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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分享： 

1、BPM 与 ERP 的角逐：掘墓人抑或守护神？ 

Jan Baan（2010）认为“BPM 是 ERP 走向没落的一个起点”，“BPM 终将取代 ERP”。事

实果真如此吗？本人认为，在当今 BPM 盛行之下，ERP 不但不会消亡，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基于流程管理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就，将成为推动 ERP 继续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从发

展趋势看，IERP 流程与 OERP 流程最终将统一在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架构下，并向 POA（process 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构迈进。 

 

2、流程管理的内涵与外延仍未获得一致的认同。时至今日，流程管理已演变为思想、方法、

技术、标准、工具和过程的统一体。 

 

3、流程管理的变革等级归结为三类九级：标准化和自动化属于注重效率改善的初级变革；

集成、融合、结构调整和过程优化属于注重效果改进的中级变革；体系再造、智能化和柔

性化属于注重战略匹配的高级变革。 

 

4、业务流程是一个“十流合一”的集成物，抓住了它，就等于抓住了“流”的“牛鼻子”。 

 

5、流程管理的本质就是流程再造与流程重构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和互为因果之共生互

动结果。 

 

6、拥抱“流程无处不在”（Everything is a Process）年代。 

http://bpm.vsharing.com/
http://erp.vsha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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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程管理生命周期模型（系统落地） 

 

流程管理的不断循环，形成了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生命周期。此处的生命周期并不意

味着衰减或消亡，而是对流程进行的持续性改善和周而复始的循环1。虽然各大 BPM 厂商

所主张的生命周期概念各有千秋，但他们更是市场差异化竞争的需要。本文博采众长，求

同存异，采纳了将 BPM 生命周期（PML）划分为以下五个循环往复的阶段：流程发掘（商

业流程发掘, Business Process Discovery）、流程设计（商业流程设计, Business Process 

Design）、流程执行（商业流程执行, 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流程管理维护（商业

流程管理维护, Business Process Administration），以及流程优化（商业流程最优化, 

Business Process Optimization）的观点（计世网.BPM 的生命周期, 2005）。 

 

 

图 3-1：BPM 生命周期模型图 

资料来源：计世网 www.ccw.com.cn，BPM 的生命周期，2005 年 9 月 

 

 

                                                             
1
与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 PLC）不同，PLC 是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

的整个过程。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就产品而言，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

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  

http://www.ccw.com.cn，BPM的生命周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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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左图示 SAP 的 PML 示意图、右图是 Ultimus 的 PML 示意图 

 

第一节  流程发掘（Business Process Discovery） 

 

要全面应用 BPM，首先面临的工作当然是要搞清楚现行流程的工作方式与工作状况，

这是后续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石，因此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前

流程中的信息流（Message Flow）、事件流（Event Flow）以及控制流（Control Flow）。

更为具体一点，企业需要了解哪些流程可以实施自动化？哪些流程需要人工参与？各个流

程都是需要什么人来参与？需要多少人？相关流程是在组织内部执行，还是在外部执行？

风险如何评估？现有流程的瓶颈可能处于哪个环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个阶段，

通常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第一个工作是进行流程评估（Business Process 

Assessment, BPA），一般的做法是聘请企业外部的顾问管理公司或者行业专家进行，评估

的范围可能涵盖策略、管理目标与流程的连结。完成了流程评估之后，接下来就是配合导

入一些管理主题（诸如 ISO 质量管理体系、六西格玛管理法等），进行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然后，将得到的信息和数据反馈到第二个阶段。 

 

第二节  流程设计（Business Process Design） 

 

此阶段是根据流程发掘的结果，对未来流程进行的定位与设计。可以划分为四个步骤，

分别是建模（Modeling）、分析（Analyzing）、仿真（Simulation）和流程重构

（Redesigning）。如图 2-4 所示，这四个步骤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再循环，其目的是力

求得到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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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5 所示，建模所采用的工具称为 Process Designer（流程设计器），包括四个

比较重要的部分：结构表格（Organization Chart, OC）2、流程图（Activity Diagram）、

商业规则（Business Rule），和电子窗体（e-Form）3设计工具。 

 

 

 

图 3-3：BPM 系统架构图 

资料来源：计世网 www.ccw.com.cn，BPM 的生命周期，2005 年 9 月 

 

分析是从流程定义的理论与语意上进行的推论，仿真则可设定机率变量与行为假设来

让系统自动跑出期望值或离差数据4。 

一般而言，建模、分析、仿真与重构彼此间是一气呵成、紧密相关的。建模之后务必

进行分析与仿真，一方面可以验证所设计流程的正确性与适用性，另一方面可以观测到所

设计流程的运行瓶颈。而且，一旦分析和仿真的结果欠佳，还可以进行四个步骤的多次再

循环，直至满意为止。 

 

第三节  流程执行（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经过多次的建模、分析、仿真和重构，确定了企业的业务流程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

是流程执行。 

                                                             
2
译作“组织架构”更准确。  

3
电子窗体是指信息显现的接口，一般而言企业可以把应用系统中与流程相关的数据，通过电子窗体来展现，这样做有助

于处理第三个阶段中的人机互动步骤，而呈现的方式则可以通过特定的工具进行快速的订制。  
4
某些产品仅提供自动执行（Automation）或手动逐步执行以观测流程行为。  

http://www.ccw.com.cn，BPM的生命周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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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执行可以划分为三个步骤，分别是部署（Deployment）、自动操作（Automation）

和人机交互（Interaction）。如图 2-4 所示，这三个步骤并非一个循环的关系，而是由部署

引出自动操作和人机交互两个步骤，自动操作与人机交互并行进行。 

部署是将设计好的流程发布上线，并且让所有的参与者来执行。这里所说的参与者是

泛指的，它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某些系统应用或者其它流程。对于这个步骤，企业的主要

目的应该是以最少的工作量达到运算资源（Computing Resource）与组织人员的优化和

整合，最少的工作量并不意味着偷工减料或者有意地减少工作，其目的是减少企业资源占

有，降低成本，获取流程效益的最大化。 

在自动操作这一步骤中，负责控制执行的模块可称之为工作流引擎（Workflow 

Engine）或流程服务器（Process Server）。这个步骤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无需技

术人员的亲自参与，流程的使用者依然可以自行编辑和修改既有的商业逻辑。企业可以借

助调度日程（Scheduler）来设定启动自动操作的时间和周期频率，另外有些厂商提供的

BPM 解决方案还会提供规则引擎（Rule Engine）来进行商业规则的判别与推理。 

通常情况下，并非企业的所有流程都可以自动操作，因此 BPM 还应提供能够让人管理

自动流程与人工流程之间的接口（有的时候这种流程接口本身也是一个流程）。负责与人互

动的接口被称为工作项目处理器（Work item Handler）。 

 

第四节  流程管理（Business Process Administration） 

 

流程上线后，伴随而来的就是流程的管理与维护，其中包括三个步骤的工作：运行

（Operation）、维护（Maintaining）和监控（Activity Monitoring）。如图 2-4 所示，这

三个工作并行进行，相互之间不存在递进或循环的关系。前两个步骤相对简单，重点关注

流程监控。由于在企业流程运营中，企业内外部各种状况不断变化，人员组织也会出现变

更，流程使用者和管理者需要随时掌握流程的执行状态与过程，就要求系统必须提供预警

功能，还可以让他们设定流程要追踪的关卡，得到系统主动回报相关信息，及时处理相关

问题。此外，流程服务器的流量与执行监控、流程存储（Process Repository）的数据维

护功能也非常重要。 

 

第五节  流程优化（Business Process Optimization） 

 

这是流程管理生命周期最后一步，也是迈入下一个循环的起点。本阶段包括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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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Measurement）、报告（Reporting）和改进（Improvement）。三者呈逐步推进的

关系，缺一不可。测定能够向使用者和管理者提供流程的执行效率。通过报告工具

（Reporting Tool），企业可以对自己的组织行为有充分的了解，并将之作为持续改善的依

据，这样企业才有可能策划出改进与最优化的策略。改进是持续性的活动，不断反复，朝

向最优化迈进。 

这个阶段跟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彼此间的差

异在于 BPM 可以自动记录和收集与流程有关的数据，让使用者和管理者清楚哪些流程是在

标准差内，哪些是在失控状态。同时，系统还应提供可供用户自行定义和查询的报表系统。 

 

第六节  流程管理的内涵 

 

对于企业信息化来说，不能只是购置相关的设备和解决方案，而不涉及组织架构与业

务流程。企业需要思考的不仅是在自身内部做流程优化和整合，还应该将触角延伸到客户、

合作伙伴，从组织的内部延伸到组织外部，将自身流程与其他企业的流程进行整合。企业

需要的也不仅是流程中系统之间沟通与互动，而更需要考虑系统与人，乃至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与互动。这就是 BPM 的内涵所在：IT 不仅仅重要，业务流程比 IT 更重要（IT Doesn't 

Matter? Business Processes Do）（Howard Smith & Peter Fingar, 2003）。 

此外，在以上流程管理生命周期的五个步骤中，都离不开流程绩效评价，其中，流程

设计中的再循环过程，流程优化中的改进过程，尤其离不开流程绩效评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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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电子书基于作者近年来多项课题研究成果、流程管理系统项目交付心得体会，撰写

而成。行文仓促，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者、同行、客户及读者批评指正。若您对本书有

任何疑问与建议，请不吝赐教，反馈邮箱：Thomas_Tang@linkey.cn。 

本人就职于广州市联科软件有限公司，担任《流程治理与集团管控研究院》院长一职。

联科研究院致力于跟踪国内外流程管理、流程治理最新学术前沿和应用发展趋势，构建联

科流程治理框架、联科产品与服务体系框架，为联科发展提供战略方向指引。基于国内外

集团管控经典案例研究，结合国内营商环境和企业管理现实需求，推动研发基于流程治理

视角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适应国内企业发展需求的联科产品与服务，自主研发流程治理

与集团管控知识体系，为产品落地提供增值培训与咨询服务。 

联科研究院还将有计划地组织相关领域专家，不断挖掘、整理、提升与凝练联科用户

流程管理成功经验，编辑出版各类读物。传播流程管理成功经验，为流程管理事业健康发

展，贡献绵薄之力。近期，我们计划出版的电子/纸质读物如下： 

1. 《联科观察：华为流程管理经典案例集锦》（暂定名） 

2. 《联科观察：华为流程治理与集团管控基因探秘》（暂定名） 

3. 《联科分析：华为流程治理与集团管控基因解构》（暂定名） 

4. 《联科研究：华为流程治理与集团管控基因解密》（暂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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