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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下面向云平台的智造供应链信息协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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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的供应链信息协调问题, 探索产业资源协作效率路径. 本文提出云平台解决智造供应链信息协作的方

案, 该方案考虑了分布式协作理论应对庞大供应链业务数据的技术优势, 构建了分布式下实时动态更新算法和共享
数据资源池相结合的供应链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协作模型, 以提升产业制造的“智造”能力. 最后以家居产业供应链进
行分析论证, 验证了云平台模型构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产业互联; 云平台; 智造供应链; 信息协作; 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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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Based on Cloud Platform
with Industrial Interconnection
TAN Xiao-Jun, HE Jian-Jia, HE Sheng-Xu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cloud platform and related mechanism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re hot research
topics in supply chain and the field of "sm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interconnected, cloud platform oriented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problems are studied, and the industrial resources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path is
explored. This paper presents a cloud platform solution for the smart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The scheme
takes the distributed collaborative theory into account to deal with hug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of supply chain business
data, builds and shares data under the distributed real-time dynamic updating algorithm combining the resource pool
supply chain enterprise data connectivity cooperation model. Finally, the home furnishing industry supply chain is
analyzed and demonstrated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loud platform mode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interconnection; cloud platform;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collaboration; model design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如今产品面临着生

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的顶层战略方针. 德国工业 4.0 计

命周期不断缩减的局面, 为更好适应复杂的社会市场

划、美国再工业化、日本工业制造白皮书、中国制造

环境, 优化产品生产制造环节, 必须合理引入新技术工

2025 等都旨在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作为制造业技

具引领制造行业千帆竞发. “智能制造”作为未来抢占

术升级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化网络工具,

制造业领域核心竞争力之一, 已成为全球各国政府提

对推动智能化生产制造, 协同优化产业组织再造,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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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供应链在协调产

1 问题描述

业变革中的意义举足轻重, 但在产业组织生产中, 信息

伴随市场经济竞争加剧, 企业为寻求更好的发展,

孤岛以及合作主体有限理性行为的存在使得供应链各

谋求新的增长点, 出现了一种共享经济的模式帮助企

成员间难以在信息、资源、管理、经验等方面实现充

业合理配置资源, 倾向性的共性部分生产资料, 便需要

分协作, 业界亟需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协同产业生产

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来整合这些渠道信息, 以增强供应

制造, 云平台的出现为解决上述弊端提供了机会. 基于

链环节的流通性和协作性. 本文正是基于此而构建供

云平台架构, 以数字化应用场景为布局, 实现产业制造

应链协作云平台, 并作为协作供应链的“智造”应用场

供应链数据的互联互通, 推动制造业的跨服务协作以

景, 满足不同产业间的信息互联, 平台的逻辑架构图如

及供应链中的跨组织协作[1], 形成了“智造”供应链. 最
终随着智能化生产地不断渗透, 逐步演化成一个新的
产业连接红利, 进而推动产业互联纵深发展.
面对平台上不同产业供应链的供应方以及需求方,
在解决订单交易问题时, 首先需要解决双边信息协作
匹配问题. 在处理双边信息匹配方面, 已有学者进行了
相关研究, Gale 等 [2] 就大学入学和婚姻稳定性两种现

图 1 所示. 供需双方为适应彼此的资源计划, 在面对某
一方生产计划中可能遇到的资源过剩或短缺情况, 通
过上传物料计划清单, 云平台数据库便可进行智能预
测企业在线使用状态下的制造资源使用情况, 经由分
布式策略进行分配物料需求, 寻求平台资源池的充足
状态.

象通过双边稳定性理论分别进行了分析; Roth[3]构建一

企业

企业

企业

…

企业

种 H-R 算法并对信息匹配过程进行了分析; Sethuraman
等[4]通过公平稳定性因素对双边资源匹配的问题进行

云平台

了初步探讨; 也有学者基于偏好序列[5,6]、云端融合[7]
等相关理论进行匹配机制的研究. 虽然大多学者对信
企业

息匹配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为后续学者提供了一定
的启示, 然而从云平台视角来进行讨论智造供应链信
息匹配问题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因此, 通过构建新型
数字化网络应用场景, 利用云计算领域中多采用的分
布式处理的高效性, 面向云平台实现“智造”供应链的
信息匹配, 解决产业间供应链网络的资源配置问题, 实
现传统供应链互联互通, 为进行智造供应链供需双方
的资源匹配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图1

企业

企业

…

企业

面向云平台的供应链企业信息协作框架

在供应链的信息协调中, 对于我国传统产业供应
链环节, 滞后的产业信息渠道, 未能及时的满足上游供
应商需求, 生产制造也局限于半自动化甚至手工操作,
为提高产业生产技术能力, 集成化、可视化、自动化
生产[12], 适应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步伐, 追赶国外先

近些年, 供应链管理已不再局限于企业之间, 已经

进技术生产能力, 提出智能制造设想, 融合供应链先进

跨越企业的边界[8], 形成了企业联盟, 产业互联团体以

管理思路, 提出“智造”供应链理念. 即以客户的个性化

及供需网复杂组织[9]. 多企业, 多组织构成的复杂系统

需求为目标, 通过数字化互联网工具, 依托大数据平台,

在数据处理, 信息匹配, 供需调度方面具备一定的复杂

全渠道、多方位的集产品订单、设计、研发等环节的

性[10]. 在这样的背景下, 分布式数据处理, 作为计算机

敏捷性智能化生产制造全流程. 由人工智能、数字云

领域的一种并计算处理方式被运用到供应链管理中来,

计算、物联网终端设备等敏捷化优化物质资源配置,

提升了供应链系统效率[11], 在满足供需发展均衡的同

柔性化变革生产方式, 助力产业信息化转型升级, 进一

时, 拓宽了产业“智造”供应链的边界, 集合云平台理论

步提升产业供给能力.

应用为产业供需发展提供了桥梁和技术支撑作用. 在
上述背景下, 本文基于云平台数据模型, 利用分布式数

2 模型设计

据处理方法, 对“智造”供应链信息协作与匹配进行了

本节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来详细的描述云平台的信

初步设想, 对产业互联进行了探讨, 进而实现了“智造”

息协作工作流程. 分布式架构来源于计算机并行计算

供应链的信息协作.

领域为处理海量数据而同步进行计算 [13] , 具有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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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hain x =(MChain_ID x , MChain_T ype x ,
MChain_Enterprise x )

实时性. 可以通过分布式协作融合到云平台中, 快速处
理供应链环节的物料计划. 服务于供应链环节中, 针对
上游和下游业务往来, 满足不同供应商的供应协同以

供应协同

网络协同

需求协同

及经销商的需求协同. 并通过组建面向云平台的分布
供应商

式协作模型来满足产业间复杂业务的需求, 为“智造”

原材料
供应商

供应链提供一个理论架构支撑. 云平台供应链协作框
架如图 2 所示.

采购协同
销售协同
服务协同
云平服平台
分公司 子公司

2.1 模型定义

经销商
终端
用户

…..
物流协同

资金链协同

考虑不同产业间的业务往来, 构建跨产业供应链
图2

模型, 应对不同产业间的多供应需求, 面向云平台的

云平台供应链协作设计方案

其中函数定义见表 1.

“智造”供应链架构可以描述为:
表1

MChain 函数定义

定义

含义

MChain_ID x

跨产业供应链的信息标识, 用以识别不同的供应链企业









 MChain_T ype1 ,

MChain_T ype x =




 MChain_T ype2 ,··· ,MChain_T ypex 





 MChain_Enterprise1 ,
MChain_Enterprise x =

 MChain_Enterprise ,··· ,MChain_Enterprisen

2

跨产业供应链服务类型, 为不同产业需求提供产品供给










跨产业供应链的企业, 表示不同供应链企业的数量

考虑平台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业务需求, 进行智

F x _Ins 表示定制功能模块的内容标识, 用于完成

能协作授权处理, 对不同的业务类型也需要满足不

云服务平台 (图 2) 的采购协同、销售协同、服务协

同的业务支撑框架, 以此来协同跨产业供应链中不

同等不同需求的协作任务. 以云服务平台中的采购

同类型企业的信息支撑. 云平台下的供应链授权方
式为:

协作为例, 进行相应权限的获取操作, 来满足企业的
(
一次需求服务过程, 可简单描述为: MChain− T ype x
MChain− T ype sa j
)∩
−−−−−−−−−−−−−→ F x _T ype F x _Ins = 采购协同, 以上定

其定义功能见表 2.

义可以得到, 面向云平台的跨产业供应链协作模型如

(
)
S Ai = MChain_T ype sa j , MChain_Enterprise sa j

图 3 所示.
表2

saj 函数定义

函数

含义

MChain_T ype sa j

跨产业供应链可供给产品类别授权

MChain_Enterprise sa j

跨产业供应链不同企业的业务授权. 可以有云平
台后台管理员进行权限的添加与删除

考虑平台在进行授权后, 可提供的协同服务类型,
(
进行开展不同模块功能的定制, 可表示为 F x = F x _ID,
)
F x _T ype, F x _Ins . 其定义功能见表 3.
表3

F x 函数定义

功能权限授权

跨产业供应链
MChainx
MChainx
…..
MChainx

Fx_Ins
云数据中心
Mchain _ Typex ∩ Fx _ Type

Fx_Ins
…..
Fx_Ins

图3

功
能
登
录
操
作

云平台跨产业供应链协作模型

面向云平台的跨组织供应链协作模型描述了对产
业供应链业务组织协作过程中所涉及的业务内容, 为

定义

含义

保证业务对象功能模块正常执行, 采用模块登录身份

F x _ID

定制功能模块的信息标识, 用户可通过云平台进行注册登
录产品, 并获取其指定功能信息类型

验证以及界面功能后台认证的组合方式, 详细的流程

F x _T ype

定制功能模块的功能标识, 用于进行产品功能的分类, 以
及确定所获得的可进行修改操作的功能管理模块等

思路如下:
输入: 供应链类型 MChain_T ype x , 供应链信息标
识 MChain_ID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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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平台执行结果.

络系统结构, 需要不同企业间的相互协同合作, 以适应

Step 1. 供应链企业 MChain_Enterprise x 用户登录

客户间不断变化的需求. 动态性、不确定等变化特征

平台;

对云平台的系统化功能的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满

Step 2. 匹配用户身份信息 ID, 验证是否为平台可

足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智能家居供应链是由上游供应

权限用户, 合法进入到 Step 3, 非法自动提示错误并退出;

商、制造企业、下游服务供应商等一系列相互协同的

Step 3. 根据登录供应链类型 MChain_T ype sa j 进行

企业组织构成. 作为支撑跨产业供应链协作的重要活
动平台, 将成为解决企业信息化问题的主要方式[14]. 跨

系统指定权限分配;

产业供应链涉及到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供应链条, 涉及

Step 4. 根据 MChain_Enterprise x 用户被分配权限,

更多的业务往来, 需要一个服务于不同组织的协作云

供应链企业获得对应业务F x _Ins模块;

平台, 以提供不同产业间的跨组织一体化服务, 形成产

Step 5. 登录平台验证结束.

业互联上下游组织间网络化信息协作平台, 具体思路

2.2 模型构建

如图 4 所示.

面向云平台的跨产业供应链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网
产业链
项目管理

供应链
协作云平台

供应商
大数据
产品设计

分布式缓存服务器

产业链
生态协调

分布式系
统服务器
应用程序
客户服务

优化
订单服务

云计算 互联网 物联网

金融服务

产品计划
采购

图4

生产制造

缓存数据

分布式数据缓存
分布式文件服务器

功能模块

SQL 服务器

赋能

文件
分布式数据库
服务器
数据

面向云平台的分布式产业供应链网络协作服务体系

供应链云平台 (图 4) 由产业链项目管理和产业链

下的订单信息;

生态协调两大模块组成. 其中产业链项目管理主要涉

Step 4. 调用分布式系统服务器, 根据平台企业供

及供应商产品的设计、采购、生产计划、采购等环节

应链属性查询系统缓存数据, 并进行资源配置, 调用

组成; 产业链生态协调主要围绕整个产业生态中的金

SQL 数据服务器, 智能分配处理方案;

融服务、产品售前售后等进行协调服务. 云平台底层
采用分布式架构理论支撑整个云平台的服务运作, 依

Step 5. 对数据库储存查询到的数据以文件形式存
储, 并反馈结果给指定用户.

托 SQL 数据库, 为用户提供数据缓存、数据层查询、
数据库调用等需求.

3 模型应用

面向分布式云平台的产业供应链协同处理架构,

在对家居行业供应链协作云平台设计时, 通过对

主要分析云平台下的产业供应链业务功能运作以及对

家居市场的数据调研, 从整体上考虑家居行业中不同

整个供应链网络体系的影响, 确定供应链网络数据的

业务痛点, 实现家具智造供应链不同业务协作. 家居供

可靠性、流通性、实时性. 面对庞大业务数据分析, 对

应链业务信息协作主要围绕以下 4 个方面: (1) 物料采

于业务订单, 为快速高效提升供应链信息协作执行能

购数据库针对产业上下游网络间对原材料资源的信息

力, 采用分布式云平台智能化分析, 并作如下流程定义:

交换处理, 满足不同需求下的客户匹配问题; (2) 产品

Step 1. 提交身份验证数据, 登陆平台;

定制数据库针对不同产品的大众化市场需求, 对不同

Step 2. 云平台进行后台数据调用, 进行身份核实

客户的个性化产品定制需要, 通过 CAD 制图以及云数

是否为合法用户, 合法, 转到 Step 3; 非法则退回到登录

据库资源围绕业务订单进行智能化、动态化的设计符

界面并提示登录信息错误;

合订单规则下的产品尺寸、颜色、形状、材质等;

Step 3. 查询数据库中的应用程序, 获取功能模块
104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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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整合, 满足可能存在的产品原材料供应商暂时性供

家居供应链云平台设计方案采用 PHP 语言编程

货不足等问题; (4) 售后资源池则是针对供应链环节产

开发, 以 HTTP 协议作为通信协议, 并支持智能家居 Web

品协调问题, 及时性、针对性的解答上下游业务运作

控制平台 B/S 架构和智能家居智能远程遥控 C/S 架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实时性的处理订单, 提高产品售后

构[15], 通过调用 SQL 和 Oracle 数据库进行后台数据的

服务质量和效率. 其中家居云平台供应链协作平台流

管理. 智能家居供应链协作云平台体系架构如图 6 所示.

程如图 5 所示.

在对家居供应链系统协调过程中的基本结构为:
一个产品家居中的某一个产品 (device) 由不同的物料

家居供应链协作平台
云平台
云平台
业
务
流
程

(F x _Ins) 组成, 每个物料可由上游多个供应商 ( MChain_

云数据资源

云平台协作主体
个性化定制

云 CAD 数据库

资源匹配

客户资源信息库

Enterprise x ) 提供, 而每个供应商对应这不同的产品类

( MChain_T ype sa j ). 每个具体产品 (device) 设计又有不
同的用户所开发, 特有的产品当有指定用户进行操作
使用. 通过分析, 画出其数据库协作 E-R 图, 如图 7 所示.

采购资源

以家居供应链组织采购为例, 在有效期限内, 因产

售后服务

能不足无法及时满足客户生产需求, 通过委托提交代

售后信息

采购的方式来完成, 某平台的后台数据操作界面资源
图5

家居供应链协作平台

供应商企业云

家居数据
系统

配置如图 8 所示.

制造商企业云

家居采购
系统

客户云

经销商企业云

家居配件
系统

家居定制
系统

家居售后系统

家居业务数据处理
物
料
管
理

车
间
排
产

生
产
计
划

采
购
管
理

物料采购
数据池

家居协作
数据池

产品定制
数据池

数
字
处
理

库
存
管
理

配件资源
数据池

企业1方案

SQL 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企业2方案

图6

售后数据池

联网数据库
SQL 数据库

联网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客
户
管
理

……

企业 n 方案

家具供应链协作设计架构

4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产业互联背景下面向云平台的智造供

应链信息协调问题, 分析当下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挑战
与机遇, 在充分考虑云平台资源配置下平台资源效率
System Construction 系统建设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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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和协作能力的变化等因素给产业间协同运作提

家居产业为例进行分析验证, 较好地解决了产业互联

供了良好的启示, 从产业供应链上下游不同主题参与

背景下上下游产业间信息互联鸿沟问题, 以及需求资

方利益出发, 提出面向云平台的智造供应链信息协作

源优化匹配问题. 当然, 限于初步设计方案的局限性,

研究与设计, 结合分布式协作理论构建面向全产业服

未能尽可能的考虑到所有因素 (如价格问题) 以及云平

务链一体化的智造供应链云平台协作解决方案. 并以

台协作效率的提升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tb_F_Ins
id: int
User: varchar (50)
User_id: int
Status: tinyint

tb_F_ins_Type
id: int
Mschian_id_int
Value: carchar (255)

tb_enterprise
tb_Mschain_type
id: int
F_ins_id: int
Timestamp: int
Value: varchar (250)

id: int
Name: varchar (255)
Type: int
About: varchar (200)
ins: int
Satus: tinyint

图7

User
id: int
Username: varchar (20)
Password: varchar (50)
Token: varchar (50)
Token_exptime: int
Apikey: varchar (100)
Abour: varchar (200)

Device
id: int
Name: varchar (50)
Tags: varchar (50)
About: varchar (200)
User_id: int
Satus: tinyint

家居智造供应链数据库内核架构 E-R 图
为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运筹与管理, 2015, 24(2): 113–
120. [doi: 10.12005/orms.2015.0053]
7 程丽军, 王艳. 面向云端融合的任务-资源双边匹配决策模

型. 系统仿真学报, 2018, 30(11): 4348–4358.
8 Gan BP, Liu L, Jain S, et al. Distributed supply chain

simulation across enterprise boundaries. Proceedings of 2000
Winter Simulation Conference. Orlando, FL, USA. 2000.
图8

家居产业供应链协作组织采购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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