳动力和金融资源都是可流动的，新公司总是在不断地进入市场。一

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很低，另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则很高。例如，企业可以很容易地开始一个
比萨饼生意或任何其他的小型零售生意，但是进入计算机芯片行业则难得多，不仅需要高额
的资金成本，还要求具备难以获取的、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新企业具有若干个可能的优
势：它们没有旧的工厂和设备的困扰，往往可以雇用经验少但更具创意的年轻员工，也不会
被老得过时的品牌所拖累，并且比传统的行业占有者“更饥饿”（有更高的积极性）。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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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优势同时也是它们的弱势：它们需要外部资金建造新的厂房和购买新的设备，这可能很
昂贵；它们的员工缺乏经验，并且它们缺乏品牌认可度等。

3. 替代的产品和服务
几乎在每一个行业中，如果你的产品价格过高，那么客户就会寻找可用的替代品。新技
术总是在创造新的替代品，甚至石油也有替代品：乙醇能替代轿车用的汽油，植物油可替代
卡车用的柴油，而风、太阳能、煤炭和水力可以替代工业电能。类似地，互联网电话服务可
替代传统的电话服务，进入各家的光缆电话线可以替代同轴电缆线。同样，作为 CD 的替代
品，互联网音乐服务让你能下载音乐到 iPod 上。行业中的替代品越多，你控制价格的能力
就越低，边际利润就越少。

4. 客户
一家公司的获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吸引和留住客户、索要高价的能力（同时
阻止客户走向竞争者）。如果客户很容易转换到竞争者的产品和服务，或者他们能迫使企业
与竞争者在一个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很小、所有价格均能及时获取（例如在
互联网上）的透明市场上展开价格竞争，那么客户的谈判力就会提升。例如，在互联网上的
大学旧书市场上，学生（客户）能找到多个供应商提供他们所需的教科书。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比旧书公司就具有更强的谈判力。

5. 供应商
供应商的市场谈判力对公司的利润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当公司不能快速提价，而供应商
可以提价时。一家公司的供应商越多，它就越能在价格、质量、供货时间上对供应商有更强
的控制。例如，手提电脑的制造商总是由多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电脑的关键配件，如键
盘、硬盘、显示屏等。

3.3.2

信息系统战略提升竞争力

一家公司在面对所有这些市场竞争力量时，应当做些什么呢？公司该如何利用信息系统
应对这些力量？如何防止替代品和阻止新市场竞争者？通常有四种竞争战略可以利用信息技
术和系统：低成本领先、产品差异化、聚焦细分市场以及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亲密关系。

1. 低成本领先
利用信息系统，可以获得最低的运行成本和最低的价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沃尔玛。沃
尔玛运用神奇的库存补充系统，保持商品低价和充足的商品，成为美国零售业的领导者。客
户在收银台购买商品后，沃尔玛的不间断补货系统立即将新货订单发送给供应商。销售点终
端系统（point-of-sale，POS）记录每一件结账商品的条码，并直接发送一个交易记录给公司
总部的中央计算机。然后，中央计算机系统收集所有沃尔玛门店的订单，并传送给供应商。
供应商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获得沃尔玛的销售和库存数据。
由于系统可以迅速补充库存，沃尔玛无须花费很多资金维护库存。这个系统还能使沃尔
玛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库存。竞争对手如西尔斯的管理费用占总销售收入的 24.9%，而沃尔
玛通过信息系统降低了运营成本，其管理费用只占总销售收入的 16.6%（零售行业的平均运
营成本为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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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的不间断补货系统也是一个高效的客户响应系统（eff icient customer response
system）的例子。一个高效的客户响应系统将客户的行为与分销、生产、供应链紧密相连。
沃尔玛的不间断补货系统提供了这样一个高效率的客户响应。

2. 产品差异化
公司可以开发出基于信息系统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或者可以极大地改善客户使用现有
产品和服务的方便性。例如，谷歌在网站上连续推出如谷歌地图这样新的、独特的搜索服
务。2003 年，eBay 大大简化了买家向卖家的支付方式，从而激发了拍卖市场的需求。苹
果创造了 iPod，一个独特的便携式数字音乐播放器，加上其独特的网络音乐服务，客户花
0.69 ～ 1.29 美元就可以买到一首歌曲。随着苹果公司的不断创新，又陆续推出了多媒体智能
电话 iPhone、平板电脑 iPad 以及具有影像播放功能的 iPod。
制造商和零售商正在利用信息系统创造定制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单个客户
独特的明确需求。例如，耐克在它的网站上通过 NIKEiD 项目出售个性化的运动鞋。客户可
以挑选运动鞋的种类、颜色、材质、鞋底，甚至可以定制 8 个字母的个性标签。耐克通过计
算机，把这些订单发送给在中国和韩国的工厂。客户定制化服务只需另外加收 10 美元，同
时工厂用 3 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将鞋子送到客户手中。利用与大批量生产时一样的资源，提
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被称为规模化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服务。
表 3-3 列举了一系列企业，它们都已经成功开发了其他公司很难模仿或者至少需要较长
时间才能模仿的基于 IT 的产品和服务。
表 3-3

IT 使能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竞争优势

亚马逊：一键式购物

亚马逊拥有一键式购物的技术专利，并把专利使用权卖给其他的零售商

在线音乐：苹果 iPod 和 iTunes

一个集成的手持播放器和一个包含超过 4 300 万首歌的在线库

高尔夫球杆定制化：Ping
在线个人支付：PayPal

客户可以在 100 多万个不同的高尔夫球杆选项中选择；按订单制造的系统可在
48 小时内完成客户定制的高尔夫球杆并发货
PayPal 支持个人银行账户间的转账，以及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账户间的转账

3. 聚焦细分市场
聚焦细分市场是指利用信息系统聚焦于某一特定市场，并且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服务这个
细分的目标市场。通过信息系统产生并分析精准的销售和市场数据，以此支撑这种战略。信
息系统能使公司精确地分析客户购买模式、口味、偏好等，从而能针对越来越小的目标市
场，投放有效的广告和开展营销活动。
这些数据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信用卡交易数据、人口统计数据、超市和零售商店的结
账信息以及人们访问网站和与网站交互时收集到的数据。复杂的软件工具能从这些大量数据
中发现消费模式和内在规则，从而帮助企业进行决策。数据分析技术促生了一对一营销，创
造了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人信息分析。例如，希尔顿酒店通过 OnQ 系统收集并分析活跃客户
的所有数据，确定每一个客户的喜好和价值。利用这些信息，希尔顿给最有价值的客户提供
了一些附加的优惠，例如延迟退房等。目前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具备了分析这些庞
大数据的能力（见第 2 章和第 9 章）。
信用卡公司可以利用这种战略预测最有价值的持卡人，收集大量的客户购买以及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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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数据，通过挖掘这些数据，详细鉴别哪些持卡人具有好的或坏的信用。我们将在第 6 章
和第 12 章中讨论数据分析的工具与技术。

4. 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亲密关系
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亲密关系是指利用信息系统强化和供应商的联系，并发展与客
户之间的亲密关系。克莱斯勒公司利用信息系统，让其供应商可以获得其生产调度计划，
甚至容许供应商自行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将产品运至克莱斯勒的工厂，这使供应商在生产产
品时有了更多的前置时间。在客户方面，亚马逊保存客户购买书籍和 CD 的偏好记录，并
能把其他人购买的产品推荐给客户。建立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紧密联系将增加消费者的转换
成本（switching costs，从现有商品切换到竞争者的商品的成本），提高消费者对公司的忠
诚度。
表 3-4 总结了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竞争战略。一些公司专注于其中某一个战略，但你会
发现有些公司往往会同时执行多种战略。比如，星巴克是全球最大的咖啡零售商，提供高品
质的咖啡和饮料，但同时它也在试图通过降低成本进行竞争。
表 3-4
战略
低成本领先

四种基本竞争战略
描述

实例

利用信息系统提供比竞争对手价格更低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它 沃尔玛
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更高

产品差异化

利用信息系统提供差异化产品，并且使新产品和服务成为可能

优步、耐克、苹果

聚焦细分市场

利用信息系统专注于单个特殊的细分市场

希尔顿酒店、哈拉斯酒店

利用信息系统开发与客户及供应商的紧密联系，提高忠诚度

丰田、亚马逊

加强与客户和供
应商的亲密关系

3.3.3

互联网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虽然传统竞争力依然存在，但是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Porter，
2001）。任何公司都能使用基于通用标准的互联网技术，这使公司之间更容易开展价格战，
而且新的竞争者更容易进入市场竞争。因为信息对每个人都开放，互联网增加了客户的议价
能力，客户可在网上快速发现最低价格的供应商，这使得公司利润下降得很快。表 3-5 给出
了波特总结的互联网对竞争力和行业结构的几种潜在的负面影响。
表 3-5
竞争力

互联网对竞争力和行业结构的影响
互联网的影响

替代的产品或服务

使新的替代品成为可能，这些替代品以新的方式满足需求和执行功能

客户的议价能力

客户更容易获得全球价格和产品信息，增加了他们的议价能力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公司通过互联网采购，增加了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但是供应商也可以通过降低
进入门槛和省去分销商、中介商获利

新进入者威胁

互联网降低了进入门槛，例如无须销售人员、渠道和物理设施。互联网提供了改
进企业流程的技术，使得新业务更容易开展

现存竞争者间的定位和对抗

互联网扩展了地域市场，增加了业内竞争者的数量，减少了竞争者间的差异。让
企业较难维持长期优势、追求价格竞争

互联网几乎摧毁了某些行业，严重威胁到了更多的行业。例如，印刷百科全书的行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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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代理行业几乎被互联网产生的替代品所毁灭，同时互联网也对零售、音乐、书籍、零售
经纪、软件、电信和新闻报纸业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互联网创造了全新的市场，成为成千上万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的基础，
也为企业建立品牌和建立庞大且忠诚的客户群体创造了新的机会。亚马逊、eBay、iTunes、
YouTube、Facebook、Travelocity 和谷歌都是这样的示例。从这个角度讲，互联网改变了整
个行业，迫使企业改变做生意的方式。

智能产品和物联网
在 工 业 和 消 费 产 品 领 域 中 越 来 越 多 地 使 用 的 传 感 器， 通 常 称 为 物 联 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是互联网如何在行业内改变竞争状况并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耐克、Under Armour、Gatorade 等众多运动健身公司正在把资金投向可穿戴健康追踪器和健
身设备。这些设备利用传感器将用户的运动数据传送给远程企业计算中心，这样就可以分析
这些数据（参见“互动讨论：技术”部分）。正如第 1 章章尾案例研究中所描述的，约翰·迪
尔拖拉机装载了现场雷达、GPS 收发器和数百个传感器跟踪设备。通用电气正在通过检查
设备中成千上万个传感器产生的数据，帮助其飞机和风力涡轮机客户端改善运营，从而创造
新业务（参见第 12 章章尾案例研究）。这些案例中的设备就被称为“智能产品”，这些产品
是公司销售的更大型的信息密集型服务的一部分（Gandhi and Gervet，2016 ；Davis，2015 ；
Porter and Heppelmann，2014；Iansiti and Lakhani，2014）。
智能互联网产品所产生的影响正在被接受。智能产品能够提供新的功能、更好的可靠
性和更强烈使用产品的欲望，同时也能够提供用于改进产品和客户体验的详细信息。这样的
产品增加了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的机会。当你购买了一个可穿戴数字健康产品时，你不仅获得
了产品本身，还可以从制造商的云服务器中获取大量服务。智能产品还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
争。行业中的竞争对手要么进行创新，要么坐等失去客户。智能产品通常也会提高转换成
本，抑制新进入市场者，因为现有客户熟悉了该公司的软件环境。最后，智能产品可能还会
降低工业零部件供应商的力量，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有形的产品与使其运行的软件和硬
件相比并不重要。

☉互动讨论：技术
智能产品、智能企业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智能产品，相信不久你就会用到。你的鞋子、衣服、手表、水杯，
甚至你的牙刷都会被重新设计，将传感器和计量装置嵌入这些产品中，然后连接到互联网上，
以便监控和分析这些产品的性能。
这么做会产生什么影响？耐克是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和服装公司。它创造了一系列以信
息技术为基础的产品，以及一个通过锻炼改善个人可测量指标的工具和服务生态系统。Nike +
生态系统将 Nike 的企业计算机系统与智能设备（如 Nike + SportWatch GPS、Nike + FuelBand
以及 Apple 和 Android 移动设备上的 Nike + Running App）相连接。这使得耐克对设备收集到
的各种个人情况和活动数据进行分析，帮助用户更有效地进行锻炼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也为
耐克产品附加了额外的价值，是客户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Nike + SportWatch GPS 会追踪你的位置、速度、距离、圈数、燃烧的卡路里和心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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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 Wearlink + 连接）。Nike + Running 应用程序会追踪你的路线、距离、速度、燃烧的卡路
里和使用你的手机或另外一个与耐克合作的设备的时间。当你运动时，它会给你音频反馈。
Nike + FuelBand 活动追踪器被佩戴在手腕上，并与 Apple iPhone 或 iPad 配合使用。FuelBand
使佩戴者能够追踪他们的身体活动、每天走路的步数和燃烧的卡路里量。它收集的信息被集成
到 Nike + 在线社区和手机应用程序中，允许佩戴者设置自己的健身目标，在 LED 显示屏上监
控他们的进度，并且将其与 Nike 社区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
Nike 的专利软件将 Nike 智能设备追踪到的所有运动转换成 NikeFuel 积分。这些积分可以显
示取得的成果，能够与朋友分享，也能够用来和其他人对比。NikeFuel 是耐克用于衡量各种运动
的普遍方式。不管运动者的身高、体重、性别或运动形式是怎样的，它都可以用来与以往表现、
另一个人或日常平均水平做对比（Nike 定义为 2 000 个 Fuel 点）。使用多个 Nike + 设备的用户可
以访问 nikeplus.com 网站查看他们所有的数据，包括所有 Nike + 设备累积的 NikeFuel 积分。
耐克正在开发其他与 Nike + 整合的健身技术产品。用 NikeFuel 测量运动情况的人越多，
他们就会更加锁定在耐克的生态系统中，也就更难转而使用其他公司的产品。Nike 将信息和
技术集成到产品中的做法，可以使客户不断回到耐克自己的网站与应用程序上。
耐克相信，技术正在改变与消费者的关系，将其转变成不仅提供产品，同时也提供服务
的公司。过去，当你购买了一个产品，意味着与公司的关系结束了。现在，当你购买了任何耐
克产品，意味着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刚刚开始。这种关系越深厚，消费者会越喜欢耐克这
个品牌，并保持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
Under Armour 是一家著名的、使用技术先进的材料做服装的公司，并且它也在使它的产
品更加智能化。该公司花费 7.1 亿美元购买了 MyFitnessPal、MapMyFitness 和 Endomondo 等
移动应用程序，使其能够进入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健康和健身社区。Under Armour 通过应用内的
广告（包括其他公司的广告）以及用户购买与其产品相关的应用软件产生收入。该平台为健身
和健康导向的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的信息和洞察力，为 Under Armour 和其他品牌
创造了许多与潜在客户及现有客户接触的机会。例如，如果用户使用社交媒体连接到应用程序
上，MapMyFitness 就会收集有关用户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出生日期、位置、性能和配置文
件的数据。Under Armour 不向第三方出售有关个人的资料，但向广告客户提供有关用户的综合
信息。Under Armour 希望每天使用它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与用户建立更强的联系，从而增加自
己的服装、鞋类和其他运动装备的销售。
Under Armor 已经与电子商务零售商美捷步合作，根据记录在 MapMyFitness 应用程序中
的锻炼数据，在用户需要更换运动鞋时，向用户发送弹出通知。Under Armor 认为衣服最终会
成为追踪人体运动和生物节律的手段。Under Armor 开发了自己的智能鞋，叫作 UA SpeedForm
Gemini 2 Record Equipped。它能够追踪跑步者的时间和日期、持续时间、距离等信息。该公
司还与 HTC 合作开发了 UA HealthBox，一个价值 400 美元的红色盒子，包括 Wi-Fi 秤（用
于测量体重和身体脂肪）、心率胸带和可移动传感器，以及用于跟踪锻炼和睡眠的防水健身手
环。这些设备收集的数据被存储在 iPhone 或 Android 手机上的 Under Armour Record 应用程
序中。
Gatorade 在 72 亿美元的运动饮料市场中占有 78% 的份额。目前它正在开发一种微芯片配
套的“智能帽”瓶盖，这种瓶盖可以为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不断地提供他们该喝多少饮料的信
息。根据 Gatorade 的说法，每个人对水的需求是不同的，每次运动流的汗水从半升到超过两
升不等。该公司计划在饮料瓶盖上的小型芯片中放入十几种不同的电解质和碳水化合物配方。
在 2014 年世界杯之前，Gatorade 就开始在巴西国家足球队测试智能瓶盖，目前正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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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进行测试。在现场测试的原型中，闪光的灯会告
诉运动员什么时候需要补水。用户可以用他们的名字、团队标识和号码自定义智能瓶盖。
波士顿凯尔特人是 Gatorade 全球创新与设计高级总监，他认为提供个性化的营养和将技
术整合到运动产品中是下一个业绩前沿。Gatorade 的母公司—百事可乐正在积极尝试拓展到
含糖苏打饮料之外的领域中，而这种技术使能的产品正好提供了机会。
资料来源：Kate Taylor,“ Gatorade Is Developing a‘ Smart Cap ’That Keeps Track of Hydration, ”Business
Insider, March 21, 2016;Mike Esterl,“ Gatorade Sets Its Sights on Digital Fitness,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0,2016; Edward C. Baig,“ Under Armour and HTC Team Up on Connected
Fitness, ”USA Today,January 5,2016; www.underarmour.com,accessed April 20,2016;www.nike.
com,accessed April 19,2016;John Kell,“ Why Under Armour Is Making a Costly Bet on Connected
Fitness, ”Fortune, April 21,2016;and Jared Linz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arable Fitness
Trackers, ”The Globe and Mail,January 5,2015.

案例分析题
1. 案例中讨论的这些公司都在追求什么样的竞争战略？
2. 信息技术和智能产品如何与这些战略相联系？请描述信息技术在这些产品中的角色。
3. 这些智能产品会带来道德问题吗？比如这些产品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个人隐私？请解释
你的答案。

3.3.4

企业的价值链模型

虽然波特模型对识别竞争力因素、提出一般性战略建议是非常有用的，但没有明确提出
具体应该做什么，对于如何达到竞争优势没有提供可遵循的方法。如果你的目标是实现运行
最优化，应该从哪里开始？这就是企业价值链模型的有用之处。
价值链模型（value chain model）强调了企业中最佳应用竞争战略的特殊活动（Porter，
1985）
，以及信息系统最具战略影响的地方。这个模型指出了企业利用信息系统，最有效地提高
市场竞争地位的具体的关键支撑点。价值链模型把企业看成由一系列基本活动组成的串或链，
这些活动能增加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边际价值。这些活动可分为主要活动或支持活动（见图 3-9）。
主要活动（primary activities）是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与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销
最直接相关的活动。主要活动包括采购物流、生产运营、销售物流、销售和市场以及服务。
采购物流包括接收、储存原材料，为生产进行配送；生产运营将输入的原材料转化成产成品；
销售物流负责储存和配送成品；销售和市场涵盖了公司产品的促销与销售活动；服务活动包
括维护和修理企业的产品与服务。
支持活动（support activities）是指支持、辅助主要活动开展的活动，包括行政管理（组
织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招聘、雇用和培训）、技术（改进产品和生产过程）以及采
购管理（购买原材料）。
现在，你可以就价值链的每个阶段进行思考：“我们如何用信息系统改善运行效率，改
进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这将让你批判性地考察你的价值链活动在每一个阶段中执
行得如何，业务流程能够如何改善。你也可以开始问：如何用信息系统改善与客户或供应商
之间的关系？客户和供应商在公司的价值链之外，属于公司扩展的价值链，对公司的成功至
关重要。用于协调公司资源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以及用于协调销售人员和维修服务人员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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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由价值链分析得到的两个最常见的应用系统。我们将在第 9 章中
更详细地讨论这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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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价值链模型

该图为企业的主要活动和支持活动提供了一些系统的例子，并且也为企业产品或服务增加边际效用的、有价值
的合作伙伴提供了例子。

企业价值链模型还可以使你与竞争对手或相关行业的标杆公司比较业务流程，识别行业
的最佳实践。标杆分析法（benchmarking）是指将公司的业务流程的效率和效益与一些精确
的标准进行对比，然后根据这些标准评估公司的绩效。行业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通常由
咨询公司、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确定，是有效地达到企业目标的最成功的解决方
案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对企业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分析，你就能形成一系列可选择的信息系统应用。然后，
一旦有了一系列的候选应用，你就该决定先开发哪一个。改进竞争对手忽视的那些价值链，
你就能够通过优化运行、降低成本、增加边际利润、改善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获得竞争优
势。如果你的竞争者也做了相似的改进，你至少不至于处于竞争劣势中，最坏的情况也不过
如此。

延伸价值链：价值网络
图 3-9 显示了企业的价值链与它的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的价值链相连。毕竟，一家公
司的绩效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内部，而且取决于公司与其直接或间接相连的供应商、运输公司
（物流合作伙伴，如 FedEx 或 UPS）以及客户之间关系的协调。
如何应用信息系统在行业层面取得战略优势？现有的公司可以通过与其他公司合作，利
用信息技术制定行业内的信息和业务电子交易标准，迫使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遵守相同的标
准。这种努力能够提高效率，使替代性产品变得不太可能，或许还能提高行业准入门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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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阻碍市场新进入者进入。同样地，行业成员还可以建立行业范围的支持 IT 的联盟、论坛
和通信网络以协调与政府部门、国外竞争者和行业竞争有关的活动。
行业价值链让你思考如何利用信息系统更有效地与供应商、战略伙伴以及客户互动。战
略优势来自你的价值链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价值链在业务流程中的集成能力。例如，如果你是
亚马逊，你就会想要建立系统实现以下功能：
● 让供应商在亚马逊网站上方便地展示产品和开店；
● 让客户轻松完成购物支付；
● 协调产品快速配送至客户；
● 为客户开发物流跟踪系统。
互联网技术使得被称作“价值网络”的高度协同的行业价值链变成可能。价值网络
（value web）是一系列独立公司的集合，这些公司利用信息技术协调它们的价值链，共同为
市场生产一种产品或提供服务。与传统的价值链相比，它更多地是由客户驱动的，并且很少
通过直线方式运行。
图 3-10 显示了价值网络能在本行业或相关行业的不同企业中协同客户、供应商和贸易
伙伴间的业务流程。这些价值网络是灵活的，可适应供应和需求的变化。这些企业之间的关
系可以是捆绑在一起的，也可以是灵活的，以响应市场条件的变化。公司可以通过优化它们
的价值网络，快速决策谁能以合适的价格和地域位置提供市场所需的产品与服务，从而缩短
其进入市场、获取客户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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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价值网络

价值网络是一个能够协同行业内商业伙伴间价值链的网络系统，能够快速响应供应和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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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核心竞争力和基于网络的战略

一家大的公司通常是一系列业务的集合。一般来说，公司在财务上组成一系列业务战略
单元，其获得的回报直接取决于所有战略单元的绩效。信息系统通过提高公司的协同能力以
及核心竞争力，改善这些业务单元的整体绩效。

1. 协同
协同的思想是指当某些单元的输出可以作为其他单元的输入时，或者是两个组织共享市
场和专业知识时，这种关系可以降低成本并创造利润。最近，银行和财务公司间的兼并，例
如摩根大通和纽约银行合并、美国银行和全美金融公司合并，都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在协同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应用就是将不同业务单元的运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
整体。例如，通过与全美金融公司合并，美国银行扩展了自身的贷款业务，并挖掘出一大群
对其信用卡、消费类业务和其他金融产品感兴趣的新客户。信息系统帮助兼并企业，合并运
营，降低零售成本，增加跨市场的金融产品。

2. 提高核心竞争力
用信息系统获得竞争优势还有另一种方式，即考虑用信息系统提高核心竞争力。所有
业务单元整体绩效的提升，取决于这些业务单元能否开发或形成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core competency）是能使公司成为世界领先者的能力。核心竞争力可能源于成为世界最好的
微型零件设计者、最好的包裹递送服务或者最好的薄膜制造商。总之，核心竞争力依赖通过
多年实践经验获得的知识，这些实践知识通常来自从事长期研究的努力的和忠诚的员工。
任何鼓励跨业务单元分享知识的信息系统都能提高竞争力。这样的系统可以支持或者提
高现有的竞争力，帮助员工获得外部新知识，也可以帮助企业将现有竞争力更好地应用到市
场中去。
例如，宝洁公司是一家在品牌管理和消费者产品创新方面全球领先的公司，该公司利
用一系列信息系统提高核心竞争力。一个名为 InnovationNet 的内联网可以帮助宝洁公司的
员工在相似的问题上分享想法和经验，也可以将世界各地从事研究与开发、工程、采购、市
场、法律事务和业务信息系统工作的员工联系在一起，通过一个入口，提供基于浏览器的各
种来源的文件、报告、图表、视频和其他数据。该系统还包括一个主题专家目录，员工点击
这些专家可以获得建议，或者与专家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开发产品。该系统还可连接到外界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以及正在寻找新的创新产品的企业家。

3. 基于网络的战略
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出现，激发了利用公司能力创建网络并互联的战略。基于网络的战
略包括网络经济学、虚拟企业模式和商业生态系统和平台。
网络经济学（network economics） 网络经济学是指一个产品产生的经济价值取决于人
们利用这个产品的情况。对某些产品和市场来说，真正的经济价值来自其他人使用产品的情
况。在这些情况下，“网络效应”就产生了作用。例如，假如一部电话与其他的电话不连接，
它的价值是什么呢？电子邮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够让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人沟通。基
于网络效应的网页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会取得成功，包括社会化网络，软件，通信软件以及像
Uber、Airbnb 那样按需服务的公司。

第3章

信息系统、组织与战略

85

在传统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中，生产将遵循收益递减定律。生产资源的
投入越多，得到的边际收益越少，当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后，增加投入将得不到任何多余的回
报，这就是收益递减定律，它是大多数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但在某些情况下，收益递减定律会失效。例如，在一个网络中增加一个参与者的边际成
本几乎为零，而边际收益却非常大。在电话系统或互联网中，用户越多，对于所有参加者的
价值就越高，因为每个用户可以和更多的人联络。然而，运行一个有 1 000 万个用户的电视
台，不会比运行一个只有 1 000 个用户的电视台花费多很多。社区的价值随规模扩大而大大
增加，而新增成员的成本却是微不足道的。
从网络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信息技术是具备战略意义的。互联网站点可以被公司用来
建立用户社区，方便志趣相投的客户分享他们的经验，这种社区有助于建立客户忠诚度和购
物乐趣，从而建立与客户之间特别的联系。eBay 是在线拍卖网站的巨头，iVillage 是一个女
性在线社区，这两家公司就是这样做的，两者都是基于百万级用户开展业务的网站，并都已
利用网络和互联网通信工具建立社区。越多的人在 eBay 上提供商品，eBay 对每一个用户就
越有价值，因为网站上陈列了更多的商品，供应商间的低价竞争也越激烈。网络经济学也给
商业软件供应商提供了战略机会。使用其软件和软件互补产品的用户越多，软件的价值就越
高，这样才会有一个更大的用户基础保证产品的持续使用和供应商的支持。
虚拟企业模式（virtual company model） 另一个基于网络的战略是使用虚拟企业模式创
造具有竞争力的业务。虚拟企业（virtual company）也被称为虚拟组织，是指利用网络将人
员、资产、创意与想法连接在一起，使之能和其他公司结成联盟，不受传统的组织界限或者
地理位置限制，创造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组织。一家公司可以利用别的公司的能力，但又没
必要在物理上和该公司相连。当公司发现从外部供应商获得产品、服务或能力比较便宜时，
或者需要快速地抓住市场机遇而自己又缺少相关资源的时候，虚拟企业模式就会很有用。
时装公司如 GUESS、Ann Taylor、Levi Strauss 和 Reebok 等通过香港的利丰公司管理
生产和运输产品。利丰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原材料供应、生产计划、质量保证和物流等活
动。利丰公司没有任何布料、纺织厂或机器，它将其所有工作外包给世界各地 40 个国家的
15 000 多家厂商组成的供应商网络。客户通过自己的外联网向利丰公司下订单，之后利丰公
司将订单发送给合适的原材料供应商和工厂，并在那里进行生产。利丰公司通过外联网跟踪
每一个订单的全部生产过程。作为一家虚拟企业，利丰公司保持了灵活性和适应性，因而它
能迅速设计并生产出客户所要求的产品，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流行趋势。
商业生态系统和平台

互联网和新生的数字企业给行业竞争力模型带来了一些改变。传

统的波特模型假设企业面临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行业环境，相对清晰的行业边界和相对稳
定的供应商、替代品和客户，企业只需要关注能否成为某个市场中的参与者。与仅仅参与
单个行业竞争不同的是，如今的企业更多地参与到一个行业群（即提供相关服务和产品的行
业集合，见图 3-11）中开展活动。这些连接松弛但又互相依存的供应商、分销商、外包商、
运输服务商和技术制造商组成的网络被称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Iansiti and
Levien，2004）。
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建立在之前介绍过的价值链网络的基础上，主要的不同点在于跨
行业的合作，而不只是许多企业间的合作。例如，微软和 Facebook 均提供由信息系统、技

86

第一部分

组织、管理和网络化企业

术和服务组成的平台，这些平台使来自不同行业的成千上万家企业提升了自己的能力（Van
Alstyne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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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生态系统战略模型

数字化时代，需要用一个更动态的视角看行业、公司、客户和供应商的边界。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竞争发生在行
业群中。在商业生态系统模型里，多个行业在一起工作，为客户提供价值。信息技术使这些参与合作的公司在密集
型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微软大约有 4 万多家公司用 Windows 平台发布它们的产品，同时也支持微软的产品，
扩展微软公司本身的价值。数十亿的个人和上百万的企业利用 Facebook 进行互动，分享信
息，同时也购买、营销、出售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商业生态系统的特点是：它由一家或少数
几家核心公司统领着生态系统，并创建了被其他专营公司应用的平台。在微软生态系统中，
核心公司包括微软和一些技术生产商，如英特尔和 IBM。专营公司包括几千家软件应用公
司、软件开发商、服务公司、网络公司和既支持又依赖微软产品的咨询公司等。
信息技术在建立商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显然，许多公司通过信息系统建立
了服务于其他企业的基于 IT 的平台，从而成为核心企业。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期望企业更
多地关注利用 IT 建立行业生态系统，因为对一家公司而言，加入生态系统意味着成本将不
断下降，并且随着平台的成长，所有参与公司的利益将迅速增加。
单个企业需要考虑的是，它的信息系统如何使自己在核心公司构建的大型生态系统中成
为有利可图的专营企业。例如，当决定要生产什么产品或提供什么服务时，公司应了解是否
有与这些产品相关的商业生态系统，以及如何通过信息技术参与到这些大型生态系统中。
当前一个强大的、快速扩展的生态系统的例子就是移动互联网平台。在此生态系统中有
四个行业，包括设备制造商（苹果 iPhone、三星 Galaxy、摩托罗拉、LG 及其他）、无线通信
公司（AT&T、威瑞森、T-Mobile、Sprint 及其他）、独立软件应用提供商（通常是销售游戏、
应用、铃声的小公司）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它作为向移动平台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供应商
参与其中）。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成长历史、利益和驱动力，但在上面提到的移动数字平台生态系
统这样的新行业中，这些元素有时是互补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苹果公司超越其他公司之
处在于它成功地把这些行业整合成为一个系统。苹果的目标是销售物理设备（iPhone），这一
设备几乎和当今的个人电脑的功能一样强大，在由无线电话运营商提供的高速宽带网环境下

第3章

信息系统、组织与战略

87

就能工作。为了吸引大量的客户群，iPhone 已经不只是一个移动电话，苹果把它变成了“智
能电话”，它具备了运行 70 万种不同的应用程序的能力。苹果自己不可能开发所有这些应
用，相反，它依赖独立的小型软件开发商提供这些应用。此外，这些应用可以在 iTunes 商店
中买到。实际上，这是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行业，当 iPhone 的用户连接到互联网时，这
些提供商就开始挣钱了。

3.4

战略信息系统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战略信息系统常常会改变组织以及它的产品、服务和运营程序，驱使组织进入全新的行

为模式。要成功地应用信息系统获得竞争优势，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事，要求技术、组织和
管理之间密切配合。

3.4.1

保持竞争优势

战略信息系统带来的竞争优势不一定会持续很久，也不一定能保证长期地获利，因为竞
争对手可以反击或者模仿战略信息系统，因此竞争优势并不总能维持。市场、客户期望、技
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全球化使得这些变化变得更快、更不可预测。互联网能使竞争优势很
快消失，因为实际上几乎所有企业都能应用这个技术。经典的战略信息系统如美国航空的
SABRE 计算机订票系统、花旗银行的 ATM 系统、联邦快递的包裹跟踪系统等，均得益于它
们是该行业的第一个先行者。后来，竞争性的信息系统不断涌现。亚马逊是电子商务的领导
者，但现在面临着来自 eBay、雅虎和谷歌的竞争。单独依靠信息系统不能获得持久的商业
优势，原先以为会带来战略优势的系统，常常会变成该行业企业生存的工具，即成为每家想
要留在该行业的公司必须拥有的系统，或者系统就可能成为阻碍组织为获得长远成功而进行
战略变革的基本要素。

3.4.2

信息技术与企业目标对应

关于信息技术和企业绩效的研究表明：①信息技术与企业目标对应（aligning）得越成功，
企业就可能获得越大的收益；②只有 1/4 的公司能成功地实现 IT 和企业目标的对应，一家企
业大约有一半的获利被认为来自信息技术和企业目标的对应（Luftman，2003）。
大多数企业的错误在于：信息技术只追求技术上的完善，并没有很好地为管理和相关利
益者服务。管理人员在构建企业信息技术的过程中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而是忽视了信息技
术。他们认为自己不懂信息技术，并且容忍了信息技术领域投资的失败，认为信息技术就是
一件麻烦事。这样的公司投入了巨大的成本，但得到的绩效很差。成功的公司和管理人员懂
得信息技术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信息技术建设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并评估它对公司营收
和利润的影响。

管理备忘录：开展战略性的系统分析
为了确保信息技术和企业业务相对应，有效地应用信息系统，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管理
人员需要开展战略性的系统分析。为了判断什么样的系统能为公司带来战略优势，管理人员
应询问以下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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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所处行业的结构是什么？
● 影响行业竞争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行业的新进入者？供应商、客户、替代性产品或
服务的相对价格谈判力如何？
● 质量、价格或品牌是竞争基础吗？
● 在本行业中，变革的方向和本质是什么？这种变革趋势是从哪儿开始的？
● 现在，本行业内是如何利用信息技术的？本公司在应用信息系统方面是领先者还是落
后者？

2. 对于本公司来说，业务、公司和行业价值链是什么？
● 公司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是通过低价格、低交易成本，还是通过高质量？价值链中
是否还存在可以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为公司创造更多利润的地方？
● 公司是否采用行业最佳实践理解和管理业务流程？是否能利用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
管理和企业系统获得最大的收益？
● 公司是否有效地发挥了它的核心竞争力？
● 行业供应链和客户基础在向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公司的方向变化？
● 公司是否能从战略合作或价值网络中获利？
● 在价值链的哪个环节中，信息系统能给公司带来最大的价值？

3. 本公司是否已经把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企业目标对应起来？
● 本公司是否已经正确表达了企业战略和目标？
● 信息技术是否正在改进相关的业务流程和活动，以促进相关战略的实施？
● 是否使用了正确的评价方法，以确保项目进展是朝着预定的目标进行的？

3.4.3

管理战略性的变革

接受本章所描述的这种战略性系统通常要求企业在业务目标、客户和供应商关系以及业
务流程上发生变革。这种同时在社会和技术两个层面上影响组织的社会技术变革被称之为战
略性的变革（strategic transitions），即在社会技术系统层次间的变化。
这些变革常常会造成组织内部和外部边界模糊。组织必须与供应商和客户紧密连接，并
相互承担责任。管理者需要设计全新的业务流程，以便协调公司和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组
织间的活动。这些组织变革要求相关的新信息系统的支持—这些信息系统非常重要，值得
贯穿整本书进行讨论。在第 14 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组织变革的问题。

本章小结
1. 为成功建设和使用信息系统，管理者必须知道哪些组织特性？
所有现代组织都是科层制、专业化分工和公正的，使用明确的工作规范以达到效率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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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所有组织有其自身的文化，以及因不同利益群体而形成的政治，它们也受到周围环境
的影响。不同的组织具有不同的目标、服务群体、社会角色、领导风格、激励机制、任务类
型和组织结构等，这些特性有助于人们理解组织应用信息系统的差异。信息系统和组织之间
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2. 信息系统对组织的影响有哪些？
引入一个新的信息系统会影响组织的结构、目标、工作设计、价值观、利益群体间的竞
争、决策方式和日常行为。同时信息系统必须以服务重要的组织群体为设计目标，并受到组
织结构、业务流程、目标、文化、政治和管理的影响。信息技术能减少交易和代理成本，降
低成本的幅度伴随着互联网的使用而增加。新的系统会破坏现有的工作模式和权力关系，因
此这也是系统引入时会遇到强大阻力的原因。
3. 波 特 的 竞 争 力 模 型、 价 值 链 模 型、 协 同、 核 心 竞 争 力 和 网 络 经 济 学 是 如 何 帮 助 公 司
利用信息系统开发竞争战略的？
在波特的竞争力模型中，公司的战略定位和企业战略是由与传统直接竞争者之间的竞争
关系所决定的，但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的市场进入者、替代品、供应商以及客户的影
响。信息系统可以帮助公司实现低成本、产品和服务差异化、聚焦于细分市场、强化与客户
和供应商的关系、以优异的运营水平增加进入市场的壁垒等竞争策略。
价值链模型强调了企业中受竞争战略和信息系统影响最大的业务活动。这个模型将企业
看成一系列主要活动和支持活动的组合，这些活动能够给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带来价值。主要
活动是直接与生产和配送相关的活动，而支持活动是辅助主要活动完成的活动。公司的价值
链可以与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的价值链相连接，使企业和价值伙伴能更高效地工作，由此
提高行业层面的竞争力。
由于公司是由多个业务单元组成的，所以信息系统能将独立的业务单元紧密联系在
一起，从而帮助公司提高效率、服务质量。信息系统能促进跨业务单元的知识共享，从
而帮助企业掌控它们的核心竞争力。信息系统发挥网络经济的优势，使得基于用户或消
费者的大型网络商业模式更容易实现。虚拟企业战略是通过网络让企业和其他公司连接
在 一 起， 以 利 用 其 他 公 司 在 生 产、 市 场、 分 销 产 品 和 服 务 上 的 能 力。 在 商 业 生 态 系 统
中，多个行业一起合作从而给客户带来价值。信息系统能够支持相关公司间的密集网络
互动。
4. 战略信息系统带来的挑战是什么？企业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实施战略系统通常要求剧烈的组织变革，并从一个社会技术层次向另一个层次转变。这
些变革被称之为战略性变革，要实现这种变革往往很艰难、很痛苦。另外，信息系统建设可
能花费甚高，但并非所有战略系统均能获利。许多战略信息系统容易被其他公司模仿，因而
战略优势并不总能维持。
MyMISLab
完成标有 MyMISLab 标记的问题，请到 MyMISLab 的 EOC 讨论问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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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题
3-1

为了成功地建设和使用信息系统，管理者应当知道哪些组织特性？
● 组织的定义，比较组织的技术定义和行为学定义；
● 识别和描述组织特性，这些特性可以帮助解释组织中信息系统的差异。

3-2

信息系统对组织有哪些影响？
●
●
●
●

3-3

波特的竞争力模型、价值链模型、协同、核心竞争力和网络经济学是如何帮助公司
利用信息系统制定竞争战略的？
●
●
●
●
●
●
●
●
●
●
●
●
●
●

3-4

描述能解释信息系统如何影响组织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描述能解释信息系统如何影响组织的主要行为学理论；
解释为什么引入信息系统时会有巨大的组织阻力；
描述互联网和破坏性技术对组织的影响。

波特竞争力模型的定义，解释它是如何工作的；
描述竞争力模型是如何解释竞争优势的；
列举并描述公司可利用信息系统实现的四种竞争策略；
描述信息系统是如何支持每一种竞争战略的，并给出例子；
解释为什么信息技术和企业目标对应是战略性利用信息系统的基础；
定义并描述价值链模型；
解释价值链模型如何识别信息系统的机会；
定义价值网络，并解释它与价值链之间的关系；
解释价值网络如何帮助企业识别战略信息系统机会；
描述互联网是如何改变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
解释信息系统是如何促进企业协同并获得核心竞争力的；
描述促进协同、获得核心竞争力是如何提高竞争优势的；
解释企业是如何用网络经济学和网络生态系统获利的；
定义并描述虚拟企业以及虚拟企业战略带来的好处。

战略信息系统带来的挑战是什么？企业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 列举并描述战略信息系统带来的管理上的挑战；
● 解释如何进行战略性的系统分析。

讨论题
3-5

有人说不存在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你同意吗？为什么同意或为什么不同意？

3-6

有人说像戴尔、沃尔玛这样领先的零售商，超过竞争对手的优势不在于技术，而在于
它们的管理。你同意吗？为什么同意或为什么不同意？
在确定互联网是否能给你的企业提供竞争优势时，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MyMISLab

MyMISLab

3-7

MyMIS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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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实践项目
本部分的项目能给你带来关于识别信息系统如何支持企业战略，解决客户保留问题，如
何利用数据库改进企业战略决策以及利用网络工具配置汽车并给汽车定价等方面的实践经
验。请访问 MyMISLab 的多媒体图书馆获取本章 MIS 实践项目。

管理决策问题
3-8

3-9

梅西百货及其子公司在美国经营着大约 840 家百货商店，这些零售商店销售一系列商
品，包括衣服、室内陈设和家居用品等。高层管理团队决定根据当地的客户偏好，如
衣服的颜色、尺码、品牌、样式，并基于每家梅西百货商店的销售状况调整产品。信
息系统能如何帮助梅西百货实施这个新战略？信息系统应收集哪些数据帮助管理者进
行决策，以支持这个战略？
尽管 T-Mobile 开展了很激进的低价手机销售活动以吸引客户，但是它还是丢失了很多
给公司带来收入的签了两年合约的客户。管理人员想要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客户会离开
T-Mobile，如何做才能把他们吸引回来。客户离开是因为糟糕的客户服务、不均匀的
网络覆盖、对无线服务收费，还是因为苹果 iPhone 服务造成的竞争？企业如何使用信
息系统找到答案？这些系统中的信息可以用来支持哪些管理决策？

改善决策：使用数据库明确业务战略
软件技能：数据库查询和报表；数据库设计
业务技能：预订系统；客户分析
3-10 在这个练习中，你将使用数据库软件分析一条酒店预订记录，并使用这些信息调整酒
店的业务战略和市场营销活动。
在 MyMISLab 中，你可以找到一个微软 Access 格式的酒店预订记录的数据库，里面是
关于新泽西州 Cape May 的 President 酒店的信息。在这个酒店中，10 个房间靠近马路，10
个房间的飘窗可以看到部分海景，剩下的 10 个房间在酒店的最前面正对大海。房间价格取
决于房间类型、入住时间、入住人数。入住 1 ～ 4 个客人时，房间价格一致，第 5 位和第 6
位客人需要另外支付每人每天 20 美元。客人入住 7 天以上可以得到每天 10% 的折扣。
酒店主人目前使用的是手工预订和记账系统，造成了很多问题。请使用数据库编制报
表，包括平均入住时间、平均每个房间的入住人数、每个房间的基本收入（即入住时间乘以
每天的价格）、最主要的客户群等。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后，请撰写一份简明的报告，包括酒
店目前的业务状况，以及你所建议的未来应采取的战略等内容。

改善决策：使用网络工具配置汽车并为汽车报价
软件技能：基于互联网的软件
业务技能：寻找产品信息并报价
3-11 在这个练习中，你要自己选择、购买一辆汽车，使用汽车网站上的软件收集关于这辆
车的相关产品信息，通过分析这些信息做出重要的购买决策，并评估作为销售工具的
两个网站价值。
例 如， 你 对 购 买 一 辆 新 的 福 特 Escape（或 者 其 他 任 何 类 型 的 汽 车） 感 兴 趣。 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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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Direct 网站（www.carsdirect.com），开始你的调查。找到福特 Escape，研究 Escape 的不
同型号，从价格、性能、安全配置等各方面考虑选择你最喜欢的一款，找到并阅读至少两
个评价。再访问汽车制造商的网站，这里是福特的网站（www.ford.com）。比较福特网站和
CarDirect 网站上对 Escape 的介绍信息。尝试寻找你选定的那款型号的汽车在本地经销商中
的最低价。对 CarDirect 和福特的网站给出改进建议。

团队协作项目
识别战略信息系统的机会
3-12

你与团队中其他三四名学生从《华尔街日报》《福布斯》《财富》或其他商业出版物中
选择一家，或者在网上做你的研究。访问该公司的网站，查找有关该公司的其他信
息，并查看公司是如何使用网络的。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分析这家企业，包括组织
功能的描述，如重要的业务流程、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环境以及企业的业务战略。
给这家企业提出合适的战略信息系统的建议，包括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战略信息系统。
如果可能，请使用 Google Docs、Google Drive 或 Google Sites，集思广益并制作演示
文稿报告你们的结果。

案例研究
技术能拯救西尔斯吗
西尔斯曾经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长达近 40 年里，其销售总
额一直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 ～ 2%，后来逐渐输给了如沃尔玛、塔吉特之类的打折零
售商，如家得宝和劳氏之类的具有价格优势的专业零售商。2005 年，西尔斯与凯马特合并，
并成立了西尔斯控股公司，即使这样也没能制止销量和市场占有率的双重下滑。
在过去这些年里，西尔斯在信息技术上投资巨大，在信息技术和网络上的投入曾经超过
除波音公司以外的所有全美非计算机公司。西尔斯拥有一个 6 000 万使用信用卡的客户数据
库，利用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将客户进行分类，例如工具买家、家电买家、园艺爱好者等，针
对不同群体进行特别的促销活动。比如，西尔斯曾给购买洗衣机和干衣机的客户提供保养服
务，并提供每年的更新服务，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因为西尔斯的成本
结构是行业内最高的。
1993 年，在亚瑟·马丁内斯（Arthur Martinez）的领导下，西尔斯开始了一项价值 40 亿
美元的 5 年店铺装修计划，通过将所有收银台安排在更接近销售的那一层，并且把每个店的
日常办公、收银、客户服务和信用功能集中管理，使得每个店更加高效、引人注目。新的
POS 终端允许销售人员发行新的信用卡，接受信用卡付款，发放礼券，并向持卡人报告账户
信息。POS 设备提供了订单状态、产品何时到达等信息，允许员工直接从销售楼层订购货物。
一些商店还安装了自动取款机，以便为客户提供现金，给他们的西尔斯信用卡支付账单。西
尔斯还将其供应商转移到电子订购系统。通过将其计算机化的订购系统直接与每个供应商的
订单系统相连，西尔斯希望在整个订单流程中消除纸张，并加速货物进入它的商店。
西尔斯是第一批通过改变消费习惯来改变销售方式的大型零售商之一。例如，2001 年，
西尔斯推出了一项让消费者在线购买，并在商店中提货的服务。这项服务比沃尔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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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塔吉特（2013 年）推出的服务都要早得多。
尽管有这些改进，但西尔斯在降低运营成本、与当前的商业趋势保持一致、重建 1 725
家门店方面非常落后。其中许多家偏远地区的门店已经倒闭。西尔斯仍然在努力寻找一个可
行的商业战略，以带领它摆脱目前的困境。西尔斯继续使用技术战略增加销售额：网上购物、
移动应用和建立类似亚马逊那样的市场，与其他供应商一起提供超过 1 800 万种产品，开展
大量的店内促销活动。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还没有得到回报，自 2005 年与凯马特合并以
来，其销售量一直在下降。
西尔斯继续对技术抱有希望，旨在更加密集地使用技术和挖掘客户数据。公司期望更深
入地了解客户偏好和购买模式，使得促销、商品规划与销售更加有效。希望有一天客户会成
群结队地涌向西尔斯商店，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西尔斯开展了一个称为“用你的方式购物可以获得奖励”的提高客户忠诚度的项目，即
若客户同意将他们的个人购物数据和公司分享的话，就能在下一次购物时获得很大的优惠。
西尔斯不愿意披露到底有多少客户参加了这项活动，但是这项活动每年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
销售额。
西尔斯利用数据分析结果，重新安排了每个楼层的布局，并指导相关人员设计出更吸引
人的促销活动。例如，职业服装柜台被搬到了卖工具的柜台附近。数据研究发现，许多购买
珠宝首饰的客户大多是男性，他们还会购买工具，这时公司就为参与“用你的方式购物可以
获得奖励”项目的客户提供了一项情人节的特别活动，即在珠宝首饰上花 400 美元就可以获
得 100 美元的抵用券。
西尔斯希望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营销活动、优惠券和促销活动，但是它目前遗留下
来的系统无法支持这种水平的活动。为了能在大数据上使用复杂的分析模型，西尔斯改进了
它的数据管理技术。过去，使用传统的大型主机和 Teradata 数据仓库软件，西尔斯要花 6 个
星期的时间分析针对忠诚俱乐部成员的营销活动。现在，采用新的 Hadoop 技术管理大数据
之后（参见第 6 章），这种分析每周都能完成。某些在线和移动商务分析可以每天进行，数据
分析出来的目标也更加精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定位到个人客户。
西尔斯的旧模型只能使用 10% 的可用数据，但是新模型能够使用 100% 的数据。过去，
西尔斯只能保留从 90 天到两年的数据，但是随着新的大数据管理技术的流行，它可以保留
一切，增加在数据中找到更有意义的模式的机会。用 Hadoop 处理的成本大约是传统关系数
据库成本的 1/3。因为 Hadoop 的大规模并行处理能力，目前西尔斯处理 20 亿条记录所花的
时间只比以前处理 1 亿条记录长 1 分钟。
2011 年，西尔斯花费数亿美元改进它的商店，包括进行技术改进。工作人员可以使用
iPad 和 iPod Touch 访问客户的在线评论，并检查物品是否有库存。2009 年，与麦肯锡的咨
询师合作，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设立了一家名为 Mygofer 的体验店。Mygofer 被认为是
一种革命性的组合，它将互联网的便利与即兴的实体店融合在一起。公司改造了一个 8 万平
方英尺的凯马特，但这家店不出售任何物品。这个想法是让购物者将他们的订单放在商店前
面的电脑上，然后在送货地点接收货物。如果实验成功，西尔斯的 CEO 希望能推出数百个
Mygofer 商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有更多的人前来退货，而不是真正购买这些东西。消费
者不喜欢他们看不到和触摸不到的东西。西尔斯的管理层本来预计，4 年之内 Mygofer 将会
产生 800 万美元的年销售额，但目前只能非常艰难地达到 100 万美元的年销售额。首席执行
官埃迪·兰珀特（Eddie Lampert）表示，去没有产品的商店购物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很奇怪，
这个想法太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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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像 Mygofer 这样的实验将西尔斯的首要问题转向：门店网络不断恶化，品
牌形象与当今消费者之间不产生共鸣。像梅西百货和诺德斯特龙这样的零售商，也在努力
接受购物向网络转移的现实。但是，梅西百货和诺德斯特龙目前依然是有利可图的。根据
Evercore ISI 机构股权分析师马特·麦金利（Matt McGinley）的研究，西尔斯控股公司在门
店上的花费每平方英尺近 1.90 美元，凯马特商店每平方英尺约 60 美分。相比之下，沃尔玛
在门店上的花费每平方英尺 9.70 美元，而梅西百货则为 5.75 美元。虽然西尔斯在乔利埃特
花费超过 100 万美元设立了 Mygofer 商店，但公司正在毁灭一个有利可图的凯马特。
兰珀特希望把重点放在技术项目上，以使西尔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不得不
承认如今的购物者很少到商店里逛逛并购物。一项新服务可以让西尔斯的客户在线浏览鞋类
和服饰，然后预订该商品，最后到实体店去试穿。西尔斯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创建了商品
的数字化展示，其中包括评论、指导视频和消费者评级报告。
一项名为“车内提货”（In-Vehicle Pickup）的服务可以让客户在线订购货物，在取货时
不下车也能将货物交付给他们。西尔斯的另一项“5 分钟车内退换货”（In-Vehicle Return/
Exchange in Five）服务可以保证客户在 5 分钟内，在停车场就能完成退换货服务。西尔斯
也改进了它的在线订购系统，以便通过使用它的实体店和配送中心完成订单，从而可以更快
速、更经济地发货。
西尔斯正在将其消费电子部门重新塑造为“连接解决方案”
（Connected Solutions）商店，
即销售“智能家居”设备，比如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远程打开或关闭车库门，智能恒温器可以
遥控空调、智能热水器、居家安全以及宝宝监控器等。其他的“智能家居”设备如无线操纵
的割草机，可以指示何时需要调整，并带有视频的应用程序，向你显示如何进行维护。公司
在西雅图组建了一流的技术人才队伍，以加强远程诊断设备问题的能力。
西尔斯还在 15 家门店中试点电子标签（RFID），希望通过更准确地了解商品的库存，提
高销售和利润率。管理层表示，今年秋季像数字标牌和库存上的电子标签，可以带来一年 5
亿美元的成本降低和销售增加。
西尔斯在电子商务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客户喜欢在线订购、店内提货的服务。作为创
造个性化购物的领导者，西尔斯开展的“用你的方式购物可以获得奖励”活动正在推动更多
业务的展开。技术应该是西尔斯的亮点。但是，如果没有人想买西尔斯提供的东西，会产生
什么影响呢？正如《财富》杂志报道的，Prosper Analytics ＆ Insights 在 2016 年 1 月展开的
一项调研显示，在购买服装时，女性更喜欢 Goodwill 的商店，而不是西尔斯的商店。过去 5
年，西尔斯的净亏损达到 80 亿美元。自 2005 年与凯马特合并以来，西尔斯的年度可比销售
额并没有增长。
分析师表示，西尔斯正在体验多年来在商店投资不足和销售不吸引人的商品的恶果。
2015 年，这个苦苦挣扎的零售商卖掉了 Lands’End 这样有价值的资产，以及加拿大西尔斯数
百家商店的股份，以避免发生现金危机。2016 年，另外 50 家商店也被出售。西尔斯管理层
表示，这些举措将为公司提供财务资源，加速转型为更具技术力量的零售商。根据评论家的
观点，西尔斯和 CEO 兰珀特正在与时俱进，试图将零售业现代化。兰珀特继续以西尔斯传
统的方式，通过加强新技术解决问题，同时减少需要维持巨型零售商销售额的普通投资。总
而言之，西尔斯是一个没落的品牌，在偏远的地方拥有太多不良的实体店。
即使有更好的数据分析、客户知识、忠诚度计划和电子商务创新，但是西尔斯是否能够
有效利用技术解决它巨大的业务问题还是有待商榷的。它真的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促销
活动吗？技术对业务的影响是什么？西尔斯对技术投入的巨大赌注是否能够使公司更有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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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没有数据可以对此进行证实？西尔斯的技术进步能否阻止它走下坡路呢？
资料来源：Phil Wahba,“ Sears Hedge Fund Manager CEO Calls Criticism of Faltering Retailer‘ Unfair, ’”Fortune,
February 25, 2016;“ Sears Ranks Below Goodwill Among Women Shoppers, ”Fortune, February 5,
2016; Andrew Gebhart,“ Sears Smart Home Lineup Isn’t Sexy but Could Be Quite Useful, ”CNET,April
20, 2016;“ Sears Holdings, ”www.fortune.com, accessed April 20, 2016; www.sears.com, accessed
April 23,2016; Steven Russolillo,“ Sears’s Retooling Can ’t Fix Everything,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2015;and Suzanne Kapner,“ Sears Bets Big on Technology,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6,2014.

案例分析题
3-13
3-14
3-15
3-16

使用竞争力模型和价值链模型分析西尔斯公司。什么是西尔斯的优势？什么是它的
劣势？
西尔斯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造成这个问题的管理、组织和技术因素是什么？
西尔斯选择了什么解决方案？技术在这个解决方案中的作用是什么？
西尔斯选择的解决方案有效吗？请解释你的答案。

MyMISLab
请到 MyMISLab 的作业部分完成这些练习。
3-17 描述互联网对竞争力模型中 5 个竞争力的影响。
3-18 协调信息技术与组织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管理人员在开发新的信息系统
时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给出每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新信息系统开发的商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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