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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库存一直是令许多企业感到头疼的问题，不少企业
内都存在这种状况：库存长期居高不下；各种呆滞
物料、产品积压大量存在；生产线频频停工待料；
客户一要货就得按急单处理，还经常供应不上……
有人说“降低库存就像摁倒葫芦起了瓢”，还有人说
“库存就如打不死的妖怪”，库存一直是企业管理的
痛点。

一、企业库存：从内向外的延伸

如何做好库存管理，一直是企业管理的重点。过去
制造企业的库存管理往往各自为政，只管好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就行了。然而随着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意
识的逐步加强，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库存管理，引
入了各种新的业务模式，如VMI（供应商管理库存）、
JMI（联合库存管理）、CPFR（共同预测、计划与补
给）等，这些新的业务模式使库存不再局限于企业
内部，而是被放置于供应链中，并向外部不断延伸，
分散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企业不仅需要管理工厂
产线边、线上以及仓库中的内部库存，还需要管理
在途、寄存、甚至客户线边、线上等外部库存。

在企业进行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初期，内部库存占供应
链总体库存的比重一般较大，而外部库存则相对较
小，因此只需要把内部的库存管理起来，就能取得
明显的效益。但随着供应链库存管理的不断深入，
企业的各类外部库存所占的比例开始呈现出放大的
趋势。

这种趋势，其成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
自企业自身，源于业务的发展和对供应链库存
管理的各类业务模式的广泛应用，使库存的种

类越来越多，跨地域的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方
面则来自客户或第三方，由于外部库存多由第
三方进行现场管理，企业对库存信息的获取只
能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数据的及时性、准
确性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上的每
个环节为了降低风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需
求放大，增加安全库存。这就是供应链管理上
著名的“牛鞭效应”，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供应
链整体库存上升，成本增加。例如客户为了规
避自身的风险，往往会将库存转嫁给供应商，
要求供应商在VMI仓库中多备库存。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企业还是仅仅管理好内部
库存的话，一方面会导致整体库存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在与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合作时，
也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库存管理，WMS系统够用么？

当企业需要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做库存管理时，
大部分企业会想到WMS系统。目前，WMS的应
用在企业内已经非常普及了，WMS系统可以帮
助企业在内部范围实现精细化的库存管理。但
当库存被放置在供应链中后，仅仅做到内部库
存的管理显然是不够的。企业需要在实现内部
库存精细化管理的同时，掌控整个供应链上的
库存状态。

对供应链上的库存做管理，虽然也是属于库存
管理的范畴，但与传统的WMS库存管理软件相
比，这两者是不同的。

首先，两者的管理范围不同。传统的WMS系统，
对库存的管理往往仅限于企业内部库存，但如

果把库存放在供应链中进行管理，对于企业外
部的库存，就显得鞭长莫及了。这也是WMS系
统的短板所在。而供应链库存管理强调的是对
供应链上整体库存的管控。

另外，两者的关注点不同。WMS系统可以通过
对出入库、批次管理、盘点管理、质检管理等
一系列功能，有效地控制仓库业务，增加仓库
管理的效率。简言之，WMS系统更关注的是仓储
管理细节，旨在帮助企业实现库存的精细化管
理。而供应链库存管理关注的是企业全局库存
的流动，同时通过对全局库存的流动状态数据
的统计和分析，帮助企业不断优化库存结构。

因此，企业要想真正地将库存管起来，除了
WMS系统之外，还需要一套能够帮助企业实现
对供应链上全局库存管控的系统。

三、Covisint IMP：“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

企业对供应链整体库存的管理捉襟见肘，放眼
市场，却鲜少有具针对性的、独立的产品，能
够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库存的
管控。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提供商，为了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始
针对企业用户需求、外部仓库需求、以及物流
服务商的运营等多方面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供应链库存管理，特别是外部库存的管理，
其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协同的问题，而Covisint
基于SupplyOnline云平台的优势，能够很好地帮
助多方管理者建立起有效的协同环境，因此，
Covisint开始致力于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的研究。
从2012年启动，历经三年多，Covisint针对企业
的供应链库存管理需求，形成了成熟的、标准
化的产品：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 IMP，
Inven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1.模块化：通用模块和业务模块的菜单式选用

IMP平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公共功能、库存控
制、库存可视化（图1）。

●  公共功能
公共功能包括主数据管理、外部统一接口、日
志和订阅、系统管理等模块，实现平台系统的
基础管理。

●  库存控制(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库存控制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涵盖了
入库、出库、移库、盘点、仓库业务关系管理、
统计和分析等模块。库存控制子系统关注的重
点是库存在供应链上的流动过程的管理，可以
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准确的供应链各环节库存状
态的跟踪，满足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基本条件。
同时可以与企业EDI系统集成，使库存管理更加
高效。

图2是从工厂、到多级仓库、再到客户的库存流
动全过程。

 
              

当工厂收到出货需求时，在ERP系统中提交备货
信息；ERP会根据订单和生产计划，安排物流计
划，并生成物流指令，物流指令可通过EDI或其
它接口方式，自动导入到IMP系统中；待线下物
流完成，仓库用户在IMP提交入库确认后，确认
信息会通过EDI自动回传至ERP系统。

当企业需要对库存做库间移转时，可在IMP系统
客户端或Web界面直接发布库间移转指令，也
可通过EDI或其它接口方式导入到IMP。

当企业将库存发给客户时，仓库用户在IMP中提
交出库通知，出库信息可通过EDI直接回传至
ERP系统，同时自动生成Shipment Note并发送至
客户。客户确认收货后，ERP会发送收货确认信
息至IMP。

在这个过程中，IMP实现了对全程的物流和信息
流的跟踪，并通过与EDI、ERP等系统的集成，
使整个管理过程自动化、高效、准确。

●  库存可视化(Inventory Visibility System)
库存可视化也是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
涵盖了可视化仪表盘、业务规则管理、可视化
地图、图形化交互分析、中央控制台等模块。
库存可视化子系统关注的是库存绩效与优化的
可视化管理。在平台监控和预警功能的支持下，
企业可以及时发现每一环节的库存风险，并进
行供应链危机预处理。例如很多时候由于对库
存需求预估不足，导致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只
能通过航空运输、快递等速度快、成本高的方
式来解决。如果能提前发现风险并进行预处理，
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企业也可
以通过报表和分析工具，调整运输频次、局部
安全库存进行供应链库存的优化，有效降低供
应链过程中的物流费用和库存总量。

相较于库存控制，库存可视化是一个更为高级
的应用。其模块化的设计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现状和实际需求，挑选部分或全部功能
来部署自己的供应链库存管理环境。也可以在
合理规划后分步实现，先部署基础模块以保证
基本的供应链库存管理和跟踪，后续在此基础
上再部署库存的绩效管理及优化配置等功能。

2.客制化：特殊需求功能的客制化实现

企业在对多个内外仓库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根
据业务的需求，会存在某些个性化的需求。对
于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客制化功能来实现。例
如通过移动端进行库存的管理，或与移动端做
集成，直接用扫描枪或手机等移动终端采集数
据，更加便捷地进行库存移动过程的跟踪。目
前已经有部分企业，如米其林等实现了移动终
端的集成应用。

3.云部署：基于Covisint云平台的快速部署和安
全接入

供应链库存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跨企业和跨地
域的服务，针对这个特性，Covisint IMP平台采用了
云服务的方式。基于Supply Online云平台的部署，
能够将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快速集中起来，在
短期内帮助企业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库存

管理环境。同时实现与异构系统的集成及数据
交换（图3）。

4.移动供应链：将移动应用与传统供应链创新
性结合

Covisint移动供应链平台，可将客户的供应链数
据集中部署到云端，客户可通过精简的移动app
实时访问供应链信息及相关的KPI指标、货物跟
踪等数据，而且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流程也都可
以在移动客户端流转。

● 信息的收集
尽管现在很多企业的物流都是通过第三方完成，
司机和车辆都不属于企业直属管理的范围，但
通过Covisint IMP平台部署，可以轻松实现内部管
理平台与司机微信的对接，通过一个简单的二
维码扫描就让司机与相关业务进行绑定，后台
也自动对应了司机可操作的功能和权限，这样
便可实现对物流过程的全面跟踪，出现异常也
能及时联系到相关人员。

● 客户/终端消费者追溯
客户/消费者可对订单物流过程进行跟踪，通过
物流Trip的管理，可方便的查看每一个Trip的物
流节点状态和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地图实时
查看当前物流状态，每一处异常和报警（如晚
点、交通拥堵、事故等）历历在目。历史Trip可
以进行追溯管理，可以对每一个 Trip进行
Performance的管理。

● 认证用户如何收集归总想要知道的信息
企业管理者或工作人员等系统认证用户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移动APP、智能手机、Pad、笔记
本电脑等各种方式连接系统，查看货物数量、
状态、地点位置、汇总等，分销商查看出货，
退货，进货情况。时间、地域和环境将不再成
为制约业务及时响应的因素。企业员工、供应
商、第三方服务商、甚至提供临时服务的人员，
都被系统串联起来，构建成一个敏捷供应链。
业务环节的所有角色的连接，让业务过程的每
一个细节都在掌控之中，使跟踪、追溯和持续
优化称为可能。

四、打造供应链库存管理闭环

在供应链库存管理上，Covisint IMP与传统的WMS
系统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Covisint IMP更多地扮演
着管理者的角色，而WMS则是命令的执行者。

举例来说，当企业的物料需要输送到外仓时，
外仓通常会有WMS系统进行相应的管理。WMS

系统能够记录到货的时间、方式、查询相应的
库位等，但WMS系统并不知道物料具体什么时
间送到、量是多少、属于哪个批次等，因为这
些信息是属于供应链管理的环节。如果企业部
署了Covisint IMP，这些信息都能在IMP平台上获
取，IMP与WMS、TMS等系统集成之后，WMS
就能及时收到相关指令，提前做好入库安排。
当客户要货时，IMP平台会向WMS发出指令，
再由WMS来做具体的出库操作。对于具体的操
作，IMP平台不关心，它关心的是物料从在途变
成缓存库，从缓存库交付给客户的全过程。

供应链库存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库存的物流
和信息流的管理。WMS系统在对其管理上存在
信息的真空地带，而Covisint则正好对此作出补
充。这两者的集成，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
库存从点到面，从面到链的管理，使供应链上
的库存环环紧扣，形成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后记

随着中国制造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认识加强，
对各类供应链库存管理模式的应用会日益广泛
和深入，而愈加复杂的供应链结构也会导致企
业库存管理难度的增长。库存管理的根本，是
通过不断地优化库存结构，降低呆滞库存，提
高给客户的及时交付率，从而实现库存的有效
周转。传统的库存管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库存的精益化管理，但如果只靠精益化
的库存管理，是不能从根本上管好库存的。在
供应链的环境下，制造企业需要从更高、更全
面的视角来看待库存的问题，只有实现对供应
链库存全过程的管理，才能实现高境界的库存
管理。

Covisint IMP：打造供应链库存管理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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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供应链整体库存的管理捉襟见肘，放眼
市场，却鲜少有具针对性的、独立的产品，能
够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库存的
管控。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提供商，为了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始
针对企业用户需求、外部仓库需求、以及物流
服务商的运营等多方面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供应链库存管理，特别是外部库存的管理，
其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协同的问题，而Covisint
基于SupplyOnline云平台的优势，能够很好地帮
助多方管理者建立起有效的协同环境，因此，
Covisint开始致力于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的研究。
从2012年启动，历经三年多，Covisint针对企业
的供应链库存管理需求，形成了成熟的、标准
化的产品：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 IMP，
Inven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1.模块化：通用模块和业务模块的菜单式选用

IMP平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公共功能、库存控
制、库存可视化（图1）。

●  公共功能
公共功能包括主数据管理、外部统一接口、日
志和订阅、系统管理等模块，实现平台系统的
基础管理。

●  库存控制(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库存控制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涵盖了
入库、出库、移库、盘点、仓库业务关系管理、
统计和分析等模块。库存控制子系统关注的重
点是库存在供应链上的流动过程的管理，可以
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准确的供应链各环节库存状
态的跟踪，满足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基本条件。
同时可以与企业EDI系统集成，使库存管理更加
高效。

图2是从工厂、到多级仓库、再到客户的库存流
动全过程。

 
              

当工厂收到出货需求时，在ERP系统中提交备货
信息；ERP会根据订单和生产计划，安排物流计
划，并生成物流指令，物流指令可通过EDI或其
它接口方式，自动导入到IMP系统中；待线下物
流完成，仓库用户在IMP提交入库确认后，确认
信息会通过EDI自动回传至ERP系统。

当企业需要对库存做库间移转时，可在IMP系统
客户端或Web界面直接发布库间移转指令，也
可通过EDI或其它接口方式导入到IMP。

当企业将库存发给客户时，仓库用户在IMP中提
交出库通知，出库信息可通过EDI直接回传至
ERP系统，同时自动生成Shipment Note并发送至
客户。客户确认收货后，ERP会发送收货确认信
息至IMP。

在这个过程中，IMP实现了对全程的物流和信息
流的跟踪，并通过与EDI、ERP等系统的集成，
使整个管理过程自动化、高效、准确。

●  库存可视化(Inventory Visibility System)
库存可视化也是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
涵盖了可视化仪表盘、业务规则管理、可视化
地图、图形化交互分析、中央控制台等模块。
库存可视化子系统关注的是库存绩效与优化的
可视化管理。在平台监控和预警功能的支持下，
企业可以及时发现每一环节的库存风险，并进
行供应链危机预处理。例如很多时候由于对库
存需求预估不足，导致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只
能通过航空运输、快递等速度快、成本高的方
式来解决。如果能提前发现风险并进行预处理，
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企业也可
以通过报表和分析工具，调整运输频次、局部
安全库存进行供应链库存的优化，有效降低供
应链过程中的物流费用和库存总量。

相较于库存控制，库存可视化是一个更为高级
的应用。其模块化的设计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现状和实际需求，挑选部分或全部功能
来部署自己的供应链库存管理环境。也可以在
合理规划后分步实现，先部署基础模块以保证
基本的供应链库存管理和跟踪，后续在此基础
上再部署库存的绩效管理及优化配置等功能。

2.客制化：特殊需求功能的客制化实现

企业在对多个内外仓库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根
据业务的需求，会存在某些个性化的需求。对
于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客制化功能来实现。例
如通过移动端进行库存的管理，或与移动端做
集成，直接用扫描枪或手机等移动终端采集数
据，更加便捷地进行库存移动过程的跟踪。目
前已经有部分企业，如米其林等实现了移动终
端的集成应用。

3.云部署：基于Covisint云平台的快速部署和安
全接入

供应链库存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跨企业和跨地
域的服务，针对这个特性，Covisint IMP平台采用了
云服务的方式。基于Supply Online云平台的部署，
能够将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快速集中起来，在
短期内帮助企业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库存

管理环境。同时实现与异构系统的集成及数据
交换（图3）。

4.移动供应链：将移动应用与传统供应链创新
性结合

Covisint移动供应链平台，可将客户的供应链数
据集中部署到云端，客户可通过精简的移动app
实时访问供应链信息及相关的KPI指标、货物跟
踪等数据，而且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流程也都可
以在移动客户端流转。

● 信息的收集
尽管现在很多企业的物流都是通过第三方完成，
司机和车辆都不属于企业直属管理的范围，但
通过Covisint IMP平台部署，可以轻松实现内部管
理平台与司机微信的对接，通过一个简单的二
维码扫描就让司机与相关业务进行绑定，后台
也自动对应了司机可操作的功能和权限，这样
便可实现对物流过程的全面跟踪，出现异常也
能及时联系到相关人员。

● 客户/终端消费者追溯
客户/消费者可对订单物流过程进行跟踪，通过
物流Trip的管理，可方便的查看每一个Trip的物
流节点状态和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地图实时
查看当前物流状态，每一处异常和报警（如晚
点、交通拥堵、事故等）历历在目。历史Trip可
以进行追溯管理，可以对每一个 Trip进行
Performance的管理。

● 认证用户如何收集归总想要知道的信息
企业管理者或工作人员等系统认证用户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移动APP、智能手机、Pad、笔记
本电脑等各种方式连接系统，查看货物数量、
状态、地点位置、汇总等，分销商查看出货，
退货，进货情况。时间、地域和环境将不再成
为制约业务及时响应的因素。企业员工、供应
商、第三方服务商、甚至提供临时服务的人员，
都被系统串联起来，构建成一个敏捷供应链。
业务环节的所有角色的连接，让业务过程的每
一个细节都在掌控之中，使跟踪、追溯和持续
优化称为可能。

四、打造供应链库存管理闭环

在供应链库存管理上，Covisint IMP与传统的WMS
系统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Covisint IMP更多地扮演
着管理者的角色，而WMS则是命令的执行者。

举例来说，当企业的物料需要输送到外仓时，
外仓通常会有WMS系统进行相应的管理。WMS

系统能够记录到货的时间、方式、查询相应的
库位等，但WMS系统并不知道物料具体什么时
间送到、量是多少、属于哪个批次等，因为这
些信息是属于供应链管理的环节。如果企业部
署了Covisint IMP，这些信息都能在IMP平台上获
取，IMP与WMS、TMS等系统集成之后，WMS
就能及时收到相关指令，提前做好入库安排。
当客户要货时，IMP平台会向WMS发出指令，
再由WMS来做具体的出库操作。对于具体的操
作，IMP平台不关心，它关心的是物料从在途变
成缓存库，从缓存库交付给客户的全过程。

供应链库存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库存的物流
和信息流的管理。WMS系统在对其管理上存在
信息的真空地带，而Covisint则正好对此作出补
充。这两者的集成，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
库存从点到面，从面到链的管理，使供应链上
的库存环环紧扣，形成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后记

随着中国制造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认识加强，
对各类供应链库存管理模式的应用会日益广泛
和深入，而愈加复杂的供应链结构也会导致企
业库存管理难度的增长。库存管理的根本，是
通过不断地优化库存结构，降低呆滞库存，提
高给客户的及时交付率，从而实现库存的有效
周转。传统的库存管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库存的精益化管理，但如果只靠精益化
的库存管理，是不能从根本上管好库存的。在
供应链的环境下，制造企业需要从更高、更全
面的视角来看待库存的问题，只有实现对供应
链库存全过程的管理，才能实现高境界的库存
管理。

图1 Covisint 库存管理平台

图2 库存流动过程



前言

库存一直是令许多企业感到头疼的问题，不少企业
内都存在这种状况：库存长期居高不下；各种呆滞
物料、产品积压大量存在；生产线频频停工待料；
客户一要货就得按急单处理，还经常供应不上……
有人说“降低库存就像摁倒葫芦起了瓢”，还有人说
“库存就如打不死的妖怪”，库存一直是企业管理的
痛点。

一、企业库存：从内向外的延伸

如何做好库存管理，一直是企业管理的重点。过去
制造企业的库存管理往往各自为政，只管好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就行了。然而随着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意
识的逐步加强，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库存管理，引
入了各种新的业务模式，如VMI（供应商管理库存）、
JMI（联合库存管理）、CPFR（共同预测、计划与补
给）等，这些新的业务模式使库存不再局限于企业
内部，而是被放置于供应链中，并向外部不断延伸，
分散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企业不仅需要管理工厂
产线边、线上以及仓库中的内部库存，还需要管理
在途、寄存、甚至客户线边、线上等外部库存。

在企业进行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初期，内部库存占供应
链总体库存的比重一般较大，而外部库存则相对较
小，因此只需要把内部的库存管理起来，就能取得
明显的效益。但随着供应链库存管理的不断深入，
企业的各类外部库存所占的比例开始呈现出放大的
趋势。

这种趋势，其成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
自企业自身，源于业务的发展和对供应链库存
管理的各类业务模式的广泛应用，使库存的种

类越来越多，跨地域的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方
面则来自客户或第三方，由于外部库存多由第
三方进行现场管理，企业对库存信息的获取只
能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数据的及时性、准
确性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上的每
个环节为了降低风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需
求放大，增加安全库存。这就是供应链管理上
著名的“牛鞭效应”，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供应
链整体库存上升，成本增加。例如客户为了规
避自身的风险，往往会将库存转嫁给供应商，
要求供应商在VMI仓库中多备库存。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企业还是仅仅管理好内部
库存的话，一方面会导致整体库存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在与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合作时，
也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库存管理，WMS系统够用么？

当企业需要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做库存管理时，
大部分企业会想到WMS系统。目前，WMS的应
用在企业内已经非常普及了，WMS系统可以帮
助企业在内部范围实现精细化的库存管理。但
当库存被放置在供应链中后，仅仅做到内部库
存的管理显然是不够的。企业需要在实现内部
库存精细化管理的同时，掌控整个供应链上的
库存状态。

对供应链上的库存做管理，虽然也是属于库存
管理的范畴，但与传统的WMS库存管理软件相
比，这两者是不同的。

首先，两者的管理范围不同。传统的WMS系统，
对库存的管理往往仅限于企业内部库存，但如

果把库存放在供应链中进行管理，对于企业外
部的库存，就显得鞭长莫及了。这也是WMS系
统的短板所在。而供应链库存管理强调的是对
供应链上整体库存的管控。

另外，两者的关注点不同。WMS系统可以通过
对出入库、批次管理、盘点管理、质检管理等
一系列功能，有效地控制仓库业务，增加仓库
管理的效率。简言之，WMS系统更关注的是仓储
管理细节，旨在帮助企业实现库存的精细化管
理。而供应链库存管理关注的是企业全局库存
的流动，同时通过对全局库存的流动状态数据
的统计和分析，帮助企业不断优化库存结构。

因此，企业要想真正地将库存管起来，除了
WMS系统之外，还需要一套能够帮助企业实现
对供应链上全局库存管控的系统。

三、Covisint IMP：“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

企业对供应链整体库存的管理捉襟见肘，放眼
市场，却鲜少有具针对性的、独立的产品，能
够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库存的
管控。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提供商，为了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始
针对企业用户需求、外部仓库需求、以及物流
服务商的运营等多方面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供应链库存管理，特别是外部库存的管理，
其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协同的问题，而Covisint
基于SupplyOnline云平台的优势，能够很好地帮
助多方管理者建立起有效的协同环境，因此，
Covisint开始致力于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的研究。
从2012年启动，历经三年多，Covisint针对企业
的供应链库存管理需求，形成了成熟的、标准
化的产品：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 IMP，
Inven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1.模块化：通用模块和业务模块的菜单式选用

IMP平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公共功能、库存控
制、库存可视化（图1）。

●  公共功能
公共功能包括主数据管理、外部统一接口、日
志和订阅、系统管理等模块，实现平台系统的
基础管理。

●  库存控制(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库存控制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涵盖了
入库、出库、移库、盘点、仓库业务关系管理、
统计和分析等模块。库存控制子系统关注的重
点是库存在供应链上的流动过程的管理，可以
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准确的供应链各环节库存状
态的跟踪，满足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基本条件。
同时可以与企业EDI系统集成，使库存管理更加
高效。

图2是从工厂、到多级仓库、再到客户的库存流
动全过程。

 
              

当工厂收到出货需求时，在ERP系统中提交备货
信息；ERP会根据订单和生产计划，安排物流计
划，并生成物流指令，物流指令可通过EDI或其
它接口方式，自动导入到IMP系统中；待线下物
流完成，仓库用户在IMP提交入库确认后，确认
信息会通过EDI自动回传至ERP系统。

当企业需要对库存做库间移转时，可在IMP系统
客户端或Web界面直接发布库间移转指令，也
可通过EDI或其它接口方式导入到IMP。

当企业将库存发给客户时，仓库用户在IMP中提
交出库通知，出库信息可通过EDI直接回传至
ERP系统，同时自动生成Shipment Note并发送至
客户。客户确认收货后，ERP会发送收货确认信
息至IMP。

在这个过程中，IMP实现了对全程的物流和信息
流的跟踪，并通过与EDI、ERP等系统的集成，
使整个管理过程自动化、高效、准确。

●  库存可视化(Inventory Visibility System)
库存可视化也是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
涵盖了可视化仪表盘、业务规则管理、可视化
地图、图形化交互分析、中央控制台等模块。
库存可视化子系统关注的是库存绩效与优化的
可视化管理。在平台监控和预警功能的支持下，
企业可以及时发现每一环节的库存风险，并进
行供应链危机预处理。例如很多时候由于对库
存需求预估不足，导致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只
能通过航空运输、快递等速度快、成本高的方
式来解决。如果能提前发现风险并进行预处理，
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企业也可
以通过报表和分析工具，调整运输频次、局部
安全库存进行供应链库存的优化，有效降低供
应链过程中的物流费用和库存总量。

相较于库存控制，库存可视化是一个更为高级
的应用。其模块化的设计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现状和实际需求，挑选部分或全部功能
来部署自己的供应链库存管理环境。也可以在
合理规划后分步实现，先部署基础模块以保证
基本的供应链库存管理和跟踪，后续在此基础
上再部署库存的绩效管理及优化配置等功能。

2.客制化：特殊需求功能的客制化实现

企业在对多个内外仓库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根
据业务的需求，会存在某些个性化的需求。对
于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客制化功能来实现。例
如通过移动端进行库存的管理，或与移动端做
集成，直接用扫描枪或手机等移动终端采集数
据，更加便捷地进行库存移动过程的跟踪。目
前已经有部分企业，如米其林等实现了移动终
端的集成应用。

3.云部署：基于Covisint云平台的快速部署和安
全接入

供应链库存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跨企业和跨地
域的服务，针对这个特性，Covisint IMP平台采用了
云服务的方式。基于Supply Online云平台的部署，
能够将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快速集中起来，在
短期内帮助企业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库存

管理环境。同时实现与异构系统的集成及数据
交换（图3）。

4.移动供应链：将移动应用与传统供应链创新
性结合

Covisint移动供应链平台，可将客户的供应链数
据集中部署到云端，客户可通过精简的移动app
实时访问供应链信息及相关的KPI指标、货物跟
踪等数据，而且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流程也都可
以在移动客户端流转。

● 信息的收集
尽管现在很多企业的物流都是通过第三方完成，
司机和车辆都不属于企业直属管理的范围，但
通过Covisint IMP平台部署，可以轻松实现内部管
理平台与司机微信的对接，通过一个简单的二
维码扫描就让司机与相关业务进行绑定，后台
也自动对应了司机可操作的功能和权限，这样
便可实现对物流过程的全面跟踪，出现异常也
能及时联系到相关人员。

● 客户/终端消费者追溯
客户/消费者可对订单物流过程进行跟踪，通过
物流Trip的管理，可方便的查看每一个Trip的物
流节点状态和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地图实时
查看当前物流状态，每一处异常和报警（如晚
点、交通拥堵、事故等）历历在目。历史Trip可
以进行追溯管理，可以对每一个 Trip进行
Performance的管理。

● 认证用户如何收集归总想要知道的信息
企业管理者或工作人员等系统认证用户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移动APP、智能手机、Pad、笔记
本电脑等各种方式连接系统，查看货物数量、
状态、地点位置、汇总等，分销商查看出货，
退货，进货情况。时间、地域和环境将不再成
为制约业务及时响应的因素。企业员工、供应
商、第三方服务商、甚至提供临时服务的人员，
都被系统串联起来，构建成一个敏捷供应链。
业务环节的所有角色的连接，让业务过程的每
一个细节都在掌控之中，使跟踪、追溯和持续
优化称为可能。

四、打造供应链库存管理闭环

在供应链库存管理上，Covisint IMP与传统的WMS
系统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Covisint IMP更多地扮演
着管理者的角色，而WMS则是命令的执行者。

举例来说，当企业的物料需要输送到外仓时，
外仓通常会有WMS系统进行相应的管理。WMS

系统能够记录到货的时间、方式、查询相应的
库位等，但WMS系统并不知道物料具体什么时
间送到、量是多少、属于哪个批次等，因为这
些信息是属于供应链管理的环节。如果企业部
署了Covisint IMP，这些信息都能在IMP平台上获
取，IMP与WMS、TMS等系统集成之后，WMS
就能及时收到相关指令，提前做好入库安排。
当客户要货时，IMP平台会向WMS发出指令，
再由WMS来做具体的出库操作。对于具体的操
作，IMP平台不关心，它关心的是物料从在途变
成缓存库，从缓存库交付给客户的全过程。

供应链库存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库存的物流
和信息流的管理。WMS系统在对其管理上存在
信息的真空地带，而Covisint则正好对此作出补
充。这两者的集成，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
库存从点到面，从面到链的管理，使供应链上
的库存环环紧扣，形成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后记

随着中国制造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认识加强，
对各类供应链库存管理模式的应用会日益广泛
和深入，而愈加复杂的供应链结构也会导致企
业库存管理难度的增长。库存管理的根本，是
通过不断地优化库存结构，降低呆滞库存，提
高给客户的及时交付率，从而实现库存的有效
周转。传统的库存管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库存的精益化管理，但如果只靠精益化
的库存管理，是不能从根本上管好库存的。在
供应链的环境下，制造企业需要从更高、更全
面的视角来看待库存的问题，只有实现对供应
链库存全过程的管理，才能实现高境界的库存
管理。

图3 Covisint IMP方案总体架构



前言

库存一直是令许多企业感到头疼的问题，不少企业
内都存在这种状况：库存长期居高不下；各种呆滞
物料、产品积压大量存在；生产线频频停工待料；
客户一要货就得按急单处理，还经常供应不上……
有人说“降低库存就像摁倒葫芦起了瓢”，还有人说
“库存就如打不死的妖怪”，库存一直是企业管理的
痛点。

一、企业库存：从内向外的延伸

如何做好库存管理，一直是企业管理的重点。过去
制造企业的库存管理往往各自为政，只管好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就行了。然而随着中国企业供应链管理意
识的逐步加强，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库存管理，引
入了各种新的业务模式，如VMI（供应商管理库存）、
JMI（联合库存管理）、CPFR（共同预测、计划与补
给）等，这些新的业务模式使库存不再局限于企业
内部，而是被放置于供应链中，并向外部不断延伸，
分散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企业不仅需要管理工厂
产线边、线上以及仓库中的内部库存，还需要管理
在途、寄存、甚至客户线边、线上等外部库存。

在企业进行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初期，内部库存占供应
链总体库存的比重一般较大，而外部库存则相对较
小，因此只需要把内部的库存管理起来，就能取得
明显的效益。但随着供应链库存管理的不断深入，
企业的各类外部库存所占的比例开始呈现出放大的
趋势。

这种趋势，其成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
自企业自身，源于业务的发展和对供应链库存
管理的各类业务模式的广泛应用，使库存的种

类越来越多，跨地域的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方
面则来自客户或第三方，由于外部库存多由第
三方进行现场管理，企业对库存信息的获取只
能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数据的及时性、准
确性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上的每
个环节为了降低风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需
求放大，增加安全库存。这就是供应链管理上
著名的“牛鞭效应”，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供应
链整体库存上升，成本增加。例如客户为了规
避自身的风险，往往会将库存转嫁给供应商，
要求供应商在VMI仓库中多备库存。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企业还是仅仅管理好内部
库存的话，一方面会导致整体库存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在与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合作时，
也容易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库存管理，WMS系统够用么？

当企业需要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做库存管理时，
大部分企业会想到WMS系统。目前，WMS的应
用在企业内已经非常普及了，WMS系统可以帮
助企业在内部范围实现精细化的库存管理。但
当库存被放置在供应链中后，仅仅做到内部库
存的管理显然是不够的。企业需要在实现内部
库存精细化管理的同时，掌控整个供应链上的
库存状态。

对供应链上的库存做管理，虽然也是属于库存
管理的范畴，但与传统的WMS库存管理软件相
比，这两者是不同的。

首先，两者的管理范围不同。传统的WMS系统，
对库存的管理往往仅限于企业内部库存，但如

果把库存放在供应链中进行管理，对于企业外
部的库存，就显得鞭长莫及了。这也是WMS系
统的短板所在。而供应链库存管理强调的是对
供应链上整体库存的管控。

另外，两者的关注点不同。WMS系统可以通过
对出入库、批次管理、盘点管理、质检管理等
一系列功能，有效地控制仓库业务，增加仓库
管理的效率。简言之，WMS系统更关注的是仓储
管理细节，旨在帮助企业实现库存的精细化管
理。而供应链库存管理关注的是企业全局库存
的流动，同时通过对全局库存的流动状态数据
的统计和分析，帮助企业不断优化库存结构。

因此，企业要想真正地将库存管起来，除了
WMS系统之外，还需要一套能够帮助企业实现
对供应链上全局库存管控的系统。

三、Covisint IMP：“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

企业对供应链整体库存的管理捉襟见肘，放眼
市场，却鲜少有具针对性的、独立的产品，能
够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库存的
管控。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提供商，为了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开始
针对企业用户需求、外部仓库需求、以及物流
服务商的运营等多方面进行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供应链库存管理，特别是外部库存的管理，
其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协同的问题，而Covisint
基于SupplyOnline云平台的优势，能够很好地帮
助多方管理者建立起有效的协同环境，因此，
Covisint开始致力于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的研究。
从2012年启动，历经三年多，Covisint针对企业
的供应链库存管理需求，形成了成熟的、标准
化的产品：供应链库存管理平台（ IMP，
Inventory Management Platform）。

1.模块化：通用模块和业务模块的菜单式选用

IMP平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公共功能、库存控
制、库存可视化（图1）。

●  公共功能
公共功能包括主数据管理、外部统一接口、日
志和订阅、系统管理等模块，实现平台系统的
基础管理。

●  库存控制(Inventory Control System)
库存控制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涵盖了
入库、出库、移库、盘点、仓库业务关系管理、
统计和分析等模块。库存控制子系统关注的重
点是库存在供应链上的流动过程的管理，可以
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准确的供应链各环节库存状
态的跟踪，满足供应链库存管理的基本条件。
同时可以与企业EDI系统集成，使库存管理更加
高效。

图2是从工厂、到多级仓库、再到客户的库存流
动全过程。

 
              

当工厂收到出货需求时，在ERP系统中提交备货
信息；ERP会根据订单和生产计划，安排物流计
划，并生成物流指令，物流指令可通过EDI或其
它接口方式，自动导入到IMP系统中；待线下物
流完成，仓库用户在IMP提交入库确认后，确认
信息会通过EDI自动回传至ERP系统。

当企业需要对库存做库间移转时，可在IMP系统
客户端或Web界面直接发布库间移转指令，也
可通过EDI或其它接口方式导入到IMP。

当企业将库存发给客户时，仓库用户在IMP中提
交出库通知，出库信息可通过EDI直接回传至
ERP系统，同时自动生成Shipment Note并发送至
客户。客户确认收货后，ERP会发送收货确认信
息至IMP。

在这个过程中，IMP实现了对全程的物流和信息
流的跟踪，并通过与EDI、ERP等系统的集成，
使整个管理过程自动化、高效、准确。

●  库存可视化(Inventory Visibility System)
库存可视化也是作为子系统部署在IMP平台上，
涵盖了可视化仪表盘、业务规则管理、可视化
地图、图形化交互分析、中央控制台等模块。
库存可视化子系统关注的是库存绩效与优化的
可视化管理。在平台监控和预警功能的支持下，
企业可以及时发现每一环节的库存风险，并进
行供应链危机预处理。例如很多时候由于对库
存需求预估不足，导致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只
能通过航空运输、快递等速度快、成本高的方
式来解决。如果能提前发现风险并进行预处理，
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成本。同时，企业也可
以通过报表和分析工具，调整运输频次、局部
安全库存进行供应链库存的优化，有效降低供
应链过程中的物流费用和库存总量。

相较于库存控制，库存可视化是一个更为高级
的应用。其模块化的设计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的业务现状和实际需求，挑选部分或全部功能
来部署自己的供应链库存管理环境。也可以在
合理规划后分步实现，先部署基础模块以保证
基本的供应链库存管理和跟踪，后续在此基础
上再部署库存的绩效管理及优化配置等功能。

2.客制化：特殊需求功能的客制化实现

企业在对多个内外仓库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根
据业务的需求，会存在某些个性化的需求。对
于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客制化功能来实现。例
如通过移动端进行库存的管理，或与移动端做
集成，直接用扫描枪或手机等移动终端采集数
据，更加便捷地进行库存移动过程的跟踪。目
前已经有部分企业，如米其林等实现了移动终
端的集成应用。

3.云部署：基于Covisint云平台的快速部署和安
全接入

供应链库存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跨企业和跨地
域的服务，针对这个特性，Covisint IMP平台采用了
云服务的方式。基于Supply Online云平台的部署，
能够将供应链上的业务伙伴快速集中起来，在
短期内帮助企业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库存

管理环境。同时实现与异构系统的集成及数据
交换（图3）。

4.移动供应链：将移动应用与传统供应链创新
性结合

Covisint移动供应链平台，可将客户的供应链数
据集中部署到云端，客户可通过精简的移动app
实时访问供应链信息及相关的KPI指标、货物跟
踪等数据，而且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流程也都可
以在移动客户端流转。

● 信息的收集
尽管现在很多企业的物流都是通过第三方完成，
司机和车辆都不属于企业直属管理的范围，但
通过Covisint IMP平台部署，可以轻松实现内部管
理平台与司机微信的对接，通过一个简单的二
维码扫描就让司机与相关业务进行绑定，后台
也自动对应了司机可操作的功能和权限，这样
便可实现对物流过程的全面跟踪，出现异常也
能及时联系到相关人员。

● 客户/终端消费者追溯
客户/消费者可对订单物流过程进行跟踪，通过
物流Trip的管理，可方便的查看每一个Trip的物
流节点状态和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地图实时
查看当前物流状态，每一处异常和报警（如晚
点、交通拥堵、事故等）历历在目。历史Trip可
以进行追溯管理，可以对每一个 Trip进行
Performance的管理。

● 认证用户如何收集归总想要知道的信息
企业管理者或工作人员等系统认证用户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移动APP、智能手机、Pad、笔记
本电脑等各种方式连接系统，查看货物数量、
状态、地点位置、汇总等，分销商查看出货，
退货，进货情况。时间、地域和环境将不再成
为制约业务及时响应的因素。企业员工、供应
商、第三方服务商、甚至提供临时服务的人员，
都被系统串联起来，构建成一个敏捷供应链。
业务环节的所有角色的连接，让业务过程的每
一个细节都在掌控之中，使跟踪、追溯和持续
优化称为可能。

四、打造供应链库存管理闭环

在供应链库存管理上，Covisint IMP与传统的WMS
系统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Covisint IMP更多地扮演
着管理者的角色，而WMS则是命令的执行者。

举例来说，当企业的物料需要输送到外仓时，
外仓通常会有WMS系统进行相应的管理。WMS

系统能够记录到货的时间、方式、查询相应的
库位等，但WMS系统并不知道物料具体什么时
间送到、量是多少、属于哪个批次等，因为这
些信息是属于供应链管理的环节。如果企业部
署了Covisint IMP，这些信息都能在IMP平台上获
取，IMP与WMS、TMS等系统集成之后，WMS
就能及时收到相关指令，提前做好入库安排。
当客户要货时，IMP平台会向WMS发出指令，
再由WMS来做具体的出库操作。对于具体的操
作，IMP平台不关心，它关心的是物料从在途变
成缓存库，从缓存库交付给客户的全过程。

供应链库存的管理，实际上就是对库存的物流
和信息流的管理。WMS系统在对其管理上存在
信息的真空地带，而Covisint则正好对此作出补
充。这两者的集成，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供应链
库存从点到面，从面到链的管理，使供应链上
的库存环环紧扣，形成全过程的管理闭环。

后记

随着中国制造企业对供应链管理的认识加强，
对各类供应链库存管理模式的应用会日益广泛
和深入，而愈加复杂的供应链结构也会导致企
业库存管理难度的增长。库存管理的根本，是
通过不断地优化库存结构，降低呆滞库存，提
高给客户的及时交付率，从而实现库存的有效
周转。传统的库存管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库存的精益化管理，但如果只靠精益化
的库存管理，是不能从根本上管好库存的。在
供应链的环境下，制造企业需要从更高、更全
面的视角来看待库存的问题，只有实现对供应
链库存全过程的管理，才能实现高境界的库存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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