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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造业与信息化发展新趋势 

 2.  两化深度融合的难点与对策 

 3. CIO在制造业转型中的使命 

 4.  e-works两化融合服务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战略顾问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战略顾问 

波音787的研制由美国、日本、
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供
应商共同协作完成 

福特汽车的生产、供应商网
络涉及美、日、英、法、德、
加等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网络化，使制造企业突破了

传统车间-企业-社会-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资源，融入全球产业链，参与全球协作和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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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制造企业从“大而全”向“专而精”方向发展，利

用核心竞争力和优势资源，实现利润和附加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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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公司将非核心业务全部剥离，

将人力资源、物流、IT基础设施

业务等外包，仅保留美容护理和

日用品等核心业务。 

由于宝洁公司专注于核心竞争领

域，2008财年其美容类产品增长

了一倍，全球销售额达195亿美

元，利润翻了三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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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公司——制造商不卖产品卖服务：
不直接出售发动机，以“租用服务时间”
的形式出售，在租用时间段内承担一切保
养、维修和服务，2007年服务收入达到公
司总收入的53.7％。  

通用电气——资本服务为电气制造提供成
长动力：传统制造仅占其产值总量的30％
左右，70％的业务是由与其主业密切关联
的“技术＋管理＋服务”构成。 

服务化：制造业正加快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同

时将非核心业务专业化外包，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制造服务

化已成为制造企业走向价值链高端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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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化：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和资源配置，强化运行细节

管理和过程管理，追求持续改进，推动企业不断适应内

外环境的变化，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创效能力。 

精益生产模式使丰田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2008财年的

销售量为897.2万辆，年盈利能力一直领先于业界。 

精益生产造就了洛克希德-马丁的

军机生产霸主地位。JSF研制中，

工装减少90%的，生产时间减少66%，

制造成本减少50%，需要的零件数

减少50%，需要的紧固件减少5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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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Digitalization）: 用数字化技术对产品进行准确的描述，使
得在整个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的价值链上可以更好地使用产品信息。 

 全球化（Globalization）: 技术发展缩小了经济和地理的距离，开辟
了新的市场。Design anywhere, build anywhere, service 
anywhere。 

 个性化（Personalization）: 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企业需要在满足
客户个性化需求和合理的生产规模之间进行平衡。 

 合规性（Regulation）：有关环境、健康、安全和贸易的政府及非政
府组织制定的法规，以及行业标准越来越严厉。 

 互联性（Connectivity）：泛在的物联网络支持移动应用并嵌入了传
感器，使每个产品都可以被寻址，支持智能地监控、控制和交流。 

 服务化（Servitization）：产品的不断进化，使之与各种服务捆绑在
一起，能够为客户体验的整个生命周期带来新的价值。 

 产品智能化（Software-intensive Products）：产品中包含了越来
越多的软件，硬件与软件的集成系统支持复杂的人机交互、诊断，采
集服务数据，并创造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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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公司的A-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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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70020.com/forum/dispbbs.asp?boardid=2&id=678
http://qd.carmillion.net/series.asp?seriesid=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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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放在关键零部件； 

其他功能和责任由合作伙伴和

服务提供商负责。 

 

 7~10个系统合作伙伴； 

 5家物流和服务提供商； 

 15家直接供应商； 

 25家二级服务提供商。 

 

 90%的库存量《1小时； 

 产品交货期 3天； 

 在Hambach的生产深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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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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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mart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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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与环境融合发展的案例 
        德累斯顿在

1485年开始作为

萨克森王国的都

城，经过大规模的

建设成为响誉欧洲

的文化名城。二次

世界后期遭受战争

破坏。战后恢复了

部分古老的建筑，

直到1990年东西

德合并前一直是东

德重要的工业和文

化中心城市。 

易北河从城里穿

过，左岸是老城，

右岸是新城。著名

的景点都集中在河

的两岸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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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在德累斯顿的“玻璃工厂” 

       大众汽车公司将一

个完整的环境方案纳入

整体规划，包括灯光照

明布置、气候和通风系

统、保护敏感的动植物

以及保持城市生活质量

等多个方面。所以，在

大楼建造的时候就注重

结构深度尽量浅，以确

保足够的渗水面积，保

持地下水的平衡。面积

50000平方米的室外区

域，设计为绿化面积和

水面。大楼四周，使用

扩音器播放多种鸟类鸣

叫的声音，使鸟儿远离

玻璃幕墙，室外区域内

安装了特制的钠气灯，

黄色系的灯光不会惊扰

邻近植物园内的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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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累斯顿市中心用玻

璃建造一家高度现代化

的汽车生产厂，将技术

与文化、现代化的生产

和体验紧密联系了起

来 。 建 筑 设 计 师 君

特 · 赫 恩 教 授

（ Prof.Dr. Gunter 

Henn）认为：工厂的

玻璃幕墙吸取了德累斯

顿的历史和建筑的成

就，使相邻的居住区域

和花园美景自然地结合

在一起。如今，透明工

厂已经成为所在城市、

市民生活和文化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功地

使“工业回归市中心” 

大众汽车在德累斯顿的“玻璃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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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工厂并不是想建一

座传统的汽车制造厂。

这座工厂明亮、透明，

既不产生噪音，也不排

放废气。此外，建筑师

们借助创新技术和高质

量的建筑施工，成功地

将透明工厂建成了德累

斯顿的一个新景观，一

家建在市中心的汽车

厂。 

大众汽车在德累斯顿的“玻璃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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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氛围与著名的巴洛克城神

话完美融合在这美妙的园林花

园中。 环保——CarGoTram 

货运电车行驶在位于德累斯顿

-腓特烈城 火车站附近的大众

物流中心与工厂之间，运送除

车身之外的所有其他部件。  

“玻璃”工厂带动智能交通与物流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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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工厂”带动智能电网与能源技术发展 

高效的太阳能电池向电网提供了大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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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工厂”带动带动智能城市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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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Motors的汽车制造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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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台3D打印汽车：
urbee  

3D打印笔 

桌面上的3D打印机 



二维码爆发 

多样化需求驱动数据采集快速发展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应用时

代的到来，制造企业所关注的数据采集，已不再局限于生
产数据的采集，而是延伸到供应链、物流、电子商务等系
统的数据实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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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改变制造业发展业态 

33 

物联网 

维
修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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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数据 
• 故障对策 
• 维修指南 
• 备品备件 

原厂商 

• 运行记录 
• 故障记录 
• 维修记录 

运营商 

执行维修 

现场工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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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数据体量巨大。 
Variety：数据类型繁多。 
Value：价值密度低。 
Velocity：处理速度快。 

制造业开始关注大数据 

    制造企业不仅需要管理和分析海量的产品数据、仿真数

据、管理数据和多媒体数据，还需要开始利用互联网和在线
社区分析舆情数据，以及行业发展、竞争对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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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BYOD成为继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之后又一个热点。 
 

目前，企业移动应用已经从为什
么应用进入到如何应用阶段，问
题的焦点也集中在移动应用带来
的安全性及复杂度上。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带自己的移动设备办公。 

BYOD，移动办公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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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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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组织的各个部分保持敏捷 

• 计划: 预测需求并定义工作量 

• 联系成本和营收 

• 自动参考历史数据 

• 获取预算和需求 

• 定义工时标准 

• 部署: 根据技能、可分配时间、

加班时间等指派最理想的劳
动力 

• 按需求驱动的优化排班 

• 将工作任务生成计划 

• 自动合规性检验 

• 执行: 对劳动力和工作量的变化
做出响应 

• 自动从终端获取现场数据 

• 实时将数据搜集和传送 

• 对临时变更快速调整 

• 现场劳动力效率的可视与
可衡量 

• 分析: 评估劳动力及效率分
析·，整体绩效评估体系 

• 衡量劳动力的模型 

• 劳动力绩效指标 

• 快速调整，持续优化 

劳动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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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力资源部门 
• 分析劳动力管理的方方面面—

—从整体到个体 
• 标准化的规则平台 – 推广公平

和员工满意度 
• 真正自动化，提高效率且确保

执行过程符合法规及公司规定 

 
对生产运营管理部门 
• 提升工作计划、排班水平；使其符合实际需求 
• 对于车间生产、停工等任何情况实时可见，提高

生产效率 
• 及时数据搜集，协同劳动力和机器及物料，支持

精益制造 

 对信息技术部门 
• 信息化劳动力管理 
• 全配置式应用，低TOC 
• 符合SOX，提高合规性 

 对财务管理部门和CEO 
• 劳动力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真实数据的唯 
         一来源 
• 对任何变化的实时了解 
• 对于任何类型工人的准确薪资数据 
• OLE有效衡量劳动力管理水平，支持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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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两化深度融合的难点与对策 

 3. CIO在制造业转型中的使命 

 4.  e-works两化融合服务 

 1.  制造业与信息化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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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软件与生产设备的融合。及时、准确、自动地采集机床、生产

线、关键设备的状态、产量、质量、能耗等信息，提高设备利用率；与

车间工人的信息关联起来，提高工作效率；在此基础上，应用MES等系统

提高车间的整体生产效率。 

企业主要信息系统的集成。ERP、PLM、CRM、SCM、MES、HCM等核心系

统应当实现深度的集成，确保同样的信息只录入一次，多个系统共享。

在信息集成的基础上，使企业的主要业务能够用信息系统有效管控，实

现企业的高效运作。 

企业信息化系统的宜人化。信息系统要易用、好用。实现多个信息系

统统一登录、统一身份认证，通过员工门户、业务流程系统来驱动员工

根据自己的任务，进入应用系统完成业务工作。 

支撑企业的决策。信息系统应当给各个层次的一把手以决策支持的功

能。领导需要的统计数据，可以直接从信息系统中产生。 

信息化厂商与制造企业深度融合！ 
信息化软件与制造企业需求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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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深度融合案例：IT助推精益研发 

        冲压模拟         涂装喷漆模拟 

Process Plan 6789-2aProcess Plan 6789-2a

1. Collect parts 1234a and 67455b 

2. Record Serial Numbers of each

3. Check tolerances to std 300-200-1

4. Apply grease to specification 11/26a
1. To shaft 

2. To bearing housing

5. Assemble bearing into housing 

6. Fit shaft to bearing/housing

7. Position circlips

塗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 1 P→  

←0 2 P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36 ←0 3 P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4 57 45 59 58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2 81 70 69 68 67 85 84 83 0 4 P→  

149 148 147 146 145 144 143 142 141 140 138 139 150 151 152 153 137 136 ←0 7 P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3 4 15 16 17 18 2 1 0 ←2 1 P  19 20 21 23 22 24 25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66 165 1

6

4 

163 0 8 P→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88 187 186 185 0 9 P→  

ＦＡ 

P14 
P1 

P9 P8 

P7 

P5 
P6 

P4 

P3 
P2 

P11 P10 E4 

E5 E21 E20 E15 E14 E13 E12 E11 E10 E9 E8 E7 E6 E16 E17 E18 E19 

E1 E2 E3 2 2Ｐ→  E0 

ES3 ES2 ES1 

RS３ RS1 

2 3 P→  

P13 
P12 

RS2 

４ｗRS1 

４ｗRS３ 

４
ｗ
R
S２

 

４ｗRS５ ４ｗRS４ 

RS０ 
RS-１ 

235 236 237 238 228 ←1 1 P  227 234 232 233 231 230 229 240 239 241 242 
検査工程 

245 244 243 224 223 222 221 220 219 218 217 216 215 213 214 225 212 211 210 ←1 0 P  

ｻﾌﾞ 

ｴｲﾐﾝｸﾞ ﾛｰﾗｰ 

250 251 ←1 2 P  

調整 

LM3 LM4 LM5 LM6 LM7 LM8 LM9 LM10 LM11 SA1 SA3 SA2 LM2 LM1 

SB2 SB3 

LMT 

SB1 

0 5 P→  

SB4 
CS2 CS3 CS1 CS4 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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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 

ARS0 
ARS1 
ARS2 

ARS3 

AE1 
AE2 

AE3 

GS1 

GS2 
GS3 
GS4 

       柔性焊接线模拟 

   工艺规划 

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过程开

发：产品工艺规划、生产线模

拟验证、工厂布置，极大的节

省了投资，缩短了开发时间。 
 

    车间布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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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维斯电子商务运作流程简图 

           的电商纳入整个企业信息

化布局。对外平台和销售网点都借

由第三方电商平台完成，电商业务

已经和企业内部系统的全面对接，

实现了从网上商城、接单上货系统、

派单系统、办公系统到ERP系统的

贯通，实现派单准确率97%以上，

减少大量的人工工作，提升服务效

率，完善客户体验。 

真维斯的“双十一”： 
2011销售额1000多万 

2012销售额60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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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标签 自主研发VDA 

两化深度融合案例：信息化与整车物流融合 

利用GPS全球定位技术、GPRS移动通信技术、RFID智能标签技术、结合数据库技术、电

子地图技术等，实现了车辆出库、入库、盘库、交接、实销等业务环节的定点定位管

理，避免了人员录入系统造成的数据滞后问题，使数据更加实时、准确，节约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显著提升车辆物流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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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信息化领导小组成为信息化建设的“董事会”。 

定期进行信息化“体检”。 

信息化建设的两个百分之一。 

三年一规划，一年一滚动。信息化规划重在执行。 

建立可扩展的信息化集成平台。 

集团企业统一各类软件的选型规范。 

培养既懂业务，又懂得用信息化支撑业务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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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CIO在制造业转型中的使命 

 

 2.  两化深度融合推进策略 

 4.  e-works两化融合服务 

 1.  制造业与信息化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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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IT新兴技术 

云计算 

大数据 

管理 

MES 

BI/企业绩效
管理 

业务流程管
理 

移动应用 

项目型制造 

集团化管控 SOA 

企业级搜索 

RFID 

劳动力管理 能源管理 

MRO 

社区应用 

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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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服务化 

基 
础 
设 
施 

虚拟化 

主机 存储 网络 其它 

平台服务化 
身份管理 服务总线 工作流 

访问控制 数据挖掘 二次开发 

软件服务化 
BI BPM PM 

ERP PDM CRM 

客户端 浏览器 PC 移动终端 

SaaS提供商为企业搭建所
有软件、硬件运作平台。企
业直接定制所需服务。 

PaaS将服务器平台或者开
发环境作为服务进行提供。 

IaaS提供给用户的服务是最
底层的计算资源，包括处理
器、存储、网络和其它基本
的计算资源。 

SaaS 

PaaS 

I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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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服务器虚拟化应用较为广泛，效益明显。 

          已有企业对桌面虚拟化和应用虚拟化进行初步尝试。 

          大型企业开始建立基于私有云的高性能计算环境。 

SaaS: 企业邮箱、及时通信应用较为广泛，外企和小型企业CRM应用较广。 

          供应链龙头企业广泛向上下游企业提供了协同门户服务。 

          部分企业应用了基于SaaS的协同办公软件。 

PaaS: 少量大型企业有尝试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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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带宽的迅速提高。 

• 智能终端的普及带动无线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 二维条码爆发。 

• BYOD的兴起。 

• 新一代软件的云化。 

• 集团企业推进IT的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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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价格居高不下，带宽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 互联网信息安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状况堪忧。 

• 大部分SaaS模式的软件缺乏PaaS平台，难以满足企业的个性

化需求。 

•  SaaS软件如何与企业其它应用软件集成是个关键问题。 

• 在缺乏成熟、实用的SaaS应用软件的情况下，电信运营商、

部分地方政府和软件园区大力建设云计算平台难以取得实效。 

• 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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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公有云的服务商仍然缺乏能够支撑其发展壮大的商业模式。 

• 电信运营商终究不是真正的企业信息化服务商。 

• Saas软件无法满足企业个性化的、复杂的信息化需求。 

• 云计算只是IT系统部署和应用的一种新模式。云计算不是目的，

而是手段。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是否应用、何时应用何

种云计算，不可一刀切。 

• 不能盲目建设浪费资源、浪费投资、没有效益的云计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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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规划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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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业务流程分析与优化； 

 建立和落实信息化管理规范，确保基础数据录入及时准确； 

 统一编码体系，建立信息集成平台； 

 重视信息化整体规划，注重系统构架先进性、可扩展性； 

 狠抓信息化规划的落地； 

 信息化团队建设，打造懂业务的IT团队； 

 引入外脑，开展信息化咨询、监理、验收、评测全程服务； 

 实现有效的IT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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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works两化融合服务 

 3.  CIO在制造业转型中的使命 

 2.  两化深度融合推进策略 

 1.  制造业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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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行业版本 
 
4大体系 
 
18个二级指标 
 
85个三级指标 
 
5级模型 

 两化融合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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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化融合评估的实例 

蓝色：2009年底 
红色：2010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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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门户、社区 

e-works论坛、沙龙 

e-works咨询、评测、监理 

e-works培训 

e-works Research 

e-works创始人：李培根院士 e-works 制造业CIO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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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对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市场、产
业和应用趋势有深刻理解。 

专注 

•作为中立第三方，专注于制造业
信息化服务，不与任何IT厂商结盟。 

影响力 

•中国最权威的制造业信息化网络
媒体和服务平台。 

资源  

•拥有超过64万会员，积聚了上千
名信息化实战专家。 

经验 

•具有丰富的制造业信息化知识传
播、培训、咨询服务经验。 

http://www.e-works.net.cn/report/10th/images/qingdian/hx/h0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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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企业会员 

知识地图 

知识定制 

在线评估 

项目申报 

期刊赠阅 

知识分享 

CIO俱乐部 

优惠服务 

  加盟e-works企

业会员，为信息化
建设保驾护航！ 

人才招聘 
规划评审 

资料检索 
产品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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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增值服务：助企业多快好省推进信息化！ 

 信息化在线培训。 

 信息化应用评估。 

 现场解决信息化疑难杂症。 

 信息化内训。 

 信息化调研考察。 

 信息化项目及规划评审。 

 

 

 

 项目申报策划。 

 信息化项目招标文件拟定。 

 信息化成果鉴定。 

 信息化人才猎头。 

 e-works网站在企业部署。 

 信息化成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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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orks制造业信息化第三方咨询服务 

信息化需求分析、现状诊断、 
IT规划、产品选型、项目监理、验收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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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搜索。平台将建设企业信息化产品与服务大全，输入
关键词，即可精确搜索到相关的企业信息化产品、服务、
厂商（原厂商及渠道商）、书籍、多媒体课件、视频、资
料、市场资讯等信息。信息化由信息化厂商维护，实时更
新，搜索结果根据厂商的信用度排名。对于感兴趣的产品
和服务，可以评论、留言、收藏，也可以在线购买。 

 在线及移动应用。对于SAAS软件，在线支付后可以在线使
用；对于免费软件，可以在线下载；对于移动APP，可以通
过手机客户端下载应用。 

 供需对接。企业可以发布各类信息化应用需求，例如产品
选型、报表开发、二次开发、咨询服务、软件实施、信息
化内训、信息集成、数据迁移、IT外包、人才外包等。e-
works将免费为企业明确需求，提供选型建议，并提供相

关的选型资料。企业可以发布明确的信息化需求和预算，
由信息化厂商来响应；也可以发布需求，由信息化厂商来
制定方案，由企业择优选择合作伙伴。 

 交易担保。企业在平台上选型合作伙伴之后，经过e-
works把关之后，可以为该项目承担支付担保，企业将经
费支付给e-works，e-works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将费用支
付给厂商，使企业信息化合作双方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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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works中国制造业CIO俱乐部广泛邀请CIO免费加盟。 

 今年将在主要城市组建分会。 

武汉CIO沙龙 青岛CIO沙龙 厦门CIO沙龙 京津CIO沙龙 

MES主题沙龙 PLM主题沙龙 信息安全专题沙龙 

机械装备行
业沙龙 

军工行
业沙龙 

流程行
业沙龙 

汽车交通行
业沙龙 

供应链管理主题沙龙 

电子电器行
业沙龙 

http://www.e-work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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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知名信息化专家开设系列公开课，网上教学。 

 构建制造业信息化培训体系，建设网上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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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hp@e-works.net.cn 
博客： www.huangpei.com 
网址：www.e-works.net.cn 

 新浪微博：e-works黄培 
制造业信息化精英（CIO）QQ群： 161275951 

http://www.e-works.net.cn/
http://www.e-works.net.cn/
http://www.e-works.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