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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见解
1. 对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组织而言，物联网 (IoT) 为他们开拓新价值来源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帮助他们将一半的手动流程自动化。
2. 只有那些注重提高自身的数据能力（集成、自动化和分析）及整体流程灵活
性的组织，才有可能获得这些价值。那些简单地把大多数设备连接到网络的
组织将与此无缘。
3. 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为员工培养新技能、在 IT 和 OT 部门之间实现有效协
作、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并实施平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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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预计，在 2013 年 - 2022 年之间，万物互联（人员、流程、数据以及事物都将与网络联接）将会为私营和
公共部门共带来 19 万亿美元的潜在价值。这些价值中超过 42%（即 8 万亿美元）将来自于物联网 (IoT)，物联
网是万物互联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根据思科的定义，物联网是指“物理设备的智能连接，可促进在效率、业
务增长和生活质量方面带来巨大收益”。对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组织来说，物联网通常是他们获得万物互联价
值的最快方法（请参阅 https://www.iotwf.com/iotwf2014/deployment_map，了解有关物联网全球部署的超过
250 个示例）。
本文借助直接和间接的调查研究，并结合经济分析，为最大化 IoT 投资价值提供规划图。本文同时也解释了，
在 IoT 和 IoE 世界里，边缘计算/分析和数据中心/云的结合为什么是推动切实有效的见解并提高企业生产的必要
因素。

创新势在必行
如今，私营和公共部门的组织在加速创新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比之前任
何时候都来得更加强烈。造成这种“创新势在必行”局面的因素有很多，而最让企业高管
头疼的问题是全球化不断加剧，以及客户或市民期望越来越高。

市场领导者由于未预测到商务
模式的数字化变革而付出惨痛
代价的例子屡见不鲜。

不仅如此，当今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新的市场进入者开始威胁（甚至超越）那些未能处理
好创新挑战的组织或机构。近些年来，市场领导者由于未预测到商务模式的数字化变革
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例子屡见不鲜（柯达和百事达的事例令人记忆犹新）。这样的风险非
常高：据估计，到 2027 年时，2011 年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公司将有 75% 被新公司取
代。1 造成这种竞争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技术驱动的市场冲击。
随着加速创新、实现全球化和改善客户体验等需求的加剧，运营复杂性直接受到影响，这
导致许多公司都面临着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
• 如何持续优化开发和制造流程，以支持更快的创新周期？
• 如何满足高技术客户提出的越来越苛刻的要求，如零瑕疵服务？
• 如何管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复杂且不断扩展的实物资产产品组合？
• 如何高效管理持续增长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为解决以上种种及更多挑战，众多组织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物联网 (IoT)。2 [见下一页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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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由实物和互联传感器网络构成。这些传感器通过以下方式自动工作：
• 自动收集有关实物资产（计算机、装置、设备、设施、车辆）的信息并监控其状态
或行为
• 使用该信息并提供可视性和可控性，以优化流程和资源利用并改善决策
图1
大多数调查受访者表明，现有的 IoT 投资已经“达到”或“超过”期望。同样，大多数受访者预计
会“稍微”或“显著”加大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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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是万物互联 (IoE) 生态系统的支持因
素，除了数据、流程和事物外，还纳入了
人员。IoE 中的“人员”要素通常会促进多
种基于协作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IoT 驱
动的解决方案包括数据、流程和事物，但
不包括人员。
近年来，IoT 部署呈现了飞速发展的
局面。根据 Zebra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Research 公司开展的一项调
查中所得出的结论，部署 IoT 的企业自
2012 年以来增长了 333%。该调查显
示，在 2014 年，65% 的受访者表示在企
业中部署了 IoT 技术，而在 2012 年这一
数字只有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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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最近开展了一项不记名全球调查，旨
在了解组织如何利用 IoT 进行业务转型，
以及他们能做哪些事情以推动产生更多的
价值。该次调查共包括 1230 名有代表性的受访者：
• 来自 16 个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
本、墨西哥、俄罗斯、南非、韩国、西班牙、英国、美国
• 涉及七个 IoT 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公共部门、交通、零售业、石油和天然气、公
用事业、金属和采矿
• 47% 的受访者为 IT 高管，53% 的受访者为主管业务部门 (LoB)/运营技术 (OT) 的
高管*
此次调查的结果会提供有关 IoT 如何协助组织保持竞争力的重要见解，同时也提出了组织
应采取哪些行动的相关建议。

* 运营技术 (OT) 领导者是负责特定运营流程中所用技术的高管，例如供应链、制造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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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变得更大 -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IoT
当今，网络传输数据的规模和类型正在成倍增加。这种高度分布式的数据的来源多种多
样，如各种云应用和企业应用、网站、社交媒体、计算机、智能手机、传感器、摄像头
等。所有这些来源会使用不同的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
IoT 在这种数据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常表现为：频繁生成相对较少的数据。在调查
中，我们的受访者预测，由于受到 IoT 的影响，所有类型的互联资产（设施、车辆和生
产设备）都会出现猛烈的增长。实际上，近 90% 的受访者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其网络所
传输的数据量会“略有”增加或“显著”增加。可以产生大量运行数据的 IoT 使用案例
很多：

图2
在许多情况中，最好在边缘处理数据，即更靠近数据生成位置。

• 喷气发动机每次飞行会产生 1TB
数据。 4
• 大型炼油厂每天会产生 1TB 原始
数据。 5
• 随着汽车变得更加智能，预计每辆车
上可能会安装多达 200 个传感器。6
• 所有类型的传感器都会产生大量的
数据。事实上，分析师估计到 2020
年，40% 的数据将来自传感器。7
这种分布广泛、通常是非结构化的数据财
富正在以一种不断加快的速度来到我们的
身边 - 全球 90% 的数据都是在过去两年
中创建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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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IoT 的对象不是事物 - 而是数据
接受我们调查的 IT 和 OT 领导者普遍认为，IoT 的对象远不止事物。对于“为了最有效地
利用 IoT 解决方案，您需要改善哪个领域（人员、流程、数据或事物）”这个问题，排在
第一位的回答是“数据”(40%)，其次是“流程”(27%)。“人员”位居第三 (20%)，
“事物”排在最后 (13%)。[图 2]
这些领导者都了解，连接“事物”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IoT 创造的主要价值是从互
联事物中直接捕获的数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可以推动业务和运营转型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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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那些希望从 IoT 生成的数据中获益的组织所面临的主要挑
战，以及他们可以使用哪些具体策略来克服这些障碍。

IoT 数据的整合、自动收集和分析
为了充分利用 IoT 生成的各种数据，组织必须克服我们的受访者指出的三个主要挑战：
• 整合多个来源的数据
• 自动收集数据

案例研究

• 分析数据，以便有效地得出切实有效的见解

加拿大邓迪贵金属公司 (Dundee
Precious Metals) 改善劳动安全和
生产水平

只有解决这三个挑战，组织才可以将原始数据转为信息和切实有效的见解。

IoT 解决方案：公司采用无线网络覆盖
50 公里的地下采矿隧道。在矿工帽和
车辆上增设射频识别标签，允许公司使
用 3D 地图来定位和跟踪矿工及车辆的
位置，并实现实时状态追踪（例如车辆
维护需求）。

对大多数 IoT 使用案例而言，在处理和分析数据之前，必须先进行数据的捕获和整合。

结果：提高了矿工的劳动安全水平。产
量增加了 400%，远远超过了最初设定
的 30% 的目标。降低了能源和通信成
本。提高了资产利用率
点击此处了解详细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有关实际使用 IoT
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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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多个来源的数据

如今，由于设备和数据广泛分布并且形式多样，数据集成的难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大。组织必须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设备的物理安装位置、最佳通信标准、如何处理
多种不同的数据（如视频、地理位置数据），以及如何将 IoT 数据与其他来源（例如
云端第三方数据提供程序，以及内部历史数据存储库）的数据有效整合在一起。
毫无疑问，整合来自多个 IoT 来源的数据存在各种艰巨的挑战，特别是当这些来源种
类不一且极度分散时，更是如此。由于各种原因（成本、技术问题以及可能的法规问
题） 9，将所有数据复制到一个集中式节点中进行整合已不再可行，目前组织开始依赖
数据虚拟化来集成广泛分布的数据。通过数据虚拟化，不同的数据源对用户和应用就
像是一个逻辑数据库。这些数据源不必存储在本地，它们可以存储在任何地方。由于
IoT 应用需要依赖于来自多种分布式来源（例如嵌入式传感器、摄像头和第三方数据
源）的数据，所以这种方法对于 IoT 应用极具价值。
正如 Rick van der Lans 在“网络即数据库：将高度分散的大数据与数据虚拟化集成在
一起”(The Network Is the Database: Integrating Widely Dispersed Big Data with
Data Virtualization) 一文中所述，10数据虚拟化给人们带来了另一个强大的优势：“数
据虚拟化技术的初衷便是实时整合数据，这项技术也针对这一点进行了优化。人们无需
以物理方式集中存储所有整合数据。只有用户需要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时，才会进行整
合，而没有需要时则不会进行整合。换句话说，数据虚拟化支持按需集成。将数据集中
在一个中心位置以供集成的时代已经过去 - 我们需要推动数据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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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数据集中在一个中心位置以供集成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需要推动数据集成。”
Rick van der Lans
“The Network Is the Database: Integrating Widely Dispersed Big Data with Data Virtualization”

自动收集数据

案例研究

捕获和集成 IoT 数据后，组织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将数据放置在合适的位置
以便对其进行分析。这包括通过评估数据来确定是需要移动数据，还是直接在数据所在
的网络“边缘”位置进行分析（“让分析功能直接找到数据”）。

边缘计算/分析能够为一家典型的零
售店每年节约近 3.4 万美元

在本文中，我们将网络边缘视为捕获 IoT 数据的位置。与此相对，网络“中心”则是指

要见证边缘计算/分析的经济优势，只

一些异地位置（例如云和远程数据中心），以及为异地存储和处理而将数据传输到的位

需观看该零售店所使用的安全和视频分

置。由于 IoT 使用案例不断增加且种类繁多，边缘实际上可以是任何位置，如生产车

析摄像头。通过在边缘本地处理这些摄

间、零售商店或正在行驶的车辆上。[见下一页图 3]

像头的数据，而不是将这些数据发送至

因此，所谓“边缘计算”，是指应用、数据和服务被推送到网络的逻辑端点（即远离中
心的位置），以便完成分析并在数据来源处生成见解。11
这种边缘计算功能通过雾计算得以实现。雾计算是一种将云计算和服务扩展到网络边缘
的模式。雾建立了一个在终端设备和云计算数据中心之间提供计算、存储和网络服务
的平台。雾计算还支持各种具有实时/可预测延迟要求的新兴 IoT 应用（例如工业自动
化、交通运输、传感器网络和传动装置）。由于地理分布广泛，雾模式非常适合用于实
时数据分析。12

某个集中的数据中心，可以减轻该零售
店网络的整体负载。这会产生巨大的经
济效益。
根据思科咨询服务部门的分析，对于
一家年销售额达 2 千万美元并且使用
100 个安全和视频分析摄像头的零售
店，边缘计算/分析可以每年为其节省
33800 美元的资金，息税前利润提高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IoT 的价值是通过组合使用边缘计算和“中心”（数据中心或云）

1.7%（与采用传统的数据中心/云计算

而实现的，二者缺一不可。边缘计算旨在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进行正确的处

方法相比）。

理操作，从而使可用的网络资源和带宽得到最佳利用。这需要结合发挥边缘和“中心”
（数据中心和/或云）的强大优势。要保证这一点，就必须有这样一种系统：不仅能确定
边缘有哪些数据需要立刻处理，而且能确定有哪些数据需要传输。13 因此，组织必须具

由于本地处理摄像头数据而节约的宽带
成本可以抵消边缘计算基础设施成本。

有一种互联基础设施，可以将见解从数据中心扩展至边缘。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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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据自动化和 IoT，需要注意如下重

图3
边缘计算可帮助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发生正确的处理操作。

要考虑事项：
• IoT 应用的性能需求：是否存在关系着
数据处理位置的低延迟要求？ 一些特
定的 IoT 使用案例（如游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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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预处理机会：在许多情况下，可

将 IoT 数据发送到云之前，可以对数
据进行处理或进行压缩，或者仅发送
经过挑选的数据（如异常、例外、平
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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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分布式 IoT 应用：一些 IoT 应用
电网）还具有高度分布的特点，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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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边缘处理操作更具有吸引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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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就是需要边缘计算的
最佳示例。海上石油平台每天生成 1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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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TB 的数据。 15 其中的大部分数据
属于时间敏感型数据，与平台生产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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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平台安全密切相关。海上石油平台最
常用的通信链路是通过卫星连接传输数
据，数据传输速度在 64Kbps 至 2Mbps

资料来源：思科，2014 年

之间。这意味着，要将石油平台一天生
成的数据传递到中央存储库，会需要 12 天以上的时间。
我们的调查显示，当谈及 IoT 时，IT 和 OT 领导者均了解边缘计算/分析在实现其业务目标
方面的重要性。事实上，近 40% 的受访者相信，在未来三年内，通过使用智能设备和装
置，IoT 解决方案所产生的“大多数”数据都将在网络边缘（即数据生成附近区域）进行
处理。[图 4]
在 IoT 世界中，数据中心和边缘都将在帮助组织获取数据的最大价值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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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以便有效地得出切实有效的见解
无论是在云中还是边缘，都必须对 IoT 数据进行分析，以找出可用于产
生更好结果（例如优化流程或提高客户参与度）的切实有效见解。如果
没有这一重要步骤，数据仍只是“数据”。在确定切实有效的见解后，
就需要将它们运用到工作中（例如重新设计流程，以及扩大业务转型的
图4
调查受访者认为，向边缘计算的转移已经展开。

力度）。
但是，具有隐藏价值的数据和实际被提
取的数据在数量上存在很大的差距。据
IDC 指出，当前经过分析的数据不到全
球数据总量的 1%。 16

37%

通常，组织都会因为缺乏应对数据不断
激增的规模、速度、类型和分布所需的
技能（例如数据科学家具备的那些技
能）和工具，导致分析能力不足。
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解决方案往往会
要求组织通过“先分析，后存储”功能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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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接收详细的实时信息。边缘分析通过
为边缘提供情报，使网络充分发挥 IoT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的作用。
在我们的调查中，受访者清楚地了解分析功能在推动获得关键业务成果方
面的潜在价值。对于“哪些技术开发活动是推动使用 IoT 的最重要因素”
这个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拥有更好、更强大的分析工具”。
随着 IoT 使用案例的激增，工具和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通过持续
分析处理不断传入的数据、通过机器学习逐渐提高 IoT 应用的性能（通
过“学习”IoT 数据），以及使用数据虚拟化功能等等。
正如前面讨论的那样，在得出可以最大限度提高 IoT 投资价值的切实有
效的见解之前，组织必须有效处理 IoT 数据的整合、自动收集和分析。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见解如何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商机。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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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IoT 数据驱动的见解到流程改进
分析驱动的见解将带来流程变更和优化的机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见解可促进业务
和运营流程的转型，而不是增量变化。例如，我们的受访者指出，IoT 拥有将高达一
半的现有手动操作流程完全自动化的潜能。[图 5]
此商机的影响将难以高估。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公司能够自动化其 50% 的现有手动
操作流程，那么结果将大不相同。请考虑以下场景：
图5
跨越不同行业，受访者表示，可通过利用 IoT 解决方案，自动化近一半的手动流程。

• 如果运输公司能够完全自动化其一半
的行车作业，结果会如何？

૰ᇵᏋܿڈဵވ༇ވڋվࠍ

• 如果零售商能够完全自动化购物者的

50%

客户体验，包括付钱和交货，结果会
如何？

40%

• 如果制造商能够购自动化一半的当前
手动生产流程，结果会如何？
虽然许多组织还未实现上述所列举的实例
情况，但是流程确实在开始得到改善。
例如，亚马逊目前使用了一批自动机器
人，来处理其西雅图巨大型仓库内的相
፟ዉᇖ

ጹࡃؠ

ከ༕ᇖ

ெ༌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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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宜。这一行为为网上零售大亨节省
了多达 40% 的履行成本。 17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在制造业，Flextronics 是一家领先的端到端供应链解决方案公司，该公司正在联合使
用 IoT 驱动的自动化和实时数据分析功能，来显著提高生产装配工作。通过借助经改
善的数据可视性和分析功能，公司的客户现在可以执行实时数据关联操作，因此，能
够快速响应供应链上各种因素的违规事件。此外，在工厂车间查看实时数据这一行为
减少了装配和加工时间，并降低质量成本。 18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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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转型蕴藏了前所未有的 IoT 创造价值的机会
当组织因 IoT 而优化其流程时，他们也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业务成果，包括
•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 通过减少运营支出降低成本
• 提高决策能力
• 加快创新

图6
IoT 潜在价值仅仅反映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在未来十年中利用 IoT 解决方案能够创造或转移的潜在底
线价值。

这些成果带来了巨大的价值。根据思科
咨询服务部门所开展的经济分析，在未
来十年中，IoT 将产生 8 万亿美元的

6.4 ွᇻኇ

潜在价值 - 其中，6.4 万亿美元来源

8 ွᇻኇ
IoT ২ፎ

于私营部门，1.6 万亿美元来源于公共

1.6 ွᇻኇ

部门。潜在价值是指在接下来的 10 年
中，根据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组织能
否充分利用万物互联（或在这种情况

ጹࡃؠ

中，IoE 推动 IoT）这一工具，他们可以
创造的潜在底线值，或者往来价值。[图

ཌሩඬᇖ
২ፎହኑ

6]在接下来的十年中，IoT 所产生的价值
（8 万亿美元）占 IoE 全部潜在价值的
42% 以上。

2.1 ွᇻኇ

2.1 ွᇻኇ

1.9 ွᇻኇ

1.2 ွᇻ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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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价值来自五大驱动因素：创新和收入
（2.1 万亿美元）、资产利用率（2.1 万

ۑᄧ/༆

Ꮑٛቂఋ

࢜ሥ/႘

亿美元）、供应链和物流（1.9 万亿美
元）、员工生产力的改善（1.2 万亿美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元）和客户和市民体验的提高（7000 亿
美元）。
虽然在未来十年里，IoT 会给私营和公共部门带来影响，但是 2/3 的 IoT 预计潜在价
值（8 万亿美元）主要来自于三个行业：制造业（包括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公共部
门（特别是城市）以及零售。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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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潜在价值
资产利用率提高
价值：每年 1.17 亿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成果：降低维护成本；降低资产丢失和失
窃；延长机械设备寿命；延长工厂正常运
行时间；避免意外或有目的停机时间、布
线成本

IoT 潜在价值：制造业
由于重点放在资产监控上，因此供应链/物流、自动化、制造业可以说是 IoT 最密集的
私营领域。思科的经济分析表明，在未来十年内，制造业所产生的价值占所有 IoT 价
值的 34%。思科全球调查结果支持该发现：86% 的制造公司表示，他们预计，在未
来三年内，他们在 IoT 方面的投资会“略有”增加，或“显著”增加。
为确定大型制造公司的具体 IoT 价值源，思科咨询服务部门自下而上地分析了 IoT 使
用案例，为该行业创建 IoT 价值框架。结果显示，对于一家年收入达 200 亿美元、

流程/供应链效率

拥有超过 78500 名员工以及 72 个制造厂的制造公司来说，IoT 每年可以为其带来

价值：每年 6800 万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1.41 亿美元的息税前 (EBIT) 收益。该价值来源于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参见侧栏）。

成果：降低报废和返工成本；降低 IP 被
盗风险；降低计划成本；降低库存成本；
优化入仓/出仓操作和仓库运营；提高质
量控制
智能工厂功能
价值：1.6 千万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成果：物理安全；降低能耗；提高原材料
产量

公共部门潜在价值
智能停车
价值：18 美元/停车位/月
成果：动态定价、数据销售和罚款产生的
收入；降低成本；节省燃料
智能照明
价值：21 美元/灯位/月
成果：节约能源和运营支出；降低犯罪率

这些能力每年带来 2.01 亿美元的息税前收益，其中，在扣除 IoT 年度支持成本
（6 千万美元）之后，还净赚 1.41 亿美元的收益。
IoT 潜在价值：公共部门（城市）
思科经济分析表明，在未来十年中，公共部门在全部行业中所产生的 IoT 价值位居第
二位（20% 的全球总价值）。思科调研表明，公共部门对 IoT 投资呈上升趋势：调
查中 76% 的公共领域组织预计，在未来三年里，他们在 IoT 方面的支出会“略有”
增加，或“显著”增加。城市部分将占公共部门的 IoT 价值很大一个比重 (42%)。
为了帮助城市更好的使用 IoT 从而推动 IoT 价值的产生，思科咨询服务部门开发了一
套经济框架，假设该城市人口 3 百万，并且市中心区集中，共享基础设施。思科的分
析表明，城市 IoT 价值有几个驱动因素（参见侧栏）。
IoT 潜在价值：零售
根据思科经济分析，在未来十年里，零售业所产生的 IoT 潜在价值位居第三（10% 的
全球总价值）。此外，调查中，近 4/5 的零售商 (79%) 表示，未来三年里，他们在

（并对房地产价值产生相关影响）

IoT 方面的投资会“略有”增加，或“显著”增加。

智能废弃物收集

思科经济分析表明，对于一个年收入达 200 亿美元并且拥有超过 14 万名员工和

价值：2 美元/月/户

1000 间店铺的零售商来说，IoT 每年可以为其创造 1.07 亿美元的息税前收益。该

成果：智能卡车行程定位；降低车队规模

价值来自于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参见侧栏，下一页）。这些能力每年带来了 1.53 亿

和维护成本

美元的息税前收益，其中，在扣除 IoT 年度支持成本（4.6 千万美元）之后，还净赚

主动列车控制
价值：3 美元/人/月
成果：提高安全性（防止碰撞和脱轨）；
提高列车频率；提高乘客体验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1.07 亿美元的收益。
在许多这些制造、公共和零售业使用案例中，分析数据和使用该分析所产生的见解来
改善流程是价值的产生来源，因此使得成果的改进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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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流程转型和 IoT 价值的实现
如前所述，企业很熟悉 IoT 解决方案以及这些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他们正计
划在未来三年里对这些解决方案进行大量投资。虽然他们了解 IoT 的优势，但是并不
清楚成功实施 IoT 解决方案并实现其价值所需的步骤。在本文的这部分章节中，我们
会向那些希望从 IoT 解决方案及所生成的数据中受益的公司，重点介绍一些关键的行

公共部门潜在价值（续）
覆盖整个城市的 Wi-Fi
价值：0.70 美元/人/月
成果：对接入和广告进行销售产生的新收
入；降低不断增加运量而产生的排放

动建议。
流量优化

对未来的员工队伍进行规划
尽管组织可以通过潜在的自动化方式减少几乎一半的手动流程，并因此获得巨大的
经济效益，但是这却减少了工作机会。全球很多职位已经受到了这种影响。根据
Gartner 的调查，到 2018 年时，数字企业所需的业务流程员工数将减少 50%。此
外，据估计，到 2025 年，三分之一的职位将被软件或机器人取代。 19 同时，根据
Oxford Martin 的调查，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由于计算机的使用，美国约 47%
的员工将面临职位被自动化所取代的极高风险。 20

价值：10 美元/司机/月
成果：减少差旅时间和提高燃料节省；降
低巴士运营支出；改善交通事件管理
环境感知
价值：0.03 美元/市民/月
成果：数据销售
智能建筑
价值：0.20 美元/平方英尺/月

根据 IDC 的调查，51% 的 CIO 担心，他们的应对能力无法跟上数字洪流的步伐，而
42% 的人则认为他们缺乏所需人才去应对未来局面。Gartner 同意这种观点：“几乎
没有哪个组织不需要将智能对象与企业系统和应用互联在一起。因此，IT 组织必须掌
握物联网所需的新技能、新工具和新架构。”

成果：节约能源和运营支出

零售业潜在价值
供应链/物流效率
价值：每年 1.04 亿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组织需要针对未来的员工队伍做好准备：确保员工不仅可以推动 IoT 和数据所引发的

成果：减少缺货情况的发生；改进车队运

转型机遇，而且了解行业特定的关注内容和成果。

营；优化分类

目前，我们已经见证了那些希望进入这些充满机遇的领域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极大兴
趣。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所教授的大数据在线课程于
2013 年首次开课，便吸引了来自 88 个国家的超过 3500 名学生。 21
除了拥有精通数据科学和分析的员工，组织还需要熟练的 IoT 开发人员，来帮助实施
IoT 解决方案。VisionMobile 研究公司预计，到 2020 年，IoT 开发人员数量将增长
至 450 万人。而在 2014 年，这一数字仅为 30 万人。 22

改善的客户体验
价值：每年 3800 万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成果：个性化促销；交互式购买点功能；
提高自助服务渠道所产生的收益；智能
柜；提高店内销售额；提高在线收益；提
高“无限购物长廊 (endless aisle)”功能所
产生的收益
资产利用率

另一个关键需求是，在未来五到十年内，组织还要具备解决信息安全工作者全球短缺

价值：每年 1100 万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这一预期问题的能力。例如，美国劳工部预测，从 2012 年到 2022 年，“信息安全

成果：边缘分析驱动“检出优化程序”；

分析师”职位的数量将增长 37%（而同一时间段内，其他技术职位数量的增长仅为个

智能建筑；基于 IP 的物理安全

位数）。根据思科 2014 年度安全报告，预计需要 100 万名信息安全人员和经理才
能满足未来五年的全球需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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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价值还是来自于那些同时拥有数据科学、设计和企业架构知识的员工。为
了能够提供真正的价值，数据见解必须与特定的业务流程和结果相关联。
为了能够实现这种关联，首席数据官 (CDO) 这一职位在全球组织内越来越常见。根
据开放数据研究所商务总监 Stuart Coleman 的观点，CDO“主要负责确定在组织内
以及不同的操作环境中如何使用数据，从而推动产生更好的业务成果。” 24 Gartner
预测，25% 的大型跨国机构会在 2015 年 1 月之前完成对 CDO（也称为“大数据之
王”）的任命。

案例研究
IoT 帮助以色列废水处理公司
Hagihon 实现节约用水、削减成本
并提高利润
IoT 解决方案：用于智能水资源管理与
保护的传感器和高级分析方法；解决方
案包括 SCADA 和 GIS 系统、水用途
分析和泄漏检测传感器。

开发业务流程灵活性
虽然 IoT 为流程改善提供了巨大机会，但是许多组织却缺乏灵活利用这些改善机会的能
力。我们的调查受访者对此也表示认同。当我们要求他们识别有效使用 IoT 所面临的最大
挑战时，“难以更新组织的业务流程，以适应新的 IoT 解决方案”位居榜首 - 超过了“资
金不足”和“缺乏明确的 IoT 部署业务案例。”
其中的一项挑战是越来越难以“看清”组织的流程，特别是当这些流程被嵌入到 ERP（企
业资源规划）等软件中时。相关研究和经验表明，在使用技术对流程进行自动化之前，首
先解决流程效率十分重要。业务流程灵活性也依赖于一些其他因素，如企业文化、业务流

成果：降低水耗；采用基于传感器的数
据收集与监控，因此提高了效率并节约
了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程管理能力及每个特定组织独一无二的流程特点。25

点击此处了解详细信息

作。这些流程通常非常复杂，并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人力和资产结合在一起。旧的设备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有关实际使用 IoT
的示例。

此外，除非是新成立的组织，否则每个组织均已经制定了业务流程，来详细说明业务操
和资产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培养 IT/OT 合作伙伴关系
已经有很多文章在讨论信息技术 (IT) 与运营技术 (OT) 领导者角色的演变与融合。由于 IoT
解决方案在 IT 和运营技术之间架起了桥梁，因此组织需要发展牢固的 IT-OT 合作伙伴关
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IT 通常包括全部技术的总和，包括处理数据所用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应用。IT 系统将
数据流输入进行接收，并输出一个新的数据流，但并不干扰实物世界。例如，IT 包括 ERP
系统和 CRM（客户关系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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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OT 由在物理操作系统上实时操作的设备和流程构成，
例如配电网络、设施或车辆生产厂。OT 的示例包括 MES（制造执
行系统）、SCADA（监控和数据采集）设备、仪表、阀门、传感器
和马达。
图7
在未来，IT 和 OT 将共同承担 IoT 解决方案更多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行业均已发展了 OT
和 IT，并作为两个不同的域进行管理，
同时还开发了各自单独的技术架构、协
议、标准、监管模式以及组织。然而，

ൕᎳࢭళ

在过去几年中，OT 开始逐步采用与 IT

ك༅İ൹ࢳ੍િߴ՝

类似的技术。例如，OT 和其他业务部

ቪ࢜ሥຟਾඹ

门现在具备了直接访问云服务和应用的

81%
55%

45%

76%

ฬށᇖႚᅍช

38%

的责任，因为这种责任与企业利益是一

同时，IT 现在必须去考虑销售和其他

IT ؠ

Q

19%

85%

ᆓઈٛ൰Ȃ༦ᇵঽ൰ഡ

服务。然而，OT 仍需要承担起云安全
致的。 26

58%

ထਃ IoT ੍િߴ՝

能力，这在几年之前还不存在。在许多
情况下，它们没有借助 IT 便获得了这些

42%

15%

2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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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驱动的问题。IT 不能再是“被
动的”，现在，它必须成为业务合作伙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伴。IT 和 OT 必须协作做出业务决策。
有效的 IT-OT 融合具有很多优势，其中包括优化业务流程、增
强信息价值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降低成本和风险以及缩短项目
时间。 27
在我们的调查中，IT 和 OT 高管均认为要实现这些优势，未来 IT 和
OT 将共同承担 IoT 解决方案更多的责任。然而，他们在采用流程的
每个阶段（特别是在与供应商接洽和采购审批阶段）谁拥有决策权这
一问题上，意见却不一致。[图 7，在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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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表明，决策权主要取决于 IoT 解决方案的采用阶段。在采用流程的开始和
结束时，OT/LoB 拥有决策权，也就是确定业务需求和审批采购事宜。相比之下，IT
部门拥有特定实施环节的决策权，例如研究解决方案，与哪些供应商接洽，推荐解决
方案和测试解决方案。
为了在 IoT 方面取得进步，组织需要推

图8
成功离不开一个内外结合的合作关系生态系统。

动 IT 和 OT 领导者之间建立牢固的合作
伙伴关系，确保两者协力合作来实现预
期的业务成果。

ົֻডධ
࢜ሥຟ

构建正确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Ꮛވफ़İ૿፟
࢜ሥຟ

Ⴜ়ڈຟ

IoT 解决方案的复杂性要求组织必须寻
找外部供应商（不是一个，而是很多
个）的协助。在整个采用周期内，这种

IoT

关系网络的和谐程度是实现成功的首要
因素。

IT

OT / LoB

၃నሱ
࿎࢜ຟ

在已经采用 IoT 解决方案的受访者中，
࢜ሥຟ

大部分受访者已聘用了多家供应商，来
满足他们的 IoT 需求。[图 8]
根据我们的调查，组织最需要第三方供应
商协助的阶段是 IoT 解决方案战略规划
阶段（37% 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

 ؠᏠፈ

实施阶段排名第二（30% 的受访者选择
၃నİኣ࿎࢜ຟ

ݢᄪ

了这一项）。仅有 12% 的受访者认为
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事项是“了解业务案
例”。大多数公司现在似乎认识到了 IoT
的价值，他们需要帮助来实现这个愿景。

ठᏮঞ

֎ໍྙႼ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 2014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第 16 页

物联网价值之实现：从连接事物过渡到获得见解
在边缘分析，在边缘获益

我们的调查显示，在考虑第三方供应商时，组织对这些提供商的下面两方面能力特别
关注：1) 确保安全，2) 提供为其特定需求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对安全的关注现在是 IoT 提供商想要赢得生意的“筹码”。过去十年的企业安全模式有两
个引人注意的主要原则:
• 第一，安全保护一直注重一流的应用和设备：防火墙解决方案、网络安全解决方
案、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内容安全解决方案等等。
• 第二，安全保护一直“基于边界”，
也就是说，组织对最终设备和服务
器进行保护，并针对病毒或拒绝服

图9
在使用 IoT 服务时，我们的受访者对“混合模式”（例如构建-运营-移交模式 (BOT) 和管理服务）表
现出了最强烈的偏好。

务攻击等入侵或威胁做出反应（如

X ু࠵ႚ

识别）。
但是，我们在利用“联所未连”（例如将

15%

应用放置到移动云，为员工引入支持创新

23%
֡

ؠਦࡋ

ိ֡

工作方式的新设备，利用传感器和机器间
通信来监控设备等等）的过程中，不可避

ရ࣏࠵ႚ

免地会造成新的安全威胁入口点。有时我

28%

们将其称之为不断膨胀的“攻击面”。由
于 IT 领域和 OT 领域存在交叉点，所以出
现交叉感染和新安全漏洞的机会也将大大
增加。

ছठಠ

34%
ࢬਓĮከሩĮᎡᇧ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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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使用 IoT 会大量改变的流程，因此组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4 年

织也希望 IoT 解决方案能够专为其独特需
求而量身定制。虽然供应商试图构建可复制且可升级的 IoT 产品，但是很明显他们需要提
供一定程度的自定义功能，来使得他们的解决方案可以迎合每个客户的独特运营流程。
对平台方法的关注
将多种不同的技术集成到 IoT 复合平台这一需求影响了这些解决方案的交付方式。换句话
说，当问到首选 IoT 解决方案交付模式时，我们的调查受访者对“混合模式”（也就是构
建-运营-移交模式 (BOT) 和管理服务）表现出了最强烈的偏好。[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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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模式中，供应商在构建和运营 IoT 解决方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客户仍
可对交付模式下的特定方面进行控制。鉴于 IoT 解决方案对公司运营的重要性，无怪
乎他们会希望实行“共享风险”方法，在最需要的时候获得帮助，但是仍然保留对运
营的控制权。
最后，是否使用某个新兴的 IoT 标准参考框架至关重要。在过去两年里，与 IoT 相关
的标准机构的数量从两个（2012 年）上升到了七个（2014 年）。此外，260 家公
司目前也加入了 IoT 协会。 28

案例研究

思科最近在帮助开发 IoT 世界论坛参考模型，旨在提供一种通用的 IoT 术语，清晰
呈现信息如何流动和处理，并为创建一个统一的 IoT 行业提供框架。 29 该倡议的总

旧金山让停车位更具智能

目标是为 IoT 定义一个“开放式系统”，作为实现供应商之间产品互操作性的第一

IoT 解决方案：通过停车位、车库和道
路传感器实时进行泊车和流量分析。在
约 2 万个停车场进行了部署。

步。IoT 世界论坛参考模式通过提供实用的建议，帮助 IT 部门、CIO 和开发商来应

成果：泊车搜索时间降低 43%；停车
许可证减少 23%；减少并排停车；缓
解交通堵塞。
点击此处了解详细信息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有关实际使用 IoT
的示例。

对 IoT 挑战，如可扩展性、互操作性、敏捷性以及与传统系统的兼容性。为了开发
该模式，IoT 世界论坛 28 个成员所组成的架构、管理和分析工作组通力合作，包括
Intel、GE、Itron、SAP、Oracle、思科等。
另一个示例是以人为中心的 IoT 平台。该平台支持 Fujitsu 的客户利用公司的传感
器、网络、中间件和应用来测试有关 IoT 应用的新思想。 30 Fujitsu 希望在 2014 年
到 2015 年期间，和超过 100 个日本企业客户开展 IoT 测试。截至 2014 年 11
月，Fujitsu 尚未决定是否将该平台提供给日本境外的开发商。

后续计划
很明显：为了保持竞争力和满足客户/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组织必须找到更快且更高效
的创新方法。IoT 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 虽然它为势在必行的创新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决
方案，但是如果不能合理地集成到关键组织流程中，IoT 也会使运营流程更加复杂。
未来要实现潜在价值，组织需要利用物联网（从更广泛程度上来说，还包括万物互
联）。只要组织始终谨记下列这些见解，那么最终的回报将非常可观：
1. 优胜者是那些从互联中获得最大价值的组织，而不是那些将大多数设备简单连接
到网络中的组织。组织必须持续关注并改善 IoT 使用的流程及产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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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谈及数据时，有三点值得关注：集成、自动化和分析。这三点是将数据转化为
信息和后续切实有效的见解的必要因素。
3. 在 IoT 和大数据世界里，边缘计算/分析能力变得空前重要。由于各种原因 - 包
括低延迟要求和成本 - 组织必须学习“分析”数据，而不是其他方法。
4. 流程灵活性是利用 IoT 和 IoE 机遇的必要因素。因此，战略规划应该是重中之重。
5. 成功依赖于创建一个内外结合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特别是协调 IT 和 OT 角
色，以及处理和各种外部提供商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确保
IoT 和数据分析成为组织策略的关键因素 - 因此要获得企业领导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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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western 通过智能建筑实现
差异化
IoT 解决方案：自动化的环境控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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