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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创造新的收入流以及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都是实现

更大成功和获得更多利润的途径。

每个人都需要深入了解自己的业务和客户，然后使用这些独特的信息作出业务

决策，以提高收入并创造竞争优势。你可以通过使用隐藏的数据来改善运营、

效率和决策，使贵组织取得更大成功。

如果可以利用已有的设备来收集蕴含新见解的数据，会怎么样呢？工业机器、

卡车、现场产品甚至建筑都可以收集、发送和处理数据，形成随时可以在许多

场景中部署的隐形劳动力 ：

• 远程监控 – 从远程设备捕获数据，并将其连接到业务系统。

• 互联制造 – 在流程中的每一步都获得更多利润。

• 预测性维护 – 根据实际情况，在问题发生之前避免问题。

• 设施管理 – 让空间更加适合开展业务。

• 车队管理 – 跟踪、维护和优化车辆使用。

引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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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简单地说，物联网 (IoT) 就是：具备数据收集和传输功能的物品，比如机器、 

卡车、产品、任何类型的设备或耐用品。

你的所有物品都能通过 Internet 连接到一起，这样业务系统可以接收和分析这

些数据。然后，你可以基于这些数据采取行动，可以是制定单独的决策，也可

以是采用由一组特定条件触发的自动方式。听起来不错吧？其作用远不止如此。

真正神奇的地方在于，当你查看这些数据（实际分析这些数据）以获取有关业

务、客户和流程的见解时，设备可以告诉你很多信息，而这是你通过其他任何

方式都无法获知的。然后，你可以将这些见解转变为真正的竞争优势。你甚至

可以对数据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发现你自己可能永远发现不到的见解。

IoT 到底是什么？
02.

预计到 2020 年制造商的 IoT 支出 1 

2,670 亿美元

超过 1 亿美元

251 亿

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的平均运营收入增长 2

Gartner 预测到 2021 年底现有 IoT 设备将达到 251 亿台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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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你可能已经看到了 IoT 在业务中的潜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行各业的一些常

见用户场景。

使用自己的数据解决
业务问题

03.

远程监控属于 IoT 101，是适用于许多业务情形的最常见场景。产品或系统中的

传感器远程收集有关状况、性能或其他问题的数据，并持续或定期传输这些数

据。这样，你就可以监控远程设备，以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正常运行时间并提

高客户满意度。

例如，通过远程监控，你可以 ：

• 了解产品的性能并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

• 确定远程设备是否仍在应该在的位置

• 整合来自多个传感器的数据以收集决策见解

远程监控

充分优化运营条件、缩短停机时间和降低终生拥有成本的能力强化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有信心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饮料并确保配送饮料设备具有卓越的整体价值。

Hy Bunn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BUN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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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虽然每个制造业务都是不同的，但许多制造流程在基本层面上是相似的。一开

始是原材料或零件，中间是一系列工具加工或装配步骤，最后是成品。这一过

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关于速度、效率、故障、温度、液位、交接班和人工干预的数据。

借助嵌入式设备和传感器，你可以从自己的系统中了解如何出色地管理流程并

收集相关见解，包括 ：

• 在机器不繁忙的时段安排维护并在故障发生之前预测故障

• 找出影响效率的不易察觉的瓶颈，以便优化流程

• 在产品完成之前排除不合格的原材料、零件或制造错误

互联制造

自部署 Microsoft 预测性分析解决方案以来，我们在预测可能降低效率或导致

停机的机器流程方面的准确率达到至少 80%，进而使废品和返工量减少 17%。

Clint Belinsky

全球质量副总裁

Jabi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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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07

如果你事先知道某个零件可能会因使用的时间或其工作条件而损坏，该怎么

办？设备中的传感器可监控各种情况，你可以收集这些数据，机器学习软件会

使用这些数据来预测应在何时主动执行维护以避免故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

收集的数据越多，预测就越准确，效率也会不断提高。

通过预测性维护，你可以 ：

• 在正确的时间安排合适的技术人员，并配备正确的零件

• 确定哪些情况会导致停机和效率降低

• 在问题发生之前准备好充足的零件库存

预测性维护

我们拥有的数据越多，我们可以了解的内容就越多，并可整合

多种算法以预测问题。

Doug Weber

远程应用程序监控部业务经理 

Rockwell Automatio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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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施管理场景下，你的设施会收集数据，你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作出更明智的

决策，以优化能耗、空间利用率，甚至员工体验。它可能是制造车间的照明、

办公楼的气候控制，也可能是传感器可检测到的几乎任何其他情况。你还可以

创建物理环境的数字表示，并根据实际数据对人员、地点和设备之间的关系进

行建模。

通过设施管理，你可以 ：

• 通过智能空间提高生产力和舒适度，从而提高员工和居住者的满意度和士气

• 调暗灯光，自动设置温控器或根据电梯使用模式规划会议和办公空间

• 构建可重复、可扩展的模型，以整合来自数字源和实际环境的数据

设施管理

如果其中一台联网的冷却装置关闭，那么其恢复联网的速度将比未联网的装置

快 9 倍，因为我们拥有关于所发生情况、根本原因以及需要测试的内容的所有

信息。

Sudhi Sinha

产品开发副总裁

Johnson Control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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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场监控生产线或产品类似，也可以对车辆进行监控，包括卡车、汽车、飞机、

叉车，以及几乎任何移动的车辆。除了预测维护需求外，你还可以跟踪位置、

里程以及可能影响业务的一系列其他情况。你不仅可以根据预测数据为车辆

提供适当的资源，还可以正确维护车辆，甚至可能节省保险费用。

通过支持 IoT 的车队管理，你能够 ：

• 优化车辆路线，以降低燃油成本、损耗和位置转移需求

• 了解每辆卡车在任何特定时刻的位置，以加强车辆安全和员工安全

• 通过远程监督，使用机器人或无人驾驶车辆完成日常任务

车队管理

起初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三四个问题。TrackingForLess 

改变了我们公司的局面。它将让我们实现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增长。

Tyler Levato

运营部

Quality Logistics8



10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获得所需 ROI
04.

虽然降低运营成本是 IoT 解决方案的重点，但同样的成本降低解决方案也能够

创造更多收入。

随着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新趋势可能会揭示新的收入机会。具有更复杂的数据

和分析能力的组织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提供更高业务价值，包括提升客户参与度、

促进业务优化和改善产品设计流程。

这些组织 ：

• 利用实时数据和分析来提供量身定制的客户体验的可能性要高 2.5 倍

• 使用预测性建模预测客户支持请求的可能性要高 2.3 倍

• 通过捕获产品使用方式相关数据为产品设计提供信息的可能性要高 2.3 倍 9

实施 IoT 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很多变化因素。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你面临的

挑战。你正尝试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你可能需要比较与此问题相关的成本、

所需的 IoT 投资以及预期成本节省。

好消息是，你不必自己想办法。有许多选项可帮助你控制成本并获得所需的 

ROI。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可以帮助你真实地了解流程并提出适合你需求和

预算的解决方案（从连接到现有系统的简单设备传感器到按设备定价的完全托

管解决方案），这样你就可以准确了解现在和将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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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远比想象的容易
05.

许多组织（特别是中小型组织）认为技术成本和复杂性是大问题。

但情况并非如此。IoT 可以提供惊人的 ROI，即使刚开始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
上实施也是如此。事实上，从小规模开始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证明策略。你可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扩展，在对业务的意义重大的方面进行额外的投资。初始
部署平稳运行后，你就可以横向扩展。

在继续优化解决方案时，你可以考虑添加新的使用场景，以将 IoT 的优势扩展

到整个企业。值得欣喜的是，你获得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好处，同时从数据中获

得了从前无法预测的见解。也正是因为一这点你才能领先于竞争对手，以一种

从未想过的方式节省成本或创造收入。毕竟，这就是数字化转型的全部意义所在。

从小规模开始， 
快速部署

横向扩展到 
生产

扩展到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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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安全
06.

担心所有这些连接 Internet 的设备的安全性？担心所有潜在的渗透点？ 

这无可厚非。但它不应该成为阻止你利用 IoT 来改善业务的理由。这意

味着你应该仔细选择技术合作伙伴。应将安全性融入到流程的每一步中，

以帮助保护你的设备、数据、网络和业务。



13将数据与决策联系起来

Microsoft 是公认的技术领导者，致力于实现最高级别的信任、透明度和合规

性，并在我们产品和服务的各个层面构建安全性。Azure IoT 以可预测的价格

为所有最常见的 IoT 场景提供全面的安全解决方案，从而简化决策、规划和实

施。我们深知，根据你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从小规模开始并在成功时扩大规

模、提供你的业务所需的自动化或控制水平十分重要。

我们拥有数十年的技术经验，无论是前台、工厂车间还是其中的任何环节，我

们都能够提供业务支持。Microsoft 在全球拥有庞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并

在 IoT 方面屡有成就，可满足你的各种业务需求、帮助你应对技术挑战并在未

来继续支持你的发展。

信任 Azure IoT
07.

与 Microsoft 合作的过程中，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Microsoft 并不是在向

我们销售产品，而是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并应对世界的水资源挑战。

Christophe Beck

执行副总裁兼总裁

Ecolab 子公司 Nalco Wat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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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帮助你开始的合作伙伴

联系我们以详细了解 Azure IoT

© 2018 Microsoft Corporation。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档“按原样”提供。本文档中表达的信息和

观点（包括 URL 和其他 Internet 网站参考）可能会发生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使用风险需自行承担。

本文档未赋予你对任何 Microsoft 产品中任何知识产权的任何法律权利。你可以出于内部参考目的

复制和使用本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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