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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据驱动 - 不仅要成为一家制造
公司，还要成为一家数据驱动、
服务驱动的公司。通过与客户一
道互教互学，消除对变化的任何
焦虑。

02
解决方案思维 - 从客户的需求背
后出发。首先确定问题，假设流
程解决方案，然后探索如何利用
物联网来获得结果。

03
安全性 - 根据需要，在物联网
解决方案中进一步构建网络安
全功能，并考虑采用其他网络
安全流程来确保数据和隐私得
到保护。

从制造公司到数据公司
Johnson Controls 在 150 多个国家/地区拥有 12 万名员工，每年全球销
售额超过 300 亿美元，100 多年来，一直是建筑技术和解决方案领域的
顶级制造商。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利用物联网为客户成功开启下一个数
据驱动时代的。

 
立即观看 

说到底，就是要从客户的需求背后出发，确定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类
型，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

Vineet Sinha， 
企业管理和智能互联设备部总经理， 
Johnson Controls

Johnson Controls 的三个最佳实践

http://videos.microsoft.com/cloud/watch/JH5o71vbPbTjbuVMq5tN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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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物联网影响的顶级能源领导者
计划
Schneider Electric 拥有约 14.4 万名员工，是能源管理和自动化领域长
期的全球领导者。来看看他们是如何选择和实施物联网项目，一步一
步地规划和扩展的。

 
立即观看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合适的设备来测试你的解决方案。所
以，它必须是一台十分重要的设备，也许存在很多问题，又或者届时
会产生巨大影响。

Mathieu Pompeo， 
智能工厂项目负责人， 
Schneider Electric

01
可扩展性 - 从一开始就创建能通
过你的生态系统扩展物联网的体
系架构，在不同的制造步骤中复
制成功经验将变得更加容易。

02
明智测试 - 找到正确的机器来测
试你的解决方案，它有可能表现
出巨大的影响，以便你有一个强
大的物联网概念证明来从中围绕
扩展构建支持。

03
员工参与 - 确定项目所需的技能
和员工，并提前让这些人员参
与。在实施前，根据需要对操作
人员进行培训，以便他们可以使
用你的设备所捕获的信息。

Schneider Electric 的三个最佳实践

http://videos.microsoft.com/cloud/watch/qdQEfLRbADr3VFvmUSG1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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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零食生产商为全球增长做
准备
Majans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家族式零食公司之一，在其昆士兰的工厂雇
用了 120 人。来看看该公司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效率和实现运营
现代化。

 
立即观看 

我们不把物联网看作一种成本，而是看作一种投资，一种成本规避计
划。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决心投入这笔资金，以便在今后的日常运营
中节约成本。
 
Andrew McManus， 
生产经理， 
Majans

01
财务影响 - 将物联网定位为日常
运营中省钱的一种方式，以吸引
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这将增加
支持并使推广变得更容易。

02
从小规模开始 - 确定一条简单的
工厂线和一两件要衡量的事情来
规划可扩展的物联网基础架构，
以纳入协调不同技术、机器和系
统的复杂工作。然后在其他流程
中进行扩展和推广。

03
互操作性 - 谨慎利用/选择供应商
和合作伙伴，以应对围绕多个平
台和技术的挑战。

Majans 的三个最佳实践

http://videos.microsoft.com/cloud/watch/EbxrgVU82mwvtXaRE7MC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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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次参加贸易展或会议时，你是否得以了解你的竞争对手以及他们使
用物联网的方法？物联网 (IoT) 不仅仅是最新的技术流行语，它还是一
种真正的变革性技术，能够从以前隐藏的数据中创造商业价值，特别
是对制造商而言。

不要让对成本、复杂性或安全性的担忧阻碍你前进。所有这些问题都
是可管理的，而且你也不会希望仅仅因为不确定从哪里开始实现工业 
4.0 就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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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先公司学习

 “物联网不是很昂贵吗？”

它对我们的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使我们能够更直接地与我 
们的终端用户客户联系、跟踪我们的设备、跟踪设备的性能，同时也
能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价值流，帮助我们的客户用他们拥有的
东西做更多事情。

Michael MacKenzie， 
EcoStruxure 技术平台副总裁， 
Schneider Electric 

可以，但不一定非要如此。真正的诀窍是了解真实和完整的成本将是
什么，你可以预期获得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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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可以帮助你真 
实地了解相关流程，并提出符合你的需求和预算的多种方案（从连接
到现有棕色地带设施的简单设备传感器到按设备定价的完全托管解决
方案），这样你就可以确切地知道现在和将来的成本。

向领先公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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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给任何组织的建议都是，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了解问题。用心研究
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了解问题之后，寻找能在未来提供丰富解决
方案的合作伙伴，比如 Microsoft，我觉得 Microsoft 目前在市场上非
常强大。

Shane O’Neill， 
企业基础设施架构师和物联网负责人， 
Rolls Royce

 
许多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制造商，认为物联网及其许多移动部分高
不可攀。他们难以决定从哪里开始，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是否需要新
技术，以及对业务会有什么影响。从小规模起步是个很好的策略。你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扩展，在对业务意义重大的方面进行额外投
资。一旦初始部署平稳运行，你就可以横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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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如何？”

从安全角度来看，必须管理制造环境中的资产。显然，不能破坏生
产，但又必须在该环境中保持某种安全性。

Doug Weber， 
分析与协作部门业务经理， 
Rockwell Automation

 
如果没有适当的规划和监督，则在设备控制和数据隐私等领域，物联
网有可能暴露或引入漏洞，因此，安全性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但它不应该成为阻止你利用物联网来改善业务的理由。这意味着你应
该仔细选择技术合作伙伴。Microsoft 将安全性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的每个层面。Azure IoT 采用端到端方法保持对数据、设备和应用程
序的控制和信任，致力于为用户带来安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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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 亿美元
预计到 2020 年制造商的物联网支出1

超过 1 亿美元
数字化转型度最高的企业的平均运营收入增长2

251 亿
据 Gartner 预测，到 2021 年年底，物联网设备安装
数量将达到 251 亿台3

物联网增长： 
数字解读
物联网在各种规模的组织中都在不断发展壮大，并非只有大
企业才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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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物联网？

这就是物联网。你的各种物品（如机器、卡车、产品、任何类型的设
备或耐用品等）都配备了数据收集传感器和传输功能。你的所有物品
都通过 Internet 连接在一起，这样，业务系统就可以接收和分析这些
数据以获得见解。然后，你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制定各种单独的决策，
或者以通过一组特定条件触发的自动化方式来采取行动。

你的物品 + 传感器

数据分析 + 见解

行动 +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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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如何为你的企业带
来好处
现在你可以利用已有的设备来收集数据以揭示新见解，那么，如何让它为你的
企业带来好处呢？ 

这八个物联网方案为企业提供了真正的价值：

从设备捕获数据并监控性能，
以改进业务系统。

分析设备和机器的性能和状
况，应用高级分析来预测何时
需要维护它们。

远程监控 预测性维护

获得实时见解，以提高效率、
确保更高的质量，并最大限 
度地减少整个供应链的损失。

管理你的空间、建筑、工厂和
场地，以减少浪费、优化效率
和提高生产力。

互联的供应链 设施管理

汇聚所有运营数据，与分析师
一道进行实时和长期分析，并
优化你的流程。

从销售产品转向销售成果，以
提高客户参与度、服务质量并
实现业务转型。

卓越运营 互联产品

通过确保相对于设计产能的最
佳运营，最大限度地提高机
械、工艺和生产线的性能。

通过收集支撑决策并实现产量
最大化的数据，监控、管理
和优化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
使用。

整体设备效率 精准农业

物联网如何为你的企业带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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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成功计划
当你认定所需的价值只有物联网才能提供时，就该开始规划了。根据 
Keystone 在 2018 年进行的关于实施物联网的研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是内部变革管理。能否成功采用物联网取决于对该计划的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的同时承诺，以及跨职能协作。内部变革管理往往是公司管
理中最为困难的领域。变革人员可能面临来自领导层和员工的阻力，
或者难以推动跨职能协作。

获得领导层的认可
如果该项目被视为“只不过是另一个 IT 倡议罢了”，那么赢得自上而
下的支持可能会很有挑战性。而获得组织内高级领导的支持是至关重
要的，原因有很多，例如：

• 获得必要的资金
• 围绕公司范围内的指标进行协调
• 证明公司“极其赞成”
• 提供必要的人员来支持该倡议
• 创建跨职能团队

请考虑一下制造过程中的这种情形。每次部分线路中断时，不仅需要
花钱来修复，而且还会失去本应产生的利润。每次出现不合格的原材
料、零件或制造错误时，都会造成相应的浪费并产生高昂的费用。如
果能够防患于未然，会怎样？或者，能够提前检测出质量问题，会怎
样？如果你可以为使用你的产品的客户检测问题，并使售后服务成为
你的品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会怎样？有了物联网，以上均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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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员工采用
如果员工认为物联网威胁到他们目前的工作和熟悉的工作方式，那么
获得自下而上的支持可能会很有挑战性。但这是至关重要的，并会通
过以下方式对文化、士气和整体业务业绩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 确保组织拥有适当的专业知识来支持物联网计划
• 确定优先培训要求
• 制定实施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内部采用率
• 使你的组织遵循一组通用目标和指标
• 清楚地传达工业 4.0 将如何支持员工并发展组织

通过开诚布公和频繁的沟通，展示物联网将如何帮助实现公司目标，
并明确定义文化的任何必要转变，来让员工感觉他们在变革中拥有话
语权。培训现有员工也是获得他们的支持的关键。发现那些具有适当
特质（如对数据有好奇心和对技术感兴趣）的员工，并采用电子学习
模块、物联网视频、面对面培训课程、专家指导或在线课程的形式提
供培训。同时，在某些方面，通常是在工程、数据分析和物联网领导
方面，几乎肯定也需要一些新的人才。让人力资源早早参与这两方 
面的工作很重要。

如果能从领导人的角度来思考，那么获得所需支持的可能性就会更
大。根据项目如何满足特定业务需求来确定项目的框架至关重要，与
客户进行初步协商也有助于收集证据，证明你的倡仪可能产生的影
响。引入竞争对手活动的证据也可以突出有效利用物联网展开竞争的
紧迫性，并通过竞争证明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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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跨职能团队
各自为政的组织结构通常不能很好地满足数字转型要求。物联网计划
通常需要跨越企业的众多部门，因此需要跨团队的协调与合作。组建
一支深思熟虑的跨职能团队是成功的关键。Keystone 的研究给出了构
建这样一个团队的三种选项：

• 独立的业务部门，承担智能互联产品的损益责任
• 跨业务单位指导委员会，由各业务部门的思想领袖组成
• 卓越中心，一个单独的成本中心，其他业务部门可以利用它来寻求

支持

如果不能协调一致，不同的团队往往会各行其是，导致执行不力或不
一致。通过创建跨职能团队来打破壁垒，提供确定成功途径所需的跨
部门意见，并确保获得跨越现有部门的见解和必要数据。

数据承诺
为了成功利用物联网，公司需要一种数据驱动的文化，以使数据收
集、数据访问、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性成为员工如何看待设备和传感
器捕获的信息的核心。这种对数据的需求和围绕数据展开的协作跨越
团队、职能和业务线。数据是物联网的生命线，但只有当所有业务部
门都参与物联网建设，才能实现数据的全部价值。当业务部门协调和
共享数据时，数据价值呈指数级增长。

为实现此目的，从一开始就制定数据计划并实现互操作性至关重要，
包括将信息集中在一个数据湖中、在应用程序之间采用一致的接口、
标准化集成机会和开放标准，这些都是选择物联网平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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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数据分析还不是优先事项，则必须成为优先事项。这需要
利益相关方具备数据素养，而他们之前或许未曾将指标和分析视为对
其职责的主要要求。制造商希望优化整个组织对现有功能的使用，并
确定各个新关键领域中的技能差距，这些领域不仅包括物联网和数据
科学，还包括体系架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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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internet-of-things-in-manufacturing-2016-10

2  Keystone Strategy 2015 年 10 月 - 2016 年 3 月访谈；1 亿美元的增量运营收入以公司收入中位数 34 
亿美元为基础

3  Gartner《入门：如何策划、准备、规划和管理企业物联网项目》，Emil Berthelsen、Peter Havart-
Simkin，2018 年 4 月 12 日

借助 Microsoft 的支持
开始行动
通过 Azure IoT，Microsoft 为制造行业的物联网应用场景提供了全方
位的安全解决方案。我们知道，重要的是根据你的现状，从小规模起
步，然后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并提供针对不同自动化或控制水
平的选项，这对你的企业而言很有意义。

你希望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提供指导。而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
为制造商提供从前台到工厂车间的各项支持。凭借世界上最大的合作
伙伴生态系统和在物联网方面经认可的成功记录，Microsoft 已经准备
好在现在和未来为你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谁沟通物联网事宜？

我可以与我的技术团队分享什么？

谁可以帮助我设置我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internet-of-things-in-manufacturing-2016-10
http://aka.ms/talkiot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sources/iot-developers-guide/zh-cn/
https://azure.microsoft.com/resources/iot-developers-guide/zh-cn/
http://aka.ms/partner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