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续经营

生产地选择的决策框架

相对于产品和工艺开发资源的所在地，如果在实际生产地点的选择上出现决策失
误，将可能会严重影响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本文旨在探讨生产地决策、产品创造所
需能力的性质以及企业开发新一代技术能力之间的关联。

文 / Josh Timberlake, Mark Cotteleer, and David Uhryniak
图 / Jon Krause

想你希望掌握的一项新能力：开车。

设

假如你 16 岁，平生第一次坐在方向盘后面。一直以来，你只是坐在后排，看父母
开车。他们教你如何开车。现在，该你了。启动引擎。一只脚放在刹车上。挂前进档。
慢慢加油̶̶汽车开始行驶！你学会开车了。

现在做一个重要调整，再重新设想一下：
假如你 16 岁，平生第一次坐在方向盘后面。一直以来，你只是坐在后排，看父母
开车。他们教你如何开车。现在，该你了。启动引擎。一只脚放在刹车上̶̶另一只
脚踩离合。右脚松开刹车，踩在油门上。放松离合，稍稍加油。汽车突然前冲，熄火。
再试一次。

在数次成功尝试后，你可以开始考虑换二档了。
对大多数人来讲，学习开自动档汽车与手动档汽车的区别很大。尽管目的相同（把
汽车开起来），但任务在本质上的差异却导致不同的学习方法。在熟练驾驶手动档汽
车之前，大多数司机需要经历数次尝试与失败。只有经过实战，你才能掌握开车技巧。

现在设想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实战，且远在 1.1 万英里之外。
旁观者可能认为在后半部分例子中，几乎无人能够学会开手动档汽车。即便在最
好的条件下，练车（培养能力）地点与真正开车（执行能力）地点之间的地理位置差
异将大大降低学会开车的可能性。
然而，当涉及培养企业重要能力时，许多高管正是做此决定̶̶这种能力比掌握
离合器更加关键，影响更加广泛。如何确定能力培养与执行（以下我们称之为能力 “ 生
产 ”）地点的相关决策将对企业的未来成功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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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学边做”

的能力之间的关联。尽管结果因公司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较之产品和工

在该模式中，完成目标之前，任务执行人员需要测试各种策略和 / 或寻求指导。

艺开发资源的所在地，如果生产地的相关决策失误，可能会严重影响企业长期的竞

生产者希望通过不断尝试与失败获得改善。关键变量可能尚未确定，导致难以预测

争优势。

所设计的流程如何被传递至工厂车间 3。在 “ 边学边做 ” 模式中，通过积累生产经验，

这里我们提供一个框架，以指导公司管理者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布局生产能力。

发现并解决实际表现与潜在或预期表现之间的差距。4

该框架突出强调影响确定最佳工厂地点的重要权衡因素，而工厂选址最终可能影响

开发人员直接参与到工厂车间中，找出原本没有发现的线索和相关信息 5。在光

企业的成功。基于决定生产地点的传统因素，例如，不动产成本和可用性、税收和

电行业案例中，我们将提到，工程师深入生产车间，穿上工装与生产人员并肩工作，

激励政策、物流成本，以及更重要的人才资源，企业应充分认识这些方面的决策对

每天至少一次。在实际表现与潜在或公司预期表现之间差距的驱动下，这种参与使

未来的产品开发能力可能造成的深远影响，从而把握机会进一步提升选址的效率。

制造商通过不断解决问题来提高效率。6

该框架中的三个学习和物流因素有利于确定生产地点：

相依赖的关系。两者分割可能会切断重要的沟通关联，进而阻碍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

• 学习模式：生产工艺知识从研发部门传递到工厂车间的方式。
• 市场对工厂比率（MPR）：支撑一个以上生产地点的市场容量。
• 价值密度：产品价值与物流成本之间的关系。
两个案例研究说明了该框架正在发挥作用。第一，在 21 世纪初，光电行业的许
多企业将生产工厂转移至海外，以节约成本̶̶该决策并未对新一代产品开发做出
权衡。第二，我们以西班牙公司英赫特安（Ingeteam）为例。该公司是为风电行业提
供产品的电力转换设备制造商。该公司采用混合地点模式，以保护其优质产品的开
发能力，并使公司能够为美国市场提供个性化产品。英赫特安案例表明如何设计多
个生产地点，以保存产品开发实力。

知识从研发部门传递到生产部门的方式影响选址
如何学习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应是决定工厂选址的一项基本要素，尤其涉及新一
代产品的关键研发能力。
对于实验室到工厂车间的能力转移，研究确定了两种主要学习模式：“ 先学再做 ”
与 “ 边学边做 ”。

采用 “ 边学边做 ” 模式的企业在考虑能力定位的同时，必须考虑研发与生产互

如何确定生产工厂的数量和地点
因为要确定企业经营的生产工厂的数量，导致学习模式的相关挑战升级。我们
可以看到，有多处生产工厂的企业，其管理者有更多的自由权管理学习模式的影响。
工厂数量的确定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可用资金和管理层的考虑，但有两个简单的
标准可以帮助管理者笼统地评估最理想的工厂数量：市场对工厂比率和价值密度。
市场对工厂比率
借助市场对工厂比率，可以了解多个生产工厂的经济可行性。它是指全球市场
对某款产品的需求与一个生产工厂的最小有效规模之间的比值。7 比如，如果市场对
某款产品的需求为 100 万件，而生产工厂的最小有效规模为 25 万件，那么市场对工
厂比率即为 4。
当市场对工厂比率接近 1 时，表明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多个工厂。高科技和增
长导向型行业的企业常常面临这种限制 8。在稳健而成熟的市场中，市场对工厂比率
较高，使这些市场上的企业能够支撑在多个地区的生产。
价值密度

“先学再做”
生产工艺说明详尽，易于理解，研发工程师可以精准沟通工艺和产品设计，这
种情况适合 “ 先学再做 ”1。在该模式中，工艺知识的学习者仅需理解所述内容，即

即便从市场对工厂比率来看可以设立多个生产工厂，企业也可能选择限制工厂
数量，其中一个依据便是销售产品的价值密度。
价值密度概括了产品的价值与其销售相关的物流成本之间的关系。它是指这两

可操作并完成任务。因此，生产人员可以无需与设计师近距离交流，就可开展工作。

项指标的比率。如果某款产品的价值密度高，企业就有动力进行集中生产，即使不

因为生产之前已经学习了相关知识，生产地（工厂）就可以更加靠近区域市场̶̶

满足市场对工厂比率。9 或者，如果产品的价值密度低，会促使企业在更多的地区分

通常将研发地点与生产地点分开̶̶以便快速反应、提高生产经济性，甚至有望增

散生产能力。这种情况下，企业更愿意将生产地靠近终端需求，以节省物流成本。

强竞争优势 2。相反，生产地也可以离市场更远，以降低成本。

软饮料市场可以说明价值密度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尽管美国的软饮料市

“ 先学再做 ” 模式的成功实施需要了解生产过程的关键变量。必须清楚定义生产

场价值达 1830 亿美元，要求较高的市场对工厂比率，但饮料所需的浓缩糖浆的生产

工艺和技术，前提是技术稳定且可以被清晰理解。这种理解要求准确预测生产工艺

却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点。10 这些高价值密度的糖浆被运送至分散在各地的装瓶

如何传递至工厂车间，且不受工厂地点的影响。

地点̶̶汽水的最后生产便在这里完成。到达装瓶地点后，糖浆即与碳酸水混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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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密度案例
•

许多消费性电子产品和其他科技产品的价值密度较高。这些产品通常价值较

高，体积较小，易于通过分销渠道进行运输和管理。因此，制造商往往在几个地方
集中生产，再根据需要运到全球市场。
•

家具、海绵制品等体积较大或较重的产品以及许多其他商品的价值密度较低。

相对于产品本身的成本，与销售相关的物流成本通常很高。制造商不得不将生产地
设在靠近终端消费者的地方，以节省物流成本。
结合工厂数量与学习模式的框架
研究人员发现，全面理解与学习模式、市场对工厂比率和价值密度相关的因素可
以为确定工厂地点提供重要帮助。11 这里我们调整他们的框架，旨在协助指导管理者

单一工厂选址因素

工厂数量的确定涉及多方面因素，包括可用资金和管理层的考虑，但有两个
简单的标准可以帮助管理者笼统地评估最理想的工厂数量：市场对工厂比率
和价值密度。

较高
低市场对工厂比率和/
或高价值密度

图 1 与工厂数量和生产知识学习模式相关的生产能力定位

危险区！
区域 2
选址策略受未来发展影响，
不排除超过传统成本因素

区域 1
选址策略受传统因素
而非发展因素影响

较低
高市场对工厂比率和/
或低价值密度

进行包装̶̶极大地降低了其价值密度̶̶并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

就全球生产能力部署作出决策。该框架可以使某个企业或某条产品线适用按照学习模

区域 3
选址策略受传统因素影响，
且应谨慎对待至少一处的共
同发展基地

先学再做

学习模式

式、市场对工厂比率以及价值密度的相关特点划分的三个区域之一。随着市场环境不
断变化，该框架也可用于监控企业或产品线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换。
在拟定该版框架时（见图 1），我们注意到，地点策略的一般规则在大多数情况
下都适用。在选择生产地点时，管理者理所应当要考虑传统因素，如不动产成本和
可用性、税收和激励政策、物流成本，以及更重要的人才资源，但还需要考虑其他
的重要因素。
区域 1 对应的企业生产工艺的学习模式是 “ 先学再做 ”。生产工艺易于理解的特
征有利于研发地点和生产地点的分割。无处不在的电子通信亦不断提升企业在更远
地区运营的能力，可能会促使企业靠近本地消费者设立低成本工厂。12 因此，“ 先学
再做 ” 模式极大地降低了这方面决策的风险。
区域 2 表明企业处于危险区，需要 “ 边学边做 ” 模式，且企业被限制在单一的
生产地。管理者可能会认为需要在高度技能型的研发基地保留设计核心，而把生产

边学边做

到一个地点。这种方法会导致混合选址策略，使企业在推进新产品开发目标的同时，
从传统的地点决策过程中获益。如果缺乏这种认识，可能会妨碍产品开发目标的实现。
我们将通过英赫特安案例来阐述企业是如何作出权衡的。

框架的应用——光电和风力涡轮发电机
区域 2 框架与影响：光电行业
光电行业是处于框架中区域 2 危险区的行业之一。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埃里卡·富
克斯（Erica Fuchs）教授及其同事近期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该行业的企业面临重重挑
战：一些光电企业把生产地设在低成本地区，却牺牲了发展需要。14

地设在成本较低的地区，以提高盈利性。我们在光电行业案例中看到，这一决策对
企业和市场的发展趋势具有深远的影响。

新一代光电产品

区域 3 中的企业面临另一种挑战。较高的市场对工厂比率和 / 或较低的价值密度

光电子器件将电子信号转换成光信号，或将光信号转换成电子信号。设计人员

都使企业有动力且有能力将生产能力分布在不同地区。然而，企业仍需保持谨慎态度，

往往苦恼于高密度电路间的电磁干扰，而光电子器件有较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被

因为 “ 边学边做 ” 模式需要研发工程师深入工厂车间。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工程

更多地应用于传统电子设备。通信供应商希望为客户提高带宽，由此光电子器件在

师的适当支持，生产可能陷于停滞。13 区域 3 中的企业必须对其生产工艺有深刻认识，

电信行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而将需要 “ 边学边做 ” 的重要部分与为追求其他目的而与研发资源分离的部分区别

除了电信行业，光电子还有望带来运算革命。随着微处理器的性能不断提高，

开来。某些情况下，不同的生产环境或阶段可能需要将不同地点的各种开发能力集中

它们之间的信息传输问题也日益突出。然而，较之电信领域，器件体积大小对运算领

68 | 德勤新视界

德勤新视界 |

69

永续经营

生产地选择的决策框架

域的意义更为重大。2000 年的光电子器件体积硕大，因而未被运用于计算机市场。而

前往其他产品领域寻求机会。不管怎样，相关数据

市场渗透的关键是缩小体积进行集成设计。标准光电子器件包括 6 个不同组件。截至

表明，离岸活动不仅阻止或延缓针对新市场的产品

2010 年，光电子器件制造商只能在同一张芯片上同时集成两个组件。对该行业而言，

开发（比如计算机市场的光电子产品），还可能导

能否将其他组件（甚至更多数量的组件）进行集成以缩小器件体积仍然是一个关键挑战。

致人才流失，能力受损，进而削弱企业实力。

21 世纪初，光电制造商面临激烈的竞争。随着技术与电信泡沫破灭，光电子组

（3）产品开发并未因研发地点与生产地点分

件制造商必须作出关键抉择：将生产地保留在国内，比如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

离而停止，但确实经历重大转变。开发工作聚焦改

经济体，还是将生产环节转移至成本较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该案例中，当前技

善当前产品生产工艺，而没有将重点放在新一代产

术可以被完全充分地理解，而有可能采取这一举措。决策的关键是成本优势。在如

品上（如集成设备）。离岸生产使这方面的生产工

此诱人的成本优势下，富克斯教授及其团队研究的 8 家美国光电子组件制造商中有 7

艺每年改善 27%。虽然研究人员并未给出这种转变的原因，但我们推断是由于技术

家选择将生产地转移至海外。

人才基于他们的环境和能力而追求可能性。

对于那些将生产地转移至成本较低地区的企业，起初效果可能并不明显。但是，

在该研究中，美国光电企业将生产地转移至海外的做法的确节约了成本，但却

通过我们的框架所进行的行业分析有助于得出潜在的长期影响，并了解新一代 “ 集成 ”

牺牲了未来竞争力。这种牺牲是否值得？这将由历史作出评判。但企业的管理者应

光电技术被列入区域 2 的原因。

该对这种做法的潜在影响作出预期评估。

• 生产新一代集成光电设备是一个 “ 边学边做 ” 的过程。据报道，这类设备的
收益率为 1% 〜 3%，每天可能都在生成新的可用组件。15 生产、设计和测试工程师

英赫特安的地点决策

不得不一天数次地深入工厂车间解决问题。工程师们强调与生产过程 “ 紧密 ” 相连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英赫特安主要从事电气设备、发动机、发电机和变频器的开
发。该公司的 Indar 事业部为越来越普遍的风力涡轮机提供发电机。Indar 发电机重

的必要性。
• 市场对工厂比率接近 1。新一代光电设备的市场规模几乎与单个生产工厂最小

约 7 〜 10 吨，与变速箱和其他设备装在一个重达 90 吨的发动机舱（壳体罩）中，并
被吊起至 250 〜 400 英尺高空，与一系列风力叶片进行组装。在这种情况下，质量和

有效规模相当，使企业选择一家工厂。
• 光电设备的价值较为密集，促使生产商集中生产，即使市场可能不断增长。

可靠性都至关重要。变速箱将风力涡轮机的叶片转速从每分钟 20 转加速至 2000 转，
以产生足够的动力。发电机停转一次将需要最高 20 万美元的维修费用。
美国风电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0 年，英赫特安决定增加对该市场的渗透率。

离岸生产是否以牺牲研发为代价？
光电行业制造商将生产地转移至海外，节约了成本，但却不利于新一代产品开发。

在美国取得成功需要深刻理解产品组件属性，并符合美国法律法规的发展需要。英

富克斯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表明，在考虑了合理的学习曲线效应和明显提高的收益

赫特安最终选择了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原因在于该地区有着制造业传统，同时

率之后，有意将生产地转移至海外的企业可以实现其成本优势。然而，研究人员提醒，

临近其他电力控制系统制造商、潜在供应商和客户。英赫特安还看重该地区高素质

离岸生产可能会给产品研发造成负面影响。

的本地员工和稳定的基础设施，以及毗邻一个大型国际机场。19

如果光电子组件制造商将生产地转移至海外，由于缺乏短期经济驱动力，他们
可能会停止推进光电子集成的相关研发，这对全球信息技术行业长期的技术发展造
成严重后果。

16

区域 3 框架与影响：风力涡轮机行业
英赫特安是一个代表性案例。该公司调整了产品开发和生产方法，在理解所需

对美国 28 家作出不同离岸生产决策的光电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决策与其是
17,18

的学习模式后，实现自身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因此，该公司符合框架中的区域 3。

杨（Yang）及其他研究人员对那些

英赫特安采取了混合生产模式，使其在进入本地市场的同时保持产品开发的有

将生产地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本案例中的东亚地区）以追求成本优势的企业进行了

效性。为实现这种平衡，该公司将几乎 95% 的核心研发团队保留在西班牙总部。公

三次观察研究。

司管理层同时选择将转子和定子（发电机的核心组件）生产地保留在西班牙，原因

否具备开发新一代集成设备的后续能力有关。

（1）新一代产品的研发活动大幅缩水，尤其是最复杂且最不易懂的芯片制造被移
至海外。在海外地区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每年新一代集成技术的开发减少 26%。
（2）离岸生产相当于 “ 脱离 ” 负责新一代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些工程
师往往转至同样从事新一代产品开发的竞争对手企业。或者，他们完全离开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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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管理层认为这样做更有利于生产优质、精准的产品，同时与开发工程师协调工作。
相对于完整组装的发电机，这些组件的价值密度更高。
然而，在美国的生产需要其自有的 “ 边学边做 ” 模式。英赫特安的管理者认为
文化差异是调整生产操作流程的驱动力。产品亦需要进行调整，以满足美国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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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经营

标准和工厂的实际情况。Indar 电机公司副总裁阿道夫·雷波洛（Adolfo Rebollo）认为：
这是一个迭代过程。工厂车间需要在很多方面开展合作。如果我们必须在西班
牙完成，那不得不将大批美国员工送往西班牙。这显然是不现实的。20

生产地选择的决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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