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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at the beginning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 

copper companies. The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the mutual synergic relationship of the system are put forward. What’s m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are elaborated. In the end, the author establishes a integrate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platform and details the modules and their functions of the subsystems. The innovation of the article is that by using the advanced theories 

of management of collaboration, and that system features li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fety production, and so on are projected, which 

achieve the integrated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al schema between copper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mine lots, 

multi-industries is set up collabrative operating capabilities and acceler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pper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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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化的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模式研究 

任文静   王雪飞   唐旖聃   单莉莉   霍志磊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成都，四川，中国 

摘 要 文章首先分析了建立铜矿企业协同化管理信息系统的意义，其次提出该系统的层次结构以及相互间的协同关系，并阐述了

系统的特点，最后作者构建了完整的铜矿企业协同化管理信息系统平台，详细描述各子系统功能模块及其功能。文章的创新之处是运

用协同化先进管理思想，以环保、安全生产等特色的系统设计，实现了铜矿企业整体集成能力，铜矿企业与跨矿区、跨行业的其它组

织之间协同运作能力，促进铜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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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立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有以下的意义： 

首先是目前中国铜矿企业管理的迫切需要。 

铜是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材料之一。目前铜矿企业面临

很多问题：中国铜矿企业需要的冶炼原料对外依存度已达

70%[1]，原料供应非常不足，铜矿石品位逐年降低，而铜

矿企业升级设备费、采选技术创新费、税费、环境治理费

逐年提高，导致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要求引入现代化的管

理思想和方法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 

其次是目前铜矿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铜矿企业不具备完整管理信息系统体系结构。 

有些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只注重重要部门（“生产”、

“财务”部门）的信息化建设。例如对“生产数据实时采集远

程监控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的研究较多，忽视铜矿

企业其它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工作环节断裂、工作流程无

整体控制，无法实现铜矿企业内部各个部门间协作。 

有些铜矿企业只注重企业内部 ERP 的建立，只有企业

内部局域网，不重视与其它单位的合作，甚至没有对外的

官方网站，无法实现铜矿企业与其它企业的协作，造成铜

矿企业商品流通不畅通，商品滞销，供应商选择不恰当，

采购价格过高，甚至原料采购不足。  

虽然大型铜矿企业有管理信息系统，但是信息非常不

完整。例如很多销售信息子系统中“产品信息”都没有详细

公布，例如“里伍铜矿”信息系统中“里伍产业”栏目下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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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和“商品编号”，而“商品详细介绍”下的内容为

空，没有建立与供应商、购买方的有效协作关系。 

最后，铜矿企业建立基于协同化思想的管理信息系统

意义。 

1999 年，Gartner Group 提出协同化的基本思想: 使得

商业利益一致的合作伙伴合作, 共享整个商业周期中信息, 

提高企业自身的活力，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的需求。目前，

协同化信息系统在中国的零售业、物流、化工、制造业、

煤炭行业等很多企业已经广泛应用，铜矿企业这种生产过

程较特殊，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其协同化系统还处于探索

期。 

作者认为建立基于协同化的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铜矿企业内部各部门信息化共享，资源优化整合配置，

建立铜矿企业采、选、冶、科、工、贸跨地区、跨行业的

全球化互动协作，可以降低成本，工作流程、商品流通畅

通。  

2. 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层次结构以及相

互协同关系 

作者认为完整的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应分为

三层结构。见图 1。 

 

图 1 铜矿企业协同电子商务层次图 

第一层是基于铜矿企业内部协同化，包括：决策协同、

计划协同、生产协同、财务协同、采购协同、销售协同、

物流协同、人力资源协同等，使得实现铜矿企业各部门间

的分工与协作，实时控制，精艺生产，信息等各项资源共

享、合理配置。 

第二层是基于铜矿企业供应链协同化，铜矿企业与铜

矿石供应商、钻探、装备工具供应商、物流服务供应商；

铜矿企业与客户（包括铜加工企业、铜工业品客户）、第三

方物流之间建立协作关系。对整个供应链的信息流、资金

流、物流、业务流进行有效规划整合，实现 ERP、SCM、

CRM 的集成。 

第三层是铜矿企业与跨矿区、跨行业的其它组织之间

的协作关系，利用互联网建立铜矿企业与政府、金融机构、

第三方服务组织（第三方人力资源组织等）、研究所、高校

等的协作关系，为企业建立矿区内、跨矿区的政治、经济、

法律、科研等良好发展的外部环境。 

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实现企业各职能部

门的相互协同关系，而且层次与层次间也实现了相互协同

关系。例如企业内部协同层中的的计划子系统、生产子系

统需要第二层企业供应链提供市场信息和供应商信息。企

业内部协同层中的决策子系统需要从第三层中的政府获得

政府政策信息，为内部的决策协同、计划协同做保障。 

3. 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3.1 先进的协同化管理思想的信息系统 

在铜矿企业中融入协同化的思想，开放的协同式的管

理信息系统，不仅企业对内协调工作，对外协作范围扩大，

使得传统企业充满现代化的活力。  

3.2 为安全生产服务的信息系统 

铜矿企业很多为经济利益，忽视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给企业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力，给社会也带来重大损失。

在协同生产子系统中专门设计了实时保障安全生产模块，

并在成本会计模块设计的安全成本子模块，其中专门有管

理工程项目安全成本与提取安全生产基金功能。为本系统

就安全问题提供了事前预防、事（中）后控制的保障。 

3.3 具有环保特色的信息系统 

目前中国环保问题日趋严峻，政府对企业的环境污染

监控日趋重视，污染严重的铜矿企业面临转型。该系统可

以促进外单位与本企业的协同研发，不再使用“湿法制铜”

这种污染严重的生产技术，开发出环保新型生产技术，大

力合作研制尾矿利用技术等，并且在该系统中的环保成本

中设置了：矿区环境保护设备费、矿区环境保护治理费、

矿区环保教育费等为做好环保预防、生产过程环保、恢复

治理工作而努力。 

3.4 重视企业内部物流的信息系统 

铜矿企业的生产部门有采矿场、选矿场、冶炼部门等，

本系统中设计生产物流模块是为保障铜矿石，硫精矿、精

铜、危化品从采矿场到选矿场、冶炼部门安全运输，并在

运输过程的储存中保障物料不变质、损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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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 

作者认为完整的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系

结构包括：协同决策子系统、协同计划子系统、协同生产

子系统、协同采购子系统、协同销售子系统、协同物流子

系统、协同财务子系统、协同仓储子系统、协同研发子系

统、协同人力资源子系统等。见图 2： 

 

图 2 协同化铜矿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体系结构图 

4.1 协同决策子系统 

协同决策子系统包括：⑴市场需求预测模块：铜矿原

矿、粗铜、电解铜、阴极铜、精铜以及其它伴生的矿、废

矿石等等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测。⑵库存预测模块：铜矿原

料、产成品、产品、设备、辅助材料的库存量预测。⑶生

产进度模块：铜矿企业在计划期内应达到的铜矿产品的产

量、品位等生产活动指标进行生产进度的安排。⑷资金预

算模块：①铜矿企业主要的产品如精铜以及其它副产品如

硫或铁产品生产量的预计、销售价格预算。②总运营费用

预算：采矿、选矿、冶炼成本预算、产品储存成本预算等。

③直接材料预算：④铜矿矿山的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

备品备件、燃料、产成品等采购成本预算、库存成本预算。

⑤销售费用预算、管理费用预算。⑥资本收入预算：投资

项目预计收益、利润预算、未来项目的现金流入量、投资

收益率等。⑦风险预算：铜价格波动风险预算、铜矿运输

风险成本预算、铜矿安全生产风险预算等，⑧人力资源培

训、质量管理、安全环保、其他业务预算。⑸采购方案决

策模块，包括：原材料采购决策、设备采购决策等等。 

此子系统占据整个系统的首要地位。协同企业外部的

政府、合作企业、供应方、客户，与此子系统信息共享，

才能做出正确、时效的决策，同时与是对其它子系统协同

工作，为生产、财务、计划子系统等等起提供决策信息。  

4.2 协同计划子系统 

协同计划子系统是协同铜矿企业各个部门，根据过去

的生产、销售信息，协同外部环境信息，协同决策系统，

为各个部门提供计划信息。协同计划子系统包括：（1）中

长期(年度)计划模块：铜矿地质储量消耗计划、新增铜矿地

质储量计划；铜矿产量计划（采掘总量、采剥总量）；资源

利用计划（铜矿矿石损失率、贫化率）；产品产量、销售量、

选矿处理量计划；各种技术经济指标计划（铜矿品位、回

收率等）；成本费用计划（物资消耗、备件消耗、设备折旧、

人力成本、费用指标）；盈利计划；投资及技改项目的进度

计划等。（2）短期（月）计划模块：铜矿采掘计划；探矿

计划；采剥计划；各采场、各生产单位的出矿量计划其它

工程计划；物资需求与采购计划；成本费用计划；资金计

划安排。  

4.3 协同生产子系统 

协同生产子系统：是协同铜矿企业计划部门、调度部

门、采矿场、选矿场、冶炼部门、质检部门、安全生产部

门、财务部门等，协同勘探、采矿、选矿、冶炼等整个生

产过程，集生产计划模块、生产调度模块、生产数据实时

采集模块、生产数据报表综合管理模块、质检分析模块、

实时保障安全生产模块，实现根据生产计划执行生产，生

产数据实时的采集、远程监控生产过程、动态控制生产计

划执行情况、上报以及汇总查询生产统计数据、实时保障

安全生产的系统。 

4.4 协同采购子系统 

协同采购是对整个采购业务流程的协同，包含最初的

需求，中间的供应商的选择，以及最后的财务等的协调一

致。形成与计划协同、寻源采购协同、订单协同、物流协

同、财务协同的协同模式。 

协同采购子系统包括的各个模块的业务流程的协同过

程：⑴采购计划协同管理模块：铜矿企业的采购部门根据

企业对原矿石、采掘设备、辅助材料等等的需求，以及仓

库已有的库存，得出采购计划。⑵供应商管理模块：通过

网络，发布需求信息，网上公开竞价选择供应商。⑶订单

管理模块：包括合同签订协同管理、合同审批协同管理、

合同执行协同管理等。供应商通过系统查看铜矿企业的采

购部门已审批的采购订单，确认货物、数量、交货时间等

采购部门对订单合同进度实时跟踪。⑷物流协同管理模块。

⑸仓储协同管理模块。⑹财务协同管理模块：铜矿企业采

购部门在网上签署正式的电子购货合同后，预付款处理，

货物到货后，付款结算管理、采购结算管理等，要与发票

和财务合同协同一致。 

4.5 协同销售子系统 

协同销售子系统包括：⑴产品信息管理模块：与生产、

仓储子系统协同，铜矿企业的产品信息通过网络发布。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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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管理模块：通过网络营销，寻找潜在客户客户，

对已有的客户价值判断后进行分级的数据库管理，实时在

线咨询服务、在线结算付款，跟踪售后服务等。⑶销售订

单管理模块：客户通过网络发送订单，经过铜矿企业的销

售部门审批后的销售订单，签署电子合同，销售部门对订

单合同进度实时跟踪。⑷物流协同管理模块。⑸仓储协同

管理模块。⑹财务协同管理模块：铜矿企业销售部门在网

上签署正式的电子销售合同后，预收款处理，货物到货后，

收款结算管理、销售结算管理等。要与发票协同和财务合

同协同。 

4.6 协同物流子系统 

铜矿企业为了科学化管理铜矿企业的生产运输，将每

种货物按品种统一编号，每台车辆按车种归类统一编号，

录入协同物流子系统的标准数据库中。物流子系统与生产

子系统、销售子系统协同起来，共同完成运输任务。 

协同物流子系统包括：⑴生产物流模块：铜矿企业内

部的物流部门利用通勤车辆、特种车辆及生产辅助车辆，

完成铜矿企业的生产原材料、产品铜、硫精矿和及危化品

从采矿场到选矿场、冶炼部门的运输任务。⑵采购、销售

协同物流模块：有些铜矿企业拥有自有车辆运输产品，实

时合理地调度自有车辆，实时监控产品从（到）采购商（客

户）的运输过程。有些铜矿企业选择第三方物流完成产品

从（到）采购商（客户）的运输过程。铜矿企业通过网络

选择商誉好、价格低的第三方物流，通过网络与第三方物

流签订运输合同，通过网络监控第三方物流运输过程，保

障产品安全、准时地到货。 

4.7 协同财务子系统 

协同财务子系统包括：⑴成本会计模块：生产成本、

安全成本、环保成本子模块。  

⑵财务管理模块：计划预算管理、筹资管理、投资管

理、销售收入利润管理、企业风险管理、盈亏统计管理、

总账管理等。 

协同财务子系统是信息系统核心，企业所有部门有协

作关系的系统。与生产子系统的协同产生生产成本。与决

策子系统协同工作，为铜矿企业的决策提供决策预算数据。

与人力资源子系统的协同产生人工费数据。另外，企业所

有外部单位有协作关系的系统。与政府之间的协同产生其

中的矿产资源使用费、土地征用费、资源费。如果有第三

方科研单位或是高校参与研发，协同产生设计费的数据。

与政府、行业协会协同产生安全成本、环保成本数据。与

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协同产生筹资管理、投资管理、企业风

险管理成本与费用，并为铜矿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决策数据。 

4.8 协同仓储管理子系统 

协同仓储管理子系统包括：⑴货位与物资数据管理模

块：①按照物资类别建立标准编码。将铜矿企业的仓储按

照铜矿企业的原材料、产成品、成品、辅助材料、生产设

备、辅助设备（例如：钢材、五金、化工、建材、电材等）

编码。②将货位编码定位，仓库的货位规划，将货位按照

库房、库区、架、层、位的层次结构进行货位编码。③将

物资按照编码，设置独立区域存储，严格编码好的每种物

资与规范的货位盘点对位，建立标准的编码，准确、科学

的库存货位管理。⑵入库管理模块：记录进货日期、货物

品种及入库数量。包括：采购订单入库、退货入库、暂存

入库、工程备件、红冲入库等。⑶出库管理模块：出库管

理分为立即出库或上架入库再出库两种方式。出库管理模

块业务过程：领取料单、核单、备料、复核、点交、登记

领料库存、期末库存扎帐。与协同物流子系统协同工作，

将货物包装、装配、运送。⑷统计报表模块：入库物资报

表、出库物资报表、月报、日报仓库出库、入库明细表等。 

4.9 其它子系统 

协同研发子系统是协同政府、第三方科研单位、高校

等机构，共同开展科研创新工作，子系统包括：科研创新

政策环境模块、科研组织管理模块、科研成果应用模块，

科研资金投入模块。 

协同人力资源子系统包括招聘配置模块、员工培训模

块、人力资源规划模块、绩效管理模块、薪酬管理模块、

劳动关系模块。该子系统是协同第三方、行业协会，在网

络上招聘人才。协同行业协会、政府、法律机构建立安全、

健康的劳动关系。协同本企业内部的财务部门建立薪酬管

理，协同生产部门建立绩效考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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