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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家具企业需要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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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家具市场基本情况。本文旨在电子商务背景下，基于VB 6.0编程语言和Access数据库管理系统，研究设计一
个家具管理信息系统，用于家具企业在家具流通过程中，对流通环节和供应链追溯等信息的实时获取。家具企业可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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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既得数据管理企业，从而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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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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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com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furniture market through collecting, sorting, and analyzing data.
This paper aims to design a furnitu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VB 6.0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Access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system will be used by furniture enterprises to obtain real-time information and supply
chain traceability in furniture circulation process. This system enables furniture enterprises to manage their businesses with
acquired data and thus to achieve their strategic goals.
Keywords: furnitu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commer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1

引言(Introduction)

及供应链追溯等方面的信息获取，将成为家具企业占据市场份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上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

额，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基于电子商务

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社会逐渐向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家具

提出一个家具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用于提高家具电商平台信

企业也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找到了大量的市场机遇

[1,2]

。

息管理效率，解决平台中间流通环节不清晰，供应链无法追溯

从前期相对较小规模的C2C模式(Consumer to Consumer)，

等问题。

逐步发展到由知名家具企业主导的B2C模式(Business to
Customer)，再到现在多种模式并存，具有较大潜力的O2O模式

2 管理信息系统概述(Overview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Online to Offline)。家具行业电商化不断加强，家具种类不断

2.1 管理信息系统概念

多样化，交易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然而家具企业同时也面临

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是

着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尤其是在家具流通过程、流通环节

由计算机和人员组成的系统，可以收集、维护、使用、存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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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20年9月

软件工程

传输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实时测量企业的运行状况，还

台设计注意以下要点：

可以通过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的状况，以帮助企业作出战略决

(1)家具的管理

策，并利用信息系统对企业进行管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计划。

信息平台能够实时显示家具的种类、数量、规格、价格、

2.2 管理信息系统组成

以及家具所在物流仓库的位置、运送所需要的运输方式等信息。

管理信息系统由信息处理器、信息源、信息用户和信息管

(2)家具库存的管理

理器四部分组成。信息处理器负责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存储；

信息平台需要完成家具的入库和出库信息记录，对不同规

信息来源是信息产生的地方；信息用户是信息的使用者，可以

格，不同材料的家具在仓库中的仓位进行分配安排，同时又能

使用信息作出战略决策；信息管理员主要负责设计，实施和维

够在某种家具库存量达到最低点时对企业人员进行生产采购提

护等功能[3]。

醒，并可以完成仓库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以便于查询当前家

2.3 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

具库存及流水量。

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3)人员的管理

(1)MIS是将人与计算机相结合的辅助管理系统。计算机系

信息平台需要显示企业在职人员的基本信息、并且能够对
在职人员进行查询。

(2)MIS主要用来解决结构化问题。实现经济、高效的信息

(4)供应商的管理

处理，包括数据输入、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输出、生产

信息平台需要准确追溯到每一个木材供应商，以及其他业

co

计划、生产和销售统计信息等。

m

统只是工具和支持设备，而决策和管理的最重要部分是人。

务伙伴的产地、详细记录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联系方式、负责

统的工作方法、流程和管理模式决定了系统能否稳定、和谐地

人等重要信息。

3.3 系统平台的架构

z.

(3)MIS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相对协调、稳定的工作环境，系

通过对数据库进行管理，合理规范家具企业管理体系，将

工作。

零散的功能整合在同一个平台系统中，既能提高企业员工工作

直接目标是数据信息，只有保证数据采集的完整性，系统才能

效率，又能让管理变得更加便利。在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家

有效工作。

具流通过程与环节也更加清晰可见[9,10]。具体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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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运作的驱动力是数据信息。信息处理和解决过程的

(5)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强调科学和客观的处理方法的使
用，系统设计应与实际情况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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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具管理信息系统设计(Design of the furnitu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3.1 系统平台需求分析

在新的经济时代，家具公司不仅应将供应链限制在公司
内部，还应在互联网上充分实现公司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最终
形成一个商业世界，因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业务非常必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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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息管理平台，它可以协助企业逐步建立专业的电子商务社
区，帮助企业快速找到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在产品协作业务

图1 家具信息管理系统平台架构图

流程中联系其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业务伙伴，在公司之间形成

Fig.1 Platform architecture diagram for the furniture

双向或多元化的合作[4,5]。

家具电子商务信息的布局规划，不仅可以优化员工和公
司的时间效率，而且可以为公司的客户，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
伴带来巨大的经济优势。在实现电子商务处理方案后，家具电
子商务公司通过缩短上市时间来使用实时终端到终端的业务流
程，以实现数据的快速更新和系统的实施。家具管理信息平台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4

家具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模块介绍与实现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furnitu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4.1 家具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模块介绍

也可以是企业经营者持续有效地维护与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合

商品入库管理界面：主菜单项包含入库输入和入库维护。

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工具。通过整合不同的业务伙伴，合作渠道

入库输入界面：下拉菜单项家具编号选取入库家具，系统自动

和业务社区，企业管理者可以实时了解客户、市场、资源和其

输入家具名称、供应商信息；操作人员手动输入入库数量并选

他信息。因此对于家具行业的电商企业而言，建立完善的信息

择家具要入库的仓库编号，系统自动输入仓库位置、负责人等信

[6-8]

管理平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3.2 系统平台设计要点

息；入库维护界面：可更改已经录入的家具编号和入库数量。
商品出库管理界面：主菜单项包括出库输入和出库维护。

家具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的设计应该突出家具企业特色生

出库输入界面：选取需要出库的家具编号，系统自动呈现家具

产模式，将科学的管理理念以及先进的管理设备融入工业化生

名称，供应商、家具所在仓库编号、仓库位置等信息，并由负

产，做到生产过程、流通环节智能化、精确化。同时以创新思

责人输入需要出库的数量。出库维护界面：对已经出库的信息

维开拓新市场，打造智能信息管理平台。因此信息管理系统平

记录做修改处理，可更改出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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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出入库查询界面：主菜单项包括每月查询、每日查

录 where 出库编号= '" & Text2.Text & "'"

询、累计查询。每月查询界面：选择出库或者入库查询，操作

Adodc2.Refresh

者选取年份和月份，点击查询。每日查询界面：可查询一天的

Adodc2.Recordset.Delete

出入库情况。累计查询：可查询历史出入库情况。

Adodc2.Refresh

商品库存查询界面：菜单项包括家具名称、负责人、供应

MsgBox "删除成功"

商、家具编号等多关键词检索。

End If

平台系统设置界面：主菜单项包括：人员管理、供应商
管理、仓库管理、家具信息。(1)人员管理分界面：菜单项包

End Sub

5 结论(Conclusion)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不断创新完善，

号、姓名、性别、年龄、工资，点击录入。人员信息维护：操

众多家具企业都将会采用智能化的管理信息系统，从而使得企

作管理者可进行查询、修改、删除信息等操作。(2)供应商管

业经济效益得到更为有效地提升。通过对家具流通过程、环节

理界面：供应商信息录入，包含供应商名称、家具名称、运输

以及供应链追溯，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使得信息管理变得精确

方式、发货地、电话、地址等信息。同时能够对其信息进行查

化、快捷化，并为消费者和合作伙伴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从

询、修改、删除等操作。(3)仓库设置界面：菜单项包括仓库录

而真正地做到促进企业的发展。

入和仓库维护，仓库录入界面包含新录入仓库的名称、宝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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