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新思考 

未来制造业 

提高制造业韧性和响应力的五大

优先事项，就绪未来 



“我们将这充满挑战的时刻视为重新思考

我们如何开展业务的机会。这将包括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高客户体验，获得更高效

的运营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 

2020 年 3 月 

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勇于面对下一个制造业挑战 

在后疫情时代，每个行业、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从响应，到重置，再到重启的三个阶段。我们

需要应变而生，时刻准备着应对将来的每一次挑战。 

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制造业的未来了 

制造业对于市场需求变化、供应链、原材料等各种市场不确定性早已习以为常，但新冠疫情无

论在规模、严重程度和突发性方面对制造业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工业软件的不断进化，数据的

采集、存储、传输、展现、分析与优化都具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的浪潮势不可挡。 

本指南将帮助制造企业重新思考，解锁新价值，转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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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重新思考制造业的运营 

后疫情时代为企业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集中精力推进重要事项，不再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大好

机会。 

成功的制造业的企业关注以下五大优先事项： 

1. 成本控制和优化：降低运营成本，释放资本以加速企业发展。企业应确定新的最佳运营实践，以及发现可

以实现自动化的业务场景。

2. 人才敏捷性：优化和升级企业工作平台与工厂的运营模式，为未来做好准备；数字化技术能帮助员工利用

最新的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和自动化技术，同时还能赋能员工降本增效，其中包括：客户互动、创建新流

程、工具和产品，升级公司战略。

3. 核心业务韧性：明确企业目标，构建高弹性和可扩展的业务运营模式，灵活应对未来挑战。通过构建弹性

运营（供应链、安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等）和关键财务管理（成本管理、现金流、支出分析、供应商

绩效分析等），实现企业业务的韧性。

4. 客户关怀和运营：要想支持客户与合作伙伴不断变化的需求，制造企业就必须创建支持新渠道的能力，重

视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的沟通，并通过承担企业公民责任和加强客户管理，保障运营安全，实现可持续性发

展。这包括在客户互动、采购、产品开发和提高服务水平的过程中实现个性化服务。

5. 产品和服务：对影响公司产品及服务的变化立即做出响应，尽全力避免业务中断，并对产品和服务在近期

和长期如何发展做出预期和判断。此外，还应更加重视新产品开发、加强环保理念和相关工作、发掘和维

系新的伙伴关系以及树立的企业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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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截止

2020 年年底，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供应链

通过基于数据分析的认知能力，将成本效

率提高 10%，服务绩效提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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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重新思考如何及时响应、重置和更新业务 

在变化的环境中，大多数制造企业都

经历了三个阶段。 

响应阶段 

制造企业必须及时做出响应，评估其成本结构，

降低成本、保证企业的现金流、确保供应链和业

务运营系统正常运作。同时企业还应该关注员工

的健康，为其提供安全可靠的工作环境，支持远

程办公，并制定人才保留和发展计划。我们看到，

大多数制造企业已经采取了行动。 

重置阶段 

在危机中发现契机，重新评估并调整企业的经营

模式；打造能够带来即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产

品；实施提高供应链弹性的解决方案，并考虑将

供应链逐渐本地化；探索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为

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快速、敏捷、个性化和无接

触的服务。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数字化、工业 4.0 解决方案

以及采用新兴技术是成功调整运营模式的关键因

素，而时间至关重要。 

更新阶段 

在经历全球性疫情后，我们看待成功企业的角度

将被彻底颠覆。毋庸置疑，面向未来的产品和服

务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人类发展，同时

不会造成社会负面影响。这场危机让所有制造企

业都意识到需要更好地履行其企业公民的义务和

承诺。 

这不仅仅意味着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工作场所，

企业需要鼓励员工关注环境和社会公益事业，同

时投入到更多社区服务中，承担起对社会各方的

责任和义务。今后，这一切都将是候选人书否选

择加入企业、合作伙伴是否继续进行投资的重要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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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主动与新公司合作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

新趋势。根据 IDC 发布的数据，到 2022 年，

在不断高涨的客户预期推动下，将有 25%的

的制造企业参与跨行业合作，从而将收入提

升 10%。 

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我们预计，在今后的 12 到 18 个月里，各企业将越

来越关注企业的革新、发展以及未来定位。企业高

管们将通过支持试点项目，鼓励业务模式创新，而

新兴技术将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和市场竞争优势。无

论您在哪个阶段，您都需要从不同角度考虑优先事

项：包括：成本控制和优化、人才敏捷性、核心业

务韧性、客户关怀和运营以及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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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工业 4.0 虽已被许多制造企业所认可和采用，但这并不是

工业数字化的终结。我们认为，在当今这个不断变化的世

界里，解决方案不是再来一场工业革命，而是产品及其制

造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被称为工业 X.0，包括物联网、

分析、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和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以开启

新的收入来源，并在一个全新的水平上与客户、员工和合

作伙伴开展合作。 

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企业在响应、重置和更新时须考虑的五个优先事项 

当您的制造运营进入响应、重置和更新阶段，您的五个优先事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下文中，我们将概述

每个优先事项的细节，为您提供指导，并评估企业所处的位置： 

响应 重置 更新 

成本控制和

优化 

评估可以停止或延迟的项目，从而及时降低成本。

改进数字化生产、供应链和协作解决方案。优先安

排支出以有力支持关键供应商。 

评估部门效率及按需付费的技术使用情况。评估本

地和远程（全球）供应链效率。化解供应链、监管、

远程办公等相关风险。 

为多次供需协调做好准备。投资具有长期效益的技术/自动

化解决方案。采用工业 X.0 解决方案进行创新，采用新的工

作方式。 

人才敏捷性 

创建一个无缝的沟通和协作计划。适应远程办公技

术，发展虚拟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保护员工的健

康和安全。 

注重人才的招聘和保留，培养企业内部数字化能力

和人才。为员工提供更大的支持，包括平衡工作与

家庭的灵活政策，以及协作工具，提高工作效率。 

重新思考新的工作模式 - 再培训、技能提升和交叉培训计

划。建立企业创新文化和项目。联合 IT、人力资源和业务

部门，共同提高员工体验。 

核心业务 

韧性 

确保业务连续性，对预期价值有清晰的定义，并化

解远程办公风险。 

在启动任何并购战略的同时，通过多样化的供应链/

供应商生态系统在业务中构建韧性并创建可扩展的

灵活性。加强安全和培训。 

建立以创新为主导、以安全为重点的敏捷文化。引入云计算、

大规模自动化和企业范围内的危急情境规划。必要时，增加

供应链本地化。 

客户关怀和

运营 

在数字化渠道中创建以人为本的响应机制，自动化

处理高负荷工作。利用丰富的信息和“产品提升”计

划。 

针对客户互动/购买、产品开发和改进过程，设计超

个性化的卓越数字体验。实施真正的“客户 360 度”

全面分析系统。 

利用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建议和资产管理，实现工业 X.0 的宏

伟目标。建立创新文化，以便与各种精通数字技术的新型客

户展开更多数字对话。 

产品和服务 

重点关注优先领域的生产。停止或推迟非重要领域

的投资。瞄准需要立即关注的产品领域。确定潜在

的新伙伴关系和激励计划。 

实现规模化和自动化的产品开发及运营。为快速推

出新产品/服务创建敏捷平台。建立合理的产品组合

并对员工进行再培训，以落实工业 X.0 解决方案。 

确定并测试符合工业 X.0 要求的新型灵活业务模式。为核心

产品拓展合作伙伴生态系统。通过虚拟化技术、产品设计或

现场服务解决方案推动企业创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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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供应链解决方案 

请点击阅读 NHS 呼吸机挑战的文章，

世界各地的企业共同生产 NHS 生产

呼吸机。 

优化企业运营和工作环境 

请阅读 Bernard Looney 在 LinkedIn

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英国石油公司与微

软团队携手合作的帖子。 

工业 X.0 和人才创新 

请点击了解 ABB 涡轮增压工程师如何

使用混合现实和远程辅助来解决现场

问题。 
提示： 

一些制造企业已经在使用融合了云和人工智能服务的沉浸式混合现实设备，帮助员工随时随地更有效

地学习、沟通和协作。 

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打破常规，快速适应 

在世界各地及各个行业，企业正在努力摆

脱旧有系统和流程的束缚，重新思考如何

开展业务，并面向未来进行企业定位。速

度固然重要，但员工和客户体验也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 

建议您及时了解制造业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找

准市场定位，解决各种各样的商业挑战。 

具体措施包括适用于新型和应急设备的创新供

应链解决方案；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专注于及时响

应和更新，以安然度过近期全球性挑战；消费品

制造商利用新的工业 X.0技术进行创新并提高工

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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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新冠疫情中的反应

决定了公众对它们的评价—

—而相关影响力远比病毒本

身要深远。” 

——《Fjord 趋势 2020》 

更新 

重置 响应 

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前路漫漫，并非坦途 

面对变化的环境，企业需要快速做出改变，而在过去，这种改变可能需

要花数年时间。转型迫在眉睫。 

企业需要重新思考业务规划，迅速确定战略布局，让

运营更具韧性，产品和服务更受客户欢迎。通过创建

弹性数字化工作环境；利用云技术快速扩展运营模式；

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客户服务和业务运营，最大限度

地提高企业收益。 

同时，企业也需要思考如何在供应链中，有效利用应

用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平台，同时确

保生产全过程透明化管理。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或预防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但可以将影响降到最低，把握机会，超越竞争对手。 

不管怎样，有一点非常明确，前路并非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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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数字化工作平台 

在成本控制的同时保护员工，保证生产力。将安全远

程工作计划扩展为工作平台体验战略，提升业务绩

效。德国汉高公司（Henkel）采用全新的工作平台

解决方案，提高生产力。 

迅速响应的客户服务 

调整客户服务，实现现代化运营。转向人工智的虚拟助

手、远程现场协助、即点即用等功能，使您的员工能够

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响应、服务和支持。BDR Thermea

的线上服务平台减少了 60%的客服工作量。 

Azure 迁移和数据现代化 

加快向云的迁移并进行优化，以实现最大业务价值、

提高业务敏捷性和可扩展性，并推动整个企业的创

新。保乐力加打造基于云的数据平台，实现对客户的

洞察力。 

打造有韧性的供应链 

利用 Microsoft Dynamics、数据分析和自动化，快

速评估漏洞并增强供应链的整合能力。Theramex 将

智能运营融入其业务架构，打通财务、人力资源、供

应链和库存系统。 

安全企业 

过去几个月里，企业的风险状况经历了快速变 化。我

们的安全企业团队能帮助您发现平台和系统漏洞，特别

关注 Microsoft 365 安全性和数字 化身份及认证管

理。一家领先的制药厂商通过 Microsoft 365 解决方

案，实现企业内部无缝、安全地协作。 

智能行业解决方案 

将分析、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与 Teams 与 Dynamics 等

平台相结合，解决诸如传播重要公共健康信息、管理

PPE 和追踪人员流动等难题。thyssenkrupp Materials 

Services 采用数据来帮助实现运营平衡。 

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马上行动 

科技进步促使成功的制造企业走上转型之路，积极拥抱先进技术，让创新思维融入企业文化，明确企业方向，理清清晰路径图，

通过整体规划，打造夯实基础，试点突破，快速扩展，转型成为智能制造。 

埃维诺始终致力于将创新思维、智能技术和深厚的行业经验，帮助您重新思考企业人员、流程和数字技术，为您制定一系列解决方案，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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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未来制造业 

携手埃维诺，重新思考，更好地响应、

重置和更新您的业务。 

立即联系我们，携手一起重新规划战略方向，让业务更具韧性、让企业

产品和服务更符合客户需求。 

埃维诺介绍 

埃维诺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创新领导者，为客户提供基于微软技术的云服务、商业解决方案、以设计为驱动的用户体验。
埃维诺将大胆而新鲜的想法与丰富的行业及商业知识，以及先进的科技相结合，为客户以及他们的客户和员工带来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埃维诺通过微软科技驱动埃森哲微软业务集团，帮助企业与他们的客户进行沟通，赋能员工、增效运营，重

塑产品与服务。今天，埃维诺具有遍布全球 25 个国家的 38,000 名专家。我们推崇多元和协作的文化，通过运营实践，引
领前沿思维。埃维诺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由埃森哲和微软成立的合资公司，埃森哲持有大部分股权。 

了解更多，请登陆 www.avanade.com. 

©2020 Avanade Inc。版权所有。埃维诺名称和徽标已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商标。其他品牌和产品名称的商标归其
各自所有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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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vanade.com/en/contact?ref=https://www.avanade.com/en/solutions/analytics-and-ai/intelligent-automation
http://www.avana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