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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智能供应链
通过跨越所有触点的实时监测和链接，为您的企业带来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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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已经开启了通往不可估量的机会之门。焦点已经从原

材料和人工的开支转变为流程的创新与优化，这才是今日取

得竞争优势的途径。企业的海外扩张使得企业面临协同生态

系统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事实上，您无需跨越一个又一个相

同类型的障碍去建立和运营一个全球供应链。

IT语言障碍和API - 83%的首席执行官相信他们的供应链并没

有达到最优化，以满足现今的需求。那么究竟还缺些什么呢？

答案就是标准化，一个通用语言和对可扩展的灵活的IT的投

资，使企业可以及时响应生态系统的变化。

 
为了使你的系统之间能相互对话，并且和庞大的合作伙伴网

络安全地互动，你需要一种转换方式来实现。

这里的通用语言是基于云计算的公开API的平台。API为不同

的应用创建了一个抽象层，使有需要的用户通过它安全地在

正确的时间，连接到正确的数据。

要真正利用全球化法的威力，你需要综合全面地考量整体业

务 – 瓶颈、效率、以及如何跨越所有业务部门协调整体战略。

在你的成千上万的系统、员工、机器、外联的系统和人员需

要整合的时候，谁能支持你完成这一切？

Covisint能做到。

互联供应链

通过Covisint平台，利用数据、变威胁为公司的成长机会，

这些都变得容易。这是个专门构建的平台，它不受限于底层

的基础设施，具备高度的可扩展性，支持让你可以对流程建

模的应用，利用感知-响应功能开发 – 对关键因素的变化实

时响应，如需求变化、工厂维护或者气候因素等。

Covisint平台专门为您的物联网计划设计，已经准备好随时

支持你的物联网计划。从架构设计初始就为了保障安全和管理

任何在人员、流程、系统和物体(物联网)组成的复杂网络中

的身份（信息），Covisint平台以全面、强大和完整的身份服务

为你提供广泛的安全性。

经过转换的复杂网络协同

Covisint平台处理连接各种不同流程的复杂性 – 管理安全，为

人员、系统、流程和物体间的关系建模。从一个概念到可运

行的产品对开发人员变得很容易，开发人员可以快速提供工

具，使得企业成为快速响应的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历经验证的企业级平台

Covisint平台诞生之初是一个汽车业制造商的全球交易平台，

让全球的汽车业制造商通过它和广泛的主机厂安全地协同，

为供应链提供为完成业务至关重要的支持。今天，科纬迅平

台联接人员、系统、流程和事物 – 它提供场景建模、高级分

析以及事物了解，通过快速革新、敏捷供应链和卓越运营为

所有的制造业带来革命。

该平台包含一套整合的、模块化的基于云计算的技术，专为

更容易的协同、物联网和以身份管理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而开发。

Covisint平台构成

Covisint API和开发者工具在加速新解决方案和应用开发的同

时，提升安全性。Covisint平台，使企业能建立框架，以有

效管理身份和关键业务资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身份管理（管理任何人员和事物的身份）- Covisint平台让企

业能集中管理他们内部和外部用户的整个身份生命周期，以

及这些用户对整个企业的资源的访问。身份的单点登录认证

和代理能力，对于一个企业要快速激活和控制对关键资源的

访问，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身份管理框架提供了无缝的用户

体验，同时消除技术限制，提供集中的策略执行、审查和报

告。

整合（确保信息交换的安全）- 该平台使企业能进行快速、

灵活的数据整合，消除由变化的文档类型、数据类型和协议

产生的费用和复杂度，或创建和组织整合机器到机器、应用

到应用的整合，创建复合应用程序或管理权限配置、认证和

授权，满足你系统整合的需求。

流程编排（管理信息流，事件和告警）- 利用平台创建基于

事件、流程顺序或者解析阈值的业务逻辑，提供告警或采取

其他行动。

呈现 （创建跨平台的极具吸引力的用户体验）- Covisint平台

为客户数据、过程、工作流或复合应用提供了提供一个呈现

层，客户可以从任何类型的设备单点访问。通过该平台，你

可以实现针对客户需求建模的快速原型开发，更快速的解决

方案迭代以及全内容管理系统。

物联网服务（联接处的智能与整合）- 登记并管理事物，创

建方案联接你的人员和系统到这个整合的世界。Covisint平

台提供所有你需要的，来监测产品和设备的健康度，建立安

全的互动和整合，管理已联接事物的身份生命周期。

分析（让你进行智能决策） – API优先的分析，使你可以开

发解决方案，以监控联接产品、应用和系统的健康度。

Covisint的优势

Covisint提供一个不受限于基础设施、高度可扩展、专门开

发的平台即服务(Paas)，来释放物联网和其他以身份为中心

方案的潜能。

优势就在解决方案中 – 基于云计算的PaaS释放由客户与合作

伙伴共同领导的开发的潜能，加速应用层的创新。

不受限于基础设施、高度可扩展 – 满足不断增长的跨国业务

的安全性和性能需求。

专为联接人员、进程、系统和事物的方案开发 – 帮你实现平

台性能和你的解决方案的快速创新。

以云服务的方式提供 – 通过规模效应为客户简化运营，降低

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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