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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传

奇篮球教练John Wooden曾说，“失败本身并不会盖棺定论，但如果你不能因此改变就很要命了。”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中，任何公司都应该记住这句话。虽然强大的技术力量在淘汰现有的商
业模式，但同时也给了人们很多机会。同样，客户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规划，开始接受新的渠道、
产品和参与模式。在这场变革中，那些不愿改变的公司会发现自己在被慢慢淘汰掉。
本年度技术趋势报告的主题是“运动中的企业”。这个词说的是那些运营灵活和视野广阔的公司，他们不仅克
服了运营惯性，还在不断变化中的商业环境中繁荣发展。

做到这些可不简单。尽管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先进技术都有发展的潜力，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真的产生价值，其
他的更多的只是噱头。我们要仔细辨别，找出那些真的能产生价值的创新。然后我们还要行动起来，而不要被
动地等着别人告诉我们答案。就像牛顿力学里面说的一样，我们要把势能转化为动能。
这是我们的第八份技术趋势报告。进行了这么长时间、大范围科技发展追踪，无论这世界发展的速度有多快，
其中的主题还是有迹可循。譬如说，推动变革和发展的五大宏观力量就年年不变——数字化、分析技术、云科
技、核心系统重塑以及企业内部信息科技地位的转变。尽管这五大力量无所不在，企业对他们的利用则各有
不同。有些公司才刚刚开始探索我们在2010年写的趋势，而其他公司则沿着成熟度曲线快速推进。对于前者，
迟到并不一定意味着机会就会少。因为你不用像我们的年度趋势报告中写的那样循序渐进，你可以直接利用多
年来的进化成果（比如说，移动性或数据分析）。
一直关注我们的读者偶尔会问，这样的预测到底准不准？这么多年来，我们研究的趋势里，有多少真的实现了
我们说的潜在价值？谦虚点说，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的分析大多数是正确的。例如，在2014年，我们认为
认知分析是潜在大趋势。而由于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上取得的进步，结果也正是我们预测的那样。我们每年
都强调安全和隐私，在我们的报告里，一开始我们只是把每一个趋势都单独分析一遍，后来我们整份报告都会
涉及网络应用，而现在，我们在每一个章节都会谈到风险的影响。2010年，我们突出了用户参与度的重要性，
使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成为实现技术解决方案的必经之路，并成为下一代信息技术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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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有过野心太大的时候。例如，在2010年，我们预测，资产智能（传感器和互联设备）将引领一
场大变革。毫无疑问，我们把这话说得太早了，但我们仍然认为，资产智能，加上新的物联网应用，很快就会
产生重大影响。同样，在2012年，我们发现了数字身份对新型经济的意义。尽管这一概念早已存在，但我们
要等一个协议来推动趋势的发展。区块链出现后，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协议，而数字身份也很快就
成为了新一轮的信任经济的基础。
在过去的八年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希望最新的技术趋势报告可以帮助你的企业更好地了解这场变
革。而且，我们希望这份报告可以帮助你打造商业计划，应对变化，把商业势能转化为动能。
当游戏规则发生改变，你不能就这样呆坐着。

Bill Briggs
首席技术官
德勤管理咨询
wbriggs@deloitte.com
推特: @wdbthree

Craig Hodgetts
美国国家科技执行董事
德勤管理咨询
chodgetts@deloitte.com
推特: @craig_hodgetts

3

IT无界限

IT无界限
信息技术转型的商机

随着各企业进行运营和交付现代化，他们开始组建跨职能的工作团队，打破了信息技术行
业的职能上的界限。他们开始探索新的人才市场，与供应商、企业孵化器和学界建立新型
关系，而且他们的视野不囿于企业内部。结果，技术成为了商业战略的重点，一些公司开
始教育他们的高管和工作人员，提高他们对核心技术以及新兴技术的认识。对于许多企业
而言，要想采用这种跨职能体系，他们可能需要调整其组织架构、信息技术流程和配套系
统。但好消息是，无论一个企业之前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只要按部就班来，任务的管理只
会越来越简单。结果证明，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没有职能界限”的服务更高效，并且推
动了企业转型。

云

息技术企业内外的协作能力。总之，在未来几个月
内，如果CIO目光长远，他可能就会开始打破企业的
职能界限。

技术、分析技术和数字化，这些强大的技
术力量在商业世界掀起了一阵变革之风，
也改变了信息技术行业的运营方式和使命。
在过去十年里，各大公司CIO的运营方式可谓是五花
八门。他们把信息技术行业的工作重点从系统维护
和系统支持转移到创新和实现商业战略上去。他们
重塑了旧系统，以便投放新技术和降低复杂性。他
们中有一些甚至向风投家学习，把信息技术作为一
种“资产组合”进行管理。回过头来看，21世纪
初，CIO单纯作为“系统维护者”的概念现在就显得
荒谬过时了。

要打破信息技术企业的职能界限，CIO不能把目光局
限于自己的经验和专业领域，而且要开始通过不同
的运营和战略角度来审视信息技术。例如，他们可
以审查目前的预算编制、组合规划、供应商选择流
程，衡量其效率和效益，找出并消除程序、行政等
方面的限制。或者他们可以与业务伙伴、初创企业、
学界、信息技术人才和供应商合作，探索新型的创
新、协作和投资机会。

尽管信息技术行业以及CIO的转型变得越来越重要而
且颇有成效，但这种转变也仅仅是整个漫长的信息
技术转型期中的一部分而已。技术创新的步伐只会
越来越快，由这些创新驱动的行业变革也只会越来
越快。在未来，信息技术必须更加轻快，更加适应
业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不仅仅要实现商
业战略，还要帮助企业打造出更宏大的商业战略。

同样，他们可以通过创新测试、发布和监测方法来
简化开发过程。信息技术企业可以用灵活、跨职能
的团队取代臃肿、效率低下的职能界限。这些团队
和商业团队通力合作，从构思到部署，推动产品快
速开发，这一点对其发展至关重要。1

为发展松绑

在接下来的18到24个月，我们可能进入信息技术
转型的下一阶段，这个阶段将会专注于信息技术运
营方式，加强与商业伙伴和外部伙伴的合作，让开
发团队的服务更智能、更高效。这一切的最终目标
是重构信息技术开发、交付和运营模式，并提高信

多年来，界限分明的传统信息技术企业都是围绕着
职能进行分工的：基础设施、应用运营、信息管理
及其他。信息技术行业的运营模式强调服务目录、
服务水平和交付承诺。虽然商业分析师与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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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定义一切”的任务拓展开来，把信息技术工作整
个终端到终端的生命周期都变得抽象，并控制它。

者偶有合作，商业运营业因此受益，但信息技术和
商业领导人之间持续、有效的合作仍不多见。这样
一来，信息技术行业与供应商传统的工作业务关系便
形成了详细的硬性服务合同。

自主平台3使信息技术部门能够动态地管理资源，同
时整合编排、构建和运行终端对接活动，继而实现
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几乎所有的传统信息技术操作
都可能实现自动化，包括任何工作流重复操作，又
或者是任何基于策略而需要系统间协调的操作。实
现自动化的方法多种多样：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机
器人技术、认知自动化、智能自动化和认知型智能
体。然而，他们的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即都是应
用新技术来自动执行任务，并帮助虚拟工人处理日
益复杂的工作负载。

虽然界限分明的信息技术组织模型为企业提供了多
年的优质服务，但在过去的十年里，强大的技术力
量已经削弱了这种模型的效果。基于云的“软件即
服务”交付模式诞生之后，产品购买和运营已无需
信息技术行业的介入。技术已经成为商业流程的一
个组成部分，而CIO在战略制定和执行上也渐渐掌握
了领导地位。重要的是，自动化正渐渐淘汰掉一些传
统信息技术行业的岗位。

打破信息技术和商业之间的界限。《德勤2016全
球CIO调查》调查了1200位信息技术主管，结果显
示，78％的受访者认为，战略调整是对信息技术的
发展最为关键的企业能力。4对CIO而言，他们可能
感到吃惊，因为在过去十年，他们已成为各首席领
导人的重要合作伙伴，致力于发展和实施技术驱动
的商业战略。

面对这种规模的变革，如果CIO希望实现信息技术运
营转型，并给予技术人才自主权的话，他就应考虑
采取以下的做法：
打破职能限制。在许多信息技术企业中，员工按职
能或技能进行划分。例如，网络工程和质量保证是
两个截然不同的工作，而质量控制当然和数据库管
理员也大相径庭。在这个传统结构中，每个团队在
不同的阶段提供自己的专业知识。通常情况下，项
目会有着严格的顺序，而且有速度限制（低速）。
这种做法导致了“隔墙”工作，即团队成员只知道
眼前的任务，而无需了解下游的工作、团队或这项
任务的最终目标。

随着CIO进入信息技术转型的下一阶段，他们应该深
化与商业公司的合作，进一步为他们提供支持。在
当今商业环境下，新兴技术和创新泉涌而出，传统
的战略和商业模式不消片刻就会被淘汰掉，但同时，
创新也提供了潜在的变革机会，信息技术和商业活
动从此息息相关。如今再把一个商业团队的功能需
求记下来，然后六个月后再推出测试版本已经太低
效了。事实上，产品开发团队必须抛弃商业团队和
信息技术队伍间的屏障。

要改变这一模式，我们首先要打破界限、重新分配
员工，打造着眼于结果的跨职能团队。这一团队专
注于更全面地交付预期成果，而非某一阶段任务（
比如，早期设计或者要求）。项目团队和产品负责
人合作，为任务的规划、设计和决策负责。这种方
法可以有效地回避层层决策、会议否决、和其他经
常会让项目失去动力的程序要求。

信息技术人才成为商业团队必不可少一部分，这种
改变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从以往的经
验来看，这两个团队总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想想之
前的“影子IT”。当首席领导人将信息技术部门视
为一种商品服务提供商，商业项目通常从别的途径
购买所需要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而不是从信息技术
部门那里获取。这些做法的根本原因多种多样，但
总是因为信息技术部门往往有固定的预算和优先事
项，又或者是由于高层管理人员对信息技术部门的
速度、成本或执行能力缺乏信心。从商业角度来看，
如果项目需要某个应用程序但信息技术人员无法提
供，收购可能显得更加高效。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
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这一做法不仅威
胁到了信息技术层面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它给信
息技术部门带来了生存威胁。这样一来，冲突往往
无法避免。

适速发展信息技术。 2信息技术运营的速度应该尽可
能地快，但同时也要平衡商业价值、风险以及技术
的稳定性。企业渐渐认识到，为了做出正确的项目
决策，他们必须能够在速度上保持连贯。发布管理、
产品测试、需求管理和产品部署常常用到这一方法，
而我们都知道，在这些领域，早期的胜利意义重大。
尽早并经常使用自动化。为了克服传统模式工作量
和各工作组缺乏连接的局限，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
部门开始使用开发/运营模式和自主平台。开发/运营
模式利用相应的工具和流程，旨在减少在传统信息
技术工作模式中的浪费。在某种程度上，它把“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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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缺口对齐：商业预期与信息技术能力

图表
1缺口对齐：商业预期与信息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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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cy: Charting the course to business value, Deloitte年University
资料来源：Khalid
Kark,Mark
MarkWhite,
White,Bill
BillBriggs,
Briggs,and
andAnjali
AnjaliShaikh,
Shaikh,Navigating
11 月 10 日，
《探索传统：实现商业价值之路》，德勤大学出版社，2016
Press, November 10, 2016, https://dupress.deloitte.com/dup-us-en/topics/leadership/global-cio-survey.html; Survey question: What are
the core expectations from the business of your IT organization/CIO?; Survey question: How would you
evaluate
your IT organization’s
https://dupress.deloitte.com/dup-us-en/topics/leadership/global-cio-survey.html；问卷问题：对于你的
IT 企业
/CIO，你的核心预期是什么？；
current capability across the following areas? “Mature” denotes respondents that selected “Leading” or “Excellent.”
问卷问题：你如何评价您的 IT 企业当前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成熟”表示受访者选择“领先”或“优秀”。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德勤大学出版社|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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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和商业团队接下来的合作中，两团队之
间的界限会从根本上变得迷糊，让两团队得以摆脱“
影子IT”的困扰。在未来，他们可以通力合作，比
如使用技术来实现功能或商业化产品。随着“软件
即服务”模式的出现，企业应该给予业务分析师充
分信任，让他们来设定业务规则，并对于需要信息
技术人员来进行代码开发、测试和部署的功能，也
要尽可能完善。企业希望使用专业技术来实现快速
转移，为的是减轻运营和安全威胁，要平衡这种倾
向，信息技术团队应该决定在哪些地方可以放宽应
用的“所有权”，同时还要推进平台、参考架构、
指导和管理。5

对于供应商，你可以考虑一下放弃以往固定范围的
和服务层次的合作，选择新的合作方式。试想一下，
两公司能否从价值的角度进行合作，供应商根据结
果获得补偿，而且可不可以抛弃传统的供应商/合作
供应商、承包商/顾问的关系，采取共同投资、共同
开发解决方案以及市场进入的策略？
随着变革的开展，对系统、工具和能力的需求日新
月异，没有任何的信息技术企业敢说自己拥有了足
够的人才和专家来满足这种需求。大公司可能可以
花大价钱到人才聚集的地方召集人才，比如通用电
气。为了吸引当地人才，该公司最近宣布他们将在
迈阿密、亚特兰大以及普罗维登斯建立小型信息技
术办公室。 7

打造新一代创新驱动力。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人员
发现自己正在和第三方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竞争内
部客户。为了帮助信息技术团队履行其核心任务，
同时发展新的机遇，CIO们可以尝试与商业伙伴、供
应商、学界以及创业公司合作。这些企业会成为创
意宝库，拥有独特的视角和尚未利用的资源，这些
创意和资源也会促进信息技术行业的转型。

然而，对于那些仅仅对某些技能有着短期需求的信
息技术企业，长期雇佣相关人才可能没有经济意义。
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和人才需求，CIO希望参
与到外部人才生态系统中去。众包的策略会指引企
业使用大众平台，以解决企业的短期人员配备问题。
人力资源部门也可以把工作重心从人员和政策管理
转移到人才吸引和发展中来，这也会是人才招聘中
的一个独树一帜的能力。

有没有办法扩大你的合作伙伴网络，让风险投资家、
学者和企业孵化器都参与进来？直接投资创业公司
和其他新兴技术公司可不可以呢？福特汽车公司最
近向Pivotal投资了1.822亿美元，Pivotal是一家基
于云的软件平台公司，这笔投资旨在进一步提升福
特汽车公司的软件开发能力，更快地为客户实现创
新。福特此举是为了在市场上重新定位自己，把自
己打造成一家提供数据、分析，专注互联性和移动
性的公司。6

需要明确的是，创建一个没有职能界限的信息技术
组织并不意味着要特意去重走老路，从头开始。事
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CIO为变革所做的许多工作
如今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石。所以恰恰相反，这
一变革更多的是在拓展信息技术团队的工作范围，以
进行学习、成长以及赢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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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前线的经验

未来银行业的数字化

主动管理重点事项和待实现的新服务、新特性、功能
增强和用户需求。

由于数字化创新在银行业中掀起巨变，新的渠道和客
户体验应运而生，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认识到，要在未
来的银行业竞争中拔得头筹，它需要重构信息技术组
织模式、开发方式和交付流程。

随着该项目的发展，很显然，银行要实现发展目标，
人才是关键。第一资本在实现运营转型时就想到了这
一点。“我们怎样做才能做到人尽其才？”
结果，他们为运营规划设定了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自一开始就断言，如果银行业的赢
家想要掌握数字化渠道、机器学习和实时分析，他
们的公司就需要像那些领域中的佼佼者一样进行投资
和创新——它需要运营得就像自己本身就是由科技公
司创立的一样。这意味着大力开发自己的软件，不断
吸引软件工程人才，重构其信息技术运营模式。

• 敏捷：真正的敏捷开发，着力构建第一资本自

己的数字客户体验，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并
重塑员工工作方式。
• 开发运营：第一资本科技使运营团队更加贴近

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与开发者的联系更加密
切，同时投资工具和流程，使得软件交付实现
自动化。

这个科技公司在2010年隆重改名之后就开始了这项
工作：它的官方名字改为第一资本科技。“这不仅仅
是改了个名字而已，”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IO，Rob
Alexander说。“这是一个声明，我们将不再是一个
传统的银行信息技术公司。从那天起，我们将致力于
把第一资本金融公司转变为一家科技公司”。

• 业务敏捷式开发合作：分配给高管的这些敏捷

团队为满足该高管的商业需求而开发解决方案
和服务。

与此同时，Alexander和银行其他业务的领导人一起
制定发展路线图，以期在数字银行业中建立竞争优
势。“大家都很清楚，银行业的未来会有所不同，”
他补充说，“变革的风险很大。很多企业并不理解，
他们的行业正在发生巨变”。

• 复用：银行利用云端封装的微型服务架构

RESTful API实现标准化。
• 开源：第一资本利用开放资源加快开发。此

外，鼓励其工程师贡献开源项目。这种方法告
诉我们第一资本如何实现平台跨界分享——整
个组织的贡献反过来有助于扩展和完善提高核
心服务。

企业后续的转型项目重点突出了敏捷性。在声势浩大
的“商业与信息技术对接”之后，第一资本公司的业
务主管建立了一些敏捷的团队，致力于开发他们的产
品、服务以及更广泛的业务战略。与瀑布式的传统开
发过程不同，他们开发的时间跨度相当独特。他们还

• 云技术：第一资本认为云技术才是第一位的。

据Alexander所说，云让我们能够跟上创新的

9

2017技术趋势：运动中的企业

者加），车辆互联和自动驾驶汽车等能承受更大风
险、需要更多实验和学习的领域。

步伐；正因为如此，他与领先的云供应商订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
•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第一资本认为伟大的设

“由于新兴科技团队是一个独立的新团队，信息科技
团队的所有规矩对他们都不适用，因为他们的产品还
计是开发项目的核心，是一项应该重视和培养
不存在，”Klevorn说。“我们鼓励他们去冒险，在
的能力。为此，在2014年，该行收购了Adap过程中失败了就马上换一个想法。”
tive Path，这是一家设计和用户体验咨询公司。
Klevorn利用公司的“无限”符号来描述的核心和新
兴团队之间的关系。“这是协同的象征，”她说。“
这两个团队有不同的方法和重点，但缺一不可。新
兴科技团队的发展超过了预期。我们正在向整个信息
技术团队推广这些方法。”

• 生态系统：通过与风险投资公司和创业企业合

作，投资学术机构，凭借其旨在为银行增添人
才和领先技术的积极收购战略，第一资本为其
感应、检测和企业孵化功能实现工业化。
• 科技大学：该银行建立了学习组织，以帮助员

新兴技术团队从敏捷开发着手，随后增加的运营人
员，以及架构师，使得这个团队更加可持续。信息技
术人员如今在新兴技术和核心技术工作组中往复，使
各方得利。如今小组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这
是因为很多新兴产品是基于核心系统实现的，而部署
这些产品则凸显核心操作的作用。

工从技术和商业两方面增加其对现有和新兴技
术的理解。
自从七年前第一资本开始自己的信息技术变革之旅，
原先的很多运营和发展目标都已经超额实现了。“我
们今时不同往日了”，Alexander说。“我们开发并
定期推出自己的产品。我们在云端有数百个应用，同
时还在为市场开发着新的产品。我们如今发展得更加
庞大，业务范围更广。”

为进一步加快构思过程，并为新兴团队扫除障碍，一
批高级领导人每天都举行长达一小时的“分流会议”
。在会上，团队成员提出问题，并在会议结束之前与
高级管理人员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一开始，福特认为
这一措施将主要让新兴项目受益，但发现它对各方
均有好处：新兴项目可能因为他们发展迅猛而归于表
面，但90％的改进都会最终影响核心。

但他补充说，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意识到银行服务
将会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第一资本科技公司如今致
力于打造独特而个性化的用户体验。“我们一开始
便与客户以他们希望的方式进行互动，然后追本溯
源，”Alexander说。“通过设计和提供超越客户期
望的体验，我们会自己打造未来的数字银行。”8

为了培育不断改进的和无界创新的企业文化，福特实
施了“充电”的时间段，每周四个小时，所有的信
息技术团队成员都可以发挥创意、创新、开拓思路、
解决问题。自从“充电”时间实施以来，员工们已
经实现了许多创新。这项政策大受欢迎，公司里的
其他团队都采用了这样的做法。这一企业文化的变革
使得员工可以更自由地发挥创意与长处。

重塑IT部门
当Marcy Klevorn被任命为福特汽车公司的CIO时，这
一著名的汽车制造商已成功利用技术的变革力量，成
为连通性、移动性和自动驾驶车辆的先驱。此外，福
特正在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和客户参与模式，以及新
的产品设计和工程方法，并从未停止。

“我们已经把很多精力放在沟通和透明度上，这有助
于员工实现转型”，Klevorn说。“这有助于他们跨越
界限，乐于交流。在这个房间里，无论谁拥有信息，
不管级别高低，他就是在房间里最重要的人。”9

Klevorn认识到，要更好地支持福特灵活，快速的产
品探索和开发，11000人的信息技术部门需要采取不
同的工作方式。“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无可比拟的
优势，”她说。

从“自己做”到“一起做”

她的解决方法是组建一个新的开发团队，以补充现有
的核心团队。“核心”团队专注于关键的事务，如设
计、制造和服务等需要严格风控的领域；同时新的“
新兴技术”团队为高速发展的项目提供支持，比如
Ford Pass（福特公司推出的用户服务应用程序，编

面临预算缩减、技能失效和技术债务的挑战，康涅
狄格州的州立机构联合起来，跨组织共享信息技术
资源。结果形成了一个独树一帜的企业运营模式，
为市民提供跨政府部门的共享服务和自动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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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州的想法是大家一起干；每个机构有充
分的权力而且完全独立，”Mark Raymond说，他是
康涅狄格州该公众服务团队的CIO。“我们希望有更
多方法能够支持新系统和新服务，但我们知道我们
的规模不足以满足需求，于是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我
们的交付过程。”
为保证将州立机构的战略对接，公众服务团队设立
了执行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由州立机构领导人组成。
该委员会审查各机构的需求，制定全州的信息技术
战略，以及确定独立组织共享资源如何加快和简化
服务交付。接下来，他们设计了一个企业运营模式，
这一模式作为纲领，指导多个机构共享资源和分配
职责。随后，信息技术团队就开始由机构信息技术
资产运营者转变成了机构内部价值创造者。

它取代了传统系统，旨在通过利用组织的现有资产
（包括来自康涅狄格州以及其他州的资产），提供终
端到终端的财务管理功能，提高运营和绩效，同时
降低成本。
“我们认识到，自己单干是没有未来的，”Raymond
说。“最初的项目是独立运营的；每次项目结束之
后，我们都意识到，项目组件可重复使用和共享就
意味着整个团队都可以共享。”
把这一策略正规化，我们可以创建可共享或跨职
能的团队，这些团队有着更强的开发运营文化和
思维定式，将帮助康涅狄格州的机构更好地管理需
求，为下一步行动决定优先次序，并协调多方的任
务。它实现了可视化运营，可以更高效地解决缺陷。
尽管州政府正在寻求多厂商的支持以拓展它的功能，
信息技术团队已经开始利用整个企业下的各个部门，
以在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下快速获得效益并且更加
灵活。当下现代化的速度可以包容各机构不同的特
点、文化和发展重点，尽管这样还是带来了一些挑
战，但要在立足于企业商业需求的同时着眼改革和
规划的管理，项目信息技术团队必不可少。在理念
更新、服务共享和循环利用等变革催化剂的作用下，
信息技术部门得以更好地帮助机构为康涅狄格州市
民提供服务。

重组从三年前开始，那时州政府实行
ConneCT，ConneCT是一个客户服务的现代化项目，
为公众提供多种自助服务，让市民可以在线接入社
会服务部管理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项目。在项目交
付时，这些跨职能团队意识到，这项目的许多基本
功能可以利用到其他地方中去。新的运营模式和管
理模式使人们有可能展示和共享功能，而其他机构
和项目则可以采用或使用。
在第一个案例中，国家医疗保险市场Access Health
CT，与ConneCT建立在相同的基本基础设施之上。
社会服务部与Access Health CT联手来改造原有系
统，以提供与州政府医疗市场对接的单点在线访问。
目前，州政府推出了ImpaCT（康涅狄格州集成管
理流程和问责体系），对于那些寻求社会服务部服
务的市民，这一系统提供了自动化的资格认定过程。

“我们设计的组织结构使我们能够制造机
会，”Raymond说。“我们的服务向来以我们的市
民为中心。要满足他们需求，最有效的途径还是要
全面解决问题。”

11

我的观点
ROSS MEYERCORD，
SALESFORCE公司CIO

技术来创建名为Concierge的搜索引擎，员工用自
然的语言在其中输入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立即得到答
案。Concierge应用帮助员工们找到他们需要的知识
来源，而且如果有需要，他只用点击多几下就可以
提交工单获得额外帮助。这个跨职能的应用每天要
处理数以千计的问题。结果，信息技术问题自助解
决率上升了24%，且服务的整体成本得以降低。

在Salesforce，我们以顾客为主的经营理念向他们提
供我们的，也因此在管理市场获得了领导地位。我
们相信，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每一个客户都当作我们
唯一的客户来对待，这也就是说，在通过Customer
Success平台为客人提供尖端科技时，我们把客户的
独特需求放在首位。

至于我们的开发过程，我们的应用程序开发完全套
用了基于SCRUM的敏捷开发方法。我们的信息技术
没有两种速度——我们只有一种速度，那就是‘快’
。这意味着商业团队和信息技术团队之间的深度整
合，两个队伍一同解决产品待办事项，产品负责人、
业务分析师和跨职能敏捷迭代团队通力合作。企业
之前花掉数月时间收集需求，而如今采用MVP（最
小可行产品）的概念。这使我们能够迅速获得产品
原型，收集反馈意见来进行改进，并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需求的变化重复这些步骤。这也意味着我们会
提供超出最初部署量的后续支持。其实，我一直留
着一笔预算，以提供后续的支持并且改善可能已经
成熟的现有产品。这个团队已经到位，并且在计划
着尽快实现商业团队要求的修改。

我们在扩大和改善Salesforce的信息技术运营和战略
时，采取的是同样的以客人为中心的方法。通过了
解我们的内部客户——Salesforce员工——的技术需
求，发现并解决运营和组织上的困难，我们在打破
信息技术与员工间的屏障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进步。

“ 我们的信息技术没有两种速度——我们
只有一种速度，那就是‘快’。”
为了实现信息技术转型，我们的第一步措施是在
整个信息技术支持团队中构建协作文化，更好地将
他们与他们服务的员工连接起来。休息室里设立了
Tech Force酒吧，酒吧由信息技术支持团队的成员
运营，使故障排除和技术支持更具协作性和实时性。
现在，员工们走到一间科技酒吧与团队成员面对面
交流他们的信息技术问题，而不用提交工单等待回
应。我们的运营成本逐年下降，但更重要的是，用
户满意度已经从“好”上升为“非常满意”。

在建设一个没有职能界限的信息技术组织的过程
中，随着新的技术、战术和商业机会的涌现，我们
采取的战略将不可避免地向前发展。然而，我们将
一直专注于客户服务——无论是内部客户或是外部客
户。每一天，Salesforce都在为顾客提供创造价值的
服务。当我们改革信息技术，使其更加高效、灵活、
有效时候，这个基本的经营理念会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还建立了新的应用程序和搜索工具，员工们
不仅可以获得信息技术方面的帮助，而且还有人力
资源、薪酬和设施方面的支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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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部门处在一个难得的位置，
要让人们意识到并合理应对网络威
胁。把项目目标和技术应用视为
考虑到这些挑战，如果在信息技
一体的话，就可以在风险和收益
术行业内和整个企业内部都消
层面开展对话。与其采取极端
除职能界限，网络安全将和所
在企业内消除信息技术的职能
的立场以防止风险，企业的目
有人都息息相关。同样，努力
创建一个灵活的、没有职能界
界限意味着从此所有部门都要留意 标应该是接受可能的和可接受
的风险——信息技术部门协助
限的信息技术生态系统，除了
网络安全。
业务部门、法律、财务、销售、
要检查信息技术系统和流程，
营销和项目发起人去了解敞口风
打破将商业和信息技术分割开
险、得失权衡和负面影响。
的组织孤岛，还要围绕服务交付
实现运营重组。这些项目为公司提
组织的思维方式需要改进，因为风险
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在前端为新系统
承受能力是基于人对预期结果的判断。领导
和新流程设计出风险管理功能。
应该基于总体商业考量看待风险，而不是简单地视
其为项目层面的时间、成本和效益问题。CIO可以推
信息技术组织应该积极看待风险，如果这些风险与
动讨论，并对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给予支持。
战略性的商业项目有关时就更是如此。采取这种“
风险第一”的方法可能带来以下好处：
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只要把“设计安全”作为
无职能界限的信息技术运营的基本要求，这一目标
发展加速度：如果在系统和产品中预先设计了风险
就可以实现。
和安全功能，公司在将来即可避免为了相同的系统
和产品而支付费用或耗费时力。最终的结果是加快
了产品开发生命周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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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在项目规划和设计的最初阶段把风险和合
规性考虑进去，工程师和设计师可以制造出有效的
并符合安全标准和法律规定的“成品”。同样，通
过全面的设计来平衡风险、用户体验和性能方面的
考量，系统可能会更有效率。随着CIO把商业和信
息技术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以及把开发和运营
团队整合到信息技术团队中，他们应该让首席信息
安全官和她的团队积极参与到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
去——从规划和设计一直到实施、测试和部署。

无论你为保持有效的网络控制而付出了多少努力，
两个常见的挑战就可能让这些努力泡汤。首先，在
许多企业里，信息技术部门以外的员工对网络问题
采取了事不关己的态度。因此，他们对那些基本的、
常识性的安全防范措施毫不在意。其次，在一些信
息技术运营过程中，人们事后才会想到网络安全。
信息技术部门的领导者把安全和隐私视为合规性要
求的任务——为了通关才不得已而为之。安全分析
师将面临重重困难，他们要针对假设的管制和政
策推行标准，与试图使用新的解决方案的
开发人员和业务发起人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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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开始

让项目遵守项目的最后期限。信息技术能力同样
也还企业考量的标杆，尤其是对于企业的各种技
术堆栈：可靠性，可扩展性，可用性，可维护性
和安全性。如今，对于运动中的企业，他们的各
种“性”就是他们的筹码。信息技术应主要侧重
于与商业目标保持一致。

鉴于许多信息技术团队预算不足，对于那些早就想
着怎样才能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的CIO而言，“
信息技术转型”可能让他们心生畏惧。的确，建立一
个无职能界限的信息技术企业，最终目标是重构信
息技术开发、交付和运营模式，并提高信息技术企
业内外协作的能力。但要清楚，要完全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首先要循序渐进，立足于公司的战略及技术
重点以及其可用的资源，分阶段进行转型。

• 信息技术人才应该有参与新任务的自由：让信息
技术人才参与发展或有价值的创新性任务上，又
助于释放创造性思维，提升员工士气，并打破低
效的技能划分屏障。然而，想以这种方式充实人
才，首先需要把工人们从枯燥又耗时耗力的细枝
末节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如何完成云
迁移，实现后端流程和工作流自动化，并利用机
器人和认知系统来为用户提供支持，这样不仅可
以减少低层次的工作，而且会改善运营效率。

在未来的几个月，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采
取初步措施，进行一场积极、可控的变革，让信息
技术组织更加高效、灵活、专注于业务，跟上信息
技术无界限的大潮流。
当你开始你的旅程，你可以想一下，下面的做法怎
么帮你实现长期转型目标：

• 建立创新委员会：创新委员会不仅打破运营界
限，它对“去孤岛化”也极为重要。尤其是在创
新方面，一个齐聚信息技术、商业、营销、金融
等团队的跨职能“臭鼬工厂”可以构思和推动重
点创新。尽管这些团队的目标通常是实现技术创
新，但他们却没必要非向信息技术部门报告

• 赢得商业领袖的信任：商业团队可能认为新产
品上线不到五分钟，信息技术团队就会离开他
们，所以会犹豫要不要让信息技术团队参与开
发项目。在你的下一个开发项目中，你可以考
虑一下打造一个综合、敏捷的团队，其理念是这
个团队的一部分会在产品发布后留下继续提供支
持，并且与用户不断开发所需的功能。如果想实
现“软件即服务”的解决方案，可以考虑采取类
似的方法：让来自信息技术团队和服务提供商的
员工组成一个独立团队，然后让他们来进行运营
并提供商业功能。请务必留出资金来支持后续开
发和完善。

• 摆脱团体迷失：企业太容易受到现状的掣肘。如
果企业多年来保持同一种运营方式，那么即便是
最有创造力的信息技术领导者都很难提出一个新
的运营规划。对于信息技术团队，解决团体迷失
最快的方法就是多点倾听团队以外的声音。在你
规划新的目标、战略和流程时，多点让你的供应
商参与进来。或是从学术界，研究者和商界中引
入非信息技术行业的专家。除此之外，你还可以
尝试通过合同或众包的方式，与在特定领域有丰
富经验的人才合作。这些流动编制的人才可以挑
战你的思维、扩大你的视野，而且不会增加长期
人才成本。

• 作为服务供应商，不应强调信息技术的传统重
点：将信息技术服务等级协议转化为企业关键绩
效指标，为商业和信息技术创造共同目标。不要
以为信息技术的成功会局限在运营和系统层面，
看一下其对商业目标的支撑作用上。而且信息技
术部门还要负责事件响应、维持正常运行时间并

总结
面临历史性的技术和市场变革，只有快速发展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CIO在未来几个月
内的首要工作是要把信息技术开发从运营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并且重构开发和交付模式。
按部就班地“为信息技术解绑”可以帮助科技企业提高在未来竞争中所需要的速度和敏
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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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数据分析
发掘隐藏在非结构化数据里的机会

对于企业，不断增加的存储数据仍然是非结构化的，未经分析的。极少企业能分析非传统
的数据源，如图片、声音和视频文件，物联网产生的机器和感应器信息流，还有深网未探
索的深处那海量的原始数据。然而，最近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和认知分析等技术的发展，
使公司能够看到这些未开发的源，获得洞察以在业务上获得更好的经验和决策。

在

这个技术驱动进步的时代，数据就是竞争
货币。交易系统、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
无数其他技术产生的原始数据，埋藏了关
键的战略、客户和运营洞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将能帮我们验证和校验假设、科学决策并了解未来
发展的趋势。

而这些工作，仅凭目前他们手上的结构型数据资产
是没办法做到的。
当人们谈到商业数据时，他们会用“暗”字来形容
那些未发掘或未理解的东西。而进行暗数据分析时，
人们主要是在分析那些文本形式的原始数据（尤其
是非结构数据），比如文本信息、文件、电子邮件、
音频视频文件以及静态图像。有的时候，人们也会
对深网进行暗数据分析。所谓深网，它是指那些没
有被搜索引擎索引的的网络信息，包括“暗网”的
一个小的子集（“暗网”是一种匿名且不对外开放的
网站）。我们无法精确计算出整个深网的大小，但
据估计，它比表网大了至少500倍（表网是人们每天
会浏览的那些网站）。2

但直至最近，很多人都只会在事后才被动地调取和
分析数据。为了“生成报告”的最终目标， 过去组
织只会对局限于特定系统或公司职能。而且，由于
主控数据质量不过关，用户成熟度差强人意，甚至
连企业内部都做不到数据整合，所以分析出来的结
论可能会显得视野过窄，甚至会误导决策。
而现在，分布式数据架构、记忆体内运算、机器学
习、可视化、（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及认知分析
都是CIO的神兵利器，CIO用这些技术解决问题并总
结出有价值的模式和洞察。就在几年前，这一切还
显得那么的遥不可及。事实上，分析在IT日程和开支
中占主要地位。共有1200位信息技术部门主管参与
了《德勤2016全球CIO调查》，他们认为，分析是投
资的重中之重。而且在未来两年，他们招聘IT人才也
会首先看重分析能力。1

在数据就是竞争货币的商业气候下，这三个大的未
经探索的资源就像彩票头奖一样。更重要的是，这
三个“金矿”中所蕴含的数据和信息数量正在以令
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快速增长。人们在最近五年生成
的数据大约占了整个人类数据库的90%。3数字宇宙
由我们每年生成和复制的数据构成，其规模每12个
月都会翻倍。到2020年，整个数据世界的规模有望
达到44ZB（即44万亿GB），其中包含的字节数就
像宇宙中的星星那么多。4

在未来18到24个月，凭借这些先进的工具和技术集，
越来越多的CIO、商业领袖和数据科学家将会尝试
进行“暗数据分析”：集中探索非结构化数据和暗
数据，以期总结出最细致的商业、客户和运营洞察。

而这还只是保守估计。高德纳咨询公司预计，随着
物联网的爆炸式发展，到2020年，地球上将会有
208亿部互联设备。而且随着物联网发展起来，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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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也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5据估计，2019年物
联网设备在全球生成的数据（大部分是暗数据）会
是如今终端用户设备的269倍，整个数据中心容量
的49倍。6

时至今日，人们能分析的数据只占了整个数字化宇
宙的很小一部分。据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2020年，
如果把数字化宇宙的数据加以分析，大约37%会包
含有价值的信息。7

基于这份统计结果，大数据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重中
之重，而且，大数据可能叫“巨大的数据”会更加
合适。

这些数据究竟价值几何？国际数据公司预测，到
2020年，比起那些不怎么分析数据的公司，如果一
家公司可以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可执行的
信息，那么他们的产能会比前者高出4300亿美元。8

图表1. 日渐庞大的数字宇宙，2013–2020

到2020年，整个数字宇宙的容量将达44泽字节(ZB)。一泽字节等于十亿太字节(TB)。那些对企业有价值的数
据，尤其是物联网和非传统渠道生成的非结构数据，无论是在绝对大小还是相对大小上都会发生增长。

数字宇宙的总规模

2013

4.4 ZB

2020

44 ZB

分析后的可得到的
有用数据

从移动设备和人们身
上收集到的数据

嵌入式系统产生的数据

22%

17%

2%

37%

27%

10%

这类数据中有90%是非结构性的

Sources: EMC Digital Universe wi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by IDC, “The digital universe of opportunities: Rich data and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pril 2014;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 iView: Extracting value from chaos,” 2011,
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idc-extracting-value-from-chaos-ar.pdf,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6.
资料来源：EMC数字化宇宙（IDC提供研究分析），《充满机会的数字化宇宙：丰富数据与物联网的价值》，2014年4月，国际数据公司，《国

际数据观察：从混沌中提取价值》，2011年， www.emc.com/collateral/analyst-reports/idc-extracting-value-from-chaos-ar.pdf，2016年12月29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日。
德勤大学出版社|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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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里光芒闪耀

低成本高保真超广角摄像头、远场声音采集以及高
分辨摄像机，可以监控企业内发生的所有业务活动。
如果能对音频和视频类的流文件做实时分析，就能
实现信号检测和回应。诸如此类的数字信息不仅带
来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思路，还会带来新机会。而且
最近几年，数据存储成本降低了大概15%到20%，
音频视频文件的储存对小组织而言也不再那么遥不
可及。10

当我们思考数据分析的价值时，我们常常会联想到
我们身边那些结构性数据。其实暗数据分析移除了
这些限制，投射一个更广的捕获大量当前未开发信
号的数据网络。
暗数据分析通常关注三个维度：
手头上的未开发的数据：很多组织中，大量的结构
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都是闲置的。对于结构性数据，
通常是因为把可能有意义——尤其是给定系统、功
能以及部门的外部信息。比如说，有个大型保险公
司，他们把员工的住址、停车许可和工作地满意度
评分、员工稳定性做匹配。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促
使员工主动离职的最大因素是通勤时间——办公地
远近、根据排班而定的出行模式、寻找停车位难度、
下车地举例办公地点的距离这些的组合。

深网数据：暗数据分析的第三个分析维度就是深
网，深网中包含的未开发信息可能比任何其他网
络都多，这些数据来自学术界、财团、政府机构、
社区以及其他第三方领域。不过深网不仅体积庞
大，而且明显缺乏结构性，这两点大大提高了搜索
难度。就目前而言，想得到有用的信息，你只能对
那些定义明确的目标进行数据挖掘，比如私人组织
名下那些授权可使用的数据。随着智能机构开始监
控深网活动的体积和环境来识别潜在威胁，业务很
快就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搜索工具来获取竞争职
能，从而帮助用户定位深网中发现的科学研究、活
动家数据乃至业余爱好者线索。比如，深网技术可
以建造搜索工具来获取和分析那些普通搜索引擎没
办法搜索到的数据。11联邦科研机构和一些学术机
构和企业组织都已经部署了这样的软件。斯坦福大
学打造的HiWE搜索引擎已经初具雏形，这款搜索
引擎的理念是具体任务、人工协助，主要功能是对
深网进行数据挖掘获取信息。其他开放的搜索引擎
还有Infoplease、PubMed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Infomine。12

说到”传统”的非结构数据，比如电子邮件、笔记、
信息、文件、日志以及通知（包括物联网设备的推
送通知）。这些都是文字信息，而且都储存在企业
内部，但它们的开发程度还是很低，原因之一是因
为它们没有储存在关系数据库内，其次，开发这些
数据所需的工具和技术最近才开发出来。把这些非
结构化数据资产加以挖掘，会得到许多关于定价、
客户行为以及竞争对手的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情况
在跨国企业中则更为常见，非英语市场可能有着有
非常有价值但未经翻译的数据资产。
现有的数据中，有多少是非结构化的？谁也不敢肯
定。大家普遍认为有80%，即二八定律，但近期有
人估计近90%的数据是非结构化的。9

有的放矢而不是漫天撒网

非传统的非结构化数据：暗数据分析关注的第二个
维度是另一种非结构性数据。对于这种数据，你不
能用传统的报告和分析技术进行挖掘，包括音频视
频文件和静态图像等。运用计算机视觉、高级模式
识别以及视频和声音分析等技术，公司现在可以挖
掘非传统格式中的数据，以更深入地理解顾客、雇
员、运营和市场。例如，分析录像中顾客的姿势、
表情和手势，零售商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顾客的心情
和意图；对于油气公司，可以通过声音感应器监控
管道，通过算法对石油流速和组成实现可视化检测；
而娱乐公园只需分析一下他们的安保录像带就能实
现人口统计——到园游玩的客人中，自己开车来的，
坐公共交通工具来的，走路来的分别有多少，又分
别是什么时候来的。

要清楚，人们之所以进行暗数据分析，可不是想着
要编排这些非结构数据。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很
容易就会迷失在这么一个浩瀚的数据海洋里。事实
告诉我们，效果最好的暗数据分析项目往往有清晰
的目标和范围。和任何分析都一样，成功的第一步
是提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解
决这个问题行动会有哪些调整？最后，我们需要哪
些数据源和分析能力来回答上面两个问题？
只有搞懂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暗数据分析才可能获
取相关有价值的洞察。而且要记住，数字宇宙充满
了暗数据，而且因为其体积巨大并多样化，我们可能
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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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前线的经验

印第安纳大学健康中心
的暗数据挖掘方案

规律、医疗途径及医疗效果。这样就有可能把影响
医人和医疗服务人员的社会经济学因素一并考虑。
Mark Lantzy是印第安纳大学健康中心的高级副主席
和首席信息官。”居住单元人口密度高和健康水平
低可能存在关联，”他说。”有希望用外部数据补
充医疗数据，来更好地关注人们的健康。我们在创建
一个平台发现这些关联，并试图让之更加系统化。

印第安纳大学健康中心最近在研究开发新的医疗保
健模型，利用非传统和非结构化数据，给个体患者
提供个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并且提高全人类的健
康水平。
传统的医患关系本质上还是事务性的，注重的是单次
结果而非长期、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印第安纳大
学健康中心认为，善用外部数据可以降低病患流失，
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有效、无缝的医疗体验，并降低医
疗费用。
Richard Chadderton是印第安纳大学健康中心高级
副主席，主管干预策略。”我们需要360度了解我们
服务的病人，以提供关怀和服务来留住他们，”他
说。”所以我们组织想尽办法来挖掘和分析数据来
加深这种了解，就像面向消费者的企业获取客户信息
一样。”13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改善病人的体验，”他
说。”最终，我们希望带来更好的满意度和参与度。
不仅仅给个体病人带来好的健康服务，我们还希望
提高印第安纳州的全民健康。为了达到这样的影响，
即便是循序渐进的，都是非常有益的”。 14

私人定制零售服务
零售商几乎普遍认识到数字化已经改变了客户的行
为和购物习惯。实际上，人们在商店里面消费的一
美元中的0.56美元都是受电子交互影响的。15然而很
多零售商尤其是实体店都没能提供客户期望的数字
化体验。部分零售商过分关注竞争者而忽视了自己
的客户，用的也都还是以前那套关键绩效指标和数
据。16

例如，病人咨询时医生会产生大量的无格式资料，既
有书面资料也会有口头交流。对于手头上这些之前未
被充分使用的信息，我们可以使用语音识别、深度
学习和文本分析技术充实病人的医疗记录。这些技
术还可以用来分析病人和IU健康中心的语音记录来进
一步细化病人的医疗记录。这些洞察可以帮助印第安
纳大学健康中心更好地了解病人的需求，同时更好
地说明病人怎么利用健康中心服务。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开始探索不同的
方法来开发数字化体验。其中就有一些开始对客户
数字化生活中收集的暗数据进行分析，而分析的结
果则会用于开发商业服务、市场营销、客户服务和
产品开发战略，为的是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加个性化
的购物体验。

除此之外，暗数据还能协助医院预测需求、管理服
务。印第安纳大学健康中心还在研究如何利用认知
计算、外部数据和病人数据，来识别当地的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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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Stitch Fix，是线上订阅购物服务，使用
社交媒体等途径收集的照片来追踪潮流趋势和推断
客户喜好。首先，客户填写一份关于衣着品味的详
细的调查问卷。然后，经客户同意之后，公司就会
让60名数据科学家扫描分析客户在Pinterest和其他
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并进行分析，使用结果洞察来
进一步深入了解每位客户的衣着品位。随后，公司
的造型师和人工智能算法就会利用这些资料为客户
挑选适合他们的服饰，并定期邮寄过去。17

应器和分析仪器，这些仪器能与Kroger应用程序和
客户手机上的电子购物清单交互。此外，系统记录
着顾客过往的购物历史和购物喜好，顾客走到货架
时，系统会特意在一个4寸大小的显示屏上标示出顾
客可能需要的商品及其价格。2016年末，这个项目
在14家店面进行试点，2017年有望推广。 18
未来几个月，随着零售业开始新一轮的用户参与战
略，有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试点和全面部署，如果成
功，将改变购物体验和非传统数据在零售业中的角
色。

与此同时，连锁便利店Kroger Co.采取了另外一种
做法，他们使用了物联网和高级分析技术。Kroger
Co.开展了一项试点计划，他们在商店货架上布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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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GREG POWERS，技术副总裁
哈里伯顿公司

以搜集资料并加以分析，然后用分析结果来指引我
们实现目标。换言之，我们想把数据和重要的事情
联系起来，然后通过这些数据来得出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的线索。

哈里伯顿公司，油田服务领域的领导者，很长时间
以来一直依赖数据来了解油田当下和过往的运营状
态并评估井下绩效井下的工作状态。

“这些暗数据中隐藏了太多潜在价值。”

然而我们收集到的数据过于庞大，超出了人类的认
知带宽。而感应科学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不只是大量
的暗数据，还有一些我认为比暗数据更加”暗”的
数据。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电磁方法去检测岩石的
密实度。我们通过核磁共振技术来给油井做类似人
体磁共振的检测。通过中子和伽马射线分析来确
定岩石电容率和电导率。通过井下波谱分析确定含
水量。而声音感应器每天都会收集1TB到2TB的数
据。这些暗数据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井下的工作状
态。事实上，这些暗数据隐藏了很多潜在价值尚待
开发利用，我们目前用的只是皮毛（可称之为”明
数据”）。

我们认为，开发出先进的无需人类干预的事前智能
响应技术，非传统数据是关键。可是油气行业在采
纳新技术方面向来比较保守，在重要基建自动化方
面会更加保守。所以在投放新的产品线、工具和产
品时，我们会采取分层的办法。最底层，我们进行
测量，并于事后生成报告。下一层，我们可以识别
发生了什么，并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再下一层，我
们会进行实时监测，使人当时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并理解为什么发生。再再下一层，预测工具帮助我
们识接下来将发生什么。终极目标，我们将实现自
动响应，不再需要人力干预。

在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评估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
在哈里伯顿的这个分析项目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想
要开发信息抓取、挖掘和使用明数据洞察来进行预
测的能力。考虑到我们目标之庞大，这么做绝非易
事。这在油气行业也是开创性的尝试。我们有着30
年的历史资料，但岩石、天然气、石油和其他变量
却有无限种组合影响结果。而我们又没有一个万能
的配比方程式来告诉我们如何应对各种情况。可是，
即便我们解释不了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也还是可

钻探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要想让钻探工作更自动
化、更高效，并且把人们从繁琐的决策工作中解放
出来，我们需要更加智能化。这个行业将要彻底更
新换代。有经验的雇员很快就要退休，以及他们辛
苦积累的专业知识技能。我们总不能跟我们的新员
工说，”大家先读300TB的暗数据，跟上进度。”我
们要用新办法去开发、管理和分享数据驱动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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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头上的原始数据和派生数据开展分析来获取
可执行的洞察是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商机。可是要进
行数据挖掘和分析，并且从外部大量导入非结构数
据，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数据真实性、完整
性、合法性以及使用的适当性。如今这些问题极少
组织可以忽视。

你要怎么控制并且管理相关的隐私和法律风险？而
且，如果你保存了那些包含相关性的数据，你会承
担多大的法律责任？
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当你对非传统数据源进行分析
时，你可以基于地理、招聘习惯、贷款和各种市场
因素建立风险预测模型。这个模型可以潜在地帮助
公司更加深入地了解雇员、客户、商业伙伴的意见，
从而能够积极地开发风险消减策略。

另一方面，对大量各种来源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潜在地提升了网络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要求。实际上，
暗数据分析趋势可不仅仅是用日益强大的分析工
具来处理未开发的数据。从网络风险的角
度来说，还有一个趋势，使用各种工
具来分析你所手头上的数据和你从
第三方购买的数据。
研究暗数据分析的发展趋势时，
关注下面几个风险相关的问题
和机遇：

关注第三方风险：跨国公司的信息和服务
供应商通常有上百家，甚至上千家。
通过分析这些非传统渠道的数据，
公司就可以建立风险预测模型，
来提供供应商更详细的风险资
料。其中有些风险可能不是公
司可以控制的（你在搜集第三
暗网只是更大的深网的一个小
方数据时应该牢记这一点）。

“

数据搜集：你对数据完整性有
几成把握？如果你不事先验证
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你的公司可能会面临规章、财务甚
至品牌风险。还有数据的可靠性。数
据来源真实吗？如果不，那么这些数据
的来源可能相当可疑，甚至是偷来的。

”

的组成部分

利用深网信号：当前搜索引擎
可以访问的那部分网络包含的数
据已经多到组织用不过来了。扩
展已经无限的宇宙来包含那些深网
中的非传统数据会带来数据分析的机
会，但从网络风险的角度而言，这样做也
带来很多风险。暗网只是深网中很小的一部分，
但已经常常是网络挑战和问题的根源。

尊重隐私：外部音频视频数据资源的相关隐私权向
来是个老大难问题。很多情况下，适用的隐私法律
通常取决于音频视频内人物的国籍。同样，在一些
国家，即使是记录下对方的IP地址也会侵犯对方的
隐私权。当开发暗数据分析网络风险战略时，你应
该留神国际上各种各样的隐私法律。而且，有些数
据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事实上经过分析推断后却
可能侵犯了隐私。比如说，你对客户数据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告诉你，顾客的饮食习惯可能和他们的身
体情况甚至宗教相关。一旦你开始收集和分析数据，

正因如此，如果公司选择对这部分空间进行开发，
很可能会加大风险挑战和复杂度，所以一定要擦亮
眼睛。
对深网数据运用风险模型界定数据集，组织可能会
进一步扩展在网络安全、竞争智能、客户参与和其
他关键战略领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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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开始?

专家——构建模式来确定数据库和方法的组合以
获得洞察。同样，视觉和平面设计技能也日益重
要，因为可视化的沟通和解释才能被更多的组织
所采纳。而且，像主数据管理和数据架构这样的
传统技能也会一如既往地受欢迎，尤其是越来越
多公司开始夯实基础以满足未来多样化、扩展化、
爆炸式的数据需求。

三年以后，你们组织会发现自己被物联网设备生成
的海量的非结构数据淹没。从今天开始就为暗数据
的管理和挖掘开发工具，可以帮助你们组织在今天
生成数据驱动洞察，还能为日后更大的发展机会做
好准备。

• 探索先进可视化工具：组织内部不是任何人都可
以理解那一堆复杂的贝叶斯统计数据并把他们用
到商业实践中去。在把复杂的分析结果加以实践
之前，很多人首先要理解这么做的意义和原因。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能以信息图表、仪表盘或者
其他视觉形式加以展现，信息会更容易理解。视
觉和设计软件包不仅能生成吸引眼球的图表如泡
泡图、文字云和热图，还可以把大数据重新组合
为小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块，推动商业智能，更快
地向客户传递价值。除此之外，洞察（和工具）
可用于整个企业的各层级的业务人员，而不局限
于信息技术部门，打造更敏捷的跨职能的团队。

这个过程包含一系列实际步骤：
• 问对问题：不要试图去搜集组织内外所有隐藏的
暗数据，而是和商业团队合作来识别他们想解决
的具体问题。寻找潜在的暗数据源以及里面未被
发现的机遇。然后专注分析那些相关的数据流和
源。举例来说，如果营销人员想提高运动器材在
某个区域的销量，分析团队就可以集中分析目标
区域所选店面的实时销售业务流、库存和定价数
据。然后，用历史的非结构数据(店内录像的客
流量、社会舆情分析、影响行为，甚至是各个店
面的展示图片和商品陈列)加以补充来产生更细致
的洞察。
• 寻求外部资源：你可以利用公开的地理信息、地
址以及统计资料来扩充你的自有数据。这不仅可
以帮助你的分析团队生成更加详细、有价值的报
告，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增加报告的实用性。
比如说，医生基于病历和检查结果为哮喘病人提
供建议。通过检查当地的天气数据，他还为她提
供短期方案帮他顺利度过花粉期。再举一个例子，
通过分析地理空间信息、出行模式和员工流动
性，老板就可以知道通勤时间对职工工作满意度
会产生多大影响。

• 商业驱动：分析应该视作整体商业战略而不是IT
职能。为了实现转型，和首席领导人合作制定暗
数据分析策略。很多CEO在制定整体商业战略时
都肯定了数据的基础地位，授权更复杂的技术和
问责来更审慎地使用这种基础资产。如果你了解
企业的发展计划和目标，你就可以知道要创造什
么价值、问什么问题以及怎么用手头上的数据来
解决问题。数据分析就成为了市场上洞察驱动的
优势。如果想获得支持，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项
目试点，表明组织可以通过商业分析策略实现投
资回报。

• 招纳数据人才：数据科学家成了越来越有价值
的资源，尤其是那些可以把深度建模和统计技
术与行业或特定功能洞察和创新问题构架有效融
合的人才。在未来，一些领域的专家可能会供不
应求。比如说，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都需要编程

• 扩展思维：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战略之后，你该想
想怎么样才能把它们用到整个企业，乃至客户、
供应商和商业伙伴上面。你的新数据战略称为你
的架构的一部分，可供其他人使用。

总结
未经探索的数据日益增加，数据汇总、分析和储存不再是敏捷组织分析战略的终极目
标。未来，分析工作会聚焦于隐藏于非传统数据和暗数据的战略、客户和运营洞察上。
尽管非结构数据和外部数据的发展潜力令人惊叹，但还是应该扎扎实实研究具体的商业
问题，范围要明确，价值要可测量可归因。通过这些问题，将暗数据分析真正用于业务
相关的地方，而不是迷失在日益增加的未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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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智能
技术模仿人类认知创造价值

人工智能进化速度极快，已经发展出无数独特但往往又会被误解的功能，如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认知分析、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OBOTICS PROCESS AUTOMATION RPA）和自
动机器人程序等等。总的来说，除了以上功能，机器智能的构成要素还包括各种算法能力，
它们能够改善员工绩效，让日益复杂的工作变得更加自动化，还能帮我们开发出模拟人类
的思维和行动的 “认知型智能体”。机器智能是高级分析技术的新篇章。

每

一份《技术趋势报告》都会提到同一个主
题，那就是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企业资
产。报告会讨论我们需要具备哪些基本功
能才能管理日益增加和日益复杂的数据，还有如何
应用日益先进的分析工具和技术，从数据宝库中探
索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公司通过分析来发现隐藏在
大数据中的模式、情报和机遇，找到新的方法吸引
客户，拓展员工技能和见识，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
以及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如今，越来越多的首席信
息官（CIO）正在积极做好准备，让他们的公司更具
有商业洞察力。

在未来的月份里，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开始探索机器
智能的力量，我们将会读到更多相似的应用案例。
公司在机器智能各个方面的投入不断增长，预计在
2019年会达到将近313亿美元。1机器智能也在成为
CIO们优先关注的内容。德勤《2016全球首席信息
官调查》采访了1200名IT高管来识别他们未来两年
计划大力投资的新兴技术，其中有64%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会投资认知技术。2

人工智能（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AI）能够代替人脑
执行任务，正在日益成为分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AI只是认知计算领域发展过程中一个更大更引人
注目的集合中的一部分。这个集合就是机器智能
（Machine Intelligence MI），它包括了人类认知领
域的一系列进步，代表我们已经进入了认知研究的
新时代。我们要讨论的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各种认
知工具：机器学习、深度学习、高级认知分析、机
器人流程自动化和自动机器人程序等等。

我们今天所说的认知计算技术，实际首次在20世纪
50年代被有远见地提出，用技术模拟人类智能。虽
然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原始的商业AI技术，但
直到21世纪头十年，AI技术- 构成新兴的机器智能趋
势的认知计算能力- 才开始飞速发展。3

数据从未如此重要

推动机器智能趋势的三大力量：
指数式数据增长：我们每年新建和复制大量数据，
因此数字世界的规模每隔12个月都会翻一倍。事实
上，它的规模在2020年预计会达到44泽字节。4我们
也知道，随着物联网、暗分析和其他技术发展，数
据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从商业角度来看，这种爆炸
式的增长可以转化为各种数据源，具有比以往更高
的潜在价值。这些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还有
隐藏在深层网络中的大量珍贵数据，5不仅是传统技
术分析和情报获取的原材料，还能在机器智能发展
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机器智能系统获得的

我们已经在各个行业看到机器智能的早期应用。例
如，美国一家领先的医院正在开展全国最大型医学
研究项目，他们正在对机器智能系统进行“培训”，
来分析医院数据库中的100亿张表型和遗传图像。在
金融服务业，认知销售代理根据潜在的销售线索初
步建立联系，然后确认客户资格，跟进和维护线
索。这种认知助手可以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客户的
提出的问题，使用数十种口语同时处理多达27000
个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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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习：开发者正在研究机器学习算法，包括
由人脑的结构和功能启发的人工神经网络。互连
的模块会调用各种数学模型，这些模型根据大量
输入处理的结果不断调整。深度学习可以有人监
督（需要人工干预来培训基本模型的演进），也
可以无人监督（通过自我评估自动改进模型）。

数据越多，它们就会变得更加“聪明”，可以发现
各种关系、模式和潜在影响。
要对快速增长的数据量进行有效管理，我们需要掌
握数据、存储、保留、访问、环境和管理等先进方
法。从相连设备产生的数据信号，到所有业务和职
能部门系统中保存的历史交易数据，管理数据资产
都已经成为机器智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概率推理：新的AI算法会使用图表分析和贝叶斯
网络识别随机变量的条件依赖性。

更快的分布式系统：随着数据量不断增长，分析变
得越来越复杂，面向个体用户访问的分布式网络的
能力也成倍增强。今天我们可以快速处理、搜索
和修改大量数据，这在几年前根本不可能实现。与
1971年最早推出的单片机相比，目前这一代微处理
器的运算速度是原来的400万倍。6如此强大的运算
能力让我们可以设计出各种高级系统，例如那些支
持多核和并行处理的系统。同样，现在的微处理器
也能让我们使用高级数据存储技术，对归档数据进
行快速检索和分析。正如我们所见，MapReduce，
内存计算和专门为机器智能技术而优化的硬件（如
谷歌的张量处理单元TPU）都说明技术在不断进步。
这些技术增强了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
管理指数式增长的数据。

• 语义计算：这类认知算法包括计算机视觉（分析
图像的能力）、语音识别（分析和解释人类语言
的能力），以及各种文本分析功能等等，可以帮
助计算机了解自然表达背后的意思，通过计算语
料得到语义。然后计算机会用这些信息支持数据
分类、映射和检索功能。
• 自然语言引擎：自然语言引擎可以像人类一样理
解书面文字，但它可以对文本进行各种复杂的操
作，例如自动识别文件中提到的人名和地名，识
别文档的主题，或者从人们阅读的合同中提取术
语和条款并制成表格。常见的自然语言技术有两
种：用于输入人类的语言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以及用于输出自然语言的自然语言生成技术。

除了运算能力和速度的增长，分布式网络的规模也
在不断扩大。它们现在已经可以和基础设施、平台
和各种云应用的界面无缝对接，存储和分析不断增
加的数据。它们还可以对数据流进行精确分析，对
接各种先进的应用，如物联网、传感器网络和嵌入
式智能设备。

•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软件机器人，或称
自动机器人程序，可以通过模仿人类和软件应用
交互的方式自动完成日常业务流程。企业正在开
始使用RPA和认知技术，如语音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和机器学习，自动完成本来只有人类才能做
到的感知和判断工作。8

更智能的算法：近年来MI算法变得越来越强大，也
越来越接近认知计算的最初目标：模拟人类的思维
过程。

机器智能如何创造价值
对于CIO来说，如果要引进机器智能技术，他们需要
用新的思维方式对待数据分析，不能只把数据看作
生成静态报告的工具，而是要建造巨大复杂的数据
库，实现流程任务自动化，提高工作效率。

在未来18至24个月里，随着机器智能应用不断推广，
公共和私营部门很有可能应用下面的算法功能：7
• 优化、规划和调度：在更加成熟的认知算法中，
优化可以使有限资源下的复杂决策和权衡实现自
动化。类似地，计划和调度算法根据处理要求和
约束设计活动排序。

在机器智能领域，有很多机遇可供CIO们考虑：
认知洞察：机器智能可以提供深层次、可执行的可
视性，让我们了解不仅仅是过去，而且包括现在和
未来发生的事件。这可以帮助企业领导提前制定行
动计划，改善员工绩效。例如，在全球各地的呼叫
中心，客服会使用多功能产品辅助软件回答有关产
品的问题，接收订单，调查账单，还有解决其他的
客户问题。在目前的系统里，工作人员必须在不同

• 机器学习：计算机系统正在开发提升性能的能
力，通过获取数据而不是遵循明确的编程指令。
机器学习本质上是机器自动发现数据模式的过
程。只要机器识别出一种模式，它就能根据这种
模式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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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机器智能的影响：2014年至 2016 年技术收购与投资例子

德勤的一项分析表明世界500强企业和风投公司已经看到机器智能的潜力，正在通过战略投资建设新的能力。

机器学习

技术收购例子
以及财富排行

36

Alphabet

18

亚马逊

3

苹果

300

eBay

157

Facebook

9

福特

11

通用电气

8

通用汽车

31

IBM

51

英特尔

77

甲骨文

110

高通

386

Salesforce

计算机视觉

收购年份
2014年
2015年

自然语言

机器人技术

高级分析

风险投资例子

2016年

Andreessen
Horowitz

Data
Collective

GE
Ventures

GV

Khosla
Ventures

KPCB风险
投资公司

资料来源：全球50强企业以及全球500强技术企业的公开信息，“这里是全球500强中的51家技术和电信公司”，《财富》2016年6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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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幕之间来回切换，查询各种信息才能回答具体
的问题。

认知自动化：第三种也是最具颠覆性的一种应用是
机器学习、RPA和其他认知工具，这些工具可以
帮助我们发展深层次领域专家（例如各个行业、
职能和地区），然后实现相关任务的自动化。现
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具备机器智能的设备已经
可以自动完成以前只有熟练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例如一家医疗卫生领域的创业公司正在使用深度
学习技术分析放射科的影像。他们的系统在测试
中表现优异，在判断恶性肿瘤方面的能力比人类
放射专家强50%。10

认知参与：机器智能价值树上的第二级应用是认知
型智能体，也就是通过认知技术让系统和人类互动。
目前这种技术的应用更有利于消费者，而不是企业。
例如系统可以接受声音指令，降低室内温度或者切
换电视频道。但是有些商业任务和流程也能从这种
认知互动技术中受益，新的应用领域正在出现。系
统可以帮助我们访问复杂的信息，完成数字化的任
务，例如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或者向消费者推荐
产品和服务。这些技术在客户服务领域具有更大的
潜力，认知型智能体可能替代人处理账单、与客户
互动、提供技术支持、回答员工有关人力资源方面
的问题。9

在教育领域，在线学习课程中的机器智能应用可以
模拟一对一辅导，跟踪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了解
他们的“心理变化”，找出错误的理解，然后给学
生提供适时的指导、反馈和解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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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前线的经验

非凡的协作机器人

在90天的试运行期，公司按照“协助和监督”的模
式对ARIES进行训练，让机器和员工一起工作，同
时向员工学习。白羊通过观察和试验来寻找网络故
障的来源，识别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在第91天，
公司就可以全面部署协作机器人了。这些机器的价
值不在于大幅提升效率，事实上AIG发现员工解决一
个典型问题平均需要8到10分钟时间，而协作机器人
平均要用8分钟解决，两者相差不大。机器的价值在
于它们的规模：协作机器人可以全天候工作，不需
要休息或睡觉，它们解决问题的速度也很快，客户
再也不需要排队，工作也不会积压起来了。

面对长期低利率、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客
户和市场动态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全球保险公司美
国国际集团（AIG）实施了战略重组，以精简组织机
构，提高运营效率。这项任务的内容还包括解决日
益增加的技术缺口，以及分散的IT部门难以维持运营
的稳定性。
AIG全球首席技术官（CTO）Mike Brady表示，IT部
门将会重组为单一机构，直接向CEO报告，为AIG创
建一个新的企业技术模式铺平道路。这种转型的第
一步就是建设基本能力，相关团队为此制定的方法包
括三部分：

部署ARIES六个月时间，就已经自动发现和解决超
过60%的故障。在一年时间里，ARIES的机器智能，
加上感应器的扩展，一起监控AIG的环境健康，成
功程序化解决了大量警报问题，以防他们发展成影
响业务的事件。虚拟工程师可以自动识别不健康设
备，然后对它们进行诊断测试找出原因，登入设备
进行修复，或者向技术人员提供“修理意见”。此
外，协作机器人还能对网络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因
此，如果机器人通过分析数据模式发现一个设备在一
个月里造成了50个问题，IT团队就会对这个设备进行
更换。通过这些，去年问题严重度为1和2的问题数
量下降了50%。机器智能也提高了技术人员的工作
满意度，因为他们再也不需要完成无聊的重复性工
作，可以专注于更具挑战性、更有趣的任务，而且
可以从协作机器人的诊断建议中学习。

稳定：公司需要改善总体网络性能，因为用户几乎
每天都会经历严重的运行中断，而虚拟网络每周都
会宕机。
优化：这项战略注重自助服务供应、自动化和成本
效益三个方面。
加速：为了提高速度，相关团队实施了开发运营
（DevOps）战略，创造出持续集成/持续部署的工具
链和工作流，来实时部署软件。
AIG通过机器学习实现这些目标。公司开发出高级的
协作机器人程序，利用内置算法、机器学习，还有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这些虚拟的工人被称为“协作
机器人”，AIG公司希望每位员工都能将这些虚拟的
劳动力视为员工的扩展和助手。

后来公司又成功启用了四个协作机器人，每一个和
一个经理一起工作，分别负责公司治理、工作量、培
训和学习，以及绩效管理。

2015年10月，AIG部署了“ARIES”处理全球各地
的网络故障，这是公司第一个机器学习虚拟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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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T部门成功启用协作机器人之后，AIG开始在
业务运营中探索更多机器学习的机会。“我们希
望公司用好机器学习，而不是找我们要更多的资
源，”Brady说道。“我们需要把大数据和机器学
习视作新资源，而不是视作新成本。”公司正准备
进行内部测试，看看协作机器人能否评估客户的伤
害索赔申请，然后立即批准付款，让客户及时就医。
未来还会有更多应用机器智能的领域，例如增强认
知功能的自助服务、增加的代理辅助渠道，甚至是
直接使用认知型智能体面向客户服务。

在第二阶段，Anthem会开始启用认知自动化技术，
让机器处理保险单，让审核人员空出时间去关注病
人，为他们提供更多支持。“通过部署预测性和规
范性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算法，我们就能够以更高效、
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同时处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Chennuru说到。在刚开始，系统会识别所
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推荐一系需要采取的行动。
随着系统不断进化，当它能够根据收到的信号和数
据做出分析，而且分析结果达到一个确定值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自动解决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达到确定
值，系统就会把保险单交给审核员进行人工审核，
从而解决问题。系统具有持续学习能力，监测审核
人员如何正确处理保单问题，慢慢把特定的问题和
相应的解决方法联系起来，从而持续提高自动化处
理的精确度和效率。

“协作机器人需要时间”，Brady补充道。“如果工作
非常复杂，我们不希望团队工作出现不一致”。我
们需要使用设计思维。自从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这
么做，我们已经解决了14.5万个问题。他运作效果
很好，完全可以扩展到业务流程，甚至认知客户交
互。 12

在第三阶段，由于Anthem已经在认知参与领域
做了深入研究，公司会利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
术参与到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一对一服务中，为病
人推荐个性化的保健方案。Anthem公司实现了转
型：它不再单纯处理保单，而是积极参与到病人保
健，Anthem能够回顾病人病史，向医疗服务提供者
推荐未来的保健方案。

造福病人
随着医疗保健越来越重视结果，病人希望健康保险
公司也能像零售商和银行那样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客
户服务。为了满足这个客户期望，美国最大的健康
保险公司之一Anthem正在探索利用认知计算，精简
和改善公司与客户的互动，让客户服务变得更高效、
更积极、更直观。Anthem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变公
司及其附属公司的互动方式，跟踪整个保单的生命
周期，而不是只关注保单销售这一个环节。

Anthem建立半监督式机器学习流程，训练机器分
解和整理问题，找出最好的应对方法。在测试期间，
观察人员会对比系统的行为表现和传统人工方法的
结果，从而测量系统的效率和精确度。
目前公司正在收集和整理数据，训练系统，精简方
案架构和技术，利用认知情报进行保单管理，在整
体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公司将在2017年推出自动
化保单审核系统原型，几个月后还会有最小变量产
品版本面世。

Anthem的战略包含了机器智能三个方面：洞察、自
动化和参与。在第一阶段，公司会在保单的审核过程
中应用认知洞察，为审核人员提供更多有关这份保单
的情报信息。Anthem公司医院/临床分析和人口健康
管理部的主管副总裁Ashok Chennuru说：“我们正在
整合内部的保险信息（保单信息、受保人资格、人口
统计等）以及外部数据（社会经济情况、临床/电子
病历、生活方式和其他数据），从而全面考察购买健
康保险的客户。”13

Anthem公司已经建设出全面的认知竞争力，公司里
有多个团队研究应用案例，评估应用价值，优化整
理数据、调整算法和交付程序可用性。Chennuru表
示：“我们最终会在很多领域应用这个平台，包括
价值分析、人口健康管理、质量管理，以及获取关
于保健和保健成本的缺口信息。”Anthem公司希望
得到尽可能多的企业认知参与，用于训练模型、优
化程序、提高机器的认知能力，从而帮助公司更好
地服务客户。

目前审核人员采取的步骤是审查文件，寻找病史，
收集证据，然后进入下一个流程。有了认知洞察，
新的系统就能在后台持续审查可用记录，从一开始
就给审核者提供整体信息，另外它还能根据病人重
复住院的次数设计出治疗方案，或者提出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还有对存在问题的保单进行智能标记。
等到审核人员收到保单，他们手上已经拥有足够的
信息，可以对保单进行综合评估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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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MARIA RENZ，亚马逊副总裁，
CEO技术顾问

就Alexa的应用范围和她的搜索精确度而言，她能够
有效理解用户。尽管如此，语音技术不断发展过程
还会有很多挑战。我们最初做这些时，技术还不存
在，我们不得不先把它发明出来。幸好我们可以利
用AWS云服务来支持语音技术，还有优秀的智能语
音专家包括才智超群的语音科学家帮我们解决问题。

TONI REID，亚马逊ALEXA董事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智能发展史上，2017年是让人兴
奋的一年。亚马逊团队大胆畅想，准备探索全新的
技术领域。

We view the beneﬁts to customers and
opportunities 我们认为，AI为客户带来的利益和为
我们带来的机遇几乎是无限的。目前Alexa主要在
Echo硬件上运行，但以后她的大脑会继续扩展到无
数的系统和应用中。我们通过Alexa技术包（ASK）、
智能家居技术API以及Alexa语音服务API向开发者提

在亚马逊，我们相信语音将会改变了人们和技术互
动的方式，我们在过去就已经见识过声音的力量。
虽然我们还远未能让机器表现得像人类一样，但我
们马上就会在各种AI和语音技术上取得突破。作为
最自然、最方便的用户界面，语音技术具有化繁为
简的能力，每天都在为我们解决复杂得难以想象的
问题。

“为客户发明创新，没什么好担心的.”

亚马逊Echo的灵感源自《星际迷航》中的计算机。
我们希望设计出一种云端上的计算机，它完全由语
音控制。你可以向它提问，让它替你做事，帮你找
东西，而且我们可以自然地和它展开对话。我们还
没能发明这样的计算机，但这是我们的愿景。

供一系列免费、自助、共享的API接口，让我们更容
易推广Alexa。
我们在机器智能、神经网络和语音识别技术上取得
的进步最终会给客户提供新的应用功能，给他们带
来有益的帮助。

作为Alexa的重要的功能之一，Echo的语音和大
脑，Alexa拥有基于云端的服务，所以不管是理解自
然语言，还是提高计算精确度方面，她都可以不断
进步，变得更加聪明。因为她的大脑在云端，所以
她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和增加新的功能，为客户增加
新的功能更是不在话下。

每次亚马逊要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都会先起草新
闻稿，表明我们在发布新产品时可以为客户实现哪
些核心利益。我们首先要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然
后再去思考解决技术难题。

自从2014年11月发布Echo以来，我们就已经给
Alexa添加了超过7000项技能。她在各种Echo设备
上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现在已经嵌入了亚马逊
的其他硬件（Fire电视和Fire平板）以及Nucleus对
讲系统、联想智能助理扬声器和LG智能InstaView冰
箱等第三方设备。另外福特和大众等汽车公司也已
经在他们的汽车上安装了Alexa。

秉承这样的理念，我们建议大家关注客户群，聆听
他们的意见，理解他们的核心需求和方式，如何让
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然后从这个点出发，根据
客户反馈开发产品和服务。话虽如此，人们也常说
要敢于为客户发明创新，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
己需要什么产品。如果你找对了客户需求，关注他
们的体验，一切都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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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可以不断推动公司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但是很多人也开始讨论有
关的伦理道德问题。我们现在使用的自动化技术会
对社会、经济和组织应对机遇的方式产生什么影响？
你的公司如何管理由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品牌和声誉
风险？同样地，你的组织能否在人们描述的“后工
作经济”里长期发展？

在网络安全方面，机器智能（MI）既带来了收益，
也带来了风险。在收益方面，利用机器人流程自动
化（RPA）的速度和效率，风险管理的某些方面实
现自动化，可以更加有效高效地识别、控制和解决
（或者消除）潜在威胁。利用机器智能支持网络系
统，可以帮助规模数据分析和处理，然后让机器从
容地自动处理识别出来的风险。

最后，风险管理还应该解决许多MI技术中存在
的“黑箱”问题。目前来说，我们仍然不
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机器会作出这样
的判断，或者给出这样的建议。虽
企业还可以利用MI驱动渠道活动、
然目前人们已经在呼吁提高算法
战略，还有产品设计。例如，
透明度，希望未来可以用新的
销售团队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等
方法审查和理解相关假设，观
功能，通过从社交媒体、公共
你的组织能否在人们描述的‘
察模式，然后解释机器如何得
记录和其他网络来源收集信息，
出这样的结论，但是现在还不
后工作经济’里长期发展？
建立详细的客户资料库。这些
存在这样的方法。所以在我们
客户资料可以帮助销售代表识
找到这些方法之前，建议大家了
别潜在销售线索，还有客户可能
解算法透明度缺失会带来哪些（
想要的特定产品和服务。
法律、声誉或制度）问题，然后对
计划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MI的客户剖析功能也会带来问题：这
风险预测和网络模型可以进一步强化MI在这方面
的能力，扩大MI的数据挖掘范围，覆盖
深层网络，处理各种非传统威胁。

“

”

一应用可能会创建网络漏洞。MI在进行推断的时
候会引入新的风险，特别是这些推断有漏洞时。修
正错误的过程中，MI也会生成新的数据，导致隐私
侵犯等问题。因此公司在最后应该根据推断和修正
的结果，对这些衍生数据进行审查。

在我们探索这片未知领域的时候，CIO、CEO和其他
企业领导应该小心平衡股东价值和未来可能会出现
的各种声誉、安全、财务和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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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开始?

需要的数据输入、合适的MI技术和相关的架构和
数据管理需求。在这些工作都完成之后，我们就
能用MI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很少有组织能够宣称他们已经取得了数字技术的胜
利。即便是只考虑公司内部的结构化信息，管理和
分析数据也是巨大的挑战。今天我们可以利用高级
的算法和分析技术解决复杂的问题，从被动描述
问题转变为积极和自动给出回应。但即使有这样飞
速发展的技术，有些公司还是感到难以解决数据问
题。

• 拥抱合作研究：MI正在进入飞速发展的时期，学
术界、创业公司、现有的供应商都在研究MI应
用，发明新的技术。你可以考虑寻找一些愿意给
你投资的供应商，支持你的研究。同样地，如果
你和学术和思想引领者合作，也会得到宝贵的专
业意见。

幸好机器智能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方法和技术，帮

• 工业化分析：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企业战略资产。
但是极少公司已经在企业内全面投资来培育、整
理和利用这个资产。工业化分析指的是在公司各
个层面推广一致和可复制的分析方法、分析平台、
分析工具和人才，其中就包括机器智能。从战术
上讲，这些内容可以催生数据获取、数据整合、
数据归档、数据访问、数据享有、数据加密和数
据管理等服务。

助我们应对长期以来数据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 管理数据：MI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对数据进行自
动分类和定义，让我们定义、梳理和维护主数
据。MI可以分析每一条数据以及它与其它数据之
间的联系，进行数据质量的概算。同样地，MI还
能修正数据内容和出现的上下文问题。
• 有界性和目的性：MI聚焦于那些如果解决可以提
供有意义价值的商业问题。根据问题的范围选择

总结
人工智能这个说法可能会更吸引眼球，但机器智能才是更大话题，它指的是认知计算领
域出现的一系列新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组织由传统的追溯数据分析模式到系统推断
预测模式。获取洞察，以洞察指导行动，再让任务和响应自动化，代表一个全新的认知
时代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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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现实
更直观、投入、自主的体验

今天的企业不再停留于测试性的应用 ，而是寻找更多实用性的技术 ，因此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AR）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的潜力正在不断显现。另一
方面，物联网技术也在兴起，它通过一系列相互连接的传感器和设备，不断整合和扩展数
字和物理世界。但是在物联网技术热潮中，很多人忽视了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力量。这
两种技术极大地改变了设计模式，现在我们不再单纯使用2D屏幕，而是利用传感器、手势、
语音、背景、数字内容和周围的智能电子世界轻松互动。虽然实现混合现实技术的终极目
标还需要几年时间，但现在是时候探索这项神奇的新技术和相关的设备了。

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的发
展，可以改变我们和技术互动的方式。虽
然AR和VR技术在游戏娱乐方面的应用受到
很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其实这两项技术在企业上的
应用更让人兴奋。在不同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相关
应用和理念正在出现，测试性程序也已经投入生产
使用。1

增

诊断结果，知道系统出现了故障。如果他自己不能
修复这个故障，就可以向附近的技术工程师求助。
工程师可以通过智能眼镜向工人发送详细的电子说
明书，一步步指引工人修理故障，整个过程相当快
速高效。在不同的行业和运营模式里都能看到类似
的例子。有了MR技术，我们就能把行动指引发送到
任何工作地点，不管是现场、车间还是外地。

与此同时，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技术正
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因为物联网技术又有
了新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有了更多的应用，而不仅
仅是停留在传感器和互联设备。在各个领域，我们
都可以看到创新的应用，包括个人医疗健康、供应
链，还有小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等。2

现在越来越多人投资混合现实技术，开发有关的平
台、设备，还有软件生态系统。最终目标是淘汰所
有的键盘和平面显示器，转而使用全新的沟通协作
工具。一旦成功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能够利用MR
技术彻底改变用户与系统互动的方式，在技术时代
里实现重大创新。从功能键到输入法，到鼠标和触
摸屏，再到语音输入，每一次对用户界面的改进，
都是为了摆脱静态的显示器，转而使用手势、抓握
和视觉等方式和系统互动。

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 MR）指的是虚拟现实或增
强现实和物联网技术的巧妙结合。有了混合现实技
术，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能够融为一体，创造全新
的环境，因此虚拟设备和物理设备还有他们的数据
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共存和互动。MR技术可以改
变互动模式，创造更加自然、更具行为性的交互界
面。这些交互界面能让用户进入虚拟世界的“沙盒”
，同时对传感器和互联设备产生的数据做出响应和进
行分析。例如工人要在一个偏远地区检查系统故障，
这时只要他戴着智能眼镜，就能通过眼镜看到智能

MR技术正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有了这
种技术，我们就能从身边的事物获取信息，然后以
视觉和物理方式呈现出来，彻底改变计划和工作方
式。通过消除认知识别、信息处理和内容理解的隔
阂和障碍，企业能够提高工作效能，改善员工的互
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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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即所知
对于混合现实技术的早期投资催生了各种应用案例
和应用模式。虽然不同行业的应用目标各不相同，
但是很多行业都在探索以下领域：

培训、教育和学习：公司能够利用AR和VR技术创建
高度仿真的虚拟工作环境，让员工在虚拟环境中学
习，发展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培训新员
工和发掘现有人才的目的。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
沉浸式的环境能提供多种优势。例如，参加培训的
员工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学习使用复杂和较为危险的
设备，无需担心员工的人身安全问题。通过观看培

图1.工厂车间的混合现实
维护和运营

生产

1 智能眼镜能够向维修人员提供测量
辅助、操作指导和远程支持。2 设备
上的传感器能生成诊断数据，机器学
习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故障，提高生产
力。

2

1

设计和开发

3 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生产自动化。
4 装有摄像头和动作传感器的智能眼镜
可以在工人培训中发挥作用，例如向
工人发送装配指导。
5 智能的安全背心和安全帽能够检测周
围的环境。

6 虚拟原型机可以实现快速迭代、装配
模拟、高级检测和远程协作功能。全身
运动捕捉设备能够帮助我们改良办公场
所和装配线上的人体工学设计。

6

3

5
4
10

8

9
7

报告和分析
7 所有的设备都会连接到一个数据管
理系统，系统会记录流程的每一步。
高级分析能够预测客户需求模式，从
而优化生产。

质量控制

配送

8 设备能够通过传感器、计算机视觉和
摄像头评估产品是否达到质量标准。
3D模型能在生产过程中向质检人员提
供产品规格信息。

9 利用信标和智能眼镜帮助操作人员在
仓库中寻找货物。自动化运输车能够
管理库存。10 产品传感器能提供整条
供应链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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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内容提供、使用体验和人机交互等方面，这
些平台都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它们也带来了许多新
的机遇，重新定义了原有的工具、模型和商业流程，
还有可能在未来替代它们。但随着MR技术的相关设
备、软件和标准不断发展，企业要做的不仅仅是管
理这些技术，还要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训录像，监督人员一方面可以监督培训过程，另一
方面，还能根据员工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课程。
运营：有了物联网应用程序和数字系统，公司就能
为技术服务者、仓库管理员、装配线工人以及其他
人员提供切合他们工作需要的信息，从而提高员工生
产力，简化工作流程。例如在生产车间，工作助手
能够指导工人在不同的货架上收集要用的零件。在
外勤工作中，工程师可以读取任何智能设备的历史
数据，获取诊断结果和修理指导，还有设备上产生
的实时数据。工程师不需要拿出指导手册，低头阅
读步骤，就能直接对设备进行维护，保证了工作的
自主性和安全性。3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物联网技术的兴起，代表我
们需要管理和保护许多新型的设备。企业可以从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开始管理MR技术，设计合适的
控制措施，满足企业的需要。信息安全性和保密性
是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在设备层面、在数据层面、
内容层面还是应用层面都是如此。安全性和合规性
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很多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
操作的应用场合。

沟通和协作：随着公司逐渐打破职能隔阂，不同部
门、不同领域的团队逐渐能够实现紧密合作，甚至
和其他公司的团队协同工作。混合现实可以支持这
种新一代的互动方式。利用混合现实技术，我们可
以用沉浸式的环境替代过去的视频会议或其它协作
工具，增强交流的真实感。身在不同地点的员工可
以通过相同的数字设备进行互动，就好像他们都在
一个会议室里控制同一个实体。这是一种可视化的协
作方式，汽车生产商也在使用这种方法改进他们的
零件设计流程，大大缩短了全球团队从设计到生产
的时间。4相似地，研发机构、工程和建筑公司，甚
至是一些服务性组织，也在探索这种新的协作方式，
消除地理位置对生产设计造成的限制。5

为了完成指定任务、渲染混合现实环境、捕捉用户
的动作并对其做出响应，MR平台需要获得各种支持。
它们必须马上了解用户的情况、工作背景，还有用
户完成工作所需要的信息。混合现实必须同时跟踪
环境以及用户和环境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因素，
它能保证虚拟环境中的物体和信息对用户做出真实
反映。这就需要那些在电子游戏设计中出现的复杂
信号处理和响应技术，所以首先推出混合现实体验
的往往是一些热门的游戏开发公司，比如Unreal。8
混合现实的用户界面能够同时整合语音、身体动作
和物体的位置信息，这能够给每一个行业都带来全
新的业务流程。如果要识别微妙的表情变化，我们
需要非常精确的技术，比如通过跟踪眼球动作，正
确判断一个人是在眨眼还是微笑。在混合现实应用
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让数字内容直接回应用户发出
的信号。因此我们需要新的设计模式和解决方案，
以适应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系统，还有虚拟环境中
的各种互联设备和传感器。

营销和客户服务：不管是高科技的体验式营销，还
是虚拟产品，经由VR支持的MR技术都能够大显神
通。它不仅能真实地复制现实世界，还能帮助我们
建立充满吸引力的营销模式。例如，你可以把虚拟
的产品模型放在客户手上，让客户亲自体验这款产
品。与此同时，你还可以监测客户的反应，然后根
据客户的交易记录和偏好向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内容。
购物：虚拟现实能够改变我们的购物方式。例如，
我们可以走进虚拟的游轮船舱或者酒店套房，亲身
体验之后再进行预订。我们还能走进虚拟珠宝店，
试试那些吸引眼球的项链。混合技术能够加强虚拟
购物体验，让顾客随时查找商品或服务的具体描述
和价格信息，还能自动推荐相似的产品和服务。

混合现实技术应该要整合相关数据，为用户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混合现实技术
和企业核心整合起来，让MR系统获取企业资源计划
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和市场营
销系统的信息。MR系统能够成为数字化的重要工具，
它能实现工作流程自动化、提供更多有关的数据和
信息，或者帮助企业完成长期的业务流程。

混合现实技术：促进因素和障
碍

内容的背景

如同其他新技术一样，人们对AR和VR技术也有很
多夸大宣传，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不管是系统

更重要的可能是友好的用户界面，它能帮助用户同
时处理信息内容的背景、意义、意图和影响，同时
考虑现实世界和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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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行为模式和使用方法，这些都是模拟交互
环境的必要内容。

设计师会充分考虑虚拟物体的重量、大小、角度、
位置，以及它与其他虚拟物体和现实物体的关系，
为用户提供真实的体验。声音和触觉（或感官反馈）
可以代替图形，成为工作提醒、警报，或者完成工
作的信号。内置的配件或者面部识别功能可以帮助
我们对空间进行测绘，准确地掌握人们的位置，然
后渲染出虚拟环境或增强环境，再加入纯粹的数字
化体验，一切都会显得自然而真实。

万法归一

混合现实技术需要全新的数字内容和相应的背景。
我们需要使用高清360度渲染设备，把真实世界转
化为虚拟环境，创造增强现实和数字体验。我们需
要传感器和内置的信标，他们可以跟踪设备、机器、
货物和人的位置。同样地，我们还需要元数据，这
些数据不仅说明了物体的基本信息，还能反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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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为混合现实技术超越了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和物联网的结合，但这三种技术本身也在不断
发展。作为独立的技术，他们有各自的解决方案、
适用范围和应用功能。但是，如果公司只是追求其
中一项技术，可能永远无法发挥三者的巨大潜力。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这些技术结合起来，创造更直
观、更投入、更自主的体验，给用户带来享受，改
善公司与客户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创造全
新的解决方案，改变员工对工作的看法和感觉。如
果应用得当，混合现实技术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机
遇，改变未来企业建设和运营的方式。

混合现实

变革前线的经验

利用融入科技保护儿童福利

在车间应用增强现实和物联网
技术

每年都有新的社会工作者进入儿童福利机构，决心
改变世界。但在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做
好心理和生理准备。在福利机构和儿童中心工作的
新人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培养出工作所需的观
察力和注意力，能够通过一些细节判断出要不要针
对某个孩子进行考察和采取行动。

2016年，两家创新公司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见面，决定在硅谷的捷普蓝天创新中心共同测试全
新的数字生产流程技术。其中一家公司是捷普，它
是全球工程制造和智能供应链解决方案供应商，另一
家公司是郁金香，主要提供云平台服务，包括各种
车间应用软件、工业物联网技术和实时分析。

未来的融入科技或许能为儿童福利工作者提供帮助，
加速他们的学习过程。利用专门用于培训的电子游
戏和3D模拟，社工能够进行各种实时训练，快速培
养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学会的工作技能。

他们要测试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一种新的云端操作
系统，它能够利用物联网技术向生产线发送实时数
据，工人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就能接收数据。
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监控这些信息流，工人可以及时
对流程中出现的意外做出反应。最终，这个系统也
能把混合现实技术整合到制造环境里。开发这个系
统的目标是改进车间的生产流程。数字技术的发展
让企业能够获取实时信息，减少工人停工和机器闲
置的情况，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意外。

例如，在这样的培训课程里，社工需要进入虚拟的
福利中心，在几分钟之内找出潜在风险因素。在初
次培训结束后，系统会对培训结果进行扫描。在社
工再次进入虚拟房间的时候，她忽略的风险因素将
会被红灯闪烁。社工点击其中一个风险因素，系统
会在她眼前显示这个因素的具体描述，向她解释这
个因素为什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培训的社工
还能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记录她看到的一切。

在蓝天创新中心完成初步调试之后，捷普公司和
郁金香公司在一个生产环境中安装了这个系统，工
人会遵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流程。在六个月时间
里，工程师收集了生产周期和步长数据，开展了连
续时间研究和根本原因分析，进一步优化了生产流
程。结果如何？在系统运行的四周时间内，产量
增加了10%以上，人工装配线的质量问题也减少了
60%，超过了客户要求的产量目标，也超过了他们
对系统的预期。

3D培训模型还支持定制和修改，适应任何环境和任
何情况。这不仅增加了新员工的培训方式，还能帮
助老员工进一步实现他们的职业发展。随着使用时
间的增加，这些功能还能帮助福利机构评估和提高
他们的总体效能，发展批判性思维和决策。也就是
说，混合现实技术不仅能带来改变，还能提供基于
行为的解决方案，创造有利于社工发展的体验，更
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他们服务的人。

郁金香公司的创始人Natan Linder表示，未来增强
现实（AR）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联网生
产解决方案，他们和捷普开发的系统也会更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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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传感器，广播电台就能为远方的观众提供附加
价值。西班牙的FirstV1sion是一家主营可穿戴产品
的创业公司，他们把音视频传输设备安装到运动员
的制服上，这样使用VR设备的观众就能站在运动员
的视角上，观看欧洲足球赛和篮球赛了。除了视频
直播设备，还有心脏检测器和加速计，所以观众还
能在比赛过程中了解运动员的生理数据。随着比赛
愈发紧张激烈，运动员也会心跳加速，观众看到运
动员的心率变化，也会跟着情绪激昂。10

楼。Linder说道，现在不需要显示器，也能提供带
有上下文的信息，这给全球生产商带来了巨大的好
处，包括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
生产能力、减少返工和培训时间。“我们看到越来
越多生产商使用激光AR设备，这些设备能够利用激
光把可视化信息投影到物体上。这种方法弥补了许
多AR界面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工人不需要戴上头套
就能使用。”
“当增强现实和传感器、机器设备和智能工具产生的
数据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增强现实的真实力
量。”他继续说道，“这些物联网工具能在适当的
时间和地点为工人提供实时数据，帮助他们完成工
作和优化流程。”9

音乐会非常适合社交互动，而虚拟音乐会直播也已
经变得相当常见。例如，去年柯契拉音乐节在出售
门票时会附送一个纸板眼镜，这样观众在帐篷里就
能看到乐队表演。还有一家VR公司更加大胆，他们
直接邀请观众参与表演：TheWaveVR开发出一个虚
拟现实音乐会平台，用户不仅能观看音乐表演，如
果他们配上HTC Vive头戴显示器，还能在虚拟的音
乐俱乐部上亲自打碟和制作音乐。 11观众可以跟着音
乐起舞，同时和其他人聊天。

跟着技术起舞
通过传感器和摄像机收集数据，然后利用混合现实
技术处理数据改善生产，这种解决方案可以改变人
类与外部世界的（视觉和社交）交互方式，改变工
作和生活方式。

在政治领域，NBC新闻台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利用
混合现实技术鼓励美国选民参与对话。新闻台甚至
在虚拟世界里复制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民主广
场”，这样不同地区的观众就能进入广场收看节目、
获取实时民调数据、跟新闻广播员和权威学者互动，
更重要的是其他观众也能参与进来。 12

近年来，我们看到人们利用VR技术广播各种各样的
体育赛事，包括纳斯卡赛车、篮球、高尔夫球甚至
冲浪。这些广播向观众提供360度视野，因此观众不
仅能看到整个赛场，还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观赛位置，
再加上混合3D的VR音响、现场评说、近似VR的画面
和实时比赛数据，为观众提供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有些人担心用户会把自己孤立在虚拟现实的世界，
但这种观点其实是夸大其词。通过结合传感器、语
音识别和数据技术，我们可以创造美好的混合现实
世界，让人们更加轻松自然地交流互动。未来不管
是娱乐还是工作都会充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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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BRIAN BALLARD，
UPSKILL公司（曾用名APX实验室）
创始人兼CEO

从广义上来讲，跨行业的应用结果非常令人兴奋。
我们最近和几个工业客户一起邀请工人参加了实验。
在每个实验中，我们都会让工人在两种不同情况下
完成复杂的装配任务，然后拍下工作过程：一种情
况是工人得到的工作指导都是纸质或者平板显示的
内容，另一种情况是工人使用智能眼镜接收工作指
导。两种情况下的结果差异明显：“可穿戴设备能
够向航天工作者提供电子指导，让他们的工作效率
提高32%，能源行业的工人使用可穿戴设备之后，
效率也提高了35%——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项
技术。还有什么解决方案能够像这样瞬间提高工人
的技能？”

在车间、工地和工作站等实际工作发生地，工人长
期得不到数据解决方案，无法提高工作效率。如今，
对于可穿戴设备和虚拟现实的投资终于能弥补这一
鸿沟。在UPSKILL，我们的任务是为工人提供更高质
量的信息、更深层的理解和更强大的力量，提升他
们的专业技能。自从2010年起，我们就在开发智能
眼镜软件。今天，我们向客户提供一个平台，把增
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生产制造、工地服务、
物流三个方面。

在两种情况下，工人和他们的工作内容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工人查询信息时使用的方式。可穿戴设备
能够提供可视化的环境信息或教学信息，帮助工人
完成手头的工作，这种方式拥有强大的力量。工人
再也不用停下手头的工作，低头阅读工作指导了。
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安全性，还能让工人轻松完成
任务。与此同时，这种方式还能提升工人的技能，
帮助他们更好地决策。工人在处理复杂信息时遇到
的疑惑将会大大减少，他们也不再需要死记培训手
册的内容了。这就像是工作用的GPS一样，我们再
也不会迷路，再也不需要熟记地图，这就彻底改变
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所以我认为混合现实和GPS很相
似，所以这个比喻十分恰当。你觉得我们还会经常
看到纸质地图吗？

在讨论混合现实的商业潜力时，我们首先要找到人
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找到适合某公司的技术战
略，为他们创造价值。例如，某公司可能需要解决
物流速度的问题。这时我们就能利用智能眼镜，向

“可穿戴设备能够向航天工作者提供电子
指导，让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32%，能源
行业的工人使用可穿戴设备之后，效率也
提高了35%——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这
项技术。还有什么解决方案能够像这样瞬
间提高工人的技能？

”

可穿戴解决方案还能帮助公司对组织行为进行数字
化、分析和优化。例如，在复杂的装配环境里，生
产商可能要面对10万个装配步骤，如果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查阅指导才能操作，这项任务简直难比登天。
后来混合现实技术出现，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数据，
让一切成为了可能。通过让机器不断学习有关工作
结果的数据，生产商可以尝试不同的分组和分工方
式，从而提高生产力。另外，生产商还能根据他们
对工人的了解，针对工人擅长的工作提供相应的培
训，从而实现工人的职业发展。刚刚我说的应用可
以比喻成GPS，现在说的这种相当于实时交通信号，
能够指挥交通和优化车流量。

物流人员发送实时的库存信息，包括货架的位置，
以及商品在货架的哪一层。我们还可以把同样的策
略用在配套采购流程，包括选择零件、添加到货车、
送达具体的工作站等环节，实现订单的准时生产。
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真实需求，而且
在这两种应用情况里，有些客户的配送时间提高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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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问我，公司应该如何开始应用混合现实技
术？不管是试验项目还是全面推广，最好的方法还
是寻找具体的投资回报目标。例如“我会让新员工
学习业务的速度提高20%”或者“生产线上的初次
产品质量提高35%”。只要找到可衡量的投资回报
目标，公司就不需要假设集成技术，也不需要模拟
环境。尽可能安装MR生产环境，用以理解真实世界
的行为、福利和机遇，取得更好的应用效果。当然，
人身安全、信息安全、隐私、持续经营等方面都很
重要，这些问题在推行实验项目的时候都能解决。
我认为可穿戴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成功案例，生产
商一定会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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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现实

在MR环境里，这些保护措施实行起来较为困难，因
为每种技术都会带来特殊的风险和挑战。例如AR就
比VR需要更多的数据点，因为AR需要驱动GPS定位、
标注、共享元数据、面部识别等功能。另外，为了
强化和定制个人用户的增强现实体验，AR系统还需
要整合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来自对用户进行跟踪的
传感器，还有健康和健身监视器等个人数据来源。
这就产生了与个人信息源有关的安全和隐私问题，
比如增强现实环境中的数据集会不会泄漏可识别的
个人信息，或者带有工业数据的支付卡信息。

1. 当你沉浸在MR环境，你能否相信眼前看到的数
据？你能否确认它的真实性？你能否确定这些数据，
特别是通过物联网获取的数据，没有遭到黑客的恶
意攻击？
2. 在混合现实环境里，你能否确定自己的视野没有
被篡改？有些MR环境专门用于培训，这些环境经过
修改之后可用于满足实际的业务需要。你能否相信
自己进入的是正确的环境？数字化的资产、经验、
支持环境会不会因为受到篡改而带来误
导？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它们会不会
欺骗用户，鼓励用户做出浪费、损
害品牌名誉甚至危险行为，以达
到破坏公司运营的目的？
3. 如果你在MR环境中和另一个
人交流，你有多大把握能确定
对方就是她所说的那个人？如
何保持这种信任？

每一个添加到物联网生态系统中的设备都会带来新
的攻击面或者恶意攻击的机会，让本来就需要保护
的设备、数据和用户面临新的威胁。组织常用
的物联网生态系统结构非常依赖多个用
户之间紧密协作的行动，包括供应链
上的供应商、客户、运输机构、陈
列室和终端客户。在物联网的每
个节点，或在传感器、设备和
用户间切换的过程中都存在漏
洞。我们也不能假定供应商、
每一个添加到物联网生态系统
其他第三方，甚至是客户本身
中的设备都会带来新的攻击面。
就享有安全机制，能够加密数
据和避免网络攻击。13

“

”

类似这样的问题反映出与MR环
境风险有关的挑战：如何管理和
保护相关的数字资产。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和物联网技术带来了全新的、
不同于以往的知识产权。因为这些知识产权
可能涉及敏感信息，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妥善管
理，才能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证合法合规，
让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例如，我们可以对设施进行
高清3D渲染，对财产和设备的位置进行精确跟踪和
管理。可以采用包括数据加密、访问限制、所有权
和资产管理等方法，来保护有关的信标、传感器和
互联设备的使用记录。

MR网络风险还有另外一面，那就
是VR、AR和IoT也可以成为提高组
织整体安全性和推动隐私策略的工具。
例如VR可用于灾后恢复工作和作战室模拟。
通过VR仿真事件模拟，围绕事件响应制定的情景计
划也可以更上一层楼。AR技术也能帮助公司更好地
预见网络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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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寻找混合现实（MR）应用案例和试验应用
的公司而言，他们应该考虑各种网络安全风险，因
为MR技术涉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物联网三种技
术。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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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开始？

些技术，认为它只是又一件新鲜事而已。但在现
实中很多公司和政府机构都在积极测试这些技术，
其中很多都在进行大规模生产投资。采取观望态
度只会让你在行业中更加落后。

混合现实技术能让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摆脱显示
器的限制，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的发展将会引
领我们进入模拟体验的新世界，促进商业交易，让
客户真正用上产品。但由于MR的三大构成技术仍需
要向企业证明其价值，因此我们暂时还不能充分发
挥它们的力量。如果想在应用技术时少走弯路，可
以考虑以下初始步骤：

• 避免设备竞赛：我们要认识到现有的设备会不断
进化，新的设备也会相继出现。虽然广阔的消费
者市场会被“赢家”垄断，但我们可以集中投资
在目前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尽可能设计出松耦
合架构，让市场进行选择。不要让长期的不确定
性影响了短期的利益，特别是任何设备的时效只
需支撑到它实现原有的目标即可。

• 在家一定要试：言语无法描述虚拟现实和沉浸式
体验的魅力。潜在利益相关者也应该看到增强现
实的诸多可能性，这样不仅能建立他们应用MR
技术的信心，还能鼓励新观点。

• 当OT遇上IT：在有些行业里，MR技术能够让运
营技术（OT）和信息技术（IT）之间的协作提升
到新的层次。特别是很多顶级的MR解决方案都
会和企业的核心应用相结合，很可能整合微机电
系统（MEMS）和机器对机器系统是有必要的。
另外企业还需要新的治理方式和架构体系，以协
调广泛的OT和IT堆栈，一方面要满足IT对创新服
务和解决方案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努力保护OT
对可靠性、安全性、性能和可用性的要求。

• 锐意创新：探索MR技术应该首先确定它能做什
么，以及我们应该用它来做什么，而不是关注现
有的流程和互动。MR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彻底摆
脱静态显示技术和笨拙的用户界面。不要浪费时
间去对今天的技术修修补补，应该要大胆想象新
技术能带来的可能。
• 拥抱真实的科技：由于很多人把MR技术和科幻
小说联系在一起，一些体制化的组织很难相信这

总结
混合现实通过融合数字与物理世界，提升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物联网技术的潜
力。MR技术不是让用户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也不是在我们眼前送上枯燥的内容，而是把
物理、重力、维度、甚至个性等智能要素加入我们所在的空间，然后以数字内容的形式
呈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模糊现实和想象的界线，帮助我们实现快速决策、理解流程的
关键信息、在行动前想象各种可能状况，或者与其他人或其他组织共享知识和共同完成
任务。科幻小说已经成为现实，未来的交互技术就在今天，最先迎接它的很可能就是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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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架构组成
复杂让步简单和灵活

最近各大企业都开始了信息技术转型。他们大力使用开源软件并制定开源标准，不断尝试
系统虚拟化和容器技术。而且，他们比起过往更加热衷于流程自动化、松耦合平台、以及
云计算技术。不管他们有没有更大的战略目标，打造灵活的标准化架构已然成为一个趋势。
这样的架构不仅会提高效率，降低软硬件支出，还能从根本上提高速度和灵活性。

如

使用云计算，所以无论是模型上还是相关产业内部，
都会采用虚拟化、容器化平台，这样的平台不仅易
于扩展，而且还可重复使用。

今，一些企业的系统架构甚至比它的运
维工程师还老。虽说在日常使用上，老
产品可能会更稳定些。但现代科技日新月
异，云计算、移动技术、数据分析等不断地给我们
带来变革和机会，架构成熟反而成了大麻烦。1旧式
系统有着高度定制、设计复杂、安全性差、扩展性
小等数不清的技术债务，这些技术债务已经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到公司财务的盈亏。参与《德勤2016全
球CIO调查》的1200位信息技术部门主管中，46%
认为简化基础设施是重中之重，而且近25%的人还
认为，旧系统的工作表现、可靠性和功能都不尽人
意。2

系统间实现松耦合对接，而且越来越多的系统已经
具备的自主学习和自我修复功能；本地服务器、私
有云和公有云间动态分配工作可以实现最高的性价
比。总体而言，这个系统已经可以实现结果管理，
而不仅仅是事件管理。
很明显，一个灵活的架构可以改善战略和运营。举
个例子，未来的机构（同样坚持开源/开栈）如果可
以快速开发和快速部署解决方案，他们的速度反过
来就又会大大推动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随着技术
变革接连不断地展开，商业竞争也愈演愈烈，上市
速度就成了决定性因素。

之前的技术趋势报告曾提到过，CIO们打算更新旧系
统，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只是想提高旧系统的利
用率，更是为了让整个信息技术体系更加灵活，更
加简单，响应速度更快。报告还认为，信息技术系
统越来越依赖自动化技术和自主平台，这两项技术
可以使得本地服务器、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实现数
据共享。

而且，更新架构，把数据往云上迁移，减少本地服
务器，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省钱。其实，
新架构最省钱的地方在于，系统维护所需要的人力
成本降低了。但整个过程并不只是裁员那么简单（
虽然有时裁员也很有必要）。如果可以把繁琐的维
护工作自动化，信息技术人才就能更专注于高层次
的工作，比如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商业团队提
供技术支持以及部署新技术，以促进企业发展。

虽然这些技术意义深远，但也只是整个现代化进程
的一小步而已。CIO已经越来越依赖科技来推动收
入增长和企业发展。可说到现在的系统到底能不能
满足以后的需要，很多人都会问自己，“如果我要
把旧架构整个换掉，我又要怎么才能花小钱办大事
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未来18到24个月，CIO和其他高层可能就会知道，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灵活的架构模型。这种模型的效
率和效果在信息技术行业都有目共睹，相信被各大
企业采用也只是时间问题。而且由于这种模型大量

不少公司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新架构，但他们多数都
是创业公司或者是从来没用过旧系统的小公司。但
最近，一些大企业也开始研究新型架构组件。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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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Marriott Hotels就一直在IBM的云服务器上运行
VMware虚拟机，但最近他们也开始部署混合云了。

图表1. 基建管理工具：成熟度以及开发运维人员的
影响

目前的基建管理工具不仅分化严重还难以使用。虽然
云管理和自主技术最早引发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变革，
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无缝连接，技术领袖还是应该
在基础技术上花多点心思。

程度
较低

这样做可以快速地把本地服务器的工作负载上传到
云端，省去了重写和重新打包的麻烦。Marriott报告
称，原本需要一天的工作，利用云计算，现在只用
一个小时。3
零售巨头沃尔玛则采用了开源的方法，他们推出了一
个新的开发运营平台，OneOps，通过这个平台，开
发人员可以提高应用开发和发布速度。而OneOps的
代码沃尔玛已经放到了GitHub上。4

程度
较高

功能成熟度

影响开发运营

在未来几个月，将会见到更多的组织尝试使用一项
甚至更多以下的的架构组件：

自主技术
服务运营

松耦合系统：为了支持业务，大企业往往会用到数
千款软件，而且他们的核心软件很多都是非模块化
的大型软件，这些软件内部各功能相互耦合，设计
上很多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而且软件界面也是一成
不变的批处理界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公司
每季度或每半年发布一次软件，每次发布他们的维
护人员就都要花两年时间进行更新和修复。而且，
开发人员就算是想对这些核心系统稍微做出一点修
改，也要先做几个月的回归测试，这样就增加了工
作量。5在过去几年，随着微服务的出现以及各大
公司成功更新核心系统，人们开始采用一种截然不
同的基建设计方法，摒弃了非模块化开发，转而采
取“松耦合”的对接方式。在这种结构下，系统组
件不会定义其他组件。虽然它们还是会通过API之类
的接口进行交互，但是它们在开发和运营上是相互
独立的，所以如果要更新或更改，维护人员就不用
再花几个月时间进行回归测试和开发协调。6而且比
起大型非模块化系统，轻耦合系统“组装”起来也
更加方便。

终端用户工具
事件与服务
等级协议管理
日志
访问管理
监控
服务转换
配置管理
资产管理
变更管理
服务设计
容器管理

容器：和松耦合系统类似，容器组件相互之间更加
独立，管理起来也更加容易。简单来说，一个容器
就是一个完整的运行环境，里面包含了软件和它所
使用的库、功能、其他二进制文件以及配置文件，
开发人员把这个环境进行虚拟化并打包。打包成容
器之后，各版本系统和基础设施就没有区别了。 而
且容器不是固定的，在本地服务器和云端都可以工
作，主要是看哪里的成本更低。

云管理与云配置
功能/需求管理
虚拟网络自动化
服务战略

Docker、CoreOS、BlueData等容器管理软件现在
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帮开发者把软件分割成各
个碎片，使得他们更好管理。（Docker称，他们的
软件下载量已达18亿次，被用于28万个应用软件的
开发上。）7

项目业务组合管理
财务管理
业务流程管理
德勤大学出版社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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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一个层次，变成“求错机制”。正如Netﬂix著
名的混沌猴（Chaos Monkey）软件，求错机制就像
火灾演习上真的把房子烧起来。开发人员会故意让
系统组件陷入崩溃，为的是：1.测试系统响应；2.找
出修复方法；3.提高系统弹性。随着CIO开始越来越
看重模块化，求错机制能会在新型架构里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虽然开发者和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科技公司非常
热衷于容器技术，但其他企业的CIO对这项技术还
是持观望态度。8话虽如此，很多非科技行业的公司
也开始使用容器技术，以便进行架构更新。比如说，
金融大鳄高盛发布了一项转型计划，三年内，公司
近90%的计算程序将实现容器封装。这项计划涉及了
这家公司全部的近5000个应用（目前这些软件还运
行在内部云上）和大部分的基础软件。9

自主平台：新型架构会在整个软件生命周期实现自
动化，包括自动测试、自动构建、自动部署以及自
动运营，而其下的大型自主平台也会实现自我监控、
自主学习以及自我修复。我们在《2016技术趋势》
中曾经写过，自主平台结合了两大信息技术趋势：
软件决定一切，以及通过结合开发运营改革运营和
交付模式。随着基础设施即代码的推广（从基础设
施到信息技术部门的产品），企业可以应用新的架
构模式并提出新的要求。在新架构下，商业运营将
不再依赖于基础方案，信息技术人才也可以免于从
事无价值的机械劳动，从而专注于高层次工作。

速度第一，效率第二：商业公司在开发产品和服务
时越来越依赖科技，所以公司的信息部门缩减软件
的开发时间变得尤为重要。因而，比起效率，新架
构会更加注重速度，这一做法颠覆了过去数十年的
开发和控制流程，之前的做法目的虽好，但无疑拖
慢了开发速度，创新的热情也会被打消。虽然要CIO
接受这种“速度第一，效率第二”的理念可能还要
很长时间，但这种理念也已经显露出了一定的发展
势头。显然，高效率虽然会大大降低开发费用，但
同时也会拖缓开发速度，所以流服务供应商Netﬂix
决定不用速度换取效率。10

回顾大型计算机时代

开源：太阳计算机系统的联合创始人比尔·乔伊曾
说，“最聪明的那些人都会选择为别人服务……所
以我们要学会为他们打造一个环境，然后让世界上
最聪明的人都为我们所用。如果只靠自己的员工，
你根本不可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这就是著名
的乔伊定律，这一定律影响了开源软件和代码开栈，
而这两个都是新架构的核心理念。11

对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公司而言，这次的架构革命和
前几次现代化变革别无二致，从一开始的大型计算
机到使用主从式架构，最后再到网络导向架构。显
然，转型很难，常常都要花上几个月或者几年。但
这是值得的。不过，使用新架构也会带来很多挑战。
新架构的部署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不同公司的部署
范围也不同，这些都取决于公司现有的架构和新架
构带来的收益。

如今很多大公司都还在沿用他们那一套老掉牙的开
源政策。12基于这种政策，想获得开源数据得先通
过层层审批，而这样一套程序走下来，开源软件就
失去了意义。可是正如“被诺奖”的鲍勃·迪伦所说，
这是一个变革时代。最近有人针对开源软件做了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78%的公司在使用开源软件。
而且一向不愿冒险的联邦政府也参与进来了，他们
最近制订了一项政策，为他们的定制软件提供开源
接口。13

同样，其结果会证明努力没有打水漂。我们可以看
到，新架构可能会引起底层技术的变革——现代架
构可以快速提升效率，同时为日后的敏捷运营、技
术创新和企业发展打下基础。很多创业公司和其他
小公司都采用了新架构，新架构帮助他们进行运营
和开发，从他们的强劲势头就可以看到，新架构的
潜力还是很明显的。

求错机制：在过去的几十年，开发者在设计时都希
望系统有一定的容错机制。新型架构把这种机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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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前线的经验

未来科技：路易斯安那打造未
来技术架构

要打好基础，首先就要协调好信息技术部门和商业
部门的项目计划。比如说，在制定方案、提交原型
和解决问题之前，信息技术部门首先要知道内部客
户的需求，以及供应商和商业伙伴能为他们提供什
么。

到2014年， 路易斯安那州不少的信息技术系统已经
运行超过三十年了，而州政府推行了一个雄心勃勃
的变革项目，即企业架构项目。企业架构项目旨在
打破系统和服务的运营屏障，提高复用率，最重要
的是，为下一代架构铺好路。这个项目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提高构建模块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提高交付
速度，尽快投入使用。这样一来，改变信息技术产
品的采购、组装以及交付方式已经不可避免。

在对两个部门的任务、预算和技术进行统筹规划
之后，信息技术团队就动手开发新一代的软件定义
数据中心（SDDC），这个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企业
架构项目和业务应用的首选运行平台。2016年末，
SDDC投入生产，并为数个企业架构（EA）项目提
供支持。

Matthew Vince是技术服务部的首席设计官，并且
是项目和组合管理的负责人。“我们为16个执行部
门提供全面的信息技术服务，”他说。“人少事多，
除了采用新架构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

安全和风险管理：抛弃网络分段，采用软件定义数
据安全政策。
云服务：同时使用公有云和企业云服务（包括商用
的IaaS软件）。

考虑到路易斯安那州旧系统的老旧和复杂程度（而
且州政府要求尽快采用新技术），制定一个清晰的
策略就显得极为重要。他的团队让这些部门把注意
力都集中在架构设计原则，以及相关的准备工作上：
启用新架构组件，并通过微服务架构实现再利用，
利用自动化帮助机构指定某一信息技术产品，工作
资料迁移和通过虚拟化来把系统部署在混合云上。

巩固和优化：巩固并优化数据中心服务、服务架构
和管控，以提高效率、降低费用。14
这些进步改善了系统运营，Vince说。“往常我们都
是独立提供服务的。突然团队间就不分你我了，大
家都通过SDDC开展工作。这就是新架构最大的优
势之一：以往各职能间的屏障荡然无存，大家都在
一起工作。

Michael Allison是路易斯安那的首席信息官。“拿
容器举个例子，”他说。“在现在，能尽快用上
Docker和Kubernetes或许很重要，但在未来，容器
的编排能力才会决定生死存亡。这样想想，我们最
首要的目标应当是为长期目标打好基础。”

SDDC技术可以分享到整个企业，而不局限在某个机
构，”他说。“想要把系统往SDDC迁移，整合系统
并最大化复用率是首要任务，而且，如果法律允许，
我们还要各部门相互分享数据。在未来，大家都会
服务整个州政府的需求，而不是某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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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即服务的关键

现在人们在开发时只需要修改模板就可以了，不用
从头开始。”（“开发运营”指的是开发团队和运
营团队间敏捷的合作、沟通以及自动化。）

在过去十年间，客户对服务的预期已然发生巨变，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金融服务佼佼者花旗银行正在
改造自己的信息技术架构，新架构将会更加灵活，
更加倚重服务，以期推动新战略、新产品以及商业
模型的开发。

重塑IT部门
谷歌一直都热衷于为新架构开发部件——云端部署
的分布式技术栈，这一标准化技术栈将提高可靠
性、扩展性和运行速度。Urs H. lzle是谷歌的基础设
施负责人，他认为，如果公司真的想走向世界，让
客户在任何地方搜索到任何东西的话，产品伸展性
就必不可少。谷歌旗下的七大产品，每个都有超过
十亿的活跃用户数，而Urs H.lzle的这一理念不仅是
谷歌的核心发展理念，更是谷歌旗下所有产品的发
展理念。

Motti Finkelstein是花旗银行的执行董事，也是该
行美洲地区的首席技术官，他负责制定全球战略规
划。“客户对我们行业的期待已经彻底改变了，这
要求我们对后台的运营做出全方位的改变，不光是
我们数据中心的运营方法要变，还有我们办公室、
移动产品和ATM设计，甚至是我们提供的金融产
品。变化不会停止，所以信息技术架构就要更加灵
活。基础设施也一样，计算、网络、储存、安全和
数据库这些设施，都要实时满足商业需求，并追求
高效、弹性。”

Tariq Shaukat是谷歌云的客户主席。他说，“我们
知道，我们的技术架构和运营必须满足各种使用规
模和使用要求。我们为此开发了很多核心技术……
因为它们必不可少。” 这些核心技术推动了基础软
件（比如MapReduce、Kubernetes和TensorFlow）
的开发、部署和开源。从基础设施到应用软件，再
到数据和其他架构模块，这些技术为谷歌的产品提
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包括谷歌云平台。

其实在十几年前，花旗银行就已经开始架构转型
了，一开始他们主要花心思在数据中心虚拟化上。很
快，他们又开始虚拟化其他基础设施，最终他们为
技术转型制定了标准，而且把精力集中在打造一个
XaaS（一切皆服务）环境上。Finkelstein估计，十
年来的架构转型工作已经为银行省下了一大笔用于
基础设备的经费。“我们要继续加快产品开发时间，
同时还要降低费用，”他说，“对于我们的技术，
比如PaaS（平台即服务）搭配的容器化技术，我们
也还要继续优化。”很快，容器化技术做好了企业
级部署的准备，花旗银行不出意料也会采用这种架
构。随着行业标准的出台，重新搭设架构的成本也
稳跌不涨，采用新架构将会越来越简单。

谷歌科技发展的核心理念是一个深入贯彻松耦合与
紧密落实对接的思维方式。无论系统发生什么变化，
里面的组件都可以重复使用。要做到这一点要求全
世界的团队都使用同样的服务，同样的平台，同样
的架构原则和同样的设计模式。开发团队设计和开
发新产品时，他们首先从目标规划入手，即产品怎
样在架构中运行，然后再做相应的开发工作。这样
做不仅可以让开发者使用相同的开发工具和开发参
数，还保证了安全性和可靠性上的一致，避免新产
品和整个谷歌系统不兼容。开发者会经常对架构进
行扩展和补充，但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设
计和开发部门通常是合作关系，但针对一些不可流
通的事项有严格的管控，比如说安全、隐私、功能
和性能。

高管们还发现，这些新技术不仅为使用信息技术降
低了费用，提高了效率，还实现了很多新功能。“
我们投资虚拟化、自动化和XaaS时，我们也提高了
开发能力，”Finkelstein说。“XaaS的开发效率更
高，这样我们不仅缩短了开发时间，还提高了采用
率。”花旗银行开发出了一个自带微服务的PaaS环
境，利用这个环境，花旗银行可以加快平行部署；
这样一来，不仅便于制定扩展标准，而且开发过程
也可以使用模板，几年前这还不可能实现。

谷歌的员工和客户都受益于公司在架构上的切实进
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谷歌涉足机器学习领域：经
过18到24个月的努力，它从一个研究项目发展成适
用于所有产品和项目的工具。Shaukat说，“要做到
这一点，大家需要共用一套架构和基础设施，这样
就可以快速部署模块。这完全就是底层部署，但每
个团队都要想清楚，机器学习会对用户或客户有什
么影响。企业想要影响到全球的客户，企业的系统
就要足够敏捷。

不可避免的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快速开发和
快速创收的重要性：“在过去，我们要着手打造一
个XaaS环境，首先想的还是政策要求，”Finkelstein
说。“而现在大家都知道，对于新产品和新服务，
这种开发流程有多重要，以及标准化模板有什么用。
这种开发运营模型需要在开发流程大量应用虚拟化
技术；而且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模板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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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正是这些进步为新架构打下了基础，同时
还重新规划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反过来，这些基础
设施又推动了新架构的发展。最后，公司才能够将新
创意和新产品快速地推向市场。

德勤管理咨询
只能说，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让我们回顾一
下过去15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在最开始，最大的竞争
力来自可规模化的效率，这一点在工业革命之后几乎
没变过。那时的企业和市场层次分明，预测市场发展
也不难，企业运营也更好操控。这样的市场不仅影响
了企业战略和企业管理，还有人们对科技的需求和认
识，到后来，它还影响了信息技术运营模式以及基础
设施设计。

而且，随着技术进步，人们还可以在新架构上进行创
新试验。因为新架构不但更灵活，而且可以自动化工
作流程并能承载更高的运营负荷，这样就大大提高了
效率并降低了费用。利用节省下来的资源，公司可以
用来开发更加先进的架构。

“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乱流下到底是什么。”

接着大革命就来了。随着云计算、移动技术和数据分
析等技术全面发展，很多产业都已经改头换面，培养
起了新的竞争对手，也淘汰掉了旧的组织架构。比起
在大海里面航行的20万吨巨轮，我们的商业模式突然
就变成了在浪尖飞翔的橡皮艇。如今，我们必须看透
这一阵阵波涛乱流，探清脚下究竟为何物，然后利用
自己的洞见，加速前行。

说到亚马逊对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关注，杰弗里·贝索斯
曾说过，“能帮客户赚钱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
利润存在于飞速发展的科技和企业对潜能的发掘能力
之间。而拉近两者距离的是提升的效率，新开发的产
品以及变革后的行业。对于科技公司，大胆采用新的
管理体系，重构公司的科技发展规划是企业转型最重
要的一步。这样做还可以缩短科技潜力和运营能力之
间的差距——如果企业不满足于花好小钱办大事的话。
新架构促进了可扩展学习、跨生态应用，更是提供了
未来发展所必需的流动性和响应能力。

而在开发的更底层，计算机领域也推出了许多新的原
则。比起二阶段提交中的事务完整性原则，现在的人
更愿意使用最终一致性原则；紧对接、松耦合的架构
如今成为主流；人们已经抛弃了移动优先的设计理念，
转而使用“云端优先”的设计方法（而且有时只用云
端）；过去分布式数据、非结构性数据和传播式数据
并不多见，现在它们已经是常态。而且，深度学习和
认知科技越来越倚重数据。开放式标准和系统提供了
免费的信息、监督、配置以及监控功能，同时，感应
器和互联设备越来越多，使得新架构需要更加复杂的
事件关联和处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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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企业纷纷采用代码开源、开放标准、虚拟化以
及云端优先的战略，这些战略让整套基础设施焕然
一新，同时也淘汰了一些老旧架构设计原则。但采
用新战略，你要先考虑一下安全管理问题。比如说，
如果你是一位有着30年从业经验的网络专家，说到
网络防御，你可能觉得需要周边防御或者防火墙。
但虚拟化之后就不一定了，因为如今网络接口已经
越来越多了。在未来，设计理念带来的风险更加重
要。开放标准和云端部署并不只是网络设
计的问题，它们同时还会影响到你如
何设计出一个灵活的、适应性强的、
可变的网络风险范式。

时的“成品”就完全可以投入使用，又符合风险管
理及合规审查要求。
高效：在订立指导文件时重点强调风险意识，同时
确保员工懂得管理各种风险，这样企业就可以更高
效地发展。在基础设施转型之后，不仅让设计师在
新产品和新服务中加入对风险及网络安全的考虑，
同时也加深了整个企业员工对于科技和风险的认知。
然而，尽管有以上这么多好处，架构转型
还是带来了很多问题，不解决这些麻
烦，CIO就难以开发出更灵活、更
高效的架构。比如，为了部署新
的网络和风险功能，开发者可
能要重新设计一道流程。

同样，公司们开始更新他们的
基础设施时，他们可以把安全
在未来，设计理念带来的风险
性、合规性和灵活性等要求整
同样，新的平台也会有自己的
合到新平台上，而这些要求最
更加重要。
风险和安全功能，这些功能可
终会体现在模板、文件和基础
以部署或整合到现有的解决方
服务里面。架构追求灵活和标
案或商业流程里面。公司当然应
准化会带来很多风险和网络问题，
该利用这些功能，但这并不意味
如果能捉住这个机会，这些麻烦就
着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同公司
可以很好地解决掉。而且，为新系统、
和行业有时可能会对风险有不同的评估
新架构设计网络安全和风险管理功能还可以
结果。产品出厂时自带的安全和风险功能未必
带来很多长远利益（但前提是要设计合理）：
就能应对所有的风险。

“

”

速度：改造带有网络问题的产品可能会拖慢开发速
度，并且增加开支。但如果能在更新基础设施时就
积极地解决网络问题，整个产品开发周期可能就会
加快。

使用开源软件和开放标准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问题。
有人会质疑代码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毕竟人人都可
以上传开源代码，而且软件开发者是匿名的，使用
开源代码的企业要想办法降低使用代码的风险。CIO
在规划架构转型时应该全面评估风险和功能。同样
他们还要评估一下，为了解决潜在的问题，他们在
技术和法律上要做多少准备。

产品设计准测：如果在开发和转型之初，风险管理
及合规审查部门就能够介入，和设计师、工程师一
起合作，那么他们在早期就可以拿出“成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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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架构组成

从哪开始？

以开始为工业优先级较高的IA部件建设一个更精
确而详细的战略，这将把单个场景下的投入整合
到更大的试验中。这样又会反过来帮你总结出长
期规划和商业论证。

为了使用新架构，公司必须重新组织系统和流程，
这时创业公司就有很大优势了，因为他们可以从头
开始。而用惯了旧系统的大公司在转型之前则需要
做好规划和准备工作。如果你还在规划新架构转型，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几个步骤：

• 从技能孤岛到商业使能：就像CIO和商业团队打
破他们之间的职能界限一样，开发团队和基础设
施团队也应该摒弃过往的技能孤岛思想，组成跨
职能团队，合作完成项目，使得新架构能更好地
推动商业发展。至于这么做有什么好处，虚拟化
和自动化技术栈可以加快迁移，低层次的工作和
基础工具也会减少。

• 建立自己的原则：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商业和技
术发展重点，而且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也不同，所
以转型的方法会千差万别。一些公司会注重云计
算，而另一些则比较依赖虚拟化和容器技术。为
了确定发展原则和发展重点，以指导规划，你得
先想清楚转型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就要动手
开发目标架构，实现你的规划。你要记住，转型
并不只是把新架构的组件拼凑起来，商业领袖和
团队必须能够利用它们来执行战略，创造价值。

• CIO，醒醒：商业领袖常常把CIO视为变革代理
人，有了他们，公司才会发展。现在是时候让
CIO改革一下他们自己的部门了。首先，别再纠
结个别商业团队的短期需求了，看看大家整体
有什么长期需求。比如说，如果在你的新架构战
略里，十位内部客人里面有七位打算开始使用容
器，你就该开始想办法进行容器间代码转移。你
可能还要吸收一些服务器或者容器技术方面的人
才。不过很可惜，一些CIO习惯于有求必应，所
以一旦有差不多的需求，他们就很难规划先后轻
重。现在是时候要为长远做打算了。

• 总结分工以及分工理由：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使
用新架构的技术了，虽然只是小范围试用。当你
在规划新架构战略时，你要清楚，为了实现某些
目标，需要用到哪些新技术，谁来用。比如说，
有些团队已经开发出了使用案例，案例里已经对
容器做了永久配置。其他团队可能就会分别去搜
集云端服务或者开源标准，以此来缩短交付时
间。在有了一定的能力和实践储备之后，你就可

总结
如今，服务开发时间越来越重要，技术债务、高度定制、高复杂度和低扩展性都会影响
收益，就算是大公司也不敢轻视。架构转型之后，新架构注重云计算、容器化、虚拟化
和再利用，公司将不再局限于管理事件，而能直接管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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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服务
于服务中实现核心现代化

如今很多企业都在重新规划自己的商业能力，他们把产品、功能和流程视为一系列的服务，
然后把这些服务向企业内外提供。要做到这点，信息技术部门可能需要把核心系统更新至
最新的ERP平台，或者抛弃过往的定制代码。虽然工作量看起来可能很吓人，但如果真的做
到了，不仅可以在短期提高效率，还可以为以后的战略转型打下基础。

早

性是否足以应对商业发展？对于那些给出否定回答
的CIO，核心系统现代化为他们带来了新的路径：核
心系统不是一个支柱，而是一系列的构建模块，这
些模块注重用户体验，注重结果，而且会在数字化
时代和未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在过去十年，随着商业发展需求的增长和
科技的进步，很多CIO已经开始更新企业
的核心系统。

在技术方面，由于多年的客户化、权变措施和升级
推迟，许多支撑前、中、后台核心业务的系统正在
被技术债务和高耦合度所拖垮。所以，对很多CIO而
言，要想提高系统效率和可靠度，更新旧系统、构
建新架构和新平台就成了关键。1

眼下，又有一个商机吸引到了企业高管和IT公司的
注意，那就是XaaS（Everything-as-a-Service,一切
皆服务）。XaaS是一整套的战略和运营蓝图，在
未来的18到24个月，可能会全面影响商业和运
营模型，并且改变整个核心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新的技术常常也是推动核心现代化的动力，如今技
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企业运营改革的机会也越
来越成熟，将来他们与客户、商业伙伴甚至对手的
交互方式都会发生改变。全球化、网络威胁以及越
来越多的并购为整个信息技术行业和交付模型带来
了压力。新的数字产品和分析技术、社交媒体、移动
技术推动了商业模式的转型，新模式依托于关键数
据、交易以及系统，将更注重用户的直观体验。

XaaS不再把各个功能、产品和流程分隔开来，转
而把它们视为一个提供服务的集合体，可供整个企
业共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做一些技术升
级，并且部署API，您的ERP系统中原先只被用于服
务外部客户的客服模块将可以被其他内部部门利用，
比如说，被IT部门用来支撑问询台、被HR部门用来
进行内部服务以及被物流部门用作供应商支持等。

在这种情况下，CIO可能就会面临新问题：旧式系统
能支持这些创新和战略吗？旧架构的灵活性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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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aS为核心现代化带来了新气象。原本核心系统现
代化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但现在，核心现代
化已经关乎企业运营和商业发展，现代化不仅提高
了企业效率，更是为企业与用户、雇员和商业伙伴
带来了新的交互方式。不仅如此，这还将使企业现
有IP具象化成为一系列的资产，并为生态圈投资打
造一个系统平台，反过来又带来了产品甚至业务模
式的创新。

如果董事会不愿投资，XaaS也许还能帮CIO证明核心
现代化的价值。对于很多企业，技术工作的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解决可靠性、安全性以及扩展性问题。可
惜的是，企业高层常常把核心现代化视为一次“管道
更新”，认为这样的工作最多只能提高点效率。然
而，从XaaS的角度看，核心现代化就是商业战略的
核心：核心现代化为提高效率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企
业的发展修剪枝叶，减少许可，而且使得IT运营资源
得以重复利用。最好的情况下，省下来的钱还能用于
资助创新和商业发展项目。

图1. 重构商业流程即服务
以下列出的重大机会中，标记为“共同标准”的服务代表着已分类的商业业务功能（以复用性和高效率为第
一要求）。企业如果把这些功能转而视为服务，他们就可以把业务分配到第三方ERP系统、旧系统、流程外包
和云计算。标记为“差异性优势”的服务则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敏捷度和运营灵活性，提高企业竞争力。

共同标准：复用性和高效率

产品规划和促销

差异化优势：敏捷与灵活

产品创新和组合管理

产品销售

产品规划

创新战略

订单处理

供求规划

组合管理

可承诺量

产品促销

项目追踪

账单和应收款项

产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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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和促销

产品定价

业务和价值追踪

渠道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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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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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aS和客户

争之中。这项服务不仅针对亚马逊自己的包裹，其
他B2B商户也可以使用。CIO们可以参考这一战略来
抵消掉核心现代化方面的支出。4

是什么推动了XaaS的发展？为什么XaaS现在才发展
起来？简而言之，根本原因是客户对所有权、服务
和接入权限的期待越来越高。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之
为“优步经济”，具体而言就是客户和企业都想做
到无缝交付服务。比如说，Uber和Lyft的拼车服务
就实现了交通即服务（Transportation-as-a-service
TaaS），乘客可以很快地就从一个地方坐车到另一
个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用花钱自己买车。
有了拼车这项服务，自己只需安心坐车，剩下的事
情就可以让别人来做了。2

同样，制造业大亨通用电气也赶上了XaaS这阵东风，
他们把传统业务的数据、分析和数字方案封装起
来，并把它们当作一项服务卖给顾客。比如说，以
制造电灯泡起家的通用电气推出了自己的能源即服
务（Energy-as-a-service EaaS）业务，这项业务部
署在云端，通过在LED灯泡内安装感应器，帮客人监
控并优化能耗。5
虽然，很多需求明确、战略清晰的大公司都给出了
早期使用案例，而且这些案例都是开创性的。但对
于很多公司而言，想转型使用XaaS模型首先要从公
司的优势出发，然后在未来的几年循序渐进。作为
第一步，他们应该把旧系统的应用编程接口（API）
部署好，这样，当公司想继续发展XaaS时，就能
使用、分享并商业化核心资产和数据。循序渐进部
署API可以扩展现有服务的使用人群，并可能带来
新的收入来源。API带来的这些机会正是API发展
的动力。6Mulesoft的第二份《连通性基准报告》
（Connectivity Benchmark Report）调查了802位信
息技术行业高管，56%的人已经为此做好了API规
划。7当然，光是部署API还远远不够。他们还开发了
一套全新的功能，这些功能在以往的中间件和集成件
中很少见，CIO需要根据API的使用情况，认真为这
些功能规划设计、曝光、承包、服务、计量以及收
费。要为中间件场景提供一个类似OSS或BSS模式支
撑服务类似的功能。API管理是快速发展的API经济
的重要一环。8

这个模式同样也适用于信息技术行业。就像乘客想
轻松便宜坐趟车，而不用自己买车，企业的员工、
商业伙伴、供应商，甚至顾客，也想轻松便宜地从
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服务。
而对于IT部门，与之相应的就是从云服务供应商那里
购买服务了。这样做的重点是，向第三方购买服务
可能会打破信息技术服务的局限性，信息技术服务
从此可以实现区域运营，随时投放到最近购买的企
业，甚至不局限在企业内部，而可供客户、商业伙
伴乃至竞争对手使用。我们已经在很多行业见到成
功使用XaaS的例子了。举个例子，零售巨头亚马逊
把原本用于内部电子商务运营的服务对外扩展，使
得亚马逊的客户也可以把这一服务运用到自己的
经营活动上。客户服务、金融服务、快递服务以及
仓储系统——亚马逊已经成功地商业化了自己的内
部业务，并且向客户、竞争对手以及其他第三方提
供。3最近，据报告称，亚马逊正在准备推出自己的
物流服务，参与到UPS、FedEx、美国邮政服务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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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aS的未来

它们就不再有部门的边界。相反，它们可供企业内
外的任何人使用，不管是顾客、商业伙伴还是供应
商。这样，你又觉得目前有哪些机会？

在投入XaaS之前，CIO和商业领袖需要考虑一下下面
的问题：

XaaS可以用在哪些新产品和新服务上？XaaS不仅是
一种思维，它更是一种战略和运营规划。XaaS使得亚
马逊和通用电气可以发现并且大胆利用机会，而这
些机会在传统的商业模型上是毫无用处的。亚马逊
商业化内部服务并且把服务向顾客推广。通用电气
不再只是制造商，更能为别人创造商业价值。显然，
不是每家公司都应该像他们那样改革自己的核心业
务。但我们该想想，如果我们专注于一个更小的目
标，我们到底有哪些产品可以转型为服务呢？又有
哪些运营孤岛可以破除，继而大力推广呢？

XaaS对你们企业有什么帮助？其实，在XaaS的角
度考虑商业模型、业务流程和发展战略，也许你
就发现更多的机会，增加收益，提高效率。对于
Salesforce.com而言，提供CRM服务给他们带来了
这些机会。对于亚马逊，则是云端订阅制的储存空
间给他们带来了这些机会。要想利用好这些机会，
你可能要先更新系统，改变运营方法以及客户体验。
但好消息是，在进行核心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有
很多技术可以帮助你充分利用旧系统，同时帮你在
平台、业务和战略方面为XaaS转型打下基础。

旧系统内部的职能界限一直都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和
目标，而在未来几个月，找到答案的CIO和商业领袖
将有机会改变这一现状。实际上，在XaaS的角度来
说，新市场的竞争反而可能没那么激烈，而且可能
将会有新的竞争规则。

XaaS怎么帮你改变员工工作方式？想想他们现在的
工作方式。哪些部门系统的负荷比较重？他们工作
的流程大致是怎么样的？你的运营模型对他们有什
么影响？然后，试着想一下，如果那些系统、模型
以及流程全部变成了相应的服务又会怎么样？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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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前线的经验
• 现金管理服务。这套服务使得CFO可以在平板电
脑上对公司的交易记录、收入和现金流有全面
的了解。

向云端进发
半导体公司博通正在改造其核心基础设施，他们把商
业流程和产品打包成服务，提供给员工使用，最近更
是向顾客出售。

• 云端人力资源管理套件。这个套件可以改善人力
资源服务，例如人事调动、培训及福利，并且可
以全企业通用。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于一系列的并购，博通的组织
结构和信息技术环境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
他们的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Andy Nallappan打算协调
并优化旧系统，提高系统效率，使得系统更好用并且
能够满足业务需求。“我想把IT部门从没意义的工作
中解放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那些可以
创造收益的项目上了，这样我们的企业才会在市场上
独树一帜。”

• 内部IT服务台。这个平台最近也为客户提供服务。
新系统以及一切皆服务的战略让博通能够适应企业
的发展。这些改变同时还使得博通能够更快地利用
并购节省开支，节省的开支反过来也在推动整个兼并
项目的完成。
Nallappan说，他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完全摆脱本地
服务器，并且从外界获得一切资源。他认为，这一
天还很远。“我使用云平台不是为了迎合潮流，我
是看到了其中的利益才这么做的，”他说。“我们
还没有完全迁移到云端，但如果时机到了，我们会
的。”9

目标明确之后，博通（那时还是安捷伦科技公司）于
2009年开始XaaS转型。一开始他们把邮件系统迁移
到了云端，在过去，他们用的是本地服务器，储存空
间有限，而迁移到云端之后，提高了生产力，也使得
团队合作更容易。而当时的那家云服务供应商才刚
刚在企业级部署崭露头角。所以，作为早期用户的
博通可以比其他企业更清楚地了解这家供应商的产品
以及架构规划。同样，在产品使用期间，Nallappan
和他的团队可以和这家供应商的高级程序员、项目
经理以及其他产品负责人密切合作。合作的结果很
好：数据储存能力提高了，而整体的管理成本（包
括时间和预算）都减少了。

Java语言写的服务改造了美国国
家税务局的信息技术架构
美国国家税务局开发并部署了自己的XaaS数据处理
应用，往XaaS转型又进一步。自转型以来，XaaS不
仅为美国国家税务局减少了支出，还为他们提高了运
营效率。

自XaaS转型以来，博通部署了：
• 供博通全平台使用的单点登录服务

美国国家税务局每年要处理大概30亿份的税务表
格，可谓任务艰巨，而更加难的是，这些表格的样
式各有不同。在以前，如果税务局制定出了一份新表

• 云端安全组件。无论员工在何处使用设备，这套
组件都能保证设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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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IT部门会特意为这类表格开发部署一个新的处理
方案。“这样做效率太低了，”Irene Soter说。他是
美国税务局的主管，他领导着一个Java团队，他们现
在正在更新美国税务局的信息返回处理系统。“这个
系统复用率相当低。”

“我们将持续转型”，Will Tan说。Will Tan是思科运
营部门高级总监。“我们要克服30年来的思维模式，
现在我们提供的是服务，我们要打造一个相应的企
业架构。”
思科在XaaS转型之前，曾就产品和定位（尤其是云
技术方面）审视过公司的运营。“我们意识到，我
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改变对价值流的认识，
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Tan说。“同样，为了确定
与XaaS目标匹配的互联方式，我们重新审视了架构
的关联性。”

随着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ACA）的出台，税
务局又制定了新表格，这次IT部门主管决定换一种处
理方法。从数据的角度来说，ACA表格是美国国家税
务局所有表格里面最复杂的一份，甚至比1099表格
和W-2表格更复杂，有更多的问题要答，更多的空要
填。明显，要处理ACA数据，美国国家税务局要开发
新的扫描和数据分析功能，这些功能要能确定：表
格是否填写完整；是否有不实信息；信息是否含糊不
清，以及填写人为什么会这样写。

结果，六年前，思科走出了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最关
键的一步，他们推出了一份统一的分类标准，凭借这
份标准，思科可以清晰地描述公司旗下的服务、相应
的架构组件以及组件的拼接方式。这一标准又被称为
BOST（业务运营系统和技术栈），因为可以保证各
个团队都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服务和服务架构，所以成
功地打破了职能孤岛。

IT部门主管知道，处理ACA表格用到的功能，别的开
发项目或者处理以后的表格也可能要用到，所以他
们决定把这份功能设计成一项服务。设计这个信息
返回处理系统的团队必须让这个系统在2016年1月上
线。通过敏捷开发的方法，开发团队用Java语言开发
了这个可复用的数据处理系统，这个系统会把确认过
的数据传送到一个新型的信息返回数据库，这个数
据库也在开发中。

此后，思科确定了两个主要的发展目标，这两个发
展目标反过来又推动了思科的转型：
信息技术功能与业务对接：在对接信息技术功能与
商业团队的任务和运营上，思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他们重新规划了信息技术运营，为的是让他们“有商
业视野”。IT部门现在安排优先级时会考虑商业团队
的战略和运营规划，也不再单凭IT部门的表现来论成
败，而是通过整体的业务成果来决定项目的成败。

开发人员最后按时完成了开发任务，而且没有超出
预算。第一次上线时这个系统预计会有三项功能，但
其实有九项。这些可重复使用的功能会加快其他功能
的开发，“当我们有了什么进展，其他的IT团队和商
业团队也向我们求助，想要使用这些服务，”Soter
说。

IT即服务：如今，商业服务在推动企业发展时更多
是需要灵活性，而且不再依赖基础技术、活动和方
案，所以信息技术功能的大小取决于它创造的价值。
这意味着，不仅是信息技术的运营模式和组织形式，
就连整个技术栈上的基础技术架构都需要改变。

在未来，美国国家税务局将进一步扩展功能，并让打
造更灵活的信息技术架构，以服务为架构中心，而且
将更加重视服务的持续改善：比如说，随着数据量越
来越大，服务越来越多，美国国家税务局就要持续改
善信息返回处理平台。“面对这么庞大的数据量，要
让平台适应数据的增长是很难的”，Soter说。“我
们的解决办法是，管理好规模，并且可视化评估每项
服务的表现。我们要依赖我们的开发人才队伍，他
们经验丰富，知道怎么巧妙解决数据量的问题。”10

一些公司认为，XaaS只是一种控制支出、提高效率的
手段。但思科认为，XaaS还让公司得以改变自己与
客户的交互方式，甚至是理解客户的方式，还让公
司能够思考自己的供应链和渠道伙伴生态圈如何看
待客户。
虽然思科的XaaS之路还很长，但他们的努力已经有了
回报，公司的信息技术支出逐渐减少，流程也得以简
化。Tan还说了其他的一些好处。 “几年前，我们把
我们的ERP系统转换成了一个国际化平台，这个平台
推动了核心财务指标的增长，并且巩固了供应链。IT
部门开发的服务也成了国际标准，这些服务将在日
后帮助公司扩展业务。“我们的业务已经开展到了中
国和印度，我们使用这个平台不仅仅为了降低花销，
更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开发速度和交付效率。”11

旧时代的谢幕
XaaS趋势出现之前，技术产品和服务供应商思科就
察觉到了运营系统的变化，并采取行动。思科推出了
一个运营架构项目，旨在打破职能孤岛，提高科技部
署和利用效率，让信息技术服务和顾客需求对接，并
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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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DAVID MCCURDY，首席技术官
科罗拉多州，州长信息技术办公室

为了改变市民的体验，我们想到了我们的核心系统。
技术债务也能变废为宝：抛弃旧技术，你就可以添
新功能。一开始，开发团队把一个旧式框架系统转
化成Java代码。然后我们投资了一个数字化平台，在
这个平台上开发出来的服务可以在整个组织内部使
用。我们在部署这个平台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规划。
在不带来额外技术债务的前提下，这个平台简化了
开发流程。对于旧数据、流程和商业规则，我们则
要花很大力气去进行修复，以此为数字化平台做准
备。其他人尝试过只做轻微改变，他们开发的要不
就是没什么功能的软件，要不就是华而不实的网站。
而我们想的是转型。

我们州的市民有一个特点：每当他们登录政府网站
申请福利、更新许可，或者是办别的公务时，他们
不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输入同样的信息。而且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千禧世代，喜欢自助服务。如果他们不
能在移动设备上快快地把事情办完，他们就宁愿不
办了。意识到这点之后，我们设立了数字化转型官
的职位，同时我们还规划好了科罗拉多州技术发展
的现代化之路。
因为市民们对政府的期待时时刻刻都在变，所以我
们打算换种方法交付服务。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
的系统之间已经有了数千个接口。每个接口的使用
目的都不同，他们就这样变得越来越多，系统间和
部门间的数据分享和服务分享就越来越难。

最后我们的团队想到分两步来解决系统整合的问题。
首先，他们在云端部署了企业服务总线来改造后端
系统和数据传输方式，他们还着重改造了数据在部
门间的交互方式。接着，我们不停地把数据迁移到
云或混合云服务中去，我们几年前就有这种计划了。
无论是在哪一步，项目的重点都是市民的体验，而
非系统本身。

“技术债务也能变废为宝。”

加强了新旧两个系统间的整合、开发和数据分享
功能之后，我们的付出有了实质性的回报。类似
Medicaid和食物援助之类的资格审查不再需要几个
小时，甚至几天，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些
项目，但步骤却没有改变，获得的信息也没有变少。
而这还只是开始。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能使用我们的
服务，我们已经开始评估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以期
打造一个更好的用户体验。在未来，什么都有可能。

在XaaS转型之初，我们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方针：
他们缺少了哪些软件？怎样才能让交互过程尽可能
简单？各部门怎么才能摆脱十几年前的交互方式和
书面流程，从而实现数字化交互？我们的服务目标
远大，而且考虑到了将来的改变（这是因为用户体
验得到了提升，而且支出也相应降低）。举例来说，
在纸质信件方面，州政府花了数千万美元：邮递、
处理、填写、存档以及表格、文件等的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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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把自己的产品、流程和功
能打包成服务，以供企业内外使用，而这些公司一
定要确保服务已经有了充分的安全性能，保证API的
安全性，保证数据认证和储存功能的可靠性。

我们不仅可以抛弃这一类的流程，我们还会有一套
独立的风险和安全服务，这样就简化了维护工作，
并且提高了开发速度。

再举一个例子，高依赖度的系统会给企业或项目带
在XaaS转型初期，CIO们得以在系统和流程中加入
来什么风险？有没有因为缺乏某个领域的人才而导
信任、风险管理和安全功能。但在XaaS模块
致开发放缓或者效果不好？在XaaS体系中看
里，传统的产品和流程可以被转化成服
待这些困难，你可能就会有新的人才规
务，企业内外共同使用，这样想，企
划——“工程能力即服务”可以马上
业又可以重新规划风险和安全管理
降低项目和运营风险，同时还能
方法。比如，企业可不可以把风
提高信息技术人才的工作效率。
险也视为服务呢？而且，这些
这样一来，你就打造了一个松
服务，比如危机情报和身份管
再举一个例子，高依赖度的
耦合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旧
理，能不能从外界获取呢？
系统和外部功能兼容共存，而
系统会给企业或项目带来什么
试想如果我们在企业内外都使
如果能全面管理，里面的风险、
风险？
用了“授权即服务”和“数据
信任和安全功能和流程就会更
验证即服务”，我们的效率又
加有效。尤其是在数据交换和储
会提升多少呢？以往冗繁的流程
存领域，统一稳定的风险安全政
让客户非常头疼（“请不断输入您
策对数据完整性极为重要。
的用户密码……”），这次转型之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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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开始

技巧可以帮助你更新旧系统，这几个技巧中有循
序渐进的方法，也有非常激进的方法。

重构核心系统的下一步就是要重新规划系统和服务。
不管你的企业有多大，把端到端流程转变为一系列
服务都会很艰难。首先，为了让转型过程更好管理，
考虑一下以下方法：

–– 重构：通过更新软件、技术，或者迁移到最
新的运性环境来升级平台。

• 将已有功能重构为服务：看看你现有的系统和产
品功能，思考一下，怎么重构这些功能才能扩大
你现在的业务模型。重构之后你可能可以把定价、
库存或物流交接等旧系统的功能提取出来，又或
者扩展业务规模，大力推进数字化，甚至能让第
三方来使用核心功能。客户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查
询账户详情、交易记录以及客户喜好，发展前景
也很好。还有，别忽略了针对企业内部的服务，
比如用户认证、用户接入和权限检查等核心功能，
这些功能在各系统中都会用到。而说到那些用于
新产品、新服务的基础性服务，它们就是你最大
的机会。比如，如果能够对外开放或销售一些重
要的服务，比如数据流、分析模型或商业流程，
就可能从企业外部创造价值。
• 从外围系统开始：要想迁移到基于服务的平台，
我们首先要从我们的外围系统开始，这可以是仓
储跟踪系统或客户咨询中心，而不是直接改变核
心ERP系统。比如，把前台或现金管理系统更新
之后，我们的项目就会更好管理，然后就可以循
序渐进地部署新服务。接着，你又可以从新部署
的服务出发，把整个企业的服务联系起来，最终
把它们推出市场。记住前人的经验：先转移，再
现代化。从基础服务开始，你就可以为将来的服
务打好基础。

–– 更新：为核心流程和数据增加新功能，注重
提高可用性以保持用户黏度。
–– 修复：你可以通过“实例（instance）整合”、
主数据整合、集成以及合理化定制开发来降低
系统转型的复杂度。
–– 置换：在系统中引入新方案。你可能要从供
应商那里购买新产品。当然，你也可以考虑
自己开发。
–– 精简：如果你已经衡量过了利弊，并且了解
这样做的后果，什么也不做反而可能可以让
你专注于更重要的事务。
• 获取多种能力：转型过程可能会需要多种信息技
术技能来管理API和云端服务。虽然也可以重新
培训现有的人才，但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招聘一些
有着XaaS经验的人才。与其说XaaS是一种技术转
型，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和思维转变。在传统信
息技术企业，有着丰富XaaS经验的工程师、设计
师以及其他信息技术人才是变革的源泉。你还可
以部署自主平台来推动新服务的开发并且自动化
底层工作，这样下来，你就可以最大化新型人才
的工作效率了。自主平台12部署之后，你的团队
就可以在更重要的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
• 修复基础：一旦你确定好了要开发部署哪些服
务，你就要看一下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更新哪些旧
系统。信息技术系统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整个企业
的工作流、安全性以及整合度，所以首先你要了
解新系统会给整体架构带来的影响。

• 五个方法：重构核心系统的第一步需要确定技术
转型的重要性。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我们有几个

总结
把现有的产品、流程和系统全部转化为一系列的服务以供企业内外使用，这样可以简化
信息技术运营，并且有可能带来新的收入来源。循序渐进地实现XaaS转型会让我们对核
心现代化有新的认识。原本核心现代化只是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但现在，核心现代化
已经关乎企业运营和商业发展，现代化不仅提高了企业效率，更是为企业与用户、雇员
和商业伙伴带来了新的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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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ORDON ASPIN
Gordon Aspin是德勤管理咨询的主管合伙人。凭借着超过25年的丰富经验，他协助客户
定制重要的发展和整合计划，推动客户商业运营。作为一名企业架构师和技术整合部门
的项目经理，Aspin战绩累累，广受好评。他主要的服务领域包括面向服务架构（SOA）、
企业服务总线、通信以及B2B沟通。他在金融、医疗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

GEORGE COLLINS
George Collins是德勤管理咨询的资深合伙人，并且是德勤数字化在美国的首席技术
官。15年来，他一直在协助客户定制技术发展战略，优化业务流程并设计产品和平台架
构。Collins有着丰富的技术实现经验，他主要的服务领域包括电商、CRM、ERP、内容管
理以及定制开发。Collins在全球各地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各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有着全面的理解。

PAVEL KRUMKACHEV
Pavel Krumkachev是德勤管理咨询的资深合伙人。他协助客户利用Oracle实现战略转
型。作为一名顾问，他深受《财富》500强企业的信任，他的服务范围主要包括大型ERP
实施、企业兼并后整合以及企业架构。Krumkachev学识渊博，并在多个领域著书立说，
其中包括企业兼并、IT战略、云技术、数字化企业以及XaaS。

MARLIN METZGER
Marlin Metzger是德勤应用现代化业务的资深合伙人，他曾多次领导大规模系统的现代
化项目。他是德勤应用现代化行业和工作室的主管。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团队使用自动化
技术来分析落后的技术，以期利用这些技术帮助客户实现现代化。作为一名应用和技术基
础设施架构师，他广受好评，他致力于技术创新。

SCOTT RADEZTSKY
25年来，Scott Radeztsky帮助各大企业打造新型商业产品并改造他们的技术能力。他是
德勤管理咨询美国地区的代理首席技术官，致力于协助客户寻找并利用高新科技，推动商
业发展。作为代理CTO，Radeztsky协助制定了德勤管理咨询的技术发展规划，并设计了
新的服务。

SRIVATS SRINIVASAN
Srivats Srinivasan是德勤管理咨询SAP业务的资深合伙人，领导着客户销售和运营能力
部门。拥有着超过15年的咨询行业从业经验，他致力于指导全球客户实现商业转型，并为
他们规划、实现从供应链到销售再到运营的技术战略。Srinivasan很擅长发现差距，并通
过激励员工、优化流程以及升级技术来填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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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信任经济
掌控数字身份

区块链正在超越加密货币这种初步应用，发展出分布式的共识账簿，并成为智能合同的载
体。区块链不仅能消除法律与财务中介，从而提高合同签署的效率，它还是可靠的守护神，
能够保证合同的透明度。在新兴的“信任经济”里，公司资产或个人网络身份和名誉变得
越来越有价值，同时也越来越脆弱，因此分布式共识账簿是迄今为止区块链最有潜力的应
用。

几

可能包括财务和工作历史、税务信息、医疗信息，或
者消费偏好等等。同样，公司可以维护与自己信誉有
关的身份，建立它们作为商业伙伴或者供应商的信
用。在信任经济里，个人或实体的“身份”能够证明
其在一个国家或团体里的成员资格、拥有的资产、享
有的福利或服务，更重要的是能够证明这个人或实体
真实存在。

年前提到区块链或者共享账簿技术，公众肯
定会想到加密货币（例如比特币），但现在
这种技术正在扮演着新的角色，那就是新
兴“信用经济”的守护神。

首先交代一些背景。去年的《技术趋势报告》提到，
全球经济数字化进程加快，维护现有的程序、组织和
技术基础设施需要建立制度化的信任，但这项工作正
在变得越来越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经常
缺乏效率。

除了建立信用以外，区块链还能帮助人们选择性地与
他人分享信息，安全地交易资产，更重要的是呈递数
字合同。这就能把信誉转化为可管理的指标，为个人
或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新的信用指标出现，给银行系统、信用评
价机构和法律机构带来了冲击，改变了人们缔结合同
的方式。现在使用共享汽车软件需要考虑乘客给司机
的公开评价，出租自己的房子也要考虑其他业主的
推荐，看看同一位租客的信用如何。这些信用指标都
能反映信誉和信用。我们渐渐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看
到一个人收到积极正面的评价，就会觉得这个人值得
信赖。1

在未来18到24个月里，全球的经济实体可能都会开
始探索区块链带来的机遇，其中涉及一些数字信誉方
面的内容。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大力发展信任经
济的公司都看到了区块链的潜力。Airbnb公司创始人
Nathan Blecharczyk最近接受了采访，在谈到这个住
宿网站有何战略部署的时候，他表示：“我认为在
Airbnb，你的信誉就是一切，而且未来更是如此。到
时候你可能需要达到一定的信誉，才能入住某些地
方。问题是能不能想办法输出这种实践，从而发展
其它共享经济模式。我们正在寻找各种信誉指标，而
且已经看到有些新的指标纳入了我们公司的发展模
式。”2

与过去的经济模式相比，信任经济的发展更注重点对
点（P2P）交易，它与信用评价、担保银行本票或其
它传统的信任机制并不冲突。相反，信任经济依赖交
易双方的信誉和数字身份，这些要素可能很快就能通
过区块链进行储存和管理。对于个人而言，这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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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账簿里的条目具有永久性、透明性和可搜索性的
特点，因此团体成员可以查看交易历史。每次更新都
相当于在“链条”末端增加一个“区块”。区块链协
议规定了条目编辑和录入的实施、验证、记录和发布
方式。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有选择地加强隐私性，对
于没有权限的用户可以选择匿名处理，保护授权用户
的敏感信息。区块链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密，代替第三
方中介守护信用，所有区块链的参与者都在运行复杂
的算法保证数据整体的真实性。

区块链或信任经济得以发展，代表权力从大型集中化
的信用机构转移到了个人。虽然我们无法估计它在未
来几年带来的影响，但它并不会消灭银行、信用机构
和其它交易中介。有了区块链这位身份和信誉的守护
神，企业和政府必须使用新的方式与个人互动，在日
新月异的信用经济里创造新的价值和功能。

我们信任区块链
虽然区块链在比特币热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仍
然有人无法理解这项技术的本质和它能给公司带来
的价值。简单来说，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簿，它能
为某个团体提供信息记录和共享的方式。在这个团体
中，每个成员管理自己的那份信息，而且所有成员必
须一起验证和更新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交易、合同、
资产、身份，或者其它任何能够以数字形式呈现的内

随着人们越来越需要移动和可管理的数字身份，个人
和组织可以使用区块链实现：
储存数字记录：为了理解信任经济的背景下的区块链
技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技术驱动的公共账簿，可
以记录小镇上一切重要事件：商品的买卖、财产证书
的转移、出生、结婚和死亡、贷款、选举结果、法律

图1. 区块链的三个层面
1

储存数字记录

区块链能让我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管控信
息，它能用安全、可审查、不可变的方式
记录交易信息和物理资产的数字标示。

2

交易数字资产

用户能够实时发布新资产和转移资产所有
权，无需经过银行、证券交易所或者支付
系统的处理。

3

执行智能合同

自我管理的合同能让漫长和低效率的业
务流程变得简单化和自动化。

基本规则 条款和条件都会记录到合同代
码里。
合同执行 共享网络可以自动执行合同和
监督合同履行。

结果验证 自动确认合同执行结果，无需
第三方参与。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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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扩展到自动执行多方协议中的条款。但由于它们
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所以信任就变得尤为重要。

裁决，以及其它重要事件。我们不需要长胡子大师挥
动他的长笔杆，在巨大的账簿中写下清晰的小字。区
块链使用高级加密和分布式程序就能实现相同的结
果——安全、透明、不可变、真实的数据库，能够积
极应对停电、人为操纵和不必要的复杂问题。

智能合同的原理：利用共识协议，计算机网络会根据
智能合同代码设计出一系列行动，自动执行合同双方
同意的条款，从而降低执行出错或操纵合同的风险。
在区块链出现以前，不可能存在这种智能合同，因为
协议方会独立管理各自的数据库。而有了区块链协议
下的共享数据库，智能合同就能自动执行，所有协议
方都能实时验证执行结果，无需第三方中介参与。

在信任经济里，个人（而非第三方）可以决定在区块
链里记录哪些数字信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信息。用
户不仅能创造一体多用的数字代理，在不同组织之间
进行管理和分享，还能记录：
• 数字化的传统身份证明文件：驾照、护照、出生
证、社保卡或者医保卡、选民证和投票记录

虽然智能合同可能不适用于某些法律协议，但如果各
方网络交流频繁，或者对方还在使用手工重复的方式
完成交易任务，那么智能合同也值得选择。例如，我
们可以部署智能合同自动购买或销售金融工具、设置
保险合同参数、自动开展特定的做市活动，还有实现
数字支付和借贷。在每一种情况下，区块链都可以充
当共享数据库，提供安全和单一来源的真实数据，而
智能合同则可以自动完成审核、计算和其它容易出现
延迟和错误的交易活动。5

• 所有权证明和交易记录：能够证明任何形式的物
业、车辆和其它资产的所有权和交易情况
• 财务证明文件：投资、保险单、银行账户、信用
记录、报税单和收入表
• 访问管理密码：能够访问网络账户、物理建筑、
智能汽车等具有身份限制的地点，以及活动会场、
飞机场等需要购票才能进入的地点。

工具链

• 综合医疗记录：包括医疗和用药记录、医生提醒、
健康养生方式，以及医疗设备使用情况数据

在广泛的信任经济背景下，区块链并不能解决建立和
维护信用时出现的所有问题。作为一项技术，它仍然
在成熟过程中，还没有建立标准和最佳实践。如果企
业要避免区块链盗窃和诈骗行为，但是没有采取正确
的措施，那将会提高间接成本。这也可能成为个人部
署区块链技术的一大障碍。最后，法律对于智能合同
和数字资产交易的认可仍然有限。好消息是，即使无
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各类组织还是在采取措施试图
减少它们的影响。

作为重要数据的储存库，区块链可以向个人用户提供
前所未有的数字身份管控方式。它可以帮助企业有效
地分解信息库，降低数据管理成本。例如，医疗保
险公司Humana的CEO和总裁Bruce Broussard最近发
了一条博客，表示未来医院、诊所和保险公司可以利
用区块链储存和管理电子医疗记录，从而精简管理流
程，提高安全性，大幅降低成本。3
数字资产平滑交易：利用区块链，双方可以实时交
易数字资产所有权，并且不需要银行、交易所或者支
付工具，因为它们都需要建立可靠的数字信用。很多
区块链的早期企业应用都有利于跨境支付和公司间
转账。通过将基本的交易模型应用到P2P交易，区块
链可以成为资产交易实时验证和清算工具。过去需要
T+3天完成的交易，现在只需要T+3毫秒。

一些学者把区块链技术的兴起比作万维网的早期发展，
这么想不无道理。1991年，分布式、开放式通讯技
术已经具备了基础，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协议，还有
Java脚本、搜索引擎和浏览器等强大的工具。新的企
业软件套装出现，可以帮助企业在数字营销、商业活
动、联系供应网络等方面占尽先机。因此，虽然还不
知道万维网技术具体会如何改变世界，但是为了把握
机遇，人们纷纷展开投资。

虽然要人们广泛接受区块链P2P资产交易还需要几年
时间，但有些公司目前已经开始探索，它们可以为我
们展示未来区块链技术的部署方向。例如，微软和美
国美林银行一起开发出云端“区块链即服务”，可以
帮助公司和客户执行和精简资产交易流程。4

区块链可能会成为新的数字资产、交易、合同甚至更
重要的身份和信任的载体，带来更具颠覆性的影响。
为了在区块链技术的所有方面建立新的堆栈，从而吸
引投资，企业现在就应该探索区块链技术，想想它可
以有哪些新应用，而不只是把它用于节省自身的成本
和提高效率。企业应该仔细思考自己的核心业务、周
围的生态系统，甚至是长期建立的运营模式，然后找
准方向，走上真正的创新之路。

执行智能合同：智能合同的出现，代表区块链发展的
下一步是从金融交易协议转变为多功能应用。它们不是
法律意义上的合同，而是模块化、可重复的脚本。这
些脚本可以扩展区块链的功能，从简单记录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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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同推动智能运作

基于区块链的系统。州长办公室正在和立法机关一
起建立必要的法律框架，支持基于区块链的公司设
立流程和相应的数字证券。10“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投
入大量财务资源去改正和校验股票授权和发行中的
错误，其实这些错误本来从一开始就能正确和顺利
地解决，”特拉华州州长 Jack Markell说道。“分布
式账簿（交易）可以实现实时清算和结算，大幅提
高复杂商业交易的效率和速度。”11

全球500强公司6有60%以上落户特拉华州，而这个
州正在与分布式账簿和智能证券供应商Symbiont合
作，一起推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同系统。智
能合同指的是一些特定协议，它们能够在利用区块
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账簿自动记录、管理和更新加
密信息。7系统会帮助用户实现公司设立流程的数字
化，包括公司注册、股票追踪和股东沟通等等。对
于在特拉华州设立的公司而言，这个系统会让注册
和后续步骤更快捷、更经济、更透明。

SWIFT：从中间人到促成者
区块链拥有改变金融行业的潜力，可以创造节省成
本和增加收入的机会。支付轨道（即支付技术和网
络）一直是各种区块链计划的主题。支付交易公司
SWIFT正在测试各种应用，看看公司旗下超过1.1万
个成员金融机构如何提高技术透明度，同时在信任
经济中满足各种行业隐私要求。

Symbiont公司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一个只可追加、
不可改变的数据库，它能为系统用户提供一个全球
统一会计账簿。用户可以在任何网络节点追加和复
制交易记录，使用权限可以授予特定的组织甚至是
个人。每一家在特拉华州设立的公司都会在注册时
获得一把私人秘钥，用于向其它系统用户证明自己
的身份。自动记录系统会在需要公司采取行动时发
出提醒，例如公司到达特定门槛需要填写新的材料，
或者注册文件临近有效期。8

这个组织成立了新的研发部门SWIFT创新实验室，希
望最终可以利用SWIFT在标准、治理和安全方面的
专业经验，提供基于分布式账簿技术（DLT）的服
务。SWIFT表示，分布式账簿技术（DLT）会加强传
播系统的信用、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提供完全可
追踪的交易、简化对账过程和增强恢复能力。12

项目团队使用两步走战略部署这个系统。第一步，
他们会重建公共档案，使用分布式账簿储存记录，
同时使用“智能记录”自动管控和加密公共与私人
记录。这一步非常关键，它能让多个地点共享数字
文件，更重要的是遇到系统故障仍然可以恢复这些
数据。9第二步，他们会把公司设立文件和其它法律
文件放入基于智能合同的区块链，然后建立可操作
的流程来使用和维护这些文件。

SWIFT组成了一个专家团队，包括标准、证券、架
构、应用开发等领域的10位专家。这个团队建立了
一个债券生命周期应用软件，可以在生态系统层面（
而不是公司层面）追踪和管理整个债券生命周期，
从发行到支付利息到债券到期。考虑到有些参与方
没有使用分布式账簿，SWIFT公司把它的ISO20022

这项部署是特拉华州区块链计划的组成部分，这项
计划会提供必要的法律和技术基础 ，支持发展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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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投资银行），16同时使用ISO20022标准，覆盖
银行、证券托管、高数额支付等交易数据。这个标
准的分层架构包括了各种加密的非自动化业务概念，
根据SWIFT公司的说法，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似
乎很值得通过分布式账簿进行共享和再利用。”17

标准加入了分布式账簿技术（DLT），用以衡量DLT
和现存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13
这个债券生命周期应用软件可以验证分布式账簿技
术（DLT）的概念，它是通过Eris/Tendermint共识
引擎搭建完成，能够处理用Solidity语言（Ethereum
区块链语言）编写而成的智能合同。14之所以选用
Monax公司的Eris平台搭建软件，是因为它是开源平
台，而且能够创建授权的区块链，只有交易相关方
才能浏览和获取软件内容。这个平台还支持智能合
同，而且和比特币区块链相比，它的共识算法有更
好的表现。15
SWIFT的实验室团队在一个模拟网络上创建了五个区
块链节点（包括公司的加州办事处、弗吉尼亚州的
客户服务部，还有分别在巴西、德国和澳大利亚的

“媒体一直说SWIFT公司拥有的都是过去的技术，肯
定会被新的DLT服务打败，”SWIFT创新实验室的研
发主管Damien Vanderveken说道。“但我们相信
SWIFT可以利用自身独特的能力，向金融界提供一个
与众不同的DLT平台。”18也就是说，未来在全世界
都会有更经济、更快捷、更好用的汇款和企业支付
服务。
.

81

Tech Trends 2017 The kinetic enterprise

我的观点
JOI ITO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总监

有各种用来搜索和收发信息和邮件的专用系统。但
回头看看，那个时代真正的赢家却是本地的网络公
司。它们各自提供其中一个技术层次，最后组合成
完整的堆栈，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因特网。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工作，平时主要研究
全新的科学与技术如何给社会带来重大而积极的改
变。当我看到目前区块链的发展，我会想起因特网
早期的发展：这项技术充满了颠覆性的潜力，全新
的领域等待构建，到处都能看到投资，还有不少疯
狂的梦想家（我曾经是，现在也是其中之一）。正
如英特网当时遇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现在有些人
也认为区块链、智能合同和加密货币都是一时的潮
流，但在我看来，他们并不会昙花一现。它们确实
充满潜力。

区块链也很相似。其中一个层次可以用来传输数据
和管理共享账簿；一个钱包层次是利用某人的资产
组织和开展业务；一个可能是记账层次，用来统一
描述区块链上的资产内容及其相应的背景；还有一
个是智能合同层次，以后很可能还会出现其它层次。
区块链的货币部分很像因特网的电子邮件。电子邮
件可能是因特网上最常用的东西了，它改变了公司
的运作模式，也是推动因特网扩展部署的重要应用，
后来就有了Google、Facebook和Twitter这些网络公
司。同样，只要任何地方都部署了区块链，很多智
能合同层次和其它复杂的应用都能实现。

“我会想起因特网早期的发展：这项技术
充满了颠覆性的潜力，全新的领域等待构

我们还不知道美国的机构会不会放任区块链自由发
展，就像因特网早期的发展那样。但我们还需要减
少现有的监管限制。如果你想尽办法让区块链解决
方案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特别是那些有关洗钱的法
规）的要求，你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因为你在
根据过去的模式设计自己的业务和产品。技术和公
共政策相互作用在因特网发展史上扮演着核心角色。
考虑到区块链关系到更重大的利益，而且可能更具
革命性，一切能够扩展、加速和推动这项技术，让
它以稳健和渐进的方式发展的措施都能改变我们周
围的世界，造福社会。

建，到处都能看到投资，还有不少疯狂的

”

梦想家。

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知道自己面临着相当重要
的技术。但我们缺乏实现这个技术所必要的层次：
统一的网络协议（TCP/IP）、可以让企业建立和扩
展通讯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客户连接和信息交换的
标准（HTTP）等等。当时的在位者（有线网络公司
和电信公司）都在建设大型的封闭系统，探索全新
的技术。这些公司现有的业务可以给研究提供参考，
因此它们设计出机顶盒、封闭社群、网上论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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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包：安全地管理和储存数字资产
• 智能合同：自动化和精简业务流程
• 分析：驱动更好的决策，检测网络异常

我在风投行业工作20多年，共同创立了六家企业软件
公司。第一次听到比特币这个词是在2011年，当时我
还是东南亚一家大型社交游戏公司的董事长。在那个
行业里，跨境支付和支付处理迅速成为了一项核心能
力。虽然比特币发展越来越热，但刚开始我还是觉得
这项技术是“荒唐的网络货币”，直到2012年一些我
信任的朋友跟我说要再仔细考察一下它。所以当时我
就像自己一直跟别人说的那样：锁上房门，关掉手机，
花一天时间研究这项新技术。我发现这个生态系统很
可能给企业、政府和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是这
一代企业家和投资者最大的机遇。

第二个问题涉及采用曲线。我看到区块链的发展与因
特网和云计算的发展非常相似。目前，组织正在内部
应用区块链技术，通过更加安全高效的方式管理价值
和数据，从而降低成本。我们也开始看到有些核心运
营和业务流程活动使用了区块链的加密工作流功能。
这些都是重要的阶石，可以驱动区块链采用过程中的
重大变化。
接下来，部署区块链网络的公司应该考虑把这些平台
扩展到他们的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这正是网络
效应发挥力量的时候，而且这还能帮我们奠定基础，
迎接新的经济机遇（以万亿美元计算），例如中央银
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土地所有权登记、安全的数字身
份等等。然而组织的奋斗目标不仅是变得更好，它们
还要在不同的层面运营。有了区块链，转移金钱应该
会像发送电子邮件一样简单。10年之后，银行会更像
苹果、亚马逊和腾讯这样的公司，客户能够通过它们
的生态系统获取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届时人们不会讨
论要不要应用区块链技术，而是如何实现区块链平台
经济，如何发展强大的网络效应。

我开始全面投资区块链生态系统中的公司，包括数字
钱包、支付处理器、交易和矿工等领域。这让能帮我
画出这个生态系统的热点图，更重要的是搭建一个由
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网络，因为正是他们在构建
这项全新的技术。这也让我认识了我的朋友，后来成
为合作伙伴的Jeﬀ Garzik，我们两人共同创立了Bloq
公司。
企业确实存在区块链的需求，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
解答。你需要那种软件基础设施？我们可以从其它企
业对创新技术的获取模式中学到什么？

区块链的精灵已经从神灯里跳出来了，只是我们还不
知道采用曲线的形状：采用区块链需要三到七年时
间？还是十年或者更长？这些创造财富的新网络需要
时间去获取。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多CEO都在考虑
要不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投资和创新因特网技术。
今天的CEO在区块链技术上也在面临相同的选择。正
如其它伟大的技术进步一样，区块链的应用需要热情
和投资两大驱动因素。目前来看，似乎两者都不缺。

对于第一个问题，新的开源企业级区块链软件套装正
在迅速发展，而且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帮助公司开发那些能够从各个方面支持区块链发展
的基础设施：
• 区块链平台：这是区块链网络的基本沟通和管理层
次
• 节点：能够连接区块链网络，在功能上类似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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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分布式架构和开放标准在不可避免的架构趋势
中扮演的重要地位一样，他们也会影响区块链和新
兴的信任经济。区块链是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技术，
能够让用户在组织或者网络边界以外的用户直接和
其他人进行交易。区块链的基础价值主张在于它的
通用性。

计算机矿工是分散的 ，因此黑客无法从单一源头入
侵整个系统。如果有人试图篡改其中一个账簿，其
它节点会否认这个账簿的真实性并且拒绝把这笔交
易添加到区块链。
虽然和传统的交易系统相比，区块链不需要中介，
而且拥有某些特定的安全优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
影响区块链交易真实性的潜在风险和协议漏
洞。例如我们最近才发现，一些金融服
务公司在运营中使用的分布式账簿技
术在程序编码上可能存在漏洞。19

另外还在于它的真实性。当某人在区块链中
增加一个区块，或者执行一份基于区块
链的智能合同，这些添加都是不可
变的。目前正在开发的区块链应
用具有潜在价值，这些应用涉及
合规性、身份管理、政府与市
计算机矿工是分散的 ，因此
民的互动和医疗记录管理等方
面，而潜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就
黑客无法从单一源头入侵整个系
在于每一个应用能给用户带来的
统。
安全收益。这些收益有很多，其
中包括：

“

”

•

不可变、分布式的账簿可以建立
计算机记账的信用。不需要中介确
认交易。

•

交易记录被有效记录，包括交易的日期、时间、
参与方姓名和其它信息。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有
区块链的副本，可以提高安全性。

•

交易可以通过计算机“矿工”解决复杂的数学问
题进行验证。当矿工们获得相同的答案，交易就
完成了验证，同时记录在“区块”里。

由于缺乏区块链安全标准，也可
能出现其它潜在网络问题。因此
现在的用户非常依赖（也可能
过分依赖）众包监督。区块链
是一项相对较新的技术，因此围
绕其潜在漏洞的讨论都比较有学
术性。可能会有一天，区块链会出
现一个严重漏洞，让你的系统和数
据面临威胁。

但你不应该因为害怕遇到这种情况，就让公司放
弃探索区块链带来的机遇。正如其它领先技术一样，
多学一点总有好处，而且未来会有可接受风险的标
准，可以指导你做出决策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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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开始

采用区块链的时候，应该理解区块链的基本原理、
哪些是在初始试验中必须要有的构成要素，还有
在特定范围内你的产品和服务需要有多成熟。

区块链发展热潮正在到达顶峰。虽然这项技术在长
期可能会带来相当巨大的影响，但目前它的采用路
径很可能是集中试验和一系列适度、有趣和渐进式
的发展。正如其它任何创新技术一样，人们需要学
习专业知识，获取宝贵的经验，这样才会慢慢地进
行更大胆的部署。好消息是：现在这项技术方兴未
艾，仍然有大量的机会在等待我们。
以下是一些帮助你开始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建议：
• 多多益善：金融服务业目前是区块链试验的先驱，
最终很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但区块链的颠覆性
力量超越了金融服务业：每个地区的每个行业都
应该发展区块链战略，把握当前的战术机遇，在
组织内部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区块链战略应该
包含更大胆的行动，把信用圈扩大到客户、商业
伙伴和其它第三方。最后，各行各业应该思考最
终如何部署区块链，从而挑战核心业务模型和行
业动态。虽然大胆想象通常都有回报，但考虑到
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度较低（例如管理区块链应用
的法规成熟度较低），你应该从小做起。
• 寻找路径：创业公司和已经确立地位的公司正在
积极推动产品进入区块链堆栈的每个层次。在你

• 辩证看待：询问你的区块链大师，找出那些不适
合区块链的情况和应用。这不是逆反心理，只是
简单要求区块链的支持者保持公正的态度，认真
思考这项新兴技术现在有哪些限制和风险。当然
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未来在这个领域一定会出
现许多挑战和障碍。但在那以前，你要挑战那些
最积极支持区块链发展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客
观地认识到这项技术的潜在优点和不足。
• 依靠朋友：区块链向个体用户提供的价值不高。
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区块链的潜力（特别是涉及
数字身份的应用），你要寻找机遇发展财团或者
公共事业客户，从而应用区块链技术。
• 盯紧目标：区块链具有影响深远的潜力，这可能
会引来各种无关的言论和预测。在你探索区块链
的时候，尽量把讨论集中在可执行和有限的情
况，确立现实的目标，追求实际成果甚至是更好
的价值。天真的想法也不一定不好，但最好先有
实际成果的支持，然后再动手证明，最后才能理
解怎样实现这些想法。

总结
信任这个基本概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而区块链正是
信誉和身份的守护神。虽然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可能还不能理解这股浪潮有哪些广泛的
影响，但企业和政府正在开始探索机遇，选择性地和他人共享合成的数字身份。这不仅
有助于建立信任，还能安全高效地交易资产，更有望获得数字合同。

85

2017技术趋势：运动中的企业

作者

ERIC PISCINI
Eric Piscini是德勤管理咨询的资深合伙人，在技术与银行业务部门工作，拥有20年IT
战略方面的经验，涉及并购、技术基础设施、IT运营、兼并后重组、电商战略、支付和
数字化转型等领域。除了帮助金融机构和银行监管机构发展技术环境的核心内容，他还
领导德勤全球加密货币中心，为金融机构和零售商提供服务。

GYS HYMAN
Gys Hyman是德勤管理咨询数字化业务的资深合伙人，德勤数字化是世界上首个提供
创意数字咨询的机构。目前他主要关注银行业，也已经帮助许多组织实现大规模的数字
化转型，包括设计、建筑，还有把新的数字银行功能加入大规模核心银行系统的转

WENDY HENRY
Wendy Henry是德勤管理咨询联合技术业务的专家领导，她与客户一起把新兴技术提
炼成简单的商业价值讨论。Henry为人一直充满好奇，喜欢了解新兴技术如何推动客户
业务朝着创新价值的方向发展。她是位注重实践的技术专家，拥有30年整合大型复杂系
统集成的经验，涉及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区块链、云技术、数字创新和基于地理位置
的技术。

86

区块链：信任经济

注释
以下注释保留参考资料的源语言，以便读者进行搜索
1.

Adriana Stan, “The future is the trust economy,” TechCrunch, April 24, 2016, https://techcrunch.com/2016/04/24/
the-future-is-the-trust-economy/.

2.

Harriet Green, “Airbnb co-founder Nathan Blecharczyk talks Japan, business trips and blockchain,” City A.M., March 7, 2016, www.cityam.com/236040/
airbnb-co-founder-nathan-blecharczyk-talks-japan-business-trips-and-blockchain-with-harriet-green.

3.

Bruce Broussard, “Blockchain: 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y for health care,” LinkedIn blog post, August 8, 2016,
www.linkedin.com/pulse/blockchain-transformational-technology-health-care-bruce-broussard?trk=vsrp_people_res_infl_post_title.

4.

Microsoft, “Microsoft and 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 collaborate to transform trade finance transacting with
Azure Blockchain-as-a-Service,” September 27, 2016, https://news.microsoft.com/2016/09/27/microsoft-andbank-of-america-merrill-lynch-collaborate-to-transform-trade-finance-transacting-with-azure-blockchain-as-aservice/.

5.

John Ream, Yang Chu, and David Schatsky, Upgrading blockchains,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June 8, 2016,
https://dupress.deloitte.com/dup-us-en/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using-blockchain-for-smart-contracts.
html.

6.

State of Delaware, corporate law resources, http://corplaw.delaware.gov/eng/why_delaware.shtml, accessed
December 1, 2016.

7.

Ream, Chu, and Schatsky, Upgrading blockchains.

8.

Deloitte Center for Financial Services, www2.deloitte.com/us/en/pages/financial-services/topics/center-forfinancial-services.html.

9.

Karen Epper Hoffman, “Delaware’s bet on blockchain,” GCN, September 20, 2016, https://gcn.com/articles/2016/09/20/delaware-blockchain.aspx.

10. Deloitte Center for Financial Services.
11. Giulio Prisco, “Delaware blockchain initiative to streamline record-keeping for private companies,”
Bitcoin Magazine, May 9, 2016,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
delaware-blockchain-initiative-to-streamline-record-keeping-for-private-companies-1462812187.
12. SWIFT, “SWIFT on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ies,” April 19, 2016, www.swift.com/insights/press-releases/
swift-and-accenture-outline-path-to-distributed-ledger-technology-adoption-within-financial-services.
13. Ibid.
14. Michael del Castillo, “SWIFT’s global head of banking argues blockchain isn’t a disruption,” December 14, 2016,
www.coindesk.com/what-disruption-swift-welcomes-potential-of-blockchain-tech/.
15. Ibid.
16. Finextra, “SOFE Berlin: Swift unveils blockchain proof-of-concept,” November 24, 2016, www.finextra.com/
newsarticle/29813/sofe-berlin-swift-unveils-blockchain-proof-of-concept.
17. SWIFT, “Distributed ledgers, smart contracts, business standards, and ISO 20022,” September 2016, www.swift.
com/news-events/white-papers#topic-tabs-menu.
18. Finextra, “SOFE Berlin: Swift unveils blockchain proof-of-concept.”
19. Hannah Kuchler, “Cyber attacks raise questions about blockchain security,”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1,
2016, www.ft.com/content/05b5efa4-7382-11e6-bf48-b372cdb1043a.

87

指数企业观察名单

指数企业观察名单
即将到来的科技创新

纳米技术、能源储存、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的商业应用似乎还很遥远，其实不然。在未来
三到五年，我们有望见到越来越多企业使用“未来科技”。正是考虑到这一点，CIO、CTO
和商业战略师已经开始探索使用这些指数技术。他们看到了这些科技的变革性力量，并且
为此做好了创新的准备。他们明白，他们不能等到这些指数技术发展成熟才有所动作。

报告中的其他趋势不同，这些指数技术不
会在未来18到24个月内造成明显影响，相
反，它们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大显神
通。但一旦它们投入使用，它们的影响力会呈指数
型增长。

和

在今年的报告中，我们会重点剖析四项科技，这四
项科技获得各界大力投资并被广泛研究，它们包括：
纳米工程材料，能源储存，合成生物学，量子优化。
我们会针对每个技术进行详细介绍——它们是什么，
从哪来，往哪去。

指数技术不仅会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会
带来危急存亡的挑战。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报告
都会对指数技术展开分析。比如，在我们的《技术
趋势2014》中，我们和奇点大学（一家领先的研究
机构）的教职员工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机器人、
网络安全和3D打印。当时，这些新科技的发展远远
超过了摩尔定律所说的规律——每12到18个月会将
性能提高一倍。 还没过几年，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些
科技正在颠覆传统行业、商业模型和运营战略。

而且我们还会努力寻找每项科技的早期使用案例。
这些科技大多数都不会在两年内对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但如果能早日采用可能会有极大优势。所以在
目前，高管们至少也可以想想，要怎么才能利用好
这些科技来推动创新了。
永远不要处于被动，现在是时候为长远打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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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奇点大学，我们则要探究这些科技发展的方向。
和很多人不同，对于未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希望
和历史性变革。利用这些科技，我们的家人就不会
再受癌症的折磨。无论是多悲观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
件好事。而这也正是我们在看待这些科技时应有的
态度。在过去，我们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到最
后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借助量
子优化、纳米工程材料或合成生物学，我们就可以
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消除贫困，甚至可以改良
人类。指数技术给我们带来机会，而不是恐惧。

奇点大学
我们处在变革的时代。过去十年，政治格局已经沧
海桑田。新闻、信号和各种信息如浪潮般向我们涌
过来。同时，合成生物学，能源储备，纳米技术，
量子计算等指数技术也要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商业模型和市场。最终，连人类
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最终，连人类本身也会发生变化。”

随着这些科技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渐渐成熟，科学
界、学术界和商界不能只是满足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让整个社会都能理解这些科技，
以及它们的意义。

我们要怎么利用好这一变革？身边的变革只会越来
越快。尤其是在指数技术领域，看着那些科技蓬
勃发展，我们的情绪也受它影响。我们对此感到紧
张。一开始，我们会怀念过去那些让我们觉得安稳
的事物。

未来已来。身边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将不会停下
脚步。除非我们能重新认识未来，不然我们每天都
只能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感到吃惊。在奇点大学，我
们相信最好的做法是，大家能一起提高对未来的认
识，并且探讨未来技术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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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纳米工程材料

的原因还是人们对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摩尔定律
认为，随着机器的发展，半导体也会更加精细，所
以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会周期性翻倍。2014年，英
特尔推出了14纳米处理器。最小的部件仅由50个硅
原子组成。5

“纳米”这个词一般用来描述特别小的事物。比如，
塔塔汽车就针对印度市场推出了一款名为“纳米”
（nano）的紧凑型汽车。2但除了用来描述小型事物
之外，“纳米”还有一个更加精确的定义。以一米
为基准，一纳米就是十亿分之一的一米。如果还是
很难想象，你可以试着拿碳原子来比较。一纳米相
当于三个碳原子并排放在一起的长度。相比之下，
人类一根头发的宽度大约在8万到10万纳米之间。3

制药行业同样对纳米制造有很大需求。人类生命的
起源也是纳米大小而已，使用分子“机器”来复制
DNA并且合成蛋白质；实现这一流程的分子，它们
的大小约为10到100纳米之间。纳米制造技术可以
把这一“分子”制造出来，模仿这一流程（生产药
用的蛋白质），又或者直接用于治疗疾病。6

纳米制造（生产以纳米作为单位的物体的流程）是
近年的一个重要技术。要制造小于10纳米的物品，
我们常常会使用化学手段；制药行业之所以能生产
纳米尺寸的分子，某种程度也是得益于这一技术。
利用传统的制造技术，比如加工技术，人们可以生
产出头发大小的物体，但这和制造分子差了何止千
倍。而纳米制造就是一套用于制造这一大小的物体
的技术。4

推动纳米制造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领域则是纳米结构
在物体表面的利用，纳米材料可以用作涂料、润滑
剂和粘合剂。纳米结构可以防水，制造防水材料和
防雾玻璃。同样，采用了纳米结构的表面可以防止
结冰，比如可以用在机翼上，这样就保证了飞行安
全，同时又可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除冰。7同时这种
材料还解决了磨损和摩擦的问题。这些效果都要归
功于产品纳米级的接触表面。

虽然，纳米制造技术之所以会发展起来，其实是因
为人们在纳米层面所遇到的问题和机遇，但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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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键部件使用。这种润滑油的作用主要是解决
极端情况的性能问题，比如在承受极限压力，或者
有抗磨损、抗摩擦、防腐蚀和极限温度稳定性等要
求时，旨在延长机械系统服务寿命并降低维护费用。
虽然这些润滑剂或表面涂层都是为了满足商业需求
才生产出来的，但公司却没有为纳米材料重新设计一
种生产方法，相反，这件公司使用已有的生产技术，
由上至下进行组装，而生产线由下至上进行生产。

那么现在有哪些纳米产品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呢？
除了集成电路，纳米技术生产出来的还有纳米级的
银粒子，这些粒子不但可以杀菌，还可以集成到服
装或者是医疗设备上以防细菌感染。纳米级的钛粒
子可以阻挡UV射线，在防晒乳或防晒喷雾上使用时，
还能防止皮肤晒伤；纳米级的颜料粒子则可以让画
作和服装颜色更加明丽，同时防止褪色。8

虽然这听起来很像科幻片，但纳米技术真的已经到
来了。比如说，NanoMech的AtomOil和AtomLube
都是可以实现自我补充的，也就是说，如果材料上
的纳米涂层被蹭掉了，材料会自动为涂层补充分子。
油气生产都可能应用到这一技术，还有海洋、农业
和矿业方面使用的机器，以及加工、压铸等大规模
生产技术。10

制造缺陷通常由现代机床加工技术缺陷造成，虽然
这些缺陷微米级的，但仍然小于润滑剂分子。但如
果把表面材料换成纳米级材料，或者在两层表面之
间放入一层这样的材料，物体之间的摩擦力可以大
大减小，从而提供极大的润滑效果，又或者是极大
的黏着效果。9
NanoMech为了降低重要部件之间的摩擦力，特意
开发了纳米润滑剂，以供齿轮、轴承、阀门及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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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下这些产品的潜在市场：据估计，每人每天平
均会用10台机器。随着人口增长，机器的数量也会
增长，我们产品的需求也就会增加。

在NanoMech，我们认为自己是纳米力学方面的先
驱。我们设计出了纳米级的产品，并且大规模生产。
我们公司的口号是“让原子为我们工作”。

“据估计，每人每天平均会用10台机器。
随着人口增长，机器的数量也会增长。”
关于工业润滑油，有这么一句老话：最好的维护就
是不用维护。纳米级别的润滑剂和涂料受到来自制
造、能源、汽车和国防等行业客户的欢迎，这些产
品在减少停机时间的同时，还能帮助客户提高机械
性能、效率和耐用性。而且它们的设计同样考虑到
了可持续性的问题：在这种纳米级的材料里，我们可
以减少传统润滑油常用的铬和石油产品。

纳米级的开发能力使我们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在过
去的六年里，NanoMech旗下的产品量已经从一种上
升到了八十种。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已有的组件来
推动增长。我们并没有使用专门生产的设备，而是
通过改装机器来生产纳米设备。我们看到很多公司
都是想着从头设计一款新机器来生产纳米设备。生
产纳米设备其实并不需要你从头开始，而且我认为，
这么做只是浪费时间。
纳米技术处在机械和电子的交叉领域，未来两三年，
随着机器人应用的发展，我们有望看到这一技术蓬
勃发展。长远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利基市场里面
纳米技术解决方案不断发展。举个例子，制药企业
就一直利用纳米技术生产新分子。更多的行业也可
能会紧随其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材料科学也许会
变成新机遇的催化剂。

如果机械系统问题的根源是纳米级别的，那么你也
应该在纳米级别找出解决方案。我们在机械系统的
角度开发出了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因为我们不仅看
到了现实的需要，也看到了未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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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能源储备技术

峰出现在傍晚。为了填补供需缺口，考艾岛合作
社和能源供应商SolarCity合作，打造太阳能牧场
和储能设施，生产的能源将会储存在特斯拉汽
车公司提供的锂电池里面。这个发电厂在白天发
电，并且把电量储存起来，然后在傍晚的高峰期
对外供电。16

当人类将碳能源作为重点依赖时，都忽视了太阳的
耀眼和风的肆意。2014年，风能和太阳能消耗量约
占全年能耗量的1%，虽然看起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但这个数字在不断快速增长。11在过去的15年，风能
产量每四年翻一番，而太阳能产量每两年翻一番。12
而且随着能源成本逐年下降，这一趋势有望延续，
在未来25年内，这些可再生能源有望占能源产量增
量的三分之二。13

• 加拿大的一家创业公司Hydrostor在安大略湖试
点使用压缩空气储能。利用这个方法，空气会被
压缩，然后被泵送到水下的气球里。当有能源需
求时，他们再释放空气来产能。17

然而，这些能源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一个挑战，这
个问题甚至可能阻碍它们的发展。因为和传统的发
电方式不同，风能和太阳能主要靠天吃饭，也就是
说，没有风和太阳，就产生不了能量。但其实也有
解决方法。比如说，因为风能一般在晚上的发电量
更大，14所以可能有机会协同部署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装置。

• 在2015年，SolarReserve在内华达州沙漠设置了
一个110瓦时的新月沙丘太阳能发电厂，他们在
沙丘上放置了一个太阳能热量系统，系统里面的
镜子阵列集中太阳的射线来实现熔盐储能。接着，
超过1000华氏度的熔盐会被储存在一个直径140
英尺的储能箱里，直到再次利用。那时，熔盐将
会用来制造水蒸气，推动涡轮，就像平时的化石
能源发电站或者核电站那样。使用这种方法，新
月沙丘太阳能发电厂每天都能储存高达1100千瓦
时的能源。18

可是就算我们采取了这个方法，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问题：能源产量与能耗并不同步。大规模储能的问
题一直都存在，而抽水蓄能的方法自十九世纪以来
就有人用了。在抽水蓄能设施里，当电能充足（便
宜）时，他们就把水抽到高处储存，当电力资源稀
缺（昂贵）时，他们就让水流下来推动涡轮发电。
有时这样的抽蓄发电方法很有用：这项技术提供了
全世界约99%的大型能源储备。15

而且，随着储能技术的发展，也许消费者也可以在
他们消耗能量的地方储存能量。以下的例子为我们
展现了一些重大的发展：
• 日本政府计划，到2020年，所有建筑实现能源自
消自产，而到2030年，住宅区也将实现这一目
标。此举无疑大力推动了居民能源储存技术的发
展。19

可是这项技术虽然很有用，效率也高，但是却受到
水源、储水设备和地形的限制。因此，与其说抽水
蓄能带来了很多优势，不如说长期以来人类都缺乏
更好的中央大型电力储能方案。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随着风能电能的大规模增长，产能设备越来越分散，
我们需要更大容量的储能，同时储能设备还要能够
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大小和工业应用。

• 在美国，部分公司向客户出售储能设备，而随着
近年太阳能技术的发展，一些储能技术开发商，
如特斯拉、Orison和SimpliPhi Power，开始直接
向终端客户提供电池产品。
产能和储能技术的飞快发展可能会大大推动变革，
但是变革的关键可能在于商业模式的变革，随着新
方案的出现，人们将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中央产能模
型和能源单向分配模型。随着各种各样的储能技术
不断被开发出来，各种技术都有着不同的性能和经
济特点，消费者究竟会怎么选择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但不管哪种技术最后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未来
的能源供应商和消费者都会有更多的选择，在未来，
传统的供需和经济关系将会发生变化。

现实检验
有一个好消息：在过去的十年间，储能技术快速发
展，一系列的储能技术也随之被开发出来，比如，
高性能电池、压缩空气和熔盐。产能设施也在产能
地或附近部署这些技术。以下的例子为我们展现了一
些重大的发展：
• 夏威夷考艾岛太阳能充沛但一直承受着高额燃料
进口费，最近他们带头使用可再生能源。在晴
天，他们的太阳能产能占总产能的70%，而在阴
天，这一数字将会下降。更严重的是，耗电量高

如果你的企业大量消耗能源，看到这一技术趋势，
你又会怎么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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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ás Díaz de la Rubia, 博士，普渡大
学探索园区首席科学家兼执行董事

“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用锂电池，但是

普渡大学探索园区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全球日益增
长的能源需求，世界能源理事会称，到2050年，世
界能源需求将增加40%到60%。运输业方面的增幅
将占大头。我一直认为可供各类运输工具使用的能
源储存技术还很长一段路要走。虽然现在很多人都
在用锂电池，但是在提高性能和节省费用方面我们
还大有可为。而且，现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我们
很难相信锂电池就是发展的终点。虽然相关的研究
工作才刚刚起步，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都参与进来
了。

在提高性能和节省费用方面我们还大有
可为。

”

尽管我认为在未来储能技术的发展能实现每千瓦时
电网存储只需100美元，但在可见的将来，运输行业
都会是储能技术发展的最大动力。运输行业的需求
甚至比电网的需求还大，对于电网，则是可再生能
源更加吃香。我同样认为公共事业部门在这个领域
也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降低研究和开发风
险方面。

我最近买了一辆电动车。广告上说这款车可以跑85
里路，这在城市里面使用还是足够了。但我发现，
如果外界环境温度升高或降低，它的续航路程只为
原先的70%。这就是车载锂电池的现实——它们的
续航能力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如今储能技术呈指数型
发展；不久后的储能技术可能可以支持更高的储能
密度。同样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电网能源技术，不仅
仅是交通能源技术。电压和功率对电网而言并不是
那么重要——你不是非得用电池储能。现在最具发
展前景的技术之一就是氧化电池，氧化电池是由液
态电池和混合电解液电池组合而成。跟很多创新一
样，材料都是大问题，但原则上来说，氧化电池比
锂电池要便宜，所以可能会更适合电网，不管是中
央电网还是集中分布在产能和耗能地附近的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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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即常间回文重复序列丛集，是一项基因编辑
技术。这项技术的重点并不是创造新的能力或行为，
而是以CRISPR酶作为分子剪刀，在特定的位置剪断
DNA，以达到编辑基因序列的目的。 Tom Barnes是
Intellia Therapeutics Inc.的首席科学官，他把这种基
因编辑流程称为“为生命之书修改错别字”。生物科
学家有很多修饰基因的方法，但CRISPR是各种方法中
最高效、最准确，可塑性最好的一种方法。

焦点：合成生物学
《生物多样性公约》对生物技术的定义相当广泛，涵
盖了所有为特定目的使用生物系统、活体或者活体衍
生物以生产或修饰产品或流程的行为。 这一定义就说
明了生物技术的影响力不会局限于医疗保健和农业领
域的大公司。实际上，随着生物技术蓬勃发展，工业
产品、能源和自然资源等行业都会受它的影响。

换个更形象的说法，你可以把这个流程想象为一家生
产零部件的工厂。这个部件只是千千万万个部件的其
中一个，但也十分重要。然而，由于生产软件出现了
问题，机器一启动这个部件很快就坏掉了。幸运的
是，这间公司发现了问题并修复了软件，这个机器中
的这个部件就终于能用了。

今年我们专注发展生物技术的其中一个领域，也就
是合成生物学，这个领域是基因编辑和修复的基
础。Asif Dhar是德勤管理咨询的资深合伙人和首席医
疗信息官，他认为合成生物学就是“用生物工程学的
手段进行改造，然后生产出来”。其中一个例子是改
造海藻，改造后的海藻可以生成酒精，然后就可以制
造燃料、聚合物或者颜料、涂层等建筑材料。 合成生
物学的重点并不在于改变基本的细胞行为，而是微细
胞增添一段代码，然后当细胞接受到信号时，它就会
改变行为方式。这个过程是在定向指导细胞的意图，
所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特定细胞有充分的理解。

而人类的细胞就像一个小型的制造工厂，DNA则是细
胞功能的软件。人类细胞有很多的制衡措施来确保
基因完整性，但即使这些措施效率很高，有时也还是
会发生错误，有时是因为外部损害，有时则是因为遗
传。 在CRISPR出现之前，人们根本没有一个价格合
适、高效、准确的基因方法可以定位基因修复位置，
并且带来医疗效果。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一大堆引
起疾病的基因问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可
以修复基因错误。

这种做法并不局限于科学实验，同样也已经用于其他
行业。基因疾病虽然相对罕见，但却相当严重，可能
会伴随病人一生，或者病人需要接受长期治疗。随着
制药业的发展，长期护理越来越需要病理学的参与。
而我们相信，合成生物学可以让病人接受一次治疗就
摆脱病痛。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治疗就可以终生无
忧，费用方面又要怎么办好呢？

虽然合成生物学可能可以让我们通过基因方法编辑一
切活体系统，但是凭借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现在能
编辑的基因系统还很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操控果
蝇的工具和方法，人类花了100年才发明出来。现在
也没有可参考的经验或知识可以用于编辑其他细胞系。

人们对生物科技医疗应用存在争议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环境上的修饰也是可能的吗？会不会有人认
为胚胎修饰也是可以接受的呢？会有人因为基因改变
而感到开心吗？对于这种道德问题，是不是每个国家
和文化的理解都不同？这些都是大问题。

目前CRISPR的案例都是修复细胞，让细胞能恢复正
常功能。这样的工作我们更好入手，而且也少一些
争议。

不管怎么样，治疗基因疾病，比如囊性纤维化、镰状
细胞贫血症和某些癌症，会让患者重获生机，但也会
让一些担心恶意基因操作的人心生恐惧。关于规制和
道德的讨论几乎是和科学研究同步展开，而且这些问
题还远远不能解决。然而，唯有理解对这一变革力量
在各行业的应用，你才能对那些可能影响我们未来的
商业决策有所洞察。

同样，农业也开始使用CRISPR方法，这种方法比以
前的选择育种和杂交技术更加有效。比如说，通过
CRISPR进行修饰，未开口的小蘑菇在处理和运输过程
中就不会变成褐色。
如今CRISPR已经可以供疾病治疗使用。学界目前正和
商界合作，解决发展的规制、范围以及严格性。随着
CRISPR技术的发展，这项技术的使用和讨论也会越
来越广泛，但各大企业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思考这项技
术能带来的影响。 随着医疗费用和医疗难度的不断上
涨，国立卫生研究院预计，到2020年，用于癌症治
疗的费用将会达到1580亿美元，而CRISPR的发展无
疑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了希望。 而且制药业、油气行业
以及化学产品制造商也都在使用合成生物学来编辑活
体来生成化学物质或其他的合成物质。

现实检验
眼下，虽然合成生物学方面可能有很多发明、专利以
及IPO，但其中有一项技术特别引人注目：CRISPR基
因编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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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CRISPR/Cas9的原理
CRISPR/Cas9体系源自用于抗病毒的细菌免疫体系。CRISPR主要由短DNA重复序列和间隔序列组成，其前端编
码负责引导基因编辑（Cas蛋白）。细菌CRISPR免疫系统通过以下几个步骤编辑基因：
短DNA重复序列

间隔序列
病毒

CRISPR RNA

RNA
CRISPR序列

酶

1

CRISPR RNA的生产

2

适应性

新病毒上的DNA会被处理成断片，然后被插入进CRIS-

CRISPR的重复序列和间隔序列DNA转录（将DNA复制

PR序列作为新间隔。

到RNA的过程）。生成的RNA为单链分子，会被切割成
多个CRISPR RNA。Cas9酶分子和第二块RNA匹配生成
结构体，如果有DNA和间隔DNA序列匹配，该结构体就
会和该DNA结合。

编辑
双螺旋展开

或

切割

3

4

定位

因为CRISPR RNA的序列是由病毒DNA复制而来的，它

或修复

编辑
研究人员正在改造这个细菌，以期能编辑病毒以外的

们都可以和病毒基因匹配，所以很适合作为引导。当发

DNA。他们利用CRISPR/Cas9去定位基因，让基因失

现可可以匹配的DNA，酶就会松开双螺旋，并且会切断

效，切断基因或者插入新的DNA，以此来编辑DNA序

两条单螺旋，使得病毒DNA不再能发挥作用。

列。

资料来源：Andrew Pollack，《DNA编辑方法》，纽约时报，2014年3月3日，https://nyti.
ms/2k5xxdx；Ekaterina Pak，《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变革者》，哈佛大学博客文章，2014年7月31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deloitte.com
日，http://sitn.hms.harvard.eduﬂash/2014/crispr-a-game-changing-genetic-engineering-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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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Barnes, 博士, Intellia
Therapeutics首席科学官

CRISPR让基因编辑成为可能，这项技术使我们可以
准确修饰细胞基因。作为一项指数技术，这项技术
的潜力极大。在制药业，过去20年间，人们为了定
位基因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促进
了治疗疾病研究的发展。在农业，科学家们不断尝试
提高谷物的抗菌能力，提高牲畜抗病能力。而在工
业和科学界，科学家们利用CRISPR来编辑人类细胞，
和疾病斗争。就像池塘里的涟漪，CRISPR可能会颠
覆医疗、制药、农业等行业。而最关键的还是对患
者的影响。然而，道德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编
辑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DNA来影响后代），以及
基因编辑后的生命体进入大自然，打破生态环境平
衡。这些问题都需要全社会的认真思考。在Intellia，
我们决定不编辑生殖细胞基因，而是专注于人体细
胞，这样我们的目标就可以直接定位在目前的基因
疾病上。

自2000年人类基因序列被标记出来，科学家们已经
为4300种基因疾病找到了相应的致病基因，这些疾
病会对病患的生活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相信CRISPR可以改变医学，因为它
只需一个疗程来永久地编辑人体内疾病相

”

关的基因。

自古以来，囊性纤维化和血友病这些慢性病就一直
困扰着我们，如果未来没有这些基因疾病该有多好。
在Intellia Therapeutics，我们利用CRISPR技术来开
发治疗方法以实现这样的未来。

未来五年，基因编辑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临床医学
上。我们也很期待CRISPR能带动药物开发，在不久
的将来为我们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在Intellia，我们相信CRISPR可以改变医学，因为它
只需一个疗程来永久地编辑人体内疾病相关的基因。

除此之外，我们很难预测10年后的基因编辑会是什
么样子。而现在，我们有了工具可以修改细胞DNA。
我们目前的挑战就是探索我们需要的细胞。当我们
改善我们的流程时，CRISPR的能力也呈指数增长。
而当我们为CRISPR开发出更多的功能时，我们将不
可避免的遇到道德问题——这些技术能用在什么地
方，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在Intellia，我们比较关注
这项技术能为基因病人带来什么影响。试想一下，
在未来，我们没必要留着手头上的牌——我们可以
换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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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量子计算总能解决现实商业问题，甚至是政
府危机。Peter Diamandis列举了量子计算在各个行
业的运用。在个体化治疗方面，量子计算机可以为
人体内的两万余种蛋白质建立药物反应模型。在气
候科学方面，量子模拟可以让我们一窥人类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而且，对于现实中的很多系统，比如
光合作用，量子模拟的建模能力明显更强。在这些
方面使用量子计算机可能可以推动仿生学等学科或
其他行业的发展。33

量子技术的定义可以包括所有利用量子设备的实际
应用，其中就包括了计算、感应、加密和模拟。28
量子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在原子或亚
原子层次研究物质的性质，其中相关的理论可能和
常识相悖。粒子就像波一样，具有量子不确定性，
并具有非局域性量子纠缠现象，用爱因斯坦的话来
说，就是“超距作用”。很多量子现象都局限于原
子级别的粒子上，所以新型材料和方法都会探索和
利用这些粒子。29

现实检验

而且，量子计算通常非常依赖硬件，人们往往需要
采用特殊材料，并致力于实现持久可控的量子态，
也就是说，人们想要的是通用量子计算机。但要实
现这一点，前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然而，现
在各大机构都在想着抢占“量子高地”，因为对于
某些级别的问题，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甚至超越
了全球的超级计算机的总和。

在多量子位元、高相干性的量子机器（也就是通用
量子计算机）被发明出来前，各公司可以用量子模
拟和量子仿真来进行实验。现在很多人都是用这种
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为实现全量子GPC（通用计算）
指明了发展路线，还可以让各公司一窥其发展潜力。
量子模拟技术只需要利用我们已有的硬件和工具，
就能完全实现（我们所知道的）量子计算能力。也
就是说，量子模拟可以完全模仿量子计算机的工作
状态，只需用传统计算机就可以让我们理解某一量
子计算机中的所有量子门的影响。

如今，中国无锡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配置了
10600万个内核，由40960个节点组成，每秒浮点运
算次数高达93次。比现在的高端GPU快了大概一万
倍。与之相比，一块带有60个量子位元的量子芯片
理论上会比太湖之光更快。30

量子仿真的对象则是完全没有实体的量子优化流程，
使用的是数学方法，但却不损计算精度。也就是说，
量子仿真返回的是量子计算机会给出的结果。通过
量子仿真技术，你可以使用传统的数学方法，而不
用为量子硬件特意编出一个算法。这一技术可以提
高计算的速度和数量，实际能有多大提升取决于仿
真的抽象程度。34

任何成功占领了“量子高地”的公司都会在他们的
架构上使用这项技术相关的效应，比如量子穿隧效
应、量子态叠加效应以及量子纠缠效应。
量子态叠加效应可以使得量子位元同时套用0和1两
个值，而在量子穿隧效应中，粒子可以表现得像波
一样，跨越能量状态。这些效应使得量子计算机可
以解决一些普通计算机难以解决的组合问题。比如，
机器学习中会用到模式识别——对多个大数据集进
行对比，然后发现学习模式来对数据进行有效描述。
利用量子态叠加效应和量子穿隧效应可以在更多的
组合中处理出更多的模式，而且运行速度比一般电
脑要快。但是有一点不好，那就是这个技术会影响
数据加密和保护。31

有一个例子，Kyndi利用量子仿真技术推断复杂数据
时来算出组合复杂度，然后把结果用于更大规模的
机器智能操作中，这些操作的数据量根本不是人类
专家可以应付得来的。但是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
取代专家，而是为了让自动化完成大规模分析工作，
让人们可以专注于有价值的工作。使用这一技术，
人类需要一整年才能完成的分析工作，Kyndi在七小
时内就能完成。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利用纠缠技术实现量子加密，
利用的是两个纠缠态的噪音相同的原理。因为有着
量子纠缠效应，相隔较远的两个量子位元是相互关
联的，所以如果想对其中一个量子位元进行测量，
你可以使用另外一个量子位元的属性。而测量处于
纠缠态的两个量子位元中的任意一个都会破坏纠缠
态。所以如果有人偷听，通信双方就可以更加轻易
地察觉。32

量子模拟和量子仿真背后都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传统计算机架构究竟能运行什么程度的量子计算，
理论计算机科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并
且给出了他们的计算结果。虽然，这些理论并没有
指定算法设计或仿真抽象方法。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量子优化方案（如前文所说
的量子穿隧或量子退火技术）还不能完全用于通用
计算，但确实会帮我们解决复杂的组合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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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量子技术的发展要产生普遍的商业影响所需要的时间

年

5+

0
(现在)

仿真技术

模拟技术

量子技术

量子通用计算

量子仿真通过使用典型硬件
的数学方法来解决问题，避
免使用量子计算机，但同时
又不会降低计算结果的可靠
性。

量子模拟技术使用的是现有
的硬件和工具，但可以尽可
能高地还原真实场景，这项
技术旨在探索真实世界的问
题以及量子算法设计。

量子优化适用于特种架构或
机器，这种技术利用量子效
应来解决复杂的组合优化问
题，比如说找出最高效率的
解决方法。

各公司现在正在利用所有能
用上的量子效应（量子穿隧
效应以及量子纠缠效应），
为的是打造一款多量子位
元、高相干性的通用可控商
用门模型量子机器。

德勤大学出版社 | dupress.deloitte.com

类的框架问题，传统的规则引擎就需要应付大量的
组合问题。

比如说找出最省时间、最快、最便宜或最高效率的
解决方法。举些我们身边的例子，航班规划、蒙特
卡洛方法以及互联网搜索。35而最近很多人也把这项
技术用于图像识别、机器学习、基于模式处理的深
入学习和智能系统算法的透明度（算法可以自我解
释，并给出结论的推导过程）。

说到量子优化的未来发展，要知道，大规模计算能
力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今，这一技术已经对
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
现在，我们利用统计方法来从大数据中挖掘模式、
洞见和联系。然而对于高流动性、低重复率的小数
据，这些统计方法并不适用，只有人脑才能识别并
分析这种弱信号并且了解其中的缘由。在未来几年，
我们有望见到量子计算也拥有人脑这种能力，进而
变成最强大的概率推理模型。

基于规则的推理和过往基于案例的推理都是使用多
个案例，通过找出共同的特点来展示相互的关系，
而量子优化就解决了这一局限。量子优化的难点不
仅在于识别图片中的物体，更是在于根据这些物品
做出推测。比如说，识别照片中的一只狗、一个球
和一个人，然后推测出他们在玩游戏。要解决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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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但却可以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来实现类似的结
果。

在Kyndi，我们致力于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我
们不仅利用人类的创造力和睿智，我们也利用更加
智能的机器。我们有一项技术为我们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这项技术利用量子技术，把任意语言的文本
转化为晶体结构。

基于规则的计算机所无法解决的高复杂度问题，我
们却可以利用仿真技术解决。比如，癌症患者和医
生制定一个医疗计划，其中可能包括化疗、放疗、
手术以及饮食要求。这样，统计学上而言，他们就
有24种可能的组合：可能病人A由饮食开始，病人B
则由手术开始，等等……而如果治疗方案中的每一
步都要重新优化，可能性的数量从24个一下变到24
的阶乘。这样，就有6.2x1023 种组合方式。

语言的用途很多，而且有一词多义的可能。因此，一
般的电脑就很难进行推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
们使用了一种数据表示法，这种方法源于量子计算
方法。我们的建图技术能够学习任何语言的模式以
及其在各个领域的使用方法。我们把分析后得出的
晶体结构图以图片的形式储存起来，这些图显示了
其中的相关性。无论这些图有多复杂，我们储存起
来的效率还是很高，需要用时，我们在传统计算机
上也可以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取出来。接着我们通过
机器学习来使用这些结构。

Kyndi同样还致力于解决国际上类似难度的安全问题，
比如竞争情报——进行前沿评估，并且找出新兴科
技的发展模式。人脑能对这么复杂的东西产生直觉，
传统计算机可不行。然而，在大数据方面，一系列
的思考流程会快速产生大量的组合，对于这么多的
组合，即使是非常善于思考的人也应付不过来。

“人类瞬间就会有直觉，电脑可没有。”
随着大数据、暗数据、信号噪音以及那些看起来毫
无模式可言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利用新科技
来分析数据并且得出合理、现实并及时的推测。
人类瞬间就会有直觉，电脑可没有。量子计算以及
量子仿真算法可以解决高难度学习和推测，而用同
样的时间，基于规则的系统只能解决一些相对较小
的问题。我们已经利用量子仿真算法来解决了这一
问题。从技术层面来讲，仿真技术并非真正的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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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量子计算机可能在概率和推理方面远超人
类。在那天到来之前，你没必要死守着量子计算。
量子模拟可以帮你理解新概念，而量子仿真则可以
帮你把这种量子概念应用于重要的问题上。比如
说，要人类就某一方面读500篇文章可能花掉数月时
间，Kyndi的量子仿真系统可以在瞬间完成对这500
篇文章的分析，然后帮你把阅读清单上的书目减少
到六本，而这六本书能够为你详细解释这一方面的
知识。量子时代终将到来。在那之前，你可以把模
拟技术和仿真技术当成两个独立的过渡步骤——学
习和应用——而且都值得你探究一番。

科技力：量子技术

我的观点

技术影响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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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生物学、能源储存、量子计算和纳米技术要成
为主流商业技术可能还要很多年。但就算我们仍然
只是处在探索的初期阶段，和这些技术相关的风险
和安全问题就已经出现。

来势不可挡的发展势头将会受到规制的约束，但这
样又反过来让人们注意到这个行业的合规风险。
量子计算：随着量子计算的发展，我们有了相应的
算法和数据模型，风险预测模型在风险管理中的地
位可能会有所提高。我们现在建模需要用到数百个
数据属性，而运用量子计算，我们在构建模型时可
能用到超过20000种属性，这两者的差别使我们看
到了性能、细节和洞见上的重大跨越。随着管理网
络风险的难度越来越大，量子计算这些平台在未来
可能会成为主要的网络部件。

比如：
纳米技术：医疗行业正在大力开发纳米技术设备，
就好像，外科医生可以使用微型工具修复受损组织，
合成的分子结构可以为组织再生提供基础。然而，
正如很多医疗设备，纳米技术有着重大的合规风险。
而且，这些工具的微小体积使它们不能保证其他
科技的安全性。有时，我们要用纳米技术
管理纳米技术带来的风险。
能源储备技术：电池和电网储存
技术本身不会有明显的风险。然
而，用于控制电流和充电、放
电的电子元件就没那么安全。
随着储存部件越来越紧凑、轻
便，这些设备上将会有新的数
字化接口和能源管理工具，我
们要想办法保证它们的安全性。

在我们开始思考这些科技以及他们所带来
的变革性影响时，我们不应该只看到
它们带来的商机，也应该看到它们
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使
用它们会使你的系统更脆弱吗？
使用这些机会会不会给你的企
但就算我们仍然只是处在探
业带来金融合规或者商誉上的
索的初期阶段，和这些技术相
影响？又或者，这些技术会不
会像量子计算一样，通过改革
关的风险和安全问题就已经出
加密方法、预测模型和数据分
现。
析，进而提高了安全性？

“

”

合成生物学：作为生物学和工程
学的交叉学科，合成生物学将会为
农业、医疗、制药业等和生物系统相
关的行业带来变革。虽然合成生物学看起

虽然我们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
案，但我们很肯定，如果我们在设
计和开发过程中抱有“先闯一闯”的态
度，CIO将会为探索和使用这些指数技术打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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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从探索阶段进入试验阶段之前，你需要优
先考虑业务案例，以及建立原型，进行实地研究
并将技术投入使用。如果试验结果符合业务案例
中的期望值，你就可以通过商业孵化进行投资。
但你要谨慎点，不要太快全面投产。即使你有着
可靠的业务案例，而在可控环境和使用中出现了
正面的试验结果，在这一阶段，还不能证明你的
产品的可靠性。你需要一个扩展性强的孵化器，
在把产品推出世界之前，你可以在这个孵化器里
进行优化、测试以及维修。

从哪开始
也许我们还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看清以上几种指数
技术的潜力，但相关的功能和应用已经被相继开发
出来。如果你觉得还需要观望多三年时间，那么在
那之后你至少还要三年到五年才能看到成果。因为
这些科技并不是呈直线型发展，你观望得越久，你
落后得越多。
一旦你开始使用这些技术，你可以考虑通过以下步骤
实现周期可控的目的：

• 程序化：从感知到投产并非只需两步，这个过程
需要你的努力。有人认为创新只需灵光一现。虽
然灵感也是创新的一部分，但比起灵感，创新更
是岁月的沉淀，是有计划的、严谨的努力行动。

• 感知和研究：在研究指数技术之前，首先要根
据你的感知和研究工作建立假设。确定一项科
技，比如纳米技术，然后假设这项科技在前中期
能对你的产品、生产方法以及竞争环境产生的影
响。然后针对这些假设做充分的研究，并且随着
时间增长，通过设定阀值增加或减少投资或研究
力度。但是你要知道，感知和研究并不属于研发
过程，它们更像是研发的前期工作，为的是确定
这项科技在你所处的行业中的潜力。

而且，在你利用这些科技时，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常
见的创新难题：你在这些技术上的获利（至少是在
前期）甚至比不上平时使用的技术。这只是个阶段。
保持下去，并帮助大家专注于最终目标，你可能会
需要制定一个稳定的计划来指导你前行，并且规划
好你所花的时间和金钱。没有规划，创新通常会半
途而废。

• 探索：通过感知和研究，你就找到一些有发展
前景的指数技术。这时，你就可以开始观察别
人对这些技术的态度，以此来探索“这项科技的
状态”，最终决定这些技术适不适合你所处的行
业。然后围绕“这项技术的状态”开展工作：尤
其是,这些技术会对你的公司带来影响或收益吗？
如果会，你就可以在试验阶段开发使用案例以评
估“技术状态”。

总结
虽然这些科技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它们中的一些将会在未来两到五年
内引起产业变革。正如其他新兴技术一样，早点使用可能就会抢占先机。CIO、CTO和其
他高管从今天开始就该思考一下这些科技可能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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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科技实验。他还担任多个国家的咨询首席技术官。他的客户来自联邦政府、金融服务、
高科技及电信等行业。White致力于为客人提供商业方案，他的主要服务领域包括方案架构、
数据分析、信息技术运营和基础设施设计。

TOM NASSIM
Tom Nassim拥有超过15年的咨询经验，致力于为大型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规划战略和
创新。他协助德勤管理咨询的客户利用指数技术带来的机会，主要的服务领域包括数字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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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德勤之前，他是普林斯顿的教职工，并且是多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包括NanoTerra、Arsenal Medical、480 Biomedical以及MC10。

ASIF DHAR
Asif Dhar是德勤摩立特的资深合伙人。他同时也是首席医疗信息官，协助开发Therapeutic Area Transformation Integrated。Dhar还是一位思想领袖，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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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量和效果都有深入的理解。

生物科技部分内容由Xprize执行董事Jason Williamson编
写。Williamson曾是德勤管理咨询创新实践部门的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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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及美国首席技术官
德勤管理咨询
wbriggs@deloitte.com | Twitter: @wdbthree
Bill Briggs进入德勤已经超过18年了，这些年来，他致力于协助客户实现商业转型。他的客
户来自各行各业，有金融业、医疗卫生行业、消费行业、通信业、能源业和公共部门。作为
一位战略师，他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协助客户预测新科技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协助客户实
现转型。
而作为CTO，他负责研究、改良和创新，协助制定并实现德勤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业务的规
划，为客户寻找有意义的技术趋势，并且推动德勤咨询的服务战略发展。
Briggs还是德勤数字化的创始人，他负责新行业的组建和发展，并以此德勤数字化的发展规
划。德勤数字化为客户提供创新、策略、用户体验，工程人才和技术服务，以帮助客户充分
利用颠覆性的数字技术来思考并实现未来——重构用户交互方式、工作方式以及市场核心。
Briggs在圣母大学获得了他的计算机工程专业本科学位，并且在西北大学的凯洛格管理学院
获得了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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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风险管理负责人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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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FAN SAIF
美国咨询负责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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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f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负责人。他不仅有着超过20年的IT咨询经验，他还特别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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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网络风险行业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他帮助德勤的几大客户制定规划、设计并实施稳健战
略、商业流程以及科技方案，从而使得客户企业变得更安全、灵敏和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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