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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分析 了IRP(information resource planning)的概念及其发展， 

然后强调了在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中实施信息资源规划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提出 

了搞好装备保障信息资源规划的基本步骤，并指出要实现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的跨 

越式发展，必须要加强信息资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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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rstl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planning (IRP)and 

its’development．Secondly，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tion of the IRP 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ve of the equipment support．Thirdly，it presents the basic steps，and indicates that our 

army must strengthen the IRP if we want to implement the grandeu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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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已被各国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 

源。信息资源是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在军队建设 

和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中的作用也 日益突出。从 

一 定意义上讲，信息资源是装备保障的“血液”，装 

备保障的核心工作就是及时、准确和连续地收集 

整理相关部门的业务信息，以及综合装备部门与 

作战、后勤、政工各部门之间的交互信息，辅助装 

备首长完成装备保障的各种筹划、决策和指挥活 

动，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保障方案。目前，在装备保 

障信息化建设中，主要存在以下 2方面的问题： 

1)系统整合问题uJ。我军的许多装备部门 

已经建立了内部局域网，但是，多年来分散开发或 

引进信息系统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统一 的标 

准，形成了许多信息孤岛，缺少高度共享、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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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资源。如何将信息系统集成起来，已成为 

制约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2)系统重建问题__2]。推进装备保障信息化 

建设需要建立新一代信息网络，原有的信息系统 

已陈旧落后，需要重建。如何搞好信息资源的总 

体规划 ，避免重走分散开发、引进失败 的老路 ，避 

免形成新的信息孤岛，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又 

一 难题 。 

1 IRP概述 

1．1 IRP概念 

信息资源规划(IRP)是指对一个系统 (或行 

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信息，从采集、处理、传输到 

利用的全面规划。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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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管理理论及方法，通过总体数据规划，打好 

数据管理和资源规划 的基础 ，实现集成化的应用 

系统开发。 

1．2 IRP的发展 

IRP的理念和工程化方法 ，是 引进 国际上先 

进的信息资源管理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 

agement，IRM)和信息工程方法论(information 

engineering methodology，IEM)等先进理论 ，经 

过多年 的理论 与实 践相 结合 的研究 而提 出 

来的 。 。 

2002年 4月高复先教授专著《信息资源规 

划——信息化建设基础工程》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该 书系统地介绍 了 IEM 的引进 ，IRM 吸 

收及 IRM 基础标准 的创新 ；全面 阐述 了 IRP的 

理论、方法及其标准规范，以及软件工具；并推荐 

了基于信息资源规划的企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 

案 。该专著 的出版 ，标 志着 以 IRP基础理论 、标 

准规范和工具软件三者为核心的信息资源规划技 

术体系的形成。高复先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信息 

化和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方法和策略研究工作， 

结合参加多项大型信息化工程开发的实践，在国 

内率先推广信息工程方法理论，形成了一套面向 

企业、行业和政府部门信息资源开发和信息系统 

集成的科学、简明、实用的方法及工具体系。对建 

立我国信息资源指标体系，对推进国家信息化，产 

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对装备保障进行 IRP的重要意义 

要实现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必须把信息 

资源作为战略资源加以广泛利用。各种信息系统 

的开发(尤其是大型复杂的信息系统)，其基础性 

工作首先是信息资源规划。目前我军装备保障信 

息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原因在于信息资源规划 

的不得法。由于过去的客观条件，装备保障的各 

个信息系统是分散开发的，没有进行统筹兼顾，信 

息无法实现有效共享，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化 

建设的整体信息资源规划。只有进行信息资源规 

划，才能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信息资源的优 

化管理，从而带动整体信息管理水平的提升。在 

我军装备保障工作中开展信息资源规划，具有重 

要 的现实意义 。 

1)为提高装备保障管理水平提供 了新 的 

思路 。 

IRP强调信息资源对装备保障实现战略 目 

标的重要性，通过信息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综合 

管理，可以提高装备保障管理的整体效益。IRP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顺应了信息化军 队对装 

备保障的要求，为装备保 障管理水平的提高开 

辟了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正如一位资深的 

军事专家所说的，“我们过去在遇到困难问题 

时，想到的解决办法有 3条：一是增加人力 ，二 

是增加设备，三是增加资金。学习了信息资源 

规划理论后 ，就知道还有重要的一条——通过 

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运用，改进管理 ，提高保 

障力。” 

2)对装备保障信息管理起到一定的规范指 

导作用。 

我军现有的装备保障系统很多，现阶段部队 

也在比较广泛地运用这些系统。但是存在的一个 

主要问题是，这些装备保障信息系统的标准、格 

式、功能不统一，质量良莠不齐，相互之间信息难 

以互通互用，这同时也给操作人员带来一定困难。 

通过装备保障信息资源规划，按照统一标准进行 

装备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以及对现有装备保 

障信息系统进行优化，将有助于装备保障信息资 

源的共享和集成。 

3)提高我军装备保障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我军装备保障中运用了一定的信息技术，开 

发了一些信息系统，但我军的装备保障信息化程 

度与美军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实际工作效率不高。 

例如，某炮兵团军械助理说：“我们的火炮平时故 

障很多，可是急需的维修器材迟迟不能到位，而不 

需要的维修器材却一批一批拨过来 ，既没有用，又 

大量库存。”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研究我军装备 

保障信息工作，进行信息资源规划，从而加强我军 

装备信息管理，优化管理业务流程，提高我军装备 

保障信息化程度和装备保障工作效率。 

4)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通过装备保障信息资源规划，改变分散混乱 

的资源建设局面，合理协调信息资源配置与充分 

开发利用，可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3 装备保障 IRP的组织与实施 

装备保障 IRP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是装备 

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信息系 

统工程方法论为指导，采用工程化方法并遵循一 

定的标准规范来进行。通过 IRP进行装备保障 

各职能域的信息需求和数据流分析，制定信息资 

源管理的基础标准，建立全域和各职能域的信息 

系统框架——系统功能模型、数据模型和体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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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模型。IRP一般 由系统分析人员和业务人员密 

切合作共同完成，总的来说分为 2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需求分析； 

第二阶段为系统建模。 

整个装备保障 IRP活动过程如图 1所示。 

用户需求意见 

l l 

功能需求分析 数据需求分析 
DFD 

·定义职能域 ／̂————J＼ ·用户视图分析 
、 ———— 

· 业务过程 ·数据流分析 

· 活动分析 ·数据元规范化 

l l 
● ● 

功能建模 数据建模 

·系统目标 E．R图 ·定义主题 DB 
／t ——— — 、 

· 定义子系统 、 ———— ·定义基本表 

· 定义功能模块 ·子数据模型 

· 定义程序模块 ·全域数据模型 

l J 

l 系统体系结构建模 cc．u 矩阵 l 
i 

I 装备保障应用系统开发计划 l 
图 1 装 备保 障 IRP工程化方法 过程 

3．1 装备保障 IRP需求分析 

为了准确地掌握用户信息和功能需求 ，必须 

进行全面的需求分析，搞清装备保障内部的业务 

过程，以保证成功地进行集成化信息系统建设。 

需求分析是 IRP的基础工作，包括功能需求分析 

和数据需求分析 2部分内容。 

3．1．1 功能需求分析 

1)定义职能域 。职能域或职能范围、业务范 

围，是指企业的主要管理活动领域 ，不是 当前机构 

部 门的翻版 。不 同行业、不 同规模 的企业有不 同 

的职能域 ]g 。对于装备保障系统可将 IRP的职 

能域确定为：理论法规、维修保障、组织指挥、供应 

保障、教育训练、保障力量、保障装备，共 7个职 

能域。 

2)职能域业务分析 。分析定义各职能域所 

包含的业务过程，识别各业务过程所包含 的业务 

活动 ，形成 由“职 能域一业务过程一业务 活动”三层 

结构组成的业务模型。例如：对于供应保障，其业 

务过程可分为武器雷达供应保障、弹药导弹供应 

保障、维修器材供应保障、保障装备供应保障、维 

修工具供应保障；而维修器材供应保障又可以分 

为申请、补充、储备、退役与报废、调整等业务活 

动。如图 2所示。 

装备保障系统业务模型 

蓑 国圉圈圉围国 
武器l l弹 药I I维修I l保障I I维修 
雷达l I导弹I l器材I l装备I I工具 
供应l I供应l l供应l l供应l I供应 

由 

请 l 』 
图 2 装备保障 IRP业务模型示例 

3．1．2 数据需求分析 

1)各职能域数据分析。对每个职能域绘出 
一 二级数据流程图，从而搞清楚职能域内外、职能 

域之间、职能域内部的信息流；分析并规范化用户 

视图；进行各职能域的输入、存储、输出数据流的 

量化分析。 

2)建立全域信息资源基础标准。全域信息 

资源基础标准是指那些决定信息系统质量的，也 

是进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基本的标准，主要 

包括数据元素标准、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用户视图 

标准、概念数据库标准和逻辑数据库标准。 

① 数据元素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信息单位， 

是一类数据的总称。例如：对于维修装备管理子 

系统中的装备编号、装备名称、装备类别等就称之 

为数据元素。在开发过程中，为了减少系统所使 

用的数据元素的总数，必须对数据元素进行系统 

地统一化，在数据元素的创建和命名上做整体考 

虑。这就需要建立数据元素标准：数据元素命名 

标准 、标识标准和一致性标准。 

② 信息分类编码是标准化的一个领域，已发 

展成为一门学科 ，有 自身的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法。信息分类就是根据信息内容的属性或 

特征，将信息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区分和归 

类，并建立起一定的分类系统和排列顺序，以便管 

理和使用信息。信息编码就是在信息分类的基础 

上，将信息对象赋予一定规律性的、易于计算机和 

人识别与处理的符号。在数据需求分析过程中， 

应遵照国际标准 一国家(军队)标准一行业标准的 

序列，建立整个装备保障信息系统所使用的信息 

分类编码标准。 

③ 用户视图是一些数据元素的集合，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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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对数据实体的看法。用户视图是数据在 

系统外部的样子，是系统输入／输出的媒介或手 

段，常用的用户视图有纸面的(单证、报表等)和电 

子的(屏幕格式、表单等)。在装备保障数据需求 

分析中，应尽量采用电子用户视图，建立用户视图 

标准，确定有哪些用户视图以及它们的标识、命名 

规则和组成结构。在全域信息资源标准建立的基 

础上，就可以确定建立概念数据库标准和逻辑数 

据库标准。 

3．2 装备保障 IRP系统建模 

装备保障 IRP系统建模是需求分析的继续 

和“定型”，是装备保障信息资源的总体概括和描 

述。系统模型分为系统功能模型、数据模型和体 

系结构模型。 

3．2．1 信息 系统功能建模 

系统功能建模就是要解决“系统做什么”的问 

题。经过功能需求分析所得出的业务模型，在很 

大程度上是 当前业务流程的反映 。系统功能模型 

是对规划系统功能结构的概括性表示，采用“子系 

统一功能模块一程序模块 ”的层次结构来 描述。对 

于全域系统功能模型的表述方法是：列出全部子 

系统并简要描述每个子系统，列出每个子系统所 

含的功能模块并定义 ，列 出每一功能模块所含的 

程序模块。装备保障系统功能模型实际是在业务 

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的，二者在逻辑上存在一种简 

单的对应关系，如图 3所示。 

业务模型 

功能模型 

图 3 业务模 型与功能模型对应科 

3．2．2 系统数据建模 

系统数据建模就是要解决系统的“信息组织” 

问题。系统数据模型是由各子系统数据模型和全 

域数据模型组成。数据模型的实体是基本表，它 

是由数据元素组成的达到三范式的数据结构，是 

系统集成和信息共享的基础。数据模型分为概念 

数据模型和逻辑数据模型。概念数据模型是由一 

系列概念数据库构成的。 

这里以维修保障为例进行分析。对于维修保 

障子系统，建立 1个“装备主题数据”，其概念数据 

库可表达为装备(装备编号、装备名称、装备类别、 

小修工时、中修工时、大修工时、战术性能、技术性 

能、储存状况、质量信息、故障信息、修理状况等)， 

而相应的逻辑数据库的规范化表达如图4所示。 

— — —  主键：装备编号 

l装鲁薏本l装备名称、装备类别、小修工时、中修工时、 l f大修工时
⋯ ⋯  

r——] 主键；装备编号+储存日期 f装鲁譬存l装备编号、储存日期、储存地点、储存类型、 
L——— —J 储存周期 ⋯⋯ 

广——] 主键：装备编号+故障日期 l装鲁警障l装备编号、故障日期、故障地点、故障原因、 
— — — — ’ 故障类型 ⋯⋯ 

图 4 维修保障逻辑数据库 

3．2．3 系统体 系结构建模 

将功能模型和数据模型联系起来，就是系统 

的体系结构模型，采用 C—U矩阵来表示。C—U矩 

阵表示整个规划范围所有子系统与主题数据库的 

关联情况。行代表各子系统，列代表各主题数 

据库。 

C—U矩阵将装备保障业务过程和数据类作 

为定义装备保障信息系统总体结构的基础，通过 

构造 C—U矩阵，确定整个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之间 

的关系，并明确划分出各子系统边界。 

4 结 束 语 

信息化建设是装备保障发展的重要战略之 

一 ，而信息化的最大效益来自信息最广泛的共享、 

最快捷的流通和对信息深层次的挖掘。因此，通 

过装备保障 IRP，梳理业务流程，理顺信息需求， 

建立信息资源标准和信息系统模型，用这些标准 

和模型来衡量现有的各种应用系统，符合的就继 

承并加以整合，不符合的就进行改造优化或重新 

开发 ，并进一步指导新应用系统的集成化开发 ，从 

而积极稳步地推进装备保障信息化建设的跨越式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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