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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云计算环境下的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构建
冯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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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多方面利好因素的影响下，各个企业的运营环境以及经营模式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发展形势下，
企业要想保证自身未来稳定健康发展，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创建完善信息管理系统，为企业运营工作的
实施给予规范性的指导。近年来，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国家相关行政机构相继制定了诸多的企业发展辅助政策，
结合国家整体发展规划对于企业形象以及发展方向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将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加以实践运用，为企业的各项工
作的有序高效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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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vorable factors, the operation environment and operation mode of various
enterprises have changed greatly. In this development situation, if enterprises want to ensure their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create and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normative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relevant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have formulated a lot of auxiliary policies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overall development plan, reasonably adjusted the enterprise image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ut the most advanced management technology into practice,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work of the enterprise and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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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中，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各个中小型企业管理系统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云计
算技术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云计算技术未来必然是引导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技术，
正是因为云计算技术具有良好的优越性，所以被人们切实的运用到了中小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创建之中，有效的为
中小企业的稳步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的机遇。在我国加大了经济建设力度的影响下，中小企业在我国的数量逐渐的增
加，并且为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就业机会，针对中小企业管理信息化需要的深入分析，最终获得了中小企业管理信
息系统的整体结构框架。

1 中小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云计算的作用
（1）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我国网络信息技术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并且被人们大范围的运用到了诸
多领域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特别是近年来，大量的新型网络信息技术得到了实践运用，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就中小企业运营实际情况来说，将云计算技术加以运用对于促进信息管理系统综合性能的提升
能够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在云计算技术的影响下，中小企业并不需要将硬件设备来进行采购，并且也不需要办理软
件许可证，只需要保证网络系统的运行通畅性，云计算就可以通过服务资源的模式来落实各项专业的计算操作，企业
在整个过程中，可以更加高效的对云计算技术提供的资源加以利用，从而制定出详细准确的报告提供给客户，从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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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够借助有效的方式对各项服务资源加以利用 。
（2）云计算技术就要有较强的特殊性，不但可以更好的控制企业建设生产的成本，并且也可以协助企业获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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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经济收益，在这种形势下才可以确保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就用户终端硬件实际情况来说，云计算技术的要求相
对较为宽松，一般来说中小型企业原有的储存设备以及操作系统都可以对云计算技术的运用给予辅助。要想更好的进
行数据的储备，还需要从根本上对网络的通畅性加以保证，借助网络系统用户可以获取需要的信息数据，从而切实的
打破以往储存模式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云计算技术在企业运营中加以实践运用，在进行信息数据的传递和利
[2]

用的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借助远程的方式来加以实现，有效的解决了以往老旧模式中所存在的诸多的弊端 。就管理系
统的创建来看，投资方面涉及到的总额相对较大，所有功能无法得以有效的运用，这样也会对后续的维护工作的实施
造成诸多的困难。
（3）企业在实际开展各项运营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诸多的困难和阻碍，所以将云计算技术加以实践运用，在
创建管理信息系统的时候，还需要对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加以综合考虑，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从各个细节入手来不断
的提升信息系统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这样才可以为商业模式以及管理模式的实践运用和创新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促进企业综合实力的良好发展。云计算技术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计算效率和效果相对较为完善，并且具备良好的信息
存储能力，当前已经被大范围的引用到了各个企业的管理工作之中。

2 云计算环境下的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策略
2.1 构建原则
在云计算的环境下，创设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具有诸多的优势，但是在实践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还需要遵从下
列诸多原则：首先，需要对企业的发展实际情况恶化需要来加以综合分析，结合各项规范标准确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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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云计算技术的利用效果 。其次，企业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信息，所以需要综合企业各方面情况来创设几个不
同的云服务系统，为各项工作有序高效的开展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再有，对于企业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
并且对企业拥有的所有信息资源进行统一的收集和处理，创建完善的数据库。在上述工作中，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
对企业各项信息进行统一的额收集，这样才可以为企业制定各项发展决策给予必要的数据支持。在当前云计算的环境
下，中小企业管理系统的创建，需要在各个模块中展示出信息传递的内筒，合理的运用云计算来创设分布式存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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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不断的促进信息存储和管理工作的效率 。
2.2 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面的管理信息系统的创建，应当将网络资源以及计算机资源加以高效的利用，促使其能够实现虚拟抽
象数据的转变，从而促进投资资源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云计算基础设施层设计工作的实施，应当充分结合
企业各方面实际情况，针对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中心进行综合分析，数据中心主要涉及到服务设备以及存储设备，数据
库的存储设备和服务设备都应当在虚拟化处理结束之后，创设出虚拟化的平台来对各个虚拟硬件设备加以合理的规划
利用，这样就可以形成大规模的虚拟资源库。虚拟集成管理设备的主要作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但应当具备管理、
资源控制以及负载管理的作用，并且还需要担负着资源规划利用以及安全管理的职责。
2.3 平台层
平台层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云计算环境下，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的创建，最为关键的工作就是切实的落实程序的设计工作，编辑语言代码。在云计算环境下中小型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创建应当重视系统的实用性，平台层开发工作人员借助云计算系统需要针对离线环境以及在线环境加以全面的测试，
针对在线平台实施测试操作，需要使用到专业的软件，在测试工作结束之后将测试结果信息向线上云平台进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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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云平台就可以结合企业实际需要来判断是不是需要进行程序的激活 。
2.4 应用层
在当前云计算的环境下，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创建应当保证应用层的全面性，在创设整个系统的时候对于企
业管理各方面实际情况应当加以综合考虑，保证应用层能够将企业管理涉及到的所有的信息加以统计。云计算环境下，
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涉及到诸多分支系统，应用层具有较强的复杂性，所以在云计算环境下，中小企业管理信息
系统的创建，务必要对应用层的设计和创建工作加以重点关注，如果有必要应当安设专门的分类管理插件，这样才可
以增强应用层的整体性能和水平。云计算环境下中小企业管理系统的创建，工作人员还需要准确的对企业信息管理化
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加以正确的认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聘任，这样才可以为企业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有序高效的实
施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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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总而言之，云计算环境下的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凭借着云计算技术的诸多优势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带来
了诸多好处。在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中，应联系企业的实际管理情况，紧追市场动态发展潮流，运用最新的
云计算技术为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注入新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云计算环境下中小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需
要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才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绵延不断的创新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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