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智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唯智准时达物流信息
系统项目（iDEAS）
一、应用企业简况（包括企业所属行业、规模、所有制类型等），企业管理模式
与营销模式的主要特点
（1）关于唯智信息
唯智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集私有云和公
有云于一身，提供智能和移动互联供应链全面解决方案的领导品牌。唯智成立于 2001 年，
总部于上海，注册于张江软件园，目前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致力于物流信息服务的
中外合资企业。中国物流软件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在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于 2016 年在
中国新三板上市，股票代码 837981。
唯智信息旗舰产品主要包括：OMS（订单管理系统）、WMS（仓储管理系统）、TMS（运
输管理系统）、LFCS（物流财务控制系统）、ROS（配送路径优化系统）以及 56Linked（物
流链云平台）。
唯智信息专注于中国市场，服务于每一个行业排名第一的大型企业客户，主要包括：上
汽通用汽车、中国铁物、海尔物流、世能达、沃尔玛、联合利华、达能饮料、农夫山泉、东
方购物、中国移动、中国烟草、富士康、中国外运、中车集团、歌尔声学、海信电器、中国
医药等。
唯智信息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的 IT 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以最优质的服务助力制
造、零售、快消、医药、电商、冷链、汽车、3PL 等十大行业 1000 等多家企业客户通过信
息化手段提升物流管理效率、节约成本，为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价值。
（2）关于客户准时达
JUSDA 准时达，富士康科技集团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作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准时
达主要从事与国内交通运输相关的货运代理及仓储服务等业务，是全球 C2C（Component to
Consumer）供应链整合服务先行者，致力于运用先进的科技研发实力，成为以科技驱动的
专业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
准时达拥有专业的全球供应链管理经验，大中华区网络辐射华南、华中、华北、华东、
西南 5 大区域，在全球拥有 60 个仓储配送中心，200 万平方米仓储场地，海外 110 个跨境
转拨运营中心，国际海陆空铁运线路 1000 多条。与全球超过 3000 家知名品牌客户以及富士

康 100 多个制造事业单位密切合作，以卓越的制造物流经验成为业界的佼佼者。
不仅如此，在商贸物流领域，准时达整合境内外供应链资源，有效衔接国际物流、关务、
保税仓储、境内配送环节，为电商及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供应链平台，成就客户商业价
值。秉承超越客户期望的服务理念，准时达已在全球供应链服务领域大展宏图。

二、企业在实施信息化之前存在的问题，即通过信息化要解决的生产管理、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1）多套系统，功能重叠
原来三个大的部门有三个仓储系统、三个运输系统，这就造成难以标准化、改进成本高、
仓储资源和运力资源难以整合利用等问题。
（2）原有系统基础架构的问题
这些系统均有一定的历史，其设计是多为针对 3C 制造业的特定业务场景，比较少考虑
到一些灵活和变通的问题。当准时达从一个部门转变为一个企业，承接外边多种行业业务时，
面对不同客户需求，要求系统也必须是灵活的，并且具有更广泛的行业适应性的。
（3）行业最佳实践的问题
其实准时达原有的系统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其中有非常多的富士康内部的最佳实践，设
计精巧，效率很高。但同时，物流行业一些通用的行业最佳实践，在原有旧的系统中，相对
缺乏，或者说应用不深。如何把富士康的最佳实践和物流行业最佳实践充分融合，是一个重
要课题。
（4）财务业务一体化的问题
原来准时达只是集团内部的物流采购和管理部门，只需计算对服务商的付款即可，具体
的财务结算是在各制造单位的 ERP 系统中完成。当准时达变成一个企业时，不但要有付款，
还要有对客户的收款。客户普遍希望用自己原有的熟悉的方法计费，要求我们系统的计费规
则必须灵活；并且物流结算系统需要与财务系统打通，才能保证准确高效。

三、信息化进程，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问题与解决措施，企业信息化是如
何推进、组织，一步一步深入的
（1）信息化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与解决措施
困难 1：工期风险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还有实施环境不具备、工期预测过于乐观等，
其后果就是工期的不确定延长而使成本上升。
措施：制定详细的施工计划，及时掌握进度，加强各个部分开发人员的沟通，确保进度

协调，提高工作效率。部门领导会在一周中有 3—4 次对项目进度进行一定的了解，并且会
及时为开发人员提供咨询或相关的指导，经理则是每周一上午定期过来了解情况，通过开会，
开发人员汇报前一周的工作情况与内容，以使项目经理能够准确地了解项目的进度，确保如
期交货。
困难 2：引发成本风险的主要因素客户额外增加需求，人员的派出经费的不确定性，还
有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浪费等。开发人员的人数相对较少，这样势必会使新的项目的进程受到
极大的影响，由此也容易引发人员缺失的风险。
措施：成立临时项目小组加强与客户协商，正确理解客户需求，建立备忘录日志，采用
模块化设计。严格按照项目招标书执行，额外增加需求需经过项目组提报审批。严格控制项
目预算，加强对项目资源的管理。合理协调公司所有资源，确保项目资源得到充足的供应。

（2）信息化实施步骤
① 实际需求调研
根据客户业务实际情况，梳理实际业务流程；编写需求文档
② 系统个性化需求开发
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开发标准产品暂无法实现的功能
③ 参数配置及系统测试
根据客户实际业务配置系统参数，维护基础数据，测试环境进行数据测试
④ 试点上线
正式库数据测试，测试完成后正式使用
⑤ 其他 DC 复制推广上线
其他 DC 复制上线内容

（3）系统简介
OMS & WMS：2014 年 11 月 5 日 OMS&WMS 项目正式启动。唯智项目组耗用 2 个多
月时间对准时达储配仓库业务进行了详细的需求调研和业务讨论，并于 2015 年 1 月 24 日提
交储配 WMS 业务详细需求文档。项目组按照需求确认的内容对唯智原有 OMS 和 WMS 系
统进行了全面重构，确保系统架构可以满足准时达现有的储配业务需求。在准时达 IT 团队、
业务团队和唯智技术团队的密切配合下，iDEAS 系统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完成了 UAT 用户
接收测试，正式上线。

TMS & BMS：2014 年 11 月 10 日 TMS 项目正式启动。唯智项目组耗用 5 个月时间对
准时达 TMS 业务进行了详细的需求调研和业务讨论，并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提交 TMS 业
务详细需求文档。项目组按照需求确认的内容对唯智原有 TMS 和 BMS 系统进行了全面重
构，确保系统架构可以满足准时达现有的运输和结算业务需求。计划 2016 年 11 月 1 日完成
UAT 用户接收测试，正式上线。
EDI：iDEAS 系统通过 EDIServer 与 WebMethods 平台，构建了可以直接与外部不同的
异构系统进行对接的一体化 EAI 平台。同时唯智项目组完成了 iDEAS 系统接口标准化制定，
并与菜鸟等平台进行了接口联调测试验证工作。

四、信息化主要效益分析与评估
（1）信息化实施前后的效益指标对比、分析
① 订单管理系统 OMS




全方位的物流订单管理，包含需要仓库和运输协作完成的任务，以及仅需要仓库
或者运输单独完成的任务；对订单从接收、审核、作业、监控、运输、回单直至
结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跟踪。
订单管理系统是物流系统对外交互的统一源头，规范物流平台与外部交互的统一
性。
订单接入：支持手工录入， EXCEL 导入，EDI 集成；

订单处理：订单审核、手工调整、波次安排，控单、拆单等；

订单任务管理：订单任务拆解，运输与仓储分工协同、 订单优先级、订单

拆分与合并、分批次管理；
自定义执行方案：配置订单作业的差异化流转和监控节点；

时效管理：订单作业效率管理；

业务跟踪监控：通过图形化界面，直观的了解订单的执行情况。提前主动发

现问题，提前解决，提前知会客户的预警模式；能够大大提升服务质量，提
高客户满意度；
授权；

回单管理：货损货差登记，及影像归档上传；

服务质量管理：投诉管理，承运商/司机的考核管理；

辅助信息管理：对订单附加费用等信息的录入管理。


② 运输管理系统 TMS


基于供应链网络设计，集成最佳行业实践业务模型，帮助企业解决在物流运输管
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有效管理总部与分公司分级运输调度。




多组织架构运作：多运输网点分别运作或者整合运作业务；
自有车队管理：管理自有车队，车辆管理，车辆证照、缴费；证照和缴费更
新提醒；
承运商管理：承运商负责线路，运力资源管理等；对于承运商司机信息的登
记管理；承运商 KPI 考核；








运输拆单：运输任务按照线路或者车进行分拆；各个子任务以运输段的方式
进行独立运输安排和调度；
分单和调度：支持面向承运商外包车队的分单管理以及针对自有车队的调度
管理；
多式联运管理：陆-陆、陆-空、陆-海等联运业务；
在途管理：对车辆的发车、在途情况及到达等情况实时登记，支持多大 8 个
跟踪节点；可以对于 GPS 定位无法覆盖情况下的辅助补充；
司机管理：司机证照管理，证照到期提醒；司机 KPI 考核； 司机绩效管理；
司机报销和现金管理：司机发车预借款，司机报销，到付订单的现金回收管
理；司机现金报销超期报警管理。

③ 仓储管理系统 WMS


支持供应链 VISIBILITY；



支持多服务主体（Multi Company）、支持作业流程控制；



支持智能化的驱动仓库作业，并对 RF 设备予以支持；



支持对库内作业的全方位功能支持；



基于网络的多仓管理；



多纬度仓库储位管控；



货品多批次属性跟踪管理；



基于规则引擎的 WMS 作业驱动。

④ 结算管理系统 BMS


脱离手工计费的繁琐工作与易出错性；



满足不同区域和级别下，运输商费用计算的灵活性；



支持费用模拟测算，选择最佳计费方式；



多种报价体系下灵活配置的费率表管理；



提供导入、导出功能降低维护难度；



不同时间段费率按照版本区分，无缝切换；



自然语言定义计算公式定义运价，不需要编程实现；



按件数，重量体积，托数，按货主，按货品计费分类。

（2）信息化实施对企业业务流程改造与竞争模式的影响
① 实现了多种运输方式、多种业务模式的高效协同
在物流领域，专注于某一种或几种运输方式不容易，将多种运输方式、各种复杂业务都
涵盖在一个系统更是难上加难，准时达 iDEAS 智慧物流管理系统确做到了！凡是富士康涉

及的运输方式、业务模式，都能在系统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陆运、空海运快递、中港运输、
报关、仓储、仓储驱动运输、运输驱动仓储、仓加配等业务模式都能在系统的统一规划下高
效执行。
② 整个运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监控方案，实时性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
监控一直是物流系统的一个难点，也是衡量一个系统的重要指标。由于业务的多样性，
导致参与者也变得多元化：客户，运输承运商，终端客户，仓储承运商，报关承运商等，他
们的关注点都各不相同，对执行的每一个环节的监控、预警就显得尤为重要。准时达 iDEAS
智慧物流管理系统以人为本，兼顾各方的关注点，在运作的各个环节根据不同参与者的不同
的关注点，以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发送最新物流信息。
③ 独创的地图区域、混合区域、行政区域的三大区域划分，很好的解决地域冲突
彻底解决由不同业务带来的区域冲突，极大的整合了资源，如报价、路线等信息。
④ 独创的路由算法和末段智能分单体系，解决运作过程中的资源合理规划和利用问题
基于 RMv4 的路由算法体系方便的实现内部路网的线路智能规划。使用基于地图引擎
的优化算法解决场站末段配送的包裹分派和线路排程，有效提高配送时效及平衡配送人员工
作量。
⑤ 独创的产品体系，一个灵活多变的“内核”
将各种运输业务模式以服务产品的概念来展现与运作，客户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一种
或多种不同的服务产品来自由组合，成本分摊、结算中心，以不变应万变来“适配”各种业
务模式。彻底解决三方物流企业多业态、多模式的核心痛点，将复杂的运作用简单的程序模
型予以规范。

（3）信息化实施对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作用
优化管理：通过实施唯智准时达物流信息系统项目（iDEAS），使得管理要求得到落实，
管理规范得到贯彻，全面获得了整个业务运行管理的主动权利。各个环节的责任和要求明确，
任务分配清晰，业务开展准确有序，之前由于责任不清晰存在的散乱情况基本杜绝。项目中
引入了良性的竞争机制，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形成了团结协作的工作态势。
减少浪费：从原先的每年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被动，转变为一次投资年年获益。使得业
务的管理部门可以从日益繁杂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有人力和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工作和其他
开创性的业务。
提高效率：借助本项目实施，业务管理流程得到全面贯彻，使得仓储和运输效率在总体

上获得了提升。不仅极大的提高了现场的作业效率，还能很好完成了之前无法达到的各项考
核要求。

五、信息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体会、经验与教训，有何推广意义
（1）企业信息化的发展不能与企业的管理现状相背离，完善的管理能促使企业的信息
化得到好的落实，同时信息化又发过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为企业的管理提升效率；
（2）系统实施不是几个人或几个部门的事情，而是要领导带头全员配合，全体人员重
视起来，每个人都把好关，通过开发团队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系统顺利、成功的实施。

六、本系统下一步的改进方案、设想，以及对物流信息化的建议等
（1）继续围绕 iDEAS 系统对 TMS 功能加以扩充，实现业务关务一体化运作，同时提
供陆运、海运、空运、铁运等业务的货代功能支持，对公司新兴的物流业务模式提供技术支
持；
（2）逐步替换公司原有的 WMS 系统，提供对生产制造、商贸、电商等不同业态的一
体化 WMS 系统；
（3）利用 iDEAS 系统支撑企业的扩张战略，将海外物流业务也纳入统一的管理平台；
（4）基于 iDEAS 系统的业务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合理的数据模型分析不同项目、客户
和服务商的盈利情况，以此为基础指导企业更合理的寻找优质低价的服务商，为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

七、应用单位鉴定意见
（1）通过技术手段对准时达的物流服务进行标准化定义，统一采购报价和销售报价体
系，为业务人员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服务；
（2）通过服务产品的标准化定义，降低了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有助于联运
产品定义和报价规范化；
（3）通过合理的数据模型对运输线路进行聚合，有效提升了服务产品的适用范围，降
低了服务产品数量；
（4）利用多维度的业务组织定义机制，提供了灵活的集中调度和分区调度管理配置体
系，适应准时达不同业务的管理要求；
（5）科学合理的模型设计，确保系统中的功能都是产品化、通用化、可配置、可扩展，
降低 IT 运维成本和业务使用成本；

（6）实现了业务财务一体化运作，提供费用试算、预算、计费、对账、立账、开票、
结算一体化流程，并提供对多利润中心的费用分摊和损益分析，为管理层提供有效的数据支
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