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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角下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融合研究综述
孔令夷
（ 西安邮电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网络经济时代，传统供应链将转变为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以提高企业长期绩效。 将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
融合整理归纳为协同商务下电子供应链管理研究、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融合管理研究、电子供应链协同商务技
术研究 ３ 个维度，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 １２ 个要素的研究，从而构建了该领域内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 分别评述了各
维度各要素的研究，发现： １） 研究系统性不强，２） 缺乏方法论指导；３） 研究空白点较多；４） 理论研究滞后影响了应用
研究的进展；５） 前沿性协同商务技术研究尚显不足；６） 国内协同商务软件产品劣势明显。 最后，提出应用系统工程
理论及方法开展相关研究的建议，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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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目前，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融合领域已经云集

众多知名中外学者。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协同论出现，
协同商务也应运而生。 ２１ 世纪初，电子供应链被誉
为 ２１ 世纪的供应链，与此同时，协同商务与电子供

应链的大融合也必是定局。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
研究。 陈志祥 ［１］ 提出智能化、集成化电子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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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 等 ［２］ 剖析了供应商的协同商务价值；Ｔｕｒｋａｙ 等 ［３］

供应链管理平台 ［１８⁃２１］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模

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发表的 ５３２ 篇“ 电子供应链” 及“ 协

协同的集成管理 ［２５⁃２６］ ４ 个要素。

分析了生态型协同商务下的电子供应链。 在知网中
同” 为篇名的国内论文的关键词、主题作频次分析，

式 ［２２⁃２３］ 、电子供应链物流管理 ［２４］ 、供应链电子商务
３） 基于电子供应链的协同商务技术研究。 协

关键词是“ 电子供应链” 及“ 协同” 的有 ８４ 篇，同时

同技术从层级上分为 ２ 种，分别是协同商务电子供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同样查到相应论文数为 ３３８、６１、７，比

的信息通信技术 ［２９⁃３５］ 。

主题 是 “ 协 同 商 务” 的 有 １０ 篇； 搜 索 时 间 段 改 为
例高达 ６４％、７３％、７０％。 可见，近 ５ 年来协同商务
电子 供 应 链 融 合 研 究 的 论 文 数 剧 增， 超 过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 ８ 年间的同类论文数，研究热度凸显，研究

成果颇丰。

实业界也在日益加快尝试支撑协同商务的电子

应链战略层技术 ［２７⁃２８］ 和支持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
下面将依据以上的研究框架分别详述各细分领

域的研究进展，并作出评述。

２

协同商务下的电子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协同思想，强调协同

供应链 模 式。 １９９５ 年， 零 售 巨 头 沃 尔 玛 实 施 ＣＰ⁃

性运作，注重长期合作效益。 协同商务下电子供应

等积极致力于协同商务的电子供应链项目。 协同论

理、协同商务信息管理及协同商务物流管理。

ＦＲ———协同、计划、预测、补货。 接着，ＨＰ、ＩＢＭ、ＧＭ

在国内传播时间较短，使其在国内的研究与实践明
显滞后。 因此，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融合研究亟待

链管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协同商务供应商管
２．１

协同商务供应商管理
评估供应商能确保中长期供给的稳定性、原材

推进。

料质量及成本，对于供应链后续的运作有直接影响，

１

关系到供应链整体的协同效应。 运筹规划、模糊数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融合研究概况

学常用于协同商务供应商评估管理。 刘晓等 ［５］ 对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融合研究无论在内涵还是

比了推动型和牵引型供应商评估方法。 但是，实际

视角上都呈现多样化特征，需要系统性地梳理以指

的供应商评估中人为因素较多，各种类别、行业、性

引未来的相关研究。 尝试构建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

质的供应商的评估体系千差万别，对于评估选择标

融合研究框架，将其分为协同商务下电子供应链管

准、模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等还缺乏普适性、操作

理研究、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融合管理研究、电

性，实际指导作用也很有限。

子供应链协同商务技术研究 ３ 个维度以及协同商务
信息管理、协同商务物流管理等 １２ 个要素。

２．２

协同商务信息管理
协同商务的高效运作，不仅需要对供应链上游

１） 协同商务下电子供应链管理研究。 根据内

供应商的严格管理，还需要实现信息流高度协同。

容划分为供应链节点间战略协同、策略协同以及技

鲁棒性研究成果能用于抑制供需信息波动放大，对

术协同，其中战略协同涉及长期供应商协同、网络协

于提高协同商务信息管理质量效果显著，该领域研

同供应、选址、物流中心规划、合作创新等；策略协同
涉及产供销三方协同；技术协同是为了实现供应链
信息实时共享，打造可视化供应链，现有协同技术包
括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多智能体、ＥＲＰ、 ＣＲＭ、 ＭＩＳ、 工作流、 云
计算、物联网等。

根据职能可划分为协同商务供应商管理
同商务信 息 管 理

［５⁃１１］

、协同商务物流管理

［４］

［１２⁃１３］

、协

等。

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分别研究协同商务电子
供应链关系 ［１４］ 、电子供应链协同效用 ［１５］ 、协同商务
电子供应链能力

［１６⁃１７］

。 因此，拟将协同商务下电子

供应链管理研究归为以上 ６ 个要素。

２） 协 同 商 务 与 电 子 供 应 链 的 融 合 管 理 研 究。

采取概念统一、同类项合并法，梳理为协同商务电子

究成果丰硕。 外国著名研究人员有 Ｒｉｄｄａｌｌｓ、Ｄｅｌｆｔ，
Ｂｅｒｔｓｉｍａｓ、Ｂｅｎ 等 ［６，３６⁃３８］ ，我国知名专家有黄小原 ［７］ 、
邱若臻 ［８］ 、葛汝刚等 ［９］ 。

除了加强鲁棒性，还有不少学者研究通过别的

途径解决信息传递障碍，着力于有效的供应链信息
管理流程重组再造，提升协同商务信息管理水平。

Ｚｈａｎｇ 等 ［３９］ 认为订单变量及存货量与供应链信息变
异相关；蔡政英 ［４０］ 模拟了模糊开关切换综合补偿
法，实现了多层树状供应链信息协同。

２．３

协同商务物流管理
在国内外学者的前沿性研究基础上，无线射频

识别、供应商管理库存、信息实时采集传递、协同商
务跟单、移动支付等日益成熟的物流管理模式及实

·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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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技术能够在现代协同商务的运作实践中不断突破

彰显和提升电子供应链作为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在

物流配送的各类时空界限和现实约束，表现出日益

中国的日益频繁的国际商务协同运作管理实践中的

强大的生产力和杠杆效应，推动着可视化供应链的

实际应用效果。

物流活动不断升级，使得供应链内部成员间的物流
活动无缝对接，敏捷性、高效性、协同性不断加强，强
力支持协同商务下供应链物流管理创新。 近年来，
该领域已是众多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２．４

２．４．１

基于 ３ 种理论的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
基于关系理论的协同商务供应链关系

Ｄｙｅｒ 很早就指出供应链内部的企业关系表现

为关系租。 之后，基于关系理论的供应链协同关系
研究日益丰富，协同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在供应
商管理、信息管理与物流管理 ３ 类供应链的主要职
能性管理研究文献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Ａｋｋｅｒ⁃
ｍａｎｓ 等

［４１］

仿真了供应链协同关系，实证分析了供

应链成员企业信誉度与信息共享程度的相互影响，
以及供应链合作价值的变化；Ｔｈｏｍａｓ 等
系资本是商务协同的瓶颈。 赵小惠等

［４２］

［４３］

认为关

２．４．３

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协同商务供应链能力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产生已久，众多研究针对供

应链协同能力而展开。 Ｌａｕｒａ ［１６］ 探讨供应链协同创
新能力。 Ｍａｎｔｈｏｕ ［１７］ 等模拟虚拟供应链电子商务协

同，评估各协同企业的核心能力，测度其协同价值。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４５］ 发现生产外包条件下，协同性电子供应链

的研发速度更快，响应性更强，新产品开发成功率更
高，技术创新能力更强，柔性更高。 Ｈａｎｓｅｎ ［４６］ 研究

供应链内部某种能力共享对各成员企业经营效益的
促进作用。
基于能力论的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研究从
本质上剖析了协同性电子供应链的特性、优势所在
和变革意义，再次明确了供应链的战略性定位———
即协同性电子供应链，也为融合管理研究指明了协

分析供应

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相互融合的发展方向和基础，

链合作研发的协同关系及价值，应用对策论求解模

为电子供应链快速切入协同商务或者协同商务顺利

型的最优解。

嫁接到大型电子供应链网络系统的必要性、合理性

同时，随着基于电子供应链商务协同关系的提

及可行性给出了充分论证，以确保供应链能力得到

出以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为支持协同商务电

最大限度提升及加强，也为供应链成员的各节点企

子供应链的 ＩＣＴ 研究铺平了道路，比如为 ＥＲＰ 软件

工具的电子供应链协同运作支撑奠定了理论基础，

业在现代商务活动中谋求到了可信、持久的核心竞
争力。

指明了应用方法论。 事实表明，关系视角研究能够

可见，能力视角的相关研究有力地推动着后续

有利于协同商务流程再造及其互动性电子供应链的

的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融合管理研究的有序进

绩效的同步跃升。

展，具体地，为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平台建模研

２．４．２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电子供应链协同效用

供应链与自由市场相互取代的动力在于交易费

究、管理模式选择研究、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集
成界面性研究都做出了宝贵的先导性、前因性研究

用节省，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签约费用等。 因

工作。

此，一部分学者从交易费用节省的视角研究协同商

３

务下电子供应链运作的可测度效用。 如邱国栋 ［４４］

一般地，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融合管理研

构建了可量化的供应链协同效用研究架构。
效用视角与关系视角相比，是从另一个侧面验
证了电子供应链协同对成员的有利面，也突显了协
同性电子供应链对于复杂模糊性商务活动的综合效

融合管理

究可以被分为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平台研究、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模式研究 ２ 个大的领域。
然而同时，面对协同商务和电子供应链必然融合的

益贡献要远比线下普通集群更大。 更值得一提的

大趋势，学者们还重点研究了基于电子供应链的协

是，该视角研究成果纠正了以往对电子供应链管理

同商务物流管理、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集成管理。

的研究过于强调支撑技术（ 比如 ＩＣＴ、ＭＩＳ 等） 研究

３．１

战略意义的长期协同效用。 正视电子供应链协同效

于技术面，有所忽略管理面，这也是该领域研究的不

用并加以专项研究，能克服功利性协同商务技术或

足。 目前，平台研究都包括平台架构、运作流程研究

以及狭义的一体化或外包服务研究，而忽略了具有

供应链管理技术研究的局限性和偏颇性，也有利于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平台
实现协同商务的电子供应链管理平台研究着重

等。 Ｃａｒｍａｎ 等［１８］ 研究了 ＡＭ 环境下 ＥＤＩ 的运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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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Ｄｕｓｔｄａｒ ［１９］ 设计了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作业流

制，探讨出基于电子供应链的协同商务运作创新模

研究

式，这样不仅能为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提供了新的

了电子化供应链的数据交换。 Ｋａｉｈａｒａ

设计了动态

建设性、发展性研究思路，而且为电子供应链及现代

供应链协同模型及实现技术，实现了虚拟资源敏捷配

协同商务的整体管理哲学思想添加了更多崭新而有

程，给出了实施方案及再造原则。 Ｇａｎｇ Ｌｉ 等

置。 Ｂａｒｕｔ 等

３．２

［４７］

［２９］

［２１］

价值的要素及内涵。

评估了各类供应链协同耦合度。

总之，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集成管理研究在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模式

相比平台研究，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模式

多领域、多学科、多理论交叉的条件下，已经取得了较

研究则侧重管理面，包括决策支持、战略选择等，注

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今后必然研究面更宽，视角更新

重于运用管理理论及方法，研究不同情境下的协同

颖、突破性、系统性或重大创新成果更值得期待。

商务电子供应链管理，试图在众多管理要素中找出

４

规律性关系或结构性层次，以启发出有效的管理策
略或通行的管理模式选择。 Ｓｏｌｉｍａｎ 等 ［２２］ 研究了供
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的决策影响因子；Ｌｉｎ 等

［２３］

研究

了目标管理下动态协同电子供应链模型。

３．３

国外学者较少研究电子商务物流，源于国外发

达的物流体系与 ＥＢ 达成同步发展。 但在我国，滞

后的物流服务业阻碍了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的发展
进程。 李斌

探讨了电子商务物流系统的重要性

根本性影响。 当前研究涉及供应链电子商务战略协
同技术与支持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的 ＩＴ 技术 ２ 个
４．１

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战略层技术
具有战略意义的供应链设施选址和物流中心布

点，常用运筹规划求最优解。 上游供应商评估方法
一般有 ＡＨＰ 法、ＡＢＣ 分类法、智能优化算法、模糊
综合评判法、关联矩阵法等。 智能优化算法是近些

能和核心技术。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１） 当前电子商务物流研究
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对服务模式研究尚显不足；

２） ＥＢ 与物流的交互关系研究不深入；３） 电子商务
物流实践性很强，而量化或实证研究太少；４） 行业
性、地区性研究不多见，未能指导实践。

３．４

协同技术发展对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效应具有

方面。

基于电子供应链的协同商务物流管理

［２４］

协同商务技术研究综述

年的研究热点，尤其以 ＡＮＮ 最为前沿，王红梅等 ［２８］

综合 ＢＳＣ、启发式算法及 ＡＮＮ，求解供应链电子商
务协同的最佳效益。

４．２

支持协同商务电子供应链的信息通信技术
突飞猛进的企业信息化技术有力支撑了供应链

电子商务协同运作，创造了无可替代的未来竞争优

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集成管理
我国在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的集成管理方面的

势。 移动网络加速普及，彻底变革了当今电子商务

研究开展时间已经 １０ 余年，并已初见成效，主要表

模式，戏剧性地改善了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效用，打

究、流程集成研究及相关产业的应用性研究，因此该

其他常用技术还有门户技术、多智能体技术、工

现在集成的界面性研究、合作博弈论研究、功能性研
要素的国内研究水平不弱于国外。 杨瑾

［２５］

构建基

于柔性和变革的供应链流程管理集成框架模型。
综上，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集成管理的提出
应该是归结或追溯于系统论思想。 协同商务需要资

造了面向供应链协同的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
作流技术、云计算、数据仓库等，但国内软件规范程
度低，集成应用效果落后于国外同类产品。

５

结束语

源的有效配置及高效投入，电子供应链本身就是人、

我国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管理研究仍处于初级

机、物料、技术、工艺方法、信息、环镜、市场等诸多资

阶段，研究现状不容乐观：１） 研究体系不完善，缺乏

源的“ 集合” ，已有的以电子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的管

有效的方法论指引；２） 许多研究关键点还未涉及，

此，集成管 理 的 前 沿 性 研 究 因 其 “ 集 合 协 同 论、 商

的知识管理、移动商务协同创新理论等；３） 学术研

学、供应链管理理论而得” 的独特性日益受到研究

究的匮乏导致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管理的应用性研

者的广泛关注。 该领域研究成果阐释了电子供应链

究越发不能满足我国企业界的要求；４） 新兴的高级

中各类节点企业的协同依存关系及其表现形式，挖

协同技术还没有真正引入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管理

掘协同商务与电子供应链的全面深度集成原理和机

领域，值得广大研究人员关注；５） 支持供应链电子

理理论不断翻新，东西方商务理论也层出不穷，因

包括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度、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

·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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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协同的 ＩＴ 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
然显著，规范性、创新性、集成性亟待提升。

若要解决以上问题，有必要将系统工程理论与
方法应用于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管理研究，基于系
统论思想推进该领域相关研究，可能会取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 理由如下：１） 系统论思想的引入恰恰能
克服该领域研究不系统的缺陷，增强供应链电子商
务协同管理研究的整体性、连贯性、逻辑性，同时能
整合不同视角的协同管理研究，实现各种研究成果
的完美融合；２） 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引入能加快协同
管理方法研究，更加关注协同管理研究成果的落地
实施，有利于指导供应链电子商务协同实践；３） 老
三论、新三论的引入必定会促进该领域的量化研究
及实证研究。 总之，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对于供应
链电子商务协同管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
今后该领域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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