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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战略指南
全球企业正在将他们的业务整合成一个无缝的
数字化蓝图，从而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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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是个万众瞩目的
大事件。大多数人认为，
工业革命只有三次。第一
次发生在18世纪，由商业
蒸 汽 机 和 机 械 织布 机 触
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
在 2 0 世 纪 初 期，开始的
标 志是电力和大 规 模 生
产的应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电脑的出现又使世
界迈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见《使电脑时代成为可
能的人》(The Man who
Made the Computer
Age Possible), Jeffrey
E. Garten，参见《战略与
经营》杂志2 016 年夏季
刊。）
现在就宣布互联数字技术
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
经到来，似乎还为时尚早。
但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在2011 年就
曾用 “工业4.0”一词来描
述政府支持的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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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领先的工业及运输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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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仔细审视当今数字化在工业领域的迅速发展
时，这个表述似乎并不夸张了。它预示着巨大的改
变即将发生，许多企业会经历前所未有的改变，
以惊人的速度赶超其他竞争对手。
工业4.0一词是指数字技术领域中几个主要的创
新结合，目前正逐步迈向成熟，对能源和制造业
的转变起着很大作用。这些技术包括先进的机器
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先进的传感器技术；云
计算；物联网；数据采集和分析；数字建造（包括
3D打印）；软件即服务以及其他新的营销模式；
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运用计算程序驾驶机
动车辆的平台（包括导航工具，租车共乘应用程
序，送货和乘车服务，以及自动驾驶车辆）；还有
一个可共同操作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了所有的这
些元素，使遍布许多国家的企业都可以分享。
这些技术常常被拿来单独讨论。但当把它们结合
在一起时，整个物理和虚拟世界就被整合了。这
种变化提供了一种组织全球运营的强有力的新方
法。将软件的可替代性和速度提升到了大型机械
生产。在工业4.0的模式下，利用数字制造模型，
产品在模拟实验室中设计和研发。产品本身只有
在大部分设计和工程问题解决之后才会变得有形
可见。工业社会中诞生的机器网络成为运用高度
灵活技术的超感知系统，不只对人类的命令反应
迅速，对自我认知和自我方向的判断也很敏锐。
这一技术基础设施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它
已经改变了制造业。进入工业4.0的各公司开始
追踪他们从初期到后期的所有产品，给售后的复
杂产品进行升级（软件更新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进
行）。这些公司正在学习大规模定制生产：这是一
种能力，可以使批量产品的价格同20世纪经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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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产的产品价格一样便宜，同时也为客户定制
完全符合他们规格的产品。随着技术的发展，这
些趋势将会加速。因此，新产品和服务的发明也
将加速，解决当今最棘手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
污染、能源需求、城市化的压力，以及伴随人口老
龄化，也会催生出新方法。
工业4.0浪潮在德国兴起，并且该国许多龙头工
业企业都有很强的举措，根据《经济学家》的统
计，包含了巴斯夫、博世、戴姆勒、德意志电信、
克勒克纳公司和通快。这一势头在其他市场的增
长也很迅速，尤其是在美国、日本、中国、北欧国
家和英国等国家。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有影
响力的全球工业巨头，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一浪潮
中。两家公司的CEO和高管人员已经宣布，工业
4.0现在是他们企业形象的核心部分（参见《西
门子首席执行官Joe Kaeser如何看待下一次工业
革命》 (Siemens CEO Joe Kaeser on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Daniel Gross，参见《战
略与经营》杂志2016年夏季刊。）
2015年，普华永道调查了工业生产领域26个国家
的超过2000家企业，包括航空航天和国防，汽车，
化工，电子，工程与建筑，林业产品、纸、包装，工
业制造，金属，运输和物流。在这一全球工业4.0
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公司已经
达到了一体化和数字化的先进水平，72%的受访
者预期在2020年达到这一水平（见表一）。
这种势头反映了企业欲从经营成果中得到快速回
报的期望。绝大多数的受访者（86%）表示，根据
他们的经验，他们希望通过在先进数字化方面的
努力，可以实现成本降低和收入增加。近四分之
一的受访者希望可以在成本节约和收入上有进一

步提高，五年内超过20%。

技术网络
当公司在工业4.0浪潮中活跃起来时，会发现公司
所获得的收益远远超出了扩大数字化范畴或销售
新产品和服务。技术网络将建立起公司、员工、供
应商，以及由合作伙伴、分销商、客户组成的整个
生态系统。该系统作为一个完全互联的、集成的
数字网络，与世界各地的其他网络相连接。
数字化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工业4.0的核心。

企业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提供新的数字功能和产
表一 ： 工业4.0接受度，按行业划分
受访者要回答以下的问题：“您是如何划分您公司当前的数字化和一体化
水平的（在公司运营、供应链以及相关活动层面）？在接下来的五年中，
您希望达到哪一水平？”

目前

五年后
45%

电子

77%

32%

航空航天和国防

76%

35%

工业制造

76%

32%

化工

75%

38%

林产品、纸、包装

72%

28%

运输和物流

71%

30%

工程与建筑

69%

41%

汽车

65%

31%

金属

62%

信息来源：普华永道《工业4.0：打造数字化企业》

•公司运营完全数字化，将纵向（包括每一个职能
和整个层级）与横向（连接价值链中的供应商、合
作伙伴、分销商，并在其中无缝传输数据）整合。
以尖端的库存管理系统为例，该系统连接着零售
商、配送中心、运输者、制造商和供应商。每一部
分都可以完全接收到关于其他部分的供应水平、
地点和自动完成订单的数 据，并触发 维 护和升
级。这缓解了典型供应链中存在的过剩和短缺问
题，使供应链可以弥补其自身突然中断（如自然
灾害）引发的问题，并且可以很容易的在特定地
理位置测试新的产品和服务。
再举一个更为先进的例子，在设计灵活的制造设
施的过程中，会使用可编程机器人执行大部分的
操作。这些代表着物理世界的虚拟化。新产品以
及全新的装配线，事实上在投入应用前可还原成
软件。模拟一个新的工厂设计，测试它的缺陷，并
在物理机械方面投资是极其容易的，但只有当目
的明确，它才会运行的很好。这些设计进步使产
品更容易推向市场，价格更便宜，这反过来又使
测试尚未全面推出的新产品也更加容易，价格也
更便宜。
•产品和服务的重新设计将与定制设计的软件相
融合，使他们具有良好的反馈性和交互性，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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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提高效率和整合技术的结
果。工业4.0取代了多余的已有系统，如为运营管理
和企业资源规划（ERP）设计的系统，形成了一个单
一的，企业范围内，可互操作的整体，这样价格更
加便宜。由于近几年来操作系统的用户体验有所改
善，员工在工业4.0的环境下工作更加快乐，生产能
力也进一步提升（参见《员工的用户体验应该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Your Employees’ User
Experience Should Be a Strategic Priority)，Elizabeth
Rosenzweig）。这不仅降低了培训和员工流动的成
本，还提升了运营速度。当预测分析用于支持实时质
量控制和维护时，可通过平稳运营和减少停工来节
约成本。

品，或为客户引入分析和其他新数字服务。此外，
实时数据的可用性使公司能够提供更多的个性化
产品和定制解决方案，收获的利润也往往比大批
量生产来的多。约55%的受访者期望在两内内收
回他们的投资，短期的回报还是要依所需的资本
数额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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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其他产品活动一道采集、记录本身的活动和
结果信息。当采集、分析数据时，这些产品和服
务所产生的数据就会表明他们是如何运作并使用
的。例如，在装运港或建筑工地上使用的设备，
如今可以检测潜在的机械故障，并进行预防。该
设备的下一代产品将能够比较不同机器的运行效
率，并给出更加有效的部署建议。另一个例子是
汽车软件，这种软件在不断升级，通过下载软件
升级包，对汽车、卡车和其他车辆进行维修，从而
代替机械维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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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集自身活动信息的工业产品也将为那些产
品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建议：告知人们操作方法、
阻碍进度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制造商可
以使用这些 数据来开发有利可图的新产品和服
务。例如，对于印刷机制造商来说，他们的大部分
收入一般来自于印刷机的销售和服务。如果当印
刷机能够生成有用的数据后，制造商就成为了印
刷机的经纪人，知道什么时间客户的印刷机是可
用的，并相应地协商印刷价格。
•与客户更紧密的互动，得益于这些新的流程、产
品和服务。工业4.0使价值链更具有回馈性，使工
业制造商能够更直接地接触到终端客户，并相应
地调整他们的商业模式。像飞机引擎和软件这样
多样化的产品，越来越倾向于以服务的形式按需
提供。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生产空气压缩机的
公司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总部坐落
在瑞典的纳卡市。该公司逐渐停止了直接销售设
备，而是转向按实际使用量的压缩空气。机器在
客户方现场安装，可以监控压缩空气的流量，并
根据客户的需要调整输出。
有很多利用大规模定制经济的商业模式，实际上
就是每一个产品都成批制造，工业4.0也使这些
模式受益。目前，数字制造主要运用于原型设计。
但随 着它 变得越 来 越 复 杂，并且软件和 机 器人
技术集成到新的装配线，高规格将成为规范。例
如，家电制造商海尔已经在中国开展洗衣机和冰
箱定制服务。客户通过电脑、手机或是在海尔的
零售店指定需要的功能，这些信息会直接发送到
装配线。

要使工业4.0有所发展，就需要在组织实践和结
构上有重大改变。这些改变包括新形式的IT架构
和数据管理、强化监管和税收的新方法、新的组
织结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新的以数字为导向
的企业文化，必须把数据分析作为一个企业的核
心能力。
要了解为什么分析对工业4.0如此重要，那就要
联想到上一次重大的经营革命，日本汽车行业率
先选择注重质量和精益生产的方法，并在世界各
地推广。如“五个为什么”和统计分析的新尝试指
出，制造工程师和流水线上的工人需要努力监测
变化、寻求改进的机会，并将自己的节奏融入工作
流程。这很大程度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工业4.0将同样的精雕细琢的意识应用于机器，
使价值链实现自主调节。这些机器可进行编程设
置，例如，可以监测出浪费材料、供应链效率低下
以及出错的情况。这些信息可以传送至公司领导
层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如同GPS导航器可以传
递交通拥堵的信息，帮助司机改变路线。
根据普华永道的工业4.0研究中，建立分析能力的
过程中最常见的困难就是缺乏专门的分析人员。
其他一些突出的问题包括：欠佳的数据质量、缺
乏获得正确数据的渠道以及缺乏高层的支持，这
些问题凸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做分析并不
容易。工业4.0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关于客户需求
和价值链物流的大量数据。但是，如果企业不能
理解这些数据，并利用它来提高效率，增进与供
应链合作伙伴的关系，并开发客户真正想要的产
品和服务，那么很多的努力就白费了。
分析可以为企业提供深刻的见解，帮助企业重塑
运营模式。例如，分析客户的日常和季节性产品使
用情况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生产计划。关于员工的
招聘数据可以帮助预测人才短缺的领域。生产数
据可以探索机会，这可避免业绩下滑或加快生产
能力。分析还可以帮助企业平衡收支：例如，数据
可以帮助石油公司决定建立海上炼油厂，虽然成
本有所增加，但是由于正常运行时间增多，从而利
润也会更多。

工业4.0将同样的精雕细琢的意识应用
于机器，使价值链实现自主调节。

先行者和平台
当然，与工业4.0相关的挑战也有很多。这要求开
放数据和合作，但需要的开放程度可能会让很多
公司感到不适应。必要的技术能力和人力技能经
常会供不应求。这涉及到全新且陌生的组织生产
方式。而且，也许最令人生畏的是，它代表了突破
传统的思维方式；必须在当下开始进行投资，而
许多实现工业4.0的产品和流程仍是未知数。
那些仍在观望趋势还未进行投资的公司，持续的等
待会让他们落于人后。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
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他的新书《第四次
工业革命》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世
界经济论坛，2016年）所说的，
“与先前的工业革命
相反，这一次是以指数速度而不是直线速度增长
的。它不再仅仅是去改变做什么和怎么做，同时还
要改变我们自己。”
接受我们调查的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71家）选
择做先行者，仅占被调查公司的4%。这些先行者
说，从2013年开始，他们已经在工业4.0上投入了
公司收入6%甚至更多的资金，并且也得到了高水
平的数字化和竞争优势。他们似乎正在效率、节约
成本以及创新机会这些问题上寻找快速的回报；
他们之中超过一半的公司都期待投资能够迅速获
得商业回报。

当先行者比竞争对手采取行动更快，他们所享有
的先行优势将会实现良性循环。如果先行者能实
现预期的节约成本和收入增长，就会投资更多的
资金在工业4.0战略，从而改善他们的经营业绩并
提升竞争力。因此，对于落后者而言，他们如果到
那时再想要追赶上那些先行者，所需的投资将会
增长。工业4.0的有效执行将会提供足够的竞争
优势，从而也会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来自其他投资
者的资金。
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因素是那些先行者创建的
平台。这些平台是交换和互操作性技术的纽带，
它能 够让不同的供应商 和客户无 缝交 互。软件
和互联网行业的最成功先行者，包括亚马逊、苹
果、eBay、Facebook、谷歌、微软等等，都通过强
大及独特的平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苹果和谷
歌为例，公司收入的30%来自于他们的应用程序
商店销售的应用程序。
工业4.0的先行者也将寻求类似的优势。通用电气
与西门子正在不断巩固其作为平台提供商的地位。
他们开发了云系统，从而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公司连
接机器、设备和系统（如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便于
交易、运营以及物流实现无缝衔接，收集和分析的
数据可供进一步使用。
在这种形式的行业平台上，从系统里的机器与人
的行为中得到的市场情报，都会顺利的引入到产
品的发展和制造中去。来自多个供应商的设备和
软件会联结在一起，同时还可以跨越公司的藩篱
进入到价值链，以联结外部的经销商和供应商。
这样，最终的效应能让客户更加贴近运营，可以
分析他们的数据从而更好地预测他们的需求，还
能够改进产品并开发新的更量身定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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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以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例如，许多公司努力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态足迹。
分析可以帮助企业识别废弃材料，并建议如何回
收它们，或 把它们用作其他 工 业 过程的输入材
料。分析还可以发现新的市场，或现有市场的潜
在增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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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的概念确立
自己的地位。譬如，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已建
立了创新型盈利模式，这些模式是工业4.0的先驱
模式。与直接将面板出售给客户不同，他们出售的
是这些面板所生成的电力。制造商安装好这些面板
（巨额融资作为前期费用），并以一定的价格维护
和升级它们。作为交换，客户需要签署一份20或
30年的合同。制造商承诺不管随后的几十年中发
生了什么，其分析技术—结合天气、财务和运营
数据—将使它能够采用不断变化的技术并且以
较低的成本提供电力。这些公司将会保持面板的
清洁，使用传感器来检测设备故障（太阳能电池
板几乎没有移动部件，所以故障比较少见），并在
当光伏技术改进的时候对这些面板进行升级。
平台在互联网4.0的背景下是非常成功，因为这是
经济学家所周知的一种现象—锁定效应。一旦客
户专心于使用一个技术全面的平台，尤其是提供
多种服务、费用递减且用户网络不断扩大，这将
使更换平台变得越来越难。每个新客户希望能够
连接到自己所在的商业网络，因此新客户也会加
入这个平台。互联网的背景使得锁定效应得到了
进一步的强化。
例如，在未来的20年或30年里，太阳能电池板制
造商平台很可能会通过工业4.0联结到其他一些
公司的平台。反过来，这也会影响到太阳能电池
板客户的选择。随着这些客户增加相关技术，他
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操作锁定在了某个生态
系统，而竞争对手的客户可能被锁定在另一个不
同的生态系统。最终，两个或三个平台可能会覆
盖大部分行业，就像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系
统现在在智能手机行业平分秋色。在工业4.0时
代，就像在其他技术领域，谁拥有了可以获得客
户的平台，谁就可以融入其他许多企业的集成工
作中。
全球化加速者
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通 过世界各地的供应链和
传感器网络使得企业和国家结合得更加紧密，它
会加快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它也会使本土

企业紧 密联 系在一起 。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调查
结果因地区差异会大不相同。亚洲企业，尤其日
本企业和中国企业，预计将从工业4.0的数字化
中获得最大收益，其次是美洲地区的企业，再后
是欧洲和中东地区的企业。日本企业目前已经是
该领域的佼佼者，而美国企业与欧洲企业紧随其
后。各地区的企业都希望能够在五年之内跟上脚
步（见表二）。
随着工业4.0在世界各地扎根，新兴国家可能会
表二：对工业4.0的期待，按区域划分
三个主要地区的受访者被问到“在未来五年，您期望通过数字化（工业4.0
调查背景下的数字化）获得多少累计收益？”。亚太地区公司的期望值百分
比最高。

100%

效率提升
成本降低
收入增加

80%

适度提升
公司希望提升的幅度
在10%至29%之间

60%

40%

20%

大幅提升
公司希望提升的幅度
高于30%
欧洲、非洲
和中东地区

美洲地区

亚太地区

信息来源：普华永道《工业4.0：打造数字化企业》

获益最多。他们可以利用数字化在横向整合中提
升效率，可以向全球的制造商提供原材料、零部
件和组件。他们和工业4.0平台合作的越紧密，能
够吸引的潜在客户也会越多。
他们强大的整合力能够在面临政治分歧时也能获
得力量—当许多国家的政府正在考虑加大国际贸

在工业4.0时代，谁拥有了可以获得客户的
平台，谁就可以融入其他许多企业的集成工
作中。

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相较于知识资
本和后续支持等无形资产，政府是否会改变他们
的海关行动和税收结构来应对各种实物商品价值
的直线下降呢？数字制造工厂是否将来会被看作
是一个完整规模的生产地点？这类的制造会创造
工作机会吗？或是用技术取代人力？随着软件和
服务的知识产权价值上升，会出现新的网络安全
挑战吗？产品的终生追踪会让关于偷窃知识产权
的全球规则的实施以及追查违规行为变得更加容
易吗？几个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一直在提出新的挑
战和风险；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全新的技术生活
方式的边缘，挑战和风险可能也会以我们不熟悉
的新形式出现。

一个对比。然后设定一个清晰的目标以缩小
差距。给那些会为业务带来最多价值的战略
举措足够的优先度，并确保这些举措与企业
的整体战略相一致。获得公司各方领导层对
这个方案的支持，并确保这一支持能够公司上
下周知，因为公司员工更希望这些决定是基于
领导层的意愿。
2. 从试点项目开始。用这些试点项目来建立概
念验证并演示其商业价值。不是每个项目都
会成功，但它们都将帮助您了解适合您公司的
方法。通过早期的成功您也可以从公司获得
更多的投入，并且可以为更大的展示争取融
资。对于早期的试点项目，要限定在一个相对
窄的初始范围，但是要融入工业4.0的端至端
的概念，从材料到客户交货（和售后服务）。
在设计上要符合实际，以弥补标准或基础设
施的缺失。与公司以外的数字化领导者一起
合作，与创业公司、大学以及行业组织一起合
作以加快企业的数字化创新。

您的公司道路
数字化能力对于协同工业4.0发展至关重要。发
展数字化能力需要时间和精力；循序渐进的方法
非常重要。但企业必须迅速行动，这样才不会失
去对竞争对手的先发优势。那些成功企业都遵循
了以下六个关键步骤。

3. 确定所需要的能力。基于从试点项目上吸取的
教训，详细绘制出企业实现目标所需的能力，
并制定蓝图以建设（或获得）这些能力。要囊
括那些可以推进企业业务流程的技术引擎，
比如精心设计的用户界面、灵活又功能强大的
IT基础设施。还要包括招募和发展称职的员
工，并吸引合适的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公司布
局工业4.0是否能成功将取决于所能运用的技
能和知识。

1. 预先制定工业4.0战略蓝图。先评估自己当前
的数字化成熟度，与企业需要达到的目标做

4. 成为数据分析大师。要在工业4.0的背景下取
得成功，企业分析数据以及用创新和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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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难度。事实上现在不管是人还是产品，跨境
的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但是工业4.0能够克服
这些壁垒，它可以使这些公司只转让他们的知识
产权，包括他们的软件。这样可以让每个国家都
维持自己的制造网络。举个例子，未来3D打印的
飞跃能够让每个公司在任何地方开设店铺，并且
可以制造零部件、备件以及（有潜力的）工业设备
而无需配送这些成品件。运营会同时变得更加国
际化和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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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利用这些数据的能力非常重要。建立跨
职能的分析能力，这需要和整个企业的战略
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充分利用内部员工和外
部专家的意见。制定一套方法，能够分析来自
不同业务部门的综合数据，例如，来自公司质
量部门、物流部门和工程部门等（此前可能已
经有独立互斥的监管制度）的数据，并将这套
方法应用到尽可能多的领域，尤其是那些让
您公司脱颖而出或者吸引客户的领域。要通
过智能系统的设计了解如何从数据中获得价
值，使用实时分析来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从
而不断优化流程。大处着眼，但要以“概念验
证”项目从小处着手。
5. 转变成数字 化企业。抓住工业4.0的全 部潜
力很可能会引起公司实践方法和态度的大变
化。要从上层定调，最高领导层和股东要有明
确的领导、支持和愿景。培育数字化文化：企
业的所有员工都需要像熟练掌握技术的内行
一样思考和行动，他们需要愿意尝试去学习
新的工作方式，并相应地调整日常流程。请记
住，一旦企业开始实施工业4.0，改变就不会
停止。企业需要比过去更快速地不断重新塑
造能力，从而在这场竞赛中独占鳌头。
6. 用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为客户制定完
整的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如果企业不能独
立提供综合性的方案，可以与合作伙伴或平
台进行合作。有时外部合作并不容易，也许可
能会考虑通过收购达成合作目的。但是，要想
办法拓展公司的边界，比如提升技术标准，从
而从中获利。当企业主动了解消费者行为，并
能够让自己的公司在伙伴、供应商和客户的复
杂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突破也就应运
而生。

最后，不要执迷于宣传炒作，要脚踏实地。工业4.0
对那些深谙其中价值的公司而言是巨大的福音。
在迈向工业4.0的过程中将超越您公司的边界，并
很有可能会超越您所开展业务的国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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