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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信息化规划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信息时代如何通过
信息化规划指导企业采用信息技术赢得市场的竞争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问题。本文在
分析企业集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企业集成为核心的信息化规划方法，给出了面向企业
集成的信息化规划的主要活动及关键要素。最后以某企业的信息化规划为例说明方法的实用
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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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信息化规划是以整个企业的发展目标、经营战略、业务流程为基础，结合行业信息
化的最佳实践以及对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确定企业信息化远景、目标，建立企业信
息化发展战略，为企业战略、管理、运作各个层面提供信息技术应用的咨询服务过程。目
前，信息化规划已经成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环节，工作范畴也从以往的信息系统规划[2][3]
（Information System Planning，ISP）发展到融合企业战略、管理规划、业务流程再造等内
容的“管理+技术”的咨询规划活动，成为企业建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企业集成的
关键是实现企业经营业务和企业信息系统的一致性，而当前的信息化规划不仅涉及到企业
规划（Business Planning，BP）、业务建模（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BPM）
，同时与信
息系统规划紧密相关。因此，从问题域角度来看，信息化规划正逐渐成为企业集成领域的
研究热点之一，其中的一致性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4-7]，主要集中在
企业战略规划与信息系统规划的一致性匹配，以及对支持企业战略、业务规划向信息系统
一致性映射的企业模型、方法论及相应的支撑技术等企业集成体系框架研究方面。
从信息化规划的方法论来看，伴随着 IT 在企业应用中的发展，信息系统规划也经历
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信息化规划方法关注的重点也在发生转移。最初，主要以 IBM 企业系
统规划法（Business Systems Planning, BSP）[3]为代表，以数据处理为核心，围绕决策
信息进行企业的信息化规划，还包括 King 提出的战略集合转移法（Strategy Set
Transformation, SST）[4]、Rockart 提出的关键成功因素法（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CSF）[5]等；之后出现了以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的信息化规划方法，主要有 James
Martin 提出的信息工程法（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E）[6]、Holland 提出的战略系
统规划法（Strategic Systems Planning, SSP） [7] 以及 McFarlan 提出的战略栅格法
（Strategic Grid, SG）[8]等；目前，则在综合考虑企业内外环境的情况下，以集成为核
心进行规划，主要的方法包括 Port 提出的价值链分析法（Value-Chain Analysis, VCA）
[9]
、Handerson 提出的战略一致性模型（Strategy Alignment Model, SAM）[10-11]。但是，
这些规划方法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一方面，以数据处理和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系统为核心
的规划方法，难于适应当前已经进入整体集成信息化阶段的需求，且缺少对企业目标和系

统目标一致性匹配的考虑；另一方面，以集成为核心的规划方法如 VCA、SAM，虽然考虑
到了当前企业集成的整体需求，但目前所给出的方法都比较宏观，还没有给出系统性的、
能够将其应用到信息化整体规划以及信息化系统实施当中的具体方法和科学模型，在可实
施性和可操作性上相对较弱。
本文在分析企业集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企业集成为核心的信息化规划规划方
法，对信息化规划规划与企业集成的融合从规划的主要活动、关键要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深刻理解和分析企业发展战略、管理现状、核心业务及其支撑系统，以企业集成为
核心，制定符合企业未来发展战略及核心业务的信息化总体框架，对指导企业未来的信息
化建设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企业集成的基本概念
集成是由部分构成整体、由单元构成系统的主要途径。它一般包含两层含义：一种是将
分散、异构的部件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协同的整体，从而实现更强的功能，完成各个部分独
自不能完成的任务；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组成整体的不同功能子系统之间的通信与协调效率、
精简冗余功能或过程，达到实现系统总体最优的目的。基于集成的这两层含义，可以将信息
时代的企业集成目标具体划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实现纵向的决策层策略、管理层业务体系
及操作层的业务运作（配置）的一致性映射和管理；实现横向的跨功能部门（甚至企业）的
价值流、物流、信息流的协同和优化运行。对于多个企业间的集成，则是指实现一个特定产
品生命周期的全部或部分环节之间的集成，如跨企业的设计制造集成，供应链的集成和商务
的集成等。通过集成，使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的企业间实现优势互补，并以最高的协同效率形
成一个有机的市场竞争群体，实现产品价值链的优化运行。
企业集成是一个综合性的策略和技术，它需要利用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工业工程及信
息技术等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系统集成提供方法论、使能技术和工具上的支持。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企业系统的集成化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和支撑工具，使很多
使能企业集成的先进管理思想或方法可以具体化为对信息系统的功能操作。基于这样一种思
想，可以将企业集成的内涵具体化为四个层面的内容：1 企业决策层的策略匹配；2 企业
业务体系的规划与管理；3 企业业务策略与体系规划到信息系统的一致性映射；4 企业系
统的集成化运行。其中决策层的策略匹配主要指企业（包括虚拟企业）竞争策略的制定，所
制定的竞争策略与围绕价值链或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组织部门或企业）功能实现策略的
一致性匹配，实现决策层的策略匹配是企业集成的发展方向和高层目标。企业业务体系的集
成规划与管理则侧重于将这种相互匹配的竞争策略实现到其内部的各种业务体系和运作过
程中去，它是企业集成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业务策略与规划到信息系统的一致性映射将企
业的业务体系、过程的需求通过相应信息系统的开发实施与相关信息资源的配置加以实现，
它是企业集成实现的关键。在上述工作和系统的基础上，通过企业集成平台的支持实现企业
系统的集成化运行，企业集成平台为企业集成提供使能工具的支持。

2．以集成为核心的规划方法
基于前文对企业集成内涵的分析，本文给出以企业集成为核心的信息化规划模型（如图
1 所示）。企业远景、使命及价值构成了企业发展战略，并与企业组织结构、人员、业务过
程及相应资源一起组成企业系统。企业信息化规划的主要活动包括策略匹配、业务规划、系
统映射以及集成运行，具体完成企业战略审视、组织结构变革、业务过程优化、业务应用系

统规划和 IT 资源整合等工作，并最终通过企业集成化运行实现信息化系统对企业核心业务、
发展战略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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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企业集成为核心的信息化规划模型

2.1 策略匹配
为了实现企业内或不同企业间的集成及协同化运行，首先需要强调实现围绕整个价值链
的策略匹配，即在同一个最终目标的指导下完成整个业务体系的协同规划和集成运作。
企业策略匹配的过程即是对企业发展战略与现状的差异化分析过程。首先通过建立一个
能够对企业业务体系进行全面描述的企业业务体系结构（或业务体系模型）。根据企业集成
的需要，所建立的企业业务体系结构一般包括战略视图（规划），业务视图、资源视图和过
程视图四个部分（如图 2 所示）。由这四部分组成的企业业务体系结构构成了描述企业业务
体系的基本模型，基于对这个模型的分析，可以从不同角度发现企业运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
各种问题。而对它从不同角度进行扩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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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并将相关问题综合起来进行决策。

2.2 业务体系规划
业务体系规划是对企业实现某种市场或客户的需求所需的各种业务及管理活动进行策
划与描述，它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和支持企业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业务规划。企业业务体

系规划的具体内容包括企业运作环境、业务过程、功能、组织、资源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定义
等。制定良好的业务体系规划是实现精简冗余功能、重组业务过程及实现整个企业优化运行
的根本保证。
如图 2 所示，企业业务体系结构包含战略、业务、过程和资源四个方面的内容。基于此，
可以将抽象层次的企业业务体系规划分为战略管理、业务（内容）开发、产品/服务管理、
核心业务辅助支持四个部分。以企业集成为核心的 IT 咨询规划是面向过程的，所以可以将
它们分别对应于企业运作中的策略过程、核心过程及支持过程，其中战略管理和业务开发与
策略过程相对应，产品/服务管理与核心过程相对应，而核心业务辅助支持与支持过程相对
应。
企业业务体系规划的战略管理、业务（内容）开发、产品/服务管理、核心业务辅助支
持四个部分分别对应于企业实际运行中所需要完成的不同功能，并分别由一个确定的企业功
能单元或一组企业功能单元来负责其功能的实现。管理领导层、业务规划与运作管理人员分
别完成企业的业务战略管理和业务内容开发。集成化产品开发团队（IPT）负责（业务规划
确定的）产品/服务的开发、生产、交付及后期的产品/技术服务支持。支持/使能资源管理部
门则负责完成企业范围内的各种支持/使能服务。
图 3 给出了企业业务体系结构的过程框架。在企业业务体系结构的顶部是企业战略管理
部分。在企业战略管理部分需要完成企业的前景构想、企业内部的价值标准、企业战略目标、
经营业务的战术目标等的制定，这些制定的目标和标准共同为整个企业相关的业务体系规划
与操作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并供整个企业范围内所有业务功能单元所共享。当实现企业远景
计划的具体目标和实现策略确定后，需要对具体目标和实现策略进行一定的形式化表达，以
便在不同的部门和人员之间进行交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分解为对各个主要市场或业
务领域的业务需求和业务目标，每个业务领域部门针对确定的某一个具体的客户群体的业务
需求和业务目标进一步细化其实施策略和实施方案，在制定每个业务领域或者业务部门的实
施策略和方案时需要保持与企业总体实现策略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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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业务体系结构的过程框架

从过程的角度看，企业的业务（内容）开发也应该是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有时是跨越多
个企业）展开的。市场机会发现及相关产品研发项目启动所需要完成的业务活动、采用的业
务规则及决策方案等都将涉及全企业范围内的多个业务部门，有时甚至是分布在不同的企业
中，需要进行企业间协作来完成。从业务及资源的角度来看，为了完成满足不同市场或客户
需求的产品开发或服务，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技能，因此，需要创建具有能力互补的一批功
能单元来完成相应的业务开发。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和产品的动态性驱动着企业目标和策
略、能力需求的变化和调整。

产品/服务管理涉及到一组企业业务功能单元，这些业务功能单元通常在一个集成化产
品及过程开发环境中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集成化产品开发团队，负责完成一个或多个具体产
品开发项目。在集成化产品及过程开发环境中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单元，它主要负责不同的产
品线之间产品概念和技术的协同与共享，并将已完成的产品项目积累下来的知识传递到其后
续的产品项目中去。显然，它所从事的业务活动与集成化产品开发团队负责的个体产品开发
活动形成正交关系。
从知识共享和过程集成的角度考虑，集成化产品开发所涉及到的各种活动、业务规则及
决策方案应该在尽可能多的项目中共享。而从业务的角度来看，每个集成化产品开发团队需
要与一个具体的业务功能需求相匹配。从资源视图来看，掌握某种产品专业知识的唯一性的
资源（特别是人员）应该和相应的业务功能需求相匹配。而掌握不同学科领域知识的资源应
该（按照需求）均衡地配置在企业的多个产品项目中。
整个企业范围内的各种支持/使能服务将由完成企业支持/使能资源管理的相应业务功
能单元来进行实现。由人员、工具、设施等多种资源组成的支持功能单元（使能器）为企业
的不同层次的其他业务功能单元所共享，通过实现不同的支持功能（如人力资源管理、信息
资源管理、财务及物资资源管理、外部关系管理、持续业务改进与变化管理等）为不同的业
务领域提供公共服务。

2.3 业务体系到信息系统/技术的一致性映射
信息技术的应用必须要与企业的业务策略、业务体系规划匹配起来，才能真正在企业实
际运作过程中发挥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而要实现这种匹配需要业务策略、业务体系规划、
信息技术策略、信息系统体系规划四个方面（域）的配合。图 4 给出了这四个方面的一致性
关联模型，其中的任何一个域在其本身的上下文环境下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只有与其它三
个域以一致的方式紧密的聚合在一起时，才能使信息技术真正在企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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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业务与信息技术/系统的一致性关联模型

信息技术和业务策略、业务体系规划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到企
业内外部技术、市场环境及企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还具有高度的动态性。由图
4 给出的业务与信息技术/系统的一致性关联模型可以看出，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来实现业务与
信息技术/系统的一致性匹配，但无论采用哪种实现方式，都包括主导域，受动域和影响域
三方面的内容。其中主导域直接根据市场或技术的变化提出新的需求，它是实现一致性匹配

的驱动力量；主导域的这种驱动力量直接作用于受动域，受动域需要根据这种驱动的作用而
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影响域也因受动域的调整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帮助或支持受动域更好
地实现相应的调整）。
在实际进行业务与信息技术/系统匹配的过程中，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是实现业务策略、
业务体系规划到信息技术/系统的一致性映射，即利用信息技术为企业业务需求的发展提供
有效的支持，帮助企业实现其竞争策略。在这项工作中，主导域是企业的业务策略，根据市
场的变化情况，企业对其目标和实现策略进行调整，这些调整后的目标和策略成为受动域的
新需求。在这种场景下，受动域是企业的业务体系规划，具体的内容是企业的业务过程及各
种使能资源组织与配置。而影响域是企业的信息技术/系统体系规划，它需要根据业务过程
的变化，对信息技术体系架构及运行模式进行必要的修改与调整。
实现业务与信息技术/系统的匹配需要得到高层执行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在确定业务策
略时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支持作用进行充分的考虑，并使信息技术人员对业务运作过程有充
分的了解，建立企业业务和信息技术两个领域领导层之间的融洽合作关系，并确定信息技术
项目的合适的优先级别。而所有这些工作的核心是企业的业务过程，它位于信息技术与业务
策略的中间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建立合理的业务过程是实现策略一致的关键。
影响企业业务体系规划到信息系统的一致性映射实现的各种因素具体可分为企业的组织结
构设计、相关资源配置、基础信息技术架构、新的业务模式的应用、企业信息化项目的规划
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在组织结构设计方面，主要需要明确业务应用或软件系统相关功能由哪些组织部门负责
实现，并确定这些业务应用或软件系统与其他业务功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等。良好的组织结构
设计有助于促进用户（业务人员）和信息技术开发人员之间的交流，对业务功能及过程的详
细了解也有助于系统开发人员设计出能够更好地满足业务过程运作和管理需要的信息系统。
在资源配置方面，主要需要确定相关人员、设备和财政资源在组织部门中的配置方案与
控制方法。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化 IT 部门运作目标及相关资源配置、提高本企业 IT 员工的素
质来提高业务和信息资源的一致性匹配程度，也可以选择外包或咨询来获得相应的 IT 支持。
这种情况下，实现业务与信息技术的匹配主要通过外包合同或业务关系的协同管理来实现。

2.4 企业集成化运行
企业集成涉及到企业的策略、规划、运作、组织、过程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最终是以企
业内的各种业务应用、信息系统、数字化资源的集成运行作为其物化形式的。如果不能实现
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功能系统之间的集成化运行，任何先进的业务策略、业务体系规
划及管理方法都难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企业信息化规划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企业内各种信息、软件应用、标准和硬件集成起来完成多个企业
应用系统之间的无缝集成和应用互操作是提高企业整体运行水平和业务流程快速处理能力
的基础。下面给出的四种状态或阶段层次可以反映出企业集成化运行的不同深度：
1. 互联：
就是要使各种孤立的设备、单元技术能通过接口连接起来在一起工作，它并没有涉及功
能水平上的集成。由于企业集成是个全局性问题，它要求整个企业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组
织单元、数字化设备、应用软件、基础服务等）之间都能实现互联，因此，互联是实现企业
集成运行的基础。
2. 语义互通：
在系统互联的基础上，语义互通实现数据单元、术语、含义等方面的一致维护和控制。
通过定义标准化的数据结构和属性格式，尽可能减少人工操作造成的错误，通过对相关数据
单元所给出的命名、定义、结构、约束的辨识和处理，为用户提供一致的数据和正确的视图。

3. 语用互操作：
语用互操作指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有关联的各应用软件与业务功能在语义一致性的
基础上，能够互相发出对方能理解的指令，去激活相应的功能，共享或修改公共业务数据等。
4. 会聚集成：
这是实现企业集成化运行的最高阶段和最复杂形式，前三个层次都属于技术层次，而会
聚集成通过企业的策略、过程及各种功能系统的一致性协同运作来实现技术与流程、知识以
及人工效能之间的集成。它将使企业拥有对市场机遇快速响应的能力和对业务流程快速重组
的能力。会聚集成可使整个企业范围内的应用软件和计算环境，都可以针对新的应用需求进
行快速的配置和剪裁，从而真正实现技术与企业的组织、策略、过程运作的高度协调。

3. 实证研究
某直辖市拟建设全市的“金质工程”，即要实现市区两级质量技监行政部门、市质量技
监局直属机构以及 100 多个相关技术机构的网络互通、信息互用、工作互动；推进质量技监
系统行政业务流程的整合与优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计量、质量、特种设备和食品
生产的动态监管，提高质量技监系统的整体工作效率。具体建设内容可以概括为“一网一库
四系统”：一网即建设一个覆盖全市两级质量技监部门、直属机构和授权技术机构的质量技
监业务专用网；一库指建设一个质量技监业务数据库系统；四系统指建设四类应用系统：质
量技监业务管理信息系统、行政办公辅助系统、网上协同办事与服务系统、综合分析系统。
从整体来看，该“金质工程”要以全市质监相关的政府机构实现应用建成和数据共享为目标，
具体应用体系如图 5 所示。

图 5 某市“金质工程”应用体系
为实现上述目标，面向集成的信息化规划成为“金质工程”项目的首要任务。以本文提
出的“面向企业集成的信息化规划方法”，从策略匹配、业务规划、系统映射和集成运行四
个层面进行了“金质工程”的信息化规划，取得了以下成果：
 策略匹配：建立了“金质工程”的信息资源管理标准；





业务规划：进行业务流程梳理、建立流程模型和功能模型；
系统映射：以业务规划为基础，建立了系统信息模型；
集成运行：提出了以系统互连为目标的关联矩阵模型和集成运行方案。

4．结语
企业信息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信息化规划是为企业提供信息化咨询服务的一种系
统化方法，通过不同层面的工作来进行企业信息化的规划、组织、控制、管理工作。本文以
企业集成为核心，探讨了企业集成在信息化规划中的应用。由于企业信息化规划的研究还处
于探索阶段，本文的工作也仅是对企业信息化规划方法提出了初步的见解，希望本文的工作
能够对企业信息化工作的实施和相关的研究起一定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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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Information Planning Method Oriented to Enterprise Integrating
Hu yaoguang Fan Yushun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Information planning has become the necessary phase when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 was building. How to wi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s a hot research topics
for the enterprise by using the IT system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planning. In this paper, th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is studied, the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is put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for the information planning based o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is
presented. Finally, to prove the said method is valuable and applicable, a company’s actual
planning process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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