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科技趨勢

石油、燃氣與化學產業觀點

石油、燃氣和化學產業的科技創新加速了改變的腳步，創造一連串的問題、挑戰和機會。為了履行職責，企
業領袖和產業專業人員必須預測、瞭解新興科技趨勢並維持領先。
要 做 到 這 一 點， 產 業 相 關 的 深 入 見 解 非 常 重 要。 我 們 以

知自動化 (Cognitive Automation, CA) 和機器學習 (Machine

為基礎，提出針對石油、燃氣與化學產業的觀點，探討影響

的見解，支援創新的商業策略。這些科技也在創造產業中勞

Deloitte 研究報告「2019 科技趨勢 : 突破數位領域的疆界」

產業的幾個重要趨勢，包括宏觀的科技力量，以及現代企業
如何因應數位轉型。這些力量積極創造策略和營運的改變；

重新定義資訊科技 (IT) 在企業中的角色；並迫使企業領袖重
新思考如何在科技帶領的全球經濟環境中經營企業。

新一波的數位創新已讓烴類和其他資源的供應擴大，同時降

低成本並提高生產能力。進階資料分析、人工智慧 (AI)、認

Learning, ML) 將產業中大量未開發的資料轉化為可藉以行動

動力的機會與挑戰。

我們舉出現實的範例及關鍵的考量點，協助石油、燃氣與化
學產業的領導者更清楚瞭解未來的情況，並幫助領導者們思
考如何形塑未來以滿足不斷改變的需求。

宏觀科技力量

九種科技力量 ( 雲端、數據分析、顧客數位體驗、
區塊鏈、認知科學、數位實境、核心系統現代
化、資訊安全和利用科技進行事業轉型 ) 是過去
與現在的創新基礎。這些力量對企業非常重要，
它們在控管之下所激盪出的火花可以對目的明
確的重大變革產生加乘作用。這些力量現今的狀
態如何？企業如何運用這些力量？

導入人工智慧的企業

此產業中的企業逐漸將 AI 的潛力運用在價值鏈
自動化、資料導向決策和形成有價值的見解。要
成為一個真正導入人工智慧的企業，必須在公司
的任務中找到 AI 的定位，重新思考組織內的人
力資源，關注環境中的人機互動，並在核心業務
流程和企業營運中使用機器學習技術。

展開行動

• 融合資訊科技 (IT) 和操作技術 (OT)。強
化服務、流程、方法、創新和工具的協同
效應。
• 發展有凝聚力、敏捷的科技策略。讓顛覆
性科技相互配合共同發揮作用，推動重大
變革。
• 顛覆 IT。重新設計科技的功能，以快速、
有效與企業營運相互配合。

趨勢案例

許多石油、燃氣和化學企業正更新其數
位和科技的策略、組合和藍圖規劃，以
在風險、報酬、敏捷性和投資之間取得
更好的平衡。有效的數位與科技組合管
理方法具有彈性和靈活的特性，可以適
應數位化推動因素(digital enablers)、科
技、廠商平台、商業策略和市場力量的不
斷演進。

展開行動

• 努力成為「人工智慧優先」的企業。將問
題從「為什麼要用 AI ？」改為「為什麼
不用 AI ？」。
• 利用各種程度的 AI 應用。相關應用在製
程、成熟度和價值潛力三方面有所不同，
涵蓋簡單的自動化到人工智慧的運用。
• 學習新技能和提升既有技能。企業的 AI
計畫將決定員工需要加入哪些新技能。企
業要視需求培訓現有員工，或是僱用或約
聘新人才。

趨勢案例

在一個使用案例中，AI、CA 和 ML 從歷史資料中學習，對地表進行精確的造影、解讀和建模，以強
化烴類勘探和開發的分析。結合人的專業知識和 CA 可以提高對地下層的理解，幫助改善識別、復原
和生產作業。AI、CA 和 ML 的眾多其他應用也出現在該產業的生產、土地管理和商業等層面。

無伺服器 (serverless) 世界的 NoOps
石油、燃氣和化學產業大幅受益於提高生產力、
效能和安全性的科技和方法。雲端服務供應商已
經不厭其煩地完成傳統基礎架構自動化和安全管
理任務自動化，增加「as a Service 」的複雜度 及
價值。因此，一般企業的技術資源與底層系統基
礎架構的互動越來越少。營運人員可以成為越來
越敏捷的團隊，專注於更直接創造業務績效的高
階 ( 和高價值 ) 活動。

展開行動

• 採取工程思維。進行標準化、現代化與整合，
讓公司將工程原則應用在營運上。
• 轉型為雲原生 (cloud native)。追求不需管
理實體基礎設施的科技。
• 流程轉型。將不需要人為介入處理的重複流
程自動化。

趨勢案例

石油、燃氣和化學產業使用雲端科技和客製化軟體的情形日益增加，需要採用更多 DevOps 和
NoOps 思維。部分公司正在向雲端與軟體相關產品與服務的供應商尋求協助，以大規模開發這些能
力，完成可行的 (viable) 工作量。

未來的連線能力

進階聯網技術提供持續的連線能力，可推動新產
品和服務的開發，或將低效率的營運模式進行轉
型。從邊緣運算、網狀網路 (mesh networks) 到
5G、近地軌道衛星和超寬 頻，石油、燃氣和化學公
司正利用先進的連線能力來設計未來的企業網絡。

展開行動

• 準備迎接頻寬爆炸。無線聯網世界將帶來新的需
求和機會。
• 尋求平衡。價格可能維持動態，因此需要在高階
連線能力的成本和價值之間取得平衡。
• 維持領先。擴展將在新裝置的聯網製程中取得的
資料範圍和品質。

趨勢案例

連線能力是具有許多遠端工作地點 ( 例如鑽探平
台、化學精煉廠、現場辦公室 ) 的產業中的關鍵數
位推動因素。從遠端操作人員身上擷取即時生物特
徵可大幅提高安全性；使用防爆、安全的裝置並讓
作業員查看和更新日程安排可以提高作業效率。

智慧介面

智慧介面將最新的人性化設計與擴增實境、強化
智能 (ampliﬁed intelligence)、智慧基礎架構和先
進的機器學習模型等尖端技術相結合。這些技術
和能力協同運作，可讓石油、燃氣和化學產業中
的勘探、開發、生產、安全和維護活動進行轉型。

展開行動

• 看到預期以外的可能。重新構想手動、耗
時的任務，例如設備維護，的進行模式。
• 重新思考培訓與合作。利用數位方式進行
連結和學習。
• 改善可用性。採用智慧介面，徹底增強相
關應用的可用性。

趨勢案例

智慧介面拉近人與機器的距離。能感知
地理位置的人工介面和虛擬實境輔助介
面可隨時提供操作人員與他們所在位置
有關的即時指引，提高遠端工作人員的
表現和安全性。舉例來說，當操作人員
讀取油量表讀數時，可啟動即時檢視和
安全檢查清單。

超越行銷：重新想像客戶體驗
現在的精明客戶 ( 包括內部和外部客戶 ) 開始期待
個人化的情境式體驗。為了滿足這些需求，領先
業界的行銷長們往內部尋求答案，與資訊長建立
更密切的夥伴關係，使用採用新興科技的新一代
行銷工具與技術，改變交易式 (transactional) 的
客戶關係。

展開行動

• 專注於客戶體驗。從被動、管理資產的思維，
轉為管理客戶體驗的思維，提供卓越的客戶體
驗。
• 全力投入資訊蒐集。蒐集和管理價值鏈中的客
戶資訊，引導未來與客戶的互動。
• 以生態系為中心。不只是關心您的直接客戶，
要瞭解最終消費者以及他們對價值鏈的影響。

趨勢案例

石油、燃氣和化學公司正進行創新，橫跨實體和數位連接點提供無縫整合的客戶體驗。他們關注整個
客戶體驗的歷程，找出轉型、簡化流程與資料的重大機會，並將 B2C 經驗納入產業價值鏈。

DevSecOps 和資訊安全勢在必行

為了強化對網路和其他風險的因應方式，領先的
企業正將安全、隱私、政策和控管嵌入不斷演進
的 IT 服務交付模式中。DevSecOps 將網路和風險
管理從法規遵循活動 ( 通常在開發生命週期的後期
開始 ) 徹底轉變為必要的架構思維，進而可以從一
開始就協助形塑系統設計。

展開行動

• 將安全性整合到所有 IT 服務交付模式中。儘早
規劃在 IT 和 OT 系統中建置類似的安全流程、
標準和工具。
• 開闊眼界。法規遵循仍然很重要，但公司的主
要安全重點應該是主動管理風險。

趨勢案例

推廣「由上而下」的安全文化，並採用 DevSecOps 解決方案有助於讓應用程式安全流程符合雲原生
應用程式開發規範。在應用程式設計之初就嵌入安全策略和資料隱私控制可保護組織不受意外風險和
資安威脅影響。

超越數位前線：規劃未來

數位轉型已成為商業和科技策略人士的號召口號，
然而公司常常將轉型方法鎖定在特定的科技進展
上。開發系統性的方法來識別和利用技術、科學
和業務相互影響所產生的機會是揭開數位轉型神
秘面紗，讓數位轉型變得具體、可實現、可衡量
的重要第一步。

展開行動

• 整理現有的各種新工具。提供競爭優勢
的新工具包括人工智慧、群眾外包、使
用者體驗設計和創客運動。
• 推 動 數 位 創 新。 鼓 勵 快 速 實 驗 (rapid
experimentation) 和快速原型製造。營
造一個沒有繁文縟節的發展環境。
• 催生新文化。考慮投資併購案、合作夥
伴關係和育成中心。

趨勢案例

因 應 燃 料 價 格 彙 總 服 務、 成 果 導 向 (outcomebased) 關係和永續綠色生活等新興趨勢的出現，
新商業模式也應運而生，這些新商業模式為整個價
值鏈帶來推動下一代數位交易的機會。採取數位前
瞻思維將有助於石油、燃氣和化學公司為未來做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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