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sint方案简介

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平台

当下整车制造商和供应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与供应
商或者客户保持无缝的工作流程。各个公司均已投入巨资来
建设供应链管理系统、ERP基础设施和其他实时的计算机系
统。这其中包括实施和维护所需的硬件、软件、通讯协议，
以及测控内部信息，并与其他外部各方进行沟通的必要标准
。更换现有的基础设施不仅耗时且成本较大。举个例子，如
果我是福特的供应商，我可能需要连接位于福特防火墙之后
的89个连接。并且每个都有各自的ID和密码。通过Covisint，
仅用一个ID，就能进入所有应用。

在2000年2月25号，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
通用汽车公司联合宣布，将努力营造一个单一的全球B2B的
供应商交互平台。这个想法是基于公共技术标准，为汽车行
业创建一个交互和决策平台。2000年4月14号，法国汽车制
造商雷诺汽车公司和日本日产加入此计划，并分别带动了欧
洲和亚洲业务的发展。2000年5月，合作伙伴们选择使用
Covisint命名此计划，同年6月，从通用分拆出去的供应商德
尔福汽车也加入了此计划。

“有太多的方式能够跟客户和供应商接触，以至于它变得越
来越难处理。” 
                                    Twia Hart Humphrey，德尔福生产系统总监

跟其他市场一样，Covisint B2B市场具有以下三个电子市场系
统的特点

    •   降低成本 —  理论上来说，客户降低成本来源于一个更加
简便的搜索系统，供应商降低成本来源于更加简便的搜索系
统中的潜在客户。

    •   网络外部性 — 利益实现于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的加入而
不断增长的电子市场的个体参与者。

    •   经济规模和范围 — 电子市场系统通常需要大量的资本投
资，并提供潜在的实体经济规模和范围。

在Covisint中，我们意识到，想要通过日益复杂化的技术系统
和平台安全可靠地分享B2B信息，非常困难且成本高昂。

Covisint的B2B市场连接不同的解决方案，允许它们之间通过
无缝整合相互合作。此外，它有很大的扩展性，可以用来处
理许多不同方和系统产生的大量交易。

如果观察下汽车价值链，你会发现，Covisint的B2B市场对每
一方都有益处。

     •  供应商门户 — 上游价值链的合作伙伴，对于他们，企业
有应用和内容，需要展示给供应商，特别是在供应链管理或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业务流程。
 
    •  分销商/经销商/加盟商 — 下游价值链的合作伙伴，对于
他们，企业有应用和内容，需要展示给外部的用户，特别是
在产品分销、服务和支持业务流程。

    •  客户门户 — 无论是B2B还是B2C的面向客户应用或者网
站，在从一个或多个后端系统中个性化地传递内容或数据的
过程中，身份都至关重要。

    •  承包商或临时性业务 — 需要一定的权限访问一个或多个
内部或外部业务资源的人，但他们并非正式员工，并将在一
定时间后取消授权。

Covisint可以确保汽车组织在全球最大的B2B市场中安全的进
行信息交换。我们的智能连接供应链是以云端为基础，并且
能够提供按需连接，与任何规模或地域的组织进行沟通。

在电子数据交换方面，Covisint EDI服务能够确保供应商有效的
管理EDI交易，提供卓绝的任意格式间的转换，生成最佳的供
应链系统。从映射到贸易伙伴的连接和技术支持服务，
Covinsit EDI服务，使得效率、可靠性和循环周期最优化，达成
电子供应链运作的同时，降低其总成本和限制条件。

此外，Covisint利用业界领先的映射、路由、转化和网络互连
服务，在现存的系统和流程中，实现实时、安全、可靠地
B2B沟通。

用我们的智能连接供应链，类似贵公司的企业组织能够减少
成本、降低复杂程度、几乎消除信息和应用共享的风险。我
们提供各种广泛一流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来实现这一目标。

“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这是个降低成本、缩短时间、拉近
与供应商距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来自AMR Research的 Kevin Prouty

Covisint智能连接供应链可以保证贵方获取以下利益：

    •  通过云端单点登录扩展企业外部用户。

    •  授予安全性和访问权，以及内容管理和协作资源的管理权限。

    •  为外部用户管理身份—能够作为外部用户的记录系统，或
是基于用户类型的一个或多个记录系统的简单的管理访问。

    •  为不同的用户提供品牌体验。

    •  认证和未认证的内容，基于如位置、分工和角色等属性，
个性化地展示给用户。

    •   已具备网络2.0能力的平台提供交互性和互联性的社交维
度，其中包含社会媒体、社区和协作的新模式，能够在企    
业内外部使用，比如：维基、博客、在线学习视频和教    
程、思想和内容管理、社区论坛、调查、评级、评论、    
标签和社交化搜索。

    •  安全协作和信息共享，为各方提供完整的可视化服务，
通过订单到现金，采购到付款的流程保证效率。

    •  为多对多和一对多的交互提供支持。

    •  为全球伙伴提供数据标准化和转换工具。

    •  用行业领先的SLA和正常运营时间，提供随时随地的支持。

关于Covisint

Covisint是领先的云平台，可以创建身份和物联网（loT）应
用，并能够保证人员、流程、系统和事物构建的复杂网络的
识别、授权和连接。

Covisint开放的、开发者友好的企业级云平台，能够促使物联
网(loT)，身份管理(IdM)和连接供应链解决方案的快速发展和
应用——保证客户安全地识别、认证和连接使用者、设备、应
用和信息。Covisint已在全球企业中成功运行了15年之久。今
天，Covisint云平台为超过3000家企业提供与超过212,000个
商业伙伴和客户的连接，每年为超过40亿美元的电子交易提
供支持

实现供应商协作的统一方法



All Covisi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listed within are trademarks of Covisint Corporation. All other company or product names ar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2016 Covisint Corporation. 

Covisint provides an open, developer-friendly, enterprise-class cloud platform to facilita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dentity Management (IdM), and 
B2B collaboration solutions. Our platform enables users to securely identify, authenticate and 
connect users, devices, app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nd has been successfully operating globally 
at enterprise scale for over 12 years. Today, the Covisint platform enables more than 3,000 
organizations to connect with more than 212,000 busines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and supports 
more than $4 billion in ecommerce transactions an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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