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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从商业视角看信息系统——不只是技术 

2.1 剖析信息系统的内涵 

2.2 围观信息系统的结构 

2.3 发现信息系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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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汽车（新车/二手） 

汽车销售渠道的传统方式是4S店，或者销售公司；不同的汽车制造商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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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案例：Cars公司的IT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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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com是网络购车

的首选，有比较齐全的

价格信息、汽车图片、

汽车饰品、库存信息、

对比工具； 

2008年，Cars.com的

销售量位居行业首位。 

Cars.com采用的技术都是随机配置的，而且技术使用了十多年，无法承担更多的

任务； 

公司的技术部总监曼尼.蒙迪拉诺（Manny Montejano）称，“我们不仅从多个卖

家那里购买了各种技术，而且还买了他们软件程序的多个版本。” 



开篇案例：Cars公司的IT基础设施 

Cars公司在美国Super Bowl的商业广告（30‘/$500万/1.15亿观众） 

 Cars.com 2010超级碗广告 

 Cars.com 2011超级碗广告 

 Cars.com 2012超级碗广告 

 Cars.com 2013超级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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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碗（Super Bowl）是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

军赛。超级碗一般在每年1月最后一个或2月第一个

星期天举行，那一天称为超级碗星期天（Super 

Bowl Sunday） 

超级碗多年来都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并逐渐成为一个非官方的全国性节日。
在超级碗开场前和中场休息的时候，会有很多流行歌手和音乐人进行演出。另外，超
级碗星期天是美国单日食品消耗量第二高的日子，仅次于感恩节。 

videos.02/Cars.com 2010欧美地区  【Cars.com 二手车网站】 2010超级碗广告  （蒂莫·里奇曼篇）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0欧美地区  【Cars.com 二手车网站】 2010超级碗广告  （蒂莫·里奇曼篇）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0欧美地区  【Cars.com 二手车网站】 2010超级碗广告  （蒂莫·里奇曼篇）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0欧美地区  【Cars.com 二手车网站】 2010超级碗广告  （蒂莫·里奇曼篇）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1超级碗广告Go First篇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1超级碗广告Go First篇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2 购车网站 2012 超级碗广告.1080p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2 购车网站 2012 超级碗广告.1080p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2 购车网站 2012 超级碗广告.1080p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2 购车网站 2012 超级碗广告.1080p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3超级碗广告』Cars.com - 狼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3超级碗广告』Cars.com - 狼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3超级碗广告』Cars.com - 狼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3超级碗广告』Cars.com - 狼_高清.mp4
videos.02/Cars.com 2013超级碗广告』Cars.com - 狼_高清.mp4


开篇案例：Cars公司的IT基础设施 

消费者 

Cars.com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体验，减少在线下收集信息的过程，把相关信息集中“一站

式”呈现在网络上； 

Cars.com公司 

使用新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代替过时的计算机基础设施，并且最好使用统一的IBM

技术标准。 

在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公司的系统更新能力得到加

强，信息系统部门承担业务项目增多。 

新的基础设施使公司有能力加入到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大赛的商业广告行列中，因为它

现在使用的操作系统能够处理比赛中插播2个30秒广告的点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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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案例：Cars公司的IT基础设施 

思考以下问题： 

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硬件和软件投资在提高企业效益方面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 

你认为信息系统是如何为Cars.com带来收益？信息系统是如何改变

商业？ 

信息系统是否就仅仅理解为计算机呢？或者，信息系统是否就仅仅

理解为信息技术（I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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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剖析信息系统的内涵——以微信为例 

14:51:35 8 



从技术的角度看信息系统——以微信为例 

硬件、基础设施和网络 

数据库 

软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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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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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内涵——从技术的角度看 

计算机硬件： 

 信息系统中输入、处理和输出的各种物理设备，包括各种尺寸和外形的计算机，以及连接计算机的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件： 

 信息系统中控制和协调计算机硬件设备的一系列精细复杂的、预先编写的指令。 

数据管理技术： 

 管理存储在物理存储介质里的数据组织的软件 

网络和通讯技术： 

 网络、因特网、内联网、外联网、万维网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所有的这些技术，连同那些运行和管理它们的员工，代表了整个组织能够共享的资源，组成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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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内涵——不止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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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的角度看信息系统的内涵 

独特的业务流程（以学校为例来说明） 

典型公司的不同的业务职能 

市场和营销 

人力资源 

财务与会计 

制造和生产 

独特的企业文化 

组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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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内涵——管理维度 

管理者为应对业务挑战设定组织战略 

例如，Walmart：非IT公司，超越IT公司 

此外，管理者必须创造性的进行 

创建新的产品和服务 

基于现实状况进行组织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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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 

 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 

 1983年与休斯公司合作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 

 投入6亿美元建立了电脑与卫星系统 

 发明了条形码、无线扫描枪、计算机跟踪存货 

整套的高科技信息网络 

 部门沟通、业务流程可迅速、准确地运行 

 DBS积累了海量的经营数据 

 包括大量的消费行为记录 



Walmart：非IT公司，超越IT公司 

沃尔玛 

创始人：萨姆.沃尔顿，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 

14:52:01-Page 15 



剖析信息系统的内涵 

组 织 

技 术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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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在即！ 

自2016年6月16日起，您将可以探索一个前所未

有的神奇世界，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点亮心中奇梦。

这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充满创造力、冒险精神

与无穷精彩的快乐天地。您可在此游览全球最大

的迪士尼城堡——奇幻童话城堡，探索别具一格

又令人难忘的六大主题园区——米奇大街、奇想

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和明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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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迪士尼世界排队时间：技术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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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几乎吸引着每一个人！ 上海迪士尼旗舰店开业游客排队2公里 26分钟即停止排队 

http://money.163.com/15/0521/08/AQ4GPJP6002554OB.html 



剖析信息系统的内涵——缩短迪士尼世界排队时间 

管理 

组织 

技术 

信息系统 
商业解决 

方案 

商业挑战 

 设计收入增长计划 

 设计技术战略 

 监视游客排队和 

人群拥堵 

 疏导客流 

 采用摄像机、监视 

器、公园数字地图 

 采用移动应用 

 采用视频游戏 

 预测游客量 

 提供全新的数字化服务 

 确定排队队列容量 

 缩短等待时间 

 增加对消费者服务 

 提供业务收入 

 有限的游乐设施 

 较高的消费者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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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的状况？ 

用户体验？ 

 

没人愿意看着别人玩乐，
而自己在旁边等待； 

在奥兰多的迪士尼，平
均每个游客可以玩9个
项目； 



剖析信息系统内涵 

信息系统是企业面对挑战和问题时的

基于IT的组织和管理的解决方案 

管理： 

战略、创新 

组织： 

组织结构、业务职能、企业文化、

组织政策 

技术： 

软件、硬件、网络、数据库、信息

技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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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信息系统的内涵 

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信息系统是一种“人－机”系统 ,社会技术系统 

信息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  

信息系统体现了对组织的全面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体现了管理思想与信息技术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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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内涵 

四方行动者共同努力形成了信息系统 

软硬件供应商（技术专家） 

投资并寻求从技术中获得价值的商业公司 

寻求达到企业目标（和其他目标）的管理者和员工 

当代的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处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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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系统 

软硬件供
应商 

投资技术
并获得价
值的公司 

寻找达成
目标的管
理者和员

工 

法律、社
会和文化

环境 



信息系统的内涵 

采用的视角：社会-技术视角 

结合了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运筹学、

以及与行为有关的实践活动； 

只有运营中所涉及的社会和技术两个系统

同时最优化，组织的业绩才会达到最佳； 

帮助我们避免单纯采用技术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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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术系统的相互调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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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技术视角： 

只有企业运营中所涉及的社会和技
术两个系统同时最优化，组织
的绩效才能达到最佳。 

方案1

技术

方案2

方案3

组织

方案1

最终
技术
设计

方案2

方案3

最终
组织
设计



2.2 围观信息系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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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定义 

数据 VS 信息 VS 知识 

 

问题： 

超市收银台扫描产品的条形码获得了一

条购买数据——一瓶15元的酸奶， 酸奶

的成份中有双歧杆菌，有助消化。 

讨论： 

“15”是数据还是信息？ 

这句话中哪些是知识？ 



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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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超市收银台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可以被处理和组织成有意义的信息，
如某个商店或销售区域餐具洗涤剂的总销量或总销售收入。 

Data and Information 



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 

• 信息（Information） 

• 知识（Knowledge） 

• 智慧（Wisdom） 

• 数据（Data） 

14:52:01 27 

数据处理的阶梯： 



什么是数据（Data）？ 

数据=事实（fact） 

我们经历过的任何事情 

感知到/感觉到的（feel) 

看到的（see) 

直觉判断的（intuition) 

观察到的（observe） 

数据：现在一般是指能够记录下来的事实，在决策过程中有用的输入 

Data is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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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Information)? 

“数字”本身没有意义 

例如：3,69,18,9.40%，71,37.20%，1.60%，36.10%，30,17.70% 

加上“行”、“列”表头，如果不加以解释，大家仍无法理解 

 

 

信息：一般是指经组织后具有共享的意义的数据 

 

学历 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 其他 

人数 3 69 71 30 18 

百分比 1.60% 36.10% 37.20% 15.70% 9.40% 

Information is data organized with shared meaning 
14:52:01 29 



什么是知识（Knowledge）？ 

知识是可指导行动的信息 

“实践出真知”，即代表知识来自行为 

是经验、背景、规则、价值等的综合，能被人利用 

概念（what) 

怎么做（how) 

原因（why) 

计算机能否创造知识？某种角度讲可以，但很难！ 

Knowledge is information that’s acted upon. 
14:52:01 30 



什么是智慧（wisdom）？ 

辞海解释：指人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 

智慧不会与生俱来，一般来自于经历（experience） 

辨析判断后，不仅决定做什么，还决定什么时候行

动，形成了聪明地行动，即智慧。 

计算机本身不会产生智慧， 

因为目前它们还不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Wisdom is knowing when is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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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到智慧 

数据 
计算机范畴 

信息 

知识 
人的范畴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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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结构的不同角度 

从实物组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信息系统理解为由硬件、软件、网络、

数据、人5大要素组成的整体 

 

33 14:52:02 

管理信息系统

网络

硬件 软件

人 数据



信息系统的定义 

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IS） 

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从技术角度是指由若干相互连接的

部件组成的，收集（或检索）、处理、存储和发布组织的信息的系统，

用以支持组织制定决策和管理控制。除了决策支持、协调和控制外，信

息系统还可以协助管理者和员工分析问题、进行复杂对象的可视化和创

造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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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结构的不同角度 

思考：为什么信息系统的组成结构包括“人”这个要素？ 

体现了对信息系统概念的不断深入 

1985年，管理信息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著

名教授高登·戴维斯（Gondon B.Davis）认为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利用

计算机硬件、软件和手工作业，分析、计划、控制和决策模型，以及数

据库的人-机系统。它能提供信息，支持企业或组织的运行、管理和决策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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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结构的不同角度 

信息系统的功能结构 

在信息系统的三类活

动分别是输入、处理

和输出。 

组织可以利用这些信

息来制定决策、控制

运营活动、分析问题

和创造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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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四项主要职能 

制造和生产 

销售和市场 

财务和会计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可以支持企业的各项业务职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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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 Business Processes ) 

一系列逻辑上相关联的活动，他们反映出企业中具体的任务是

如何执行的。 

 

许多业务流程往往与某个特定部门相关联 

 

有些业务流程跨越不同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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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的销售的业务流程 

14:52:02 39 



信息系统的业务职能结构 

企业的信息系统可划分为多个子系统，除了完成各自的特定职能和功能外，这些子系统

又有着大量的信息交换关系，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管理、决策活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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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业务职能结构

市场

部门

财务

部门

人力

资源

部门······

市场

信息

系统

财务
信息

系统

人力

资源

信息

系统
······

企业信息系统



组织结构——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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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金字塔结构 

一般的管理组织组织结构是分层次； 

组织结构还需要考虑不同的职能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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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者

中层管理者

基层管理者

……

横向结构（职能划分）

纵
向
结
构
（
管
理
层
次
）

管理控制

执行控制

战略计划



现代企业中常见的信息系统 

供应链管理系统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s, SCM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 ERP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s, C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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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系统

（SCM）

客户关系管理信息

（CRM）

销售与市场制造与生产 财务与会计人力资源

供应商/

商业伙伴
顾客/分销商

企业资源计划

系统

（ERP）



2.3 发现信息系统的力量 

信息技术的作用 

信息技术的力量 

新兴信息技术的冲击 

信息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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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信息技术的种类 

4类比较典型的信息技术，支撑了信息系统的使用。 

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 

微电子计算——处理器； 

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数据处理； 

传感技术——各种数据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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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
技术 

传感技
术 

计算机
技术 

通讯技
术 



2.3.2 信息技术的力量 

高速、准确的信息输入能力； 

快速、准确的信息处理能力； 

海量的信息存储； 

快速、便捷的信息传输能力； 

直观、形象的信息展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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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
技术 

传感技
术 

计算机
技术 

通讯技
术 



新兴信息技术的冲击 

信息输入：物联网、网络爬虫技术； 

信息处理：云计算、并行处理、MapReduce的思想和技术、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高性能计算机； 

信息存储：关系数据库和NoSQL 

信息传输：移动互联网 

信息输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Microsoft 眼镜，2’12’’） 、3D打印技术 

 

信息输入
信息存储与

信息处理
信息输出

反馈和控制

信息传输

14:52:02 47 

videos.02/微软增强现实眼镜 Microsoft HoloLens宣传片  @柚子木字幕组_高清.mp4
videos.02/微软增强现实眼镜 Microsoft HoloLens宣传片  @柚子木字幕组_高清.mp4
videos.02/微软增强现实眼镜 Microsoft HoloLens宣传片  @柚子木字幕组_高清.mp4
videos.02/微软增强现实眼镜 Microsoft HoloLens宣传片  @柚子木字幕组_高清.mp4
videos.02/微软增强现实眼镜 Microsoft HoloLens宣传片  @柚子木字幕组_高清.mp4


爱情大数据，新的商业模式 

“一辈子那么长，总会错爱几个人渣”；《春娇与志明》 

“一辈子那么短，总会错过几个女神”；  

爱情大数据，新的商业模式—— 有了爱情大数据，你再不会选错人； 

（优酷：造就Talk - 程杰：有了爱情大数据，你再不会选错人_高清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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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春娇与志明》是香港导演彭浩翔执导的一部浪漫爱情喜
剧，由余文乐、杨千嬅、杨幂、徐峥等主演。影片故事接力
《志明与春娇》，讲述了余文乐、杨千嬅饰演的男女主人公分
手后双双来到北京，余文乐邂逅了身材玲珑浮凸、温柔体贴的
火辣空姐优优（杨幂饰），而杨千嬅则钟情于成熟男人SAM

（徐峥饰）。当二人重逢后，感情又陷入了又一段扑朔迷离，
最终终于走到了一起。该片于2012年3月30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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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难不倒技术宅：美数学家利用大数据找到女朋友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的35岁数学家Chris McKinlay是UCLA的

在读PhD，他也面临着找不到女朋友的现状。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专长。 

McKinlay足足花了三周时间从美国2万女性收集到600万问题和答案，之后——他

利用自行研发的改进型K-Modes算法为女网友分类，将妹子们分成7个在统计上存

在差异的集群。 

McKinlay将该方法应用于洛杉矶的OkCupid女网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的方式

优化出两组女性，然后逐个约会她们。在与第88个约会对象见面时，这位执着的数

学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28岁的艺术家Christine Tien Wang。两周后，他

们关闭了OkCupid帐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各位喜闻乐见的了，用网友们的评

论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大数据的胜利”。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祝福两位年轻人，技术宅和艺术家的结合，是不是无比浪漫

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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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信息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 

信息泛滥 

信息急剧增长，使人们消耗大量的时间却找不到有用信息（学会使用搜索引擎） 

信息污染 

错误信息、虚假信息、污秽信息 （提高辨别能力） 

信息犯罪 

信息窃取、信息欺诈、信息攻击和破坏等（加强信息安全） 

对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 

受不良信息的影响和毒害;弱化人们阅读书本、亲身实践和人际交往能力;沉溺网络造成社交恐惧症;引

发视力下降、颈椎疼痛等疾病（注意预防） 

企业（信息安全）/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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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回顾 

什么是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的内涵 

管理、组织、技术 

信息系统的结构 

组成结构 

功能结构 

流程和业务职能 

常见的信息系统 

发现信息系统的力量 

信息系统带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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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讨论：我们身边的管理信息统 

请列举我校现有的与教学/学生相关的管理信息系统 

分析相关的信息系统的组成和功能结构； 

分析相关的信息系统主要支撑的业务流程； 

改善现有信息系统的主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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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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