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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度大，亟需转型路径图指导

（一）数字化转型比传统转型更复杂

1. 数字技术于制造业企业较为陌生

2. 数字化战略需与整体战略相匹配

3. 数字化运营遭遇更大的转型阻力

4. 数字化业务将重塑企业传统业务

5. 数字化组织需随新业务动态调整

（二）我国制造业企业亟需数字化转型路线图

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初探

（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趋势

（二）以电子行业为代表探索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1. 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从生产向研发、供应链、销售环节拓展

1）数字化工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切入点

案例1：改造数字化工厂⸺新技电子

案例2：新建数字化工厂⸺泰衡诺

2）以数字化工厂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拓展路径

案例3：创维打造全国数字化生产运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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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环境变化、内部需求驱动和政府政
策推动共同作用下，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性已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1 尤其是在极端环境
下，数字化转型领军者的抗风险能力显著高于一
般企业。如2020年突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
范围内肆虐横行，严重制约全球经济发展、影响
企业运营。2020年3月IDC面向我国一百多家企
业CIO展开调研，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
企业、线上业务占比高的企业，他们受疫情的影
响较小――企业数字化做得越好，受疫情影响越
小。2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开启数字化转型之
旅。有89%的企业表示数字化转型是未来企业成
功的关键。42%的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其组织
首要战略目标。3

近年来，我国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稳定提
升，并逐步向中高级阶段迈进。4 但对比发达国
家，我国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进程仍然相对滞
后，主要集中在局部推广阶段，而以美国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企业则更多地开始向下一阶段迈进，
如拓展复制和运营管理（如图1所示）。如何更好
更快地推进我国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成为现阶段热议的话题。

前言

图1：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

数据来源：《数字化转型中的机制创新》，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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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度大，
亟需转型路径图指导

（一）数字化转型比传统转型更复杂

当前，尽管我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转
型有望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仍有近半数的企业
对数字化转型持有观望的态度。5 哈佛商业评论
2019年调研显示：数字化转型风险是企业管理
层最为担忧的风险。6 令人望而却步的失败率是
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仍然犹豫踌躇的一个主要
原因。即使是转型进程更深入、经验更丰富的发
达国家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也显得有些手足无
措。Couchbase对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450名企业（企业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数字化
转型负责人的调研显示，90%的数字化转型项目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7

放眼全球，情况依旧不容乐观。咨询公司麦
肯锡从2012年开始追踪全球企业转型成效，其
2018年最新调研结果显示：仅有16%的企业认为
其数字化转型项目取得成功。这一期数据比往期
数据都低（2016年、2014年和2012年的转型成
功率分别为20%、26%和20%）。对制造业企业
而言，数字化转型之路更为艰难：制造业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成功率在4%到11%之间，显著低于平
均水平。8 可见，企业转型难，数字化转型更难，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则是难上加难。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难，主要原因
是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要面临传统转型
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还需要了解、融合较为
陌生的数字技术，使得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成
功难度大增。i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利用数字技术，打造
新型数字化能力，驱动商业模式转变，最终实现
整体变革的系统性大工程。数字技术的运用是企
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开展转型时最显著的特点，也

是企业实现整体变革的主要手段。然而数字化转
型的主要内容是转型，是以流程驱动转向以数据
为驱动的商业模式变革。

决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成败的关键要素包括 

（如图2所示）：数字技术（工具）、数字化战略 

（顶层设计）、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业务（两大核
心领域）、以及数字化组织（支撑）。数字化转型
的成功需要以上五大核心要素有机结合、相互协
作，缺一不可。

i 注：在此需要区分数字化转型项目与传统信息系统项目。两者虽均是针对制造业核心领域和环节（如生产、研发等）实施信息技术项目且均可产
生数据，区分数字化转型与传统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化转型可获得时效性更强、种
类更丰富的数据，同时充分融合传统信息系统已有数据，展开深度数据挖掘，形成商业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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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数字化转型五大核心要素及相互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1. 数字技术于制造业企业较为陌生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数字化
转型最典型的特征，也是数字化转型区别于以往
转型最明显的特点。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驱动力，能帮助企业重塑以数据为驱动的竞争
优势，创新商业模式，实现新收入来源。从技术层
面来说，数字技术是指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把各
种信息资源的传统形式转换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
二进制编码数字的技术。9 各个机构对数字技术
的定义和理解不尽相同。比如：

• ISACA（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认定的三大
数字化转型技术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

•  MIT（麻省理工学院）则认为数字技术主要包
括社交、移动互联网、数据分析和云计算；

• 咨询机构埃森哲提到数字技术主要指的是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 ……

可见各机构对数字技术有不同的侧重，但
总的来说，大家对数字技术涉及的内容基本达成
了共识，主要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区块链、AR/VR、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传统制造业企业对于上述信息技术相对陌
生，不了解这些新技术能更有效、更经济地解决
企业哪些问题。然而在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操作过
程中，往往需要融合多项数字技术。2018年数字
化转型调研显示，已经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平
均采用了四项数字技术。10 制造业企业深入理解
一项数字技术尚且需要耗费不少时日，何况多项。
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数字化战略

数字化组织

数字化运营 数字化业务

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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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化战略需与整体战略相匹配

数字化战略是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是转
型成功的最为关键之所在。目前有部分制造业企
业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不够深刻，认为数字化转
型就是数字技术的应用或数字化项目的实施，导
致数字化战略可能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有所偏
差。而传统转型战略基本就是企业优先级最高的
整体发展战略，这也是数字化战略制定比传统转
型战略制定难的根本原因。然而数字化转型的根
本目的不是转型，也不是数字化，而是通过数字
技术帮助企业重塑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竞争优
势。11 因此，数字化转型战略不能孤立存在，需与
企业整体战略相匹配。

3. 数字化运营遭遇更大的转型阻力

数字化运营体现在利用数字技术打通企业内
部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形成新的洞察，帮
助企业实现精益管理。数字化运营包括了企业所
有环节的内部流程优化，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库存物流、财务等。数字化转型项目涉及的范围较
广，有80%的企业表示开展数字化转型需要多个
部门甚至是所有部门共同完成。12 诚然，传统流程
优化也会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合作，但传统项目制
的流程优化目标是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各部门仅
需将达成此目标的相关数据共享即可，因此各部
门对核心数据或资源仍有较大的把控权。数字化
运营则需打通数据孤岛，使得各个部门运营在线
化、透明化、智能化，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
数据控制权，因此数字化运营会遭遇比传统转型
更大的转型阻力。

4. 数字化业务将重塑企业传统业务

数字化业务是基于数字技术产生的新产品/

新服务，或通过数字技术与供应商、用户等相关
方形成创新协作、互动模式，从而给企业带来新
的收入来源。可见，数字化业务其实考验的是企业

的自我颠覆能力和创新能力。传统转型可以基于
企业核心业务的调整与优化，比如本世纪初较为
主流的全球化或多元化转型，均是将企业自身的
核心产品/核心能力输出到其它地区或其它相关领
域。而数字化转型所涉及的数字化业务是对自身
核心业务的颠覆或重塑。比如发动机制造商以前
是靠出售发动机获利，现如今可利用物联网技术，
使得新一代数字化发动机可实现与制造商实时数
据交互；制造商可通过分析发动机运行数据，推出
对发动机的一系列数据增值服务，打造新型数字
化业务。虽然数字化产品/服务能给企业带来新的
收入来源，但新产品/新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
传统业务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会影响传统业务
的收入。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数字化业务并非是纯
增量业务，如何处理新旧业务的关系，是数字化业
务领域的最大的挑战。

5. 数字化组织需随新业务动态调整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通常会将关注点首先集
中在运营或业务方面，对组织变革投入的资源较
少。13 然而，若组织架构和决策过程无法与新业务
相匹配，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将可能停滞不前。企业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对组织架构进行动态
调整，并制定长期有效的激励制度，形成与新业务
相匹配的数字化组织。与以往转型不同的是，数字
化组织里的每个部门、岗位职责随着数字化转型
的推进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数字化组织将重新定
位职能部门，改变职能部门作为专项职能资源审
批权利部门的定位，回归到职能参谋、职能服务和
职能专业人才大本营的位置，支撑业务价值创造
环节。同时，数字化组织将对人才需求、招聘和使
用的方式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人才技能方面，未
来企业中简单重复的工作将被机器取代，具备技
术和业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人才培养趋势。
数字人才短缺已成为全球现象，更灵活、高效的自
由职业者（Freelancer）招聘形式将成为弥补人才
短缺的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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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制造业企业亟需数字化转型路线图

与其说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还没
有理清头绪，不如说千头万绪更为恰当。面对数
字化转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很多企业管理者处
于非常困惑的状态。数字化转型涉及多项技术、
多个环节、多个领域，可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很
难全链路出击、同时对所有环节进行改造。而有

限的资源分散投入到太多的环节，极有可能导致
各个环节都做不到位，达不到转型预期。面对多
项不熟悉的数字技术、多个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服务商、涉及多个部门和多个外部主体的数字化
应用项目，制造业企业管理者很难做出精准的规
划（如图3）。

图3：制造业企业缺乏数字化转型路径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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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转型路径缺失是企业数字化转型
所面临的重要挑战。14 过多技术选择是目前制定
数字化转型战略时面临的首要挑战之一，有35%

的企业管理者将其视为排名前三的挑战；同时，
过多的业务转型需求使企业领导难以取舍。15 仅
有29%的高管认为其企业具备清晰明确的数字化
转型实施流程。16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
产业界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众多科研机构、事
企单位对数字化转型展开了长期的研究，也有关

于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成果。总体来说，当前对于
数字化转型路径的研究较为宏观和关注顶层设
计，在转型认知方面有较好的教育意义。随着近
年来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了解和认识不断深入，
对于想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或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企业来说，他们亟需更微观、更具操作性的转
型路径参考，能在他们做决策和规划时（如从哪
个环节开始、选择什么技术、选择什么项目等）提
供一些具体规划思路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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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路径初探

（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趋势

生产环节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因此制造
业企业更倾向于先修炼内功，从内部运营优化开
始布局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前文提
到的五个核心要素方面呈现出新趋势：技术方面
从传统 IT架构转向松耦合的工业互联网微服务
架构；战略方面从降本提质增效转向商业模式创
新；运营方面从基于流程的局部优化转向基于数
据的智能决策；业务方面从数字化产品转向数字

化服务/解决方案；组织方面从科层制的组织架构
转向更柔性、响应能力更快的柔性组织架构（如
图4所示）。

然而由于行业属性不同，数字化转型行业差
别迥异，很难总结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字
化转型路径。因此，本报告从电子行业出发，尝试
总结提炼电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图。

图4：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新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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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电子行业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增速方面均
稳居工业领域首位,地位显著。同时，数字经济的推进进一步放大了电子行业的发展潜力和行
业带动作用。此外，我国电子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强烈、基础良好，是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军。

电子行业在我国工业经济中地位显著。近年来电子行业的发展规模、增速稳居工业领域
第一。2018年电子行业营业收入达107,685亿元，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10.3%，营业收入
在40个工业子分类中处于首位；利润总额达4,781亿元，占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7.2%，利润
总额在工业领域排名第三。2014年到2018年间，电子行业快速发展，复合增长率达5.9%（工
业行业整体为 -1.3%），稳居第一。17

数字经济的快速推进放大了电子行业的发展潜力和带动作用。一方面，5G、物联网等新
基建需求拓展了电子行业的市场空间。比如5G的基站数量将是4G基站数量的1.43倍，天线
需求量将是4G的8-32倍。整个5G宏基站建设周期，与5G基站建设相关的天线、PCB板和射
频前端需求量将出现巨幅提升，分别将带来728亿元、375亿元、322亿元的市场空间。18 另一
方面，得益于人工智能、高性能芯片、新型显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汽车、家居等
行业电气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行业渗透力较强的电子行业将有望把创新拓展到其它领域，带
动其它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汽车行业为例，车联网、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已成为汽车行
业三大新体系。咨询公司AlixPartners研究表明，全球汽车产业向电气化转型的资金投入将超
过2,550亿元。19 大众、本田、BBA等传统车企以及博世、大陆等零部件企业已先后开启电气
化之路。

电子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强烈、基础良好，是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先行军。电子行业具有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行业渗透性强等特点，是全球战略性竞争产业。随着市场竞争逐渐激
烈、用户对产品要求日益严苛，我国电子行业面临研发周期长、生产效率低、品质管控差、产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缺失等行业痛点，数字化转型需求强烈。同时，电子行业数字化基础良好，
比其它行业更容易开展数字化转型。2019年我国电子行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为54.9%，行业
排名第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1%。20

边栏：
为什么选择电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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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电子行业为代表探索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本章节通过挑选典型的电子行业企业开展深
入调研，归纳出电子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路
径、业务路径、技术路径和推进方式四方面的转
型特点。调研企业需满足数字化水平较高、成效

较好的条件；同时调研企业业务范围从小到大均
有覆盖，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大不相同，数字化转
型的阶段不同（具体挑选标准见附录）。调研企业
整体情况和数字化转型要点，如图5所示。

图5：案例企业简介及数字化转型要点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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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电子行业数字化转型典型实施路径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1. 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从生产向研发、供
应链、销售环节拓展

通过对案例企业的深度调研和专家访谈，我
们发现案例企业在实施路径上的选择有很大的相
似之处，本报告归纳总结出一条典型的电子行业
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如图6所示。同时我们还发
现，从全局来看，电子企业数字化转型以传统信息
系统/软件应用为基础，以生产环节为切入点、各
环节根据各自业务需求从简到繁独立更新迭代数
字化应用，再逐步打通数据流和业务流，将各环
节单点数字化应用由点到面地串联起来，实现全
局范围内的数字化应用。

与服务业和农业相比，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最具特点的环节是生产环节。数字化工厂是制
造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最关键的、不可避免的
一环，也是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
个主要切入点。本报告挑选的调研企业中，纵使
在生产环节上的数字化程度略有差异，但所有调
研企业均将生产环节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切入
点。接下来，本报告将从数字化工厂为起点，以典
型电子行业的企业为例，由点到面地介绍电子行
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思路。

1）数字化工厂――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切入点

构建数字化工厂对于大型电子企业来说，
是数字化转型中的其中一环。但对于小型加工企
业，打造数字化工厂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
部。对电子行业企业而言，大多数产品对精度和
品质的要求较高，很多关键生产环节都是由机器
完成，因此自动化水平较高、数字化转型基础较
好。正是由于这些特点，电子行业的企业，尤其是
高端制造的企业，对产品高良率和设备高稼动率
有非常高的要求。有专家表示，电子行业的产线必
须保证设备稼动率在80%以上、并且长时间保证

足够大的产量，才能确保生产成本在可控制的范
围内。这也是电子行业企业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
问题。

然而保证产线的高产量和高稼动率并非易
事，也并不仅仅是置换更昂贵的设备、部署更先
进的系统就能做到的。它需要从全局出发，考虑
与生产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物料是否到位、生
产计划是否科学、设备是否运行良好、各工序衔
接是否合理等等。本节将详细分析企业构建数字
化工厂需考虑的要点，并通过实际案例详细介绍
数字化工厂建设思路。

生产 研发 供应链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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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工厂需求分析

现阶段，并非所有的产线/工厂都适合数字化
改造。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某企
业新建了一条无人产线，对生产效率有极大的提
升，但新产线从建成以来几乎处于停工状态。其背
后的原因是无人产线的启动和运行成本非常高，
需要企业保证长时间高产量的运行才能摊销其运
行成本。然而企业的订单量不足以支撑新产线的
运行，导致新产线被束之高阁。

可见，对于企业来说，建设数字化工厂的第
一步需论证数字化工厂的必要性。通过调研多家
电子行业企业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我们总结出
企业亟需构建数字化工厂的情况：一是在相当一
段时间内，订单量持续稳定上升，而当前传统工厂
由于产能不足已无法满足订单的正常交付（如案
例1新技电子）；二是当前生产流程不能满足特定
的生产要求，如全面品质管理、产品可追溯（如案
例2泰衡诺）等。

电子行业企业探讨数字化工厂需求时，需要
将投入产出比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通过调研我
们了解到，通常来说，大企业对于数字化工厂的投
资若在三年内能收回成本，则可以优先考虑；中小
企业对投入更加敏感，资金更为紧缺，一般需要
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收回成本。

• 数字化工厂建设基础

明确了建设数字化工厂的必要性之后，企业
需要了解的是建设数字化工厂需具备哪些基础条
件。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构建数字化工厂的难点在
于“数”的获取，如订单的数、物料的数、设备的
数、产品的数……这些数据的生成、获取、传输、
整合和分析，每一步都困难重重。电子企业相对于
其他传统制造行业，在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上有一
定优势。通过调研，我们得知：诸如无人工厂等高
级形态数字化工厂的建设对工厂本身数字化基础
要求非常高；但就绝大多数工厂而言，现阶段企业
对生产阶段最大的诉求在于可直观地了解工厂生
产情况，即可视化管理、订单生产追踪等数字化工
厂的基础应用，而这些应用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只
要实施ERP系统的企业即开展最基础的数字化工
厂改造。ERP系统已是相当成熟的解决方案，实施
周期短、成本低。可见，改造数字化工厂的初始要
求并不苛刻。

• 数字化工厂建设：改造VS新建

当企业明确数字化工厂需求和建设基础之
后，下一步需要明确的是数字化工厂建设方式：在
原产线/工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还是新建工厂？
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当企业面临以下情况，则可
优先考虑新建工厂，如表1所示。

表1：数字化工厂优先选择新建工厂的情况

企业需求 具体内容

产能增速过快 自身业务增长及产品转型的市场需求是否会带来远超现有产能一倍以上

为提升市场
响应速度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环境变化及产品自身生命周期缩短，在管理外协或供应商方面的经营成
本压力增长加快，企业回收部分制造业务自己加工，以应对市场对制造周期的快速反应要求

为快速响应
客户需求

企业面对重要客户提供的快速反应要求，就近布局生产基地，一方面降低物流成本，一方面满足
客户快速反应要求

受当地经营
环境影响 企业在当前所在地受限于招工、人力成本等影响，选择在其它地方新建生产基地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盘古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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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新技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新技电子”），主要从事精密PCBA加工、完成品组装，长期为兄弟国
际、松下、东芝、索尼、爱普生等国际知名品牌提供专业的代加工服务。新技电子由1993的成立时300
余人发展至如今的职工过万、年产值200亿港币以上，是东莞市出口企业十强。

1.新技电子数字化工厂背景及基础

新技电子属于典型的OEM厂商。随着市场更新迭
代速度加快、消费者对品质要求与日俱增、人口红利逐
渐减弱，OEM厂商依靠传统“人海战术”式规模化发
展道路已无法在竞争激烈的数字经济时代立足。数字
经济时代的OEM厂商主要面临的问题为：

一是作为来料加工企业，客户对代工厂本身的管
理水平、制造过程、质量保证有严格的审厂要求，传统
OEM厂商难以提供说服力强的资质证明。二是传统产
线无法实现不同客户、不同产品之间的快速换线。如新
技电子代工产品具有多机种小批量的特点，平均每年
需要同时交付100家客户约1万多个工单的产品，因此
每天每条生产线需换线8到10次，有的产线每天需换
线10次以上。传统产线无法高效协调产线多次换线需
求，导致生产效率低、产品品质无法保证。三是OEM

厂商的生产物料大多由客户提供，且不同的客户采用
不同的标码，传统工厂无法对来源复杂、数量庞大、
种类繁多的生产物料开展高效管理，导致效率低、出
错率高。四是近年来我国人力成本上涨过快、且千禧
一代员工管理难度加大，使得我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
代工企业的比较优势日趋减弱，生产利润下降趋势明

显。因此建设数字化工厂是OEM厂商在数字经济时代
打造新型竞争力的主要方式。

新技电子具有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在设备方
面，新技电子自动化设备虽然相对老旧，但保养得不
错。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新技电子有自主研发的ERP系
统、SRM系统及MES系统。在管理方面，新技电子从成
立以来一直推行精益文化，使得全体员工对于数字化
工厂的建设都持有积极的态度。

2.新技电子数字化工厂实施方案

新技电子数字化工厂改造的总体规划分为三步，如
图所示。第一步通过改造现有工厂的自动化设备、优化
生产流程，先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
转化为实质的系统管理工具，提高产能利用率，增加企
业利润空间；第二步逐步导入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进一步
解放人力，实现小投资、大收益，并基于不断丰富的企
业数字化财富，借助于信息化大数据分析工具，持续提
高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第三步在持续优化改进的基础
上，陆续提高如AGV、机器人、立库等投资较大的先进
自动化设备导入，同时寻求企业转型新业态。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 车间及仓库导入智能搬运机器人及智能物流，实现厂内搬运自动
化，优化人力

• 导入IMS-SFI模块，完善4M防错追溯闭环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品质
• 导入QMS模块，实现车间完全无纸化及全面品质管理
• 导入EAM模块，实现企业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设备稼动率
• 导入FAST BI系统，实现大数据深度挖掘运用，优化生产工艺，提质增效

• 导入收货管理及自动条码转换模块，对来料进行物料REEL ID管理，关联外箱ID、栈板ID等，标准化物料标示解析
• 导入IMS-WMS模块，优化仓储流程，优化检验人力，对接ERP/PLM/SRM系统，打通信息流，实现基础信息即时共
享、产品资料直接调用、订单状态实时监控

• 导入IMS-SMT模块，提供齐套分析及计划排程管理，采取仓库直接对产线的JIT备料模式，降低材料库存，实现全
面追溯防错

图：新技电子数字化工厂改造的总体规划

资料来源：新技电子调研

STEP 1

STEP 2

ST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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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物料在工厂的流转情况，新技电子的数
字化工厂改造在收货、进料检验、入库、出库和生产环
节的具体做法为：

（1）收货环节：针对新技电子100%来料加工、同
时面对超过300个客户的代工生产模式，为解决各不
同客户来料的标签标识规则不同，企业内部解析困难
现状，开发AOS自动收料模块。AOS模块基于来料原
厂商物料标识规则、不同客户自身物料标识规则等建
立多套物料标识解析对照表模版，并通过视觉识别技
术及自动化设备实现来料标签自动转换。AOS模块的
引入可减少收料人员10人，缩短物料在收货环节滞留
时间8小时以上。

（2）进料检验环节：由于物料种类众多、待检区域
面积有限、检验场景众多（有免检物料、有全检物料、
有抽检物料、加急物料等业务场景）等客观因素，进料
检验环节时常出现IQC人员找不到物料、不清楚先检
哪种物料等困难。新技电子通过导入栈板ID与地址码
绑定物料位置，为IQC人员提供待检看板指示待检物
料位置、加急料突出显示等提示等功能，通过与ERP/

PLM对接实现直接调用资料、交互数据等功能，取消
传统的查找纸质物料规格书，手写检验报表等作业方
式，实现IQC人员减少5人，物料在IQC待检区滞留时
间缩短。

（3）物料入库环节：针对物料编码种类众多（超
过10万种）、库位管理及物料使用错误等入库挑战，新
技电子基于系统仓库建模，融入客户、产品、物料属性
等多种规则，实现动态库位管理，取消原人工维护库位
表，手写物料卡等作业方式，提高仓库库位利用率。

（4）物料出库环节：新技电子的订单超过80%为
少量多样的订单结构（单次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为几
十个）、且生产物料从原料仓至生产车间需跨越多栋厂
房，对生产物料运输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新技电子先打通工厂营运信息流，随后部署搬
运机器人取代人工搬运的整体规划：一方面运用JIT生
产模式，将每个工单分为备料、拣选、配送、编组、上
线等多节点，并对各节点实现实时状态监控管理；另一
方面打破传统系统只管控物料齐套的换线管理模式，
实现在换线前进行物料、设备、工装、程序、人员、辅
料等多生产要素的智能齐套分析，可完全避免由于生
产要素不齐导致的换线效率损失。

（5）生产现场管理环节：首先新技电子对超过20

年以上的老旧设备采用增加数据采集卡、数据通讯
卡、加装RF采集器等多种方式进行设备联网能力改
造，实现现场生产设备关键运行状态实时感知。为解
决同工艺存在多车间及多部门信息共享与沟通效率问
题，取消传统的跨部门找人跑单、纸质流程审批、各单
位海量手写报表等作业方式，新技电子搭建了信息集
控中心，将同工艺段的所有生产、质量、工程、计划、仓
储等信息整合统一联动分析，将各职能部门集中办公，
提高产能利用率，综合效率提高13%。

（6）成品打包及出货环节：通过实施智能搬运机
器人、自动码垛机器人、轻量型密集库等改造，实现
打包及出货环节全自动化。在生产线上产品封箱完成
后，系统自动通知智能搬运机器人将产品运至打包区；
通过自动上下料机及自动滚动线实现产品型号自动区
分；再利用自动码垛机器人完成栈板打包，并通过智能
搬运机器人实现栈板自动入库及出库动作，完全取代
了成品仓库内部的人力作业。

3.新技电子数字化工厂成效

通过一期项目成功实施，新技电子将丰富的制造
技术经验通过信息工具规范化后，实现以下成效：

（1）通过JIT拉动式供料和智能转产的应用，换线
时间从30分钟缩减至10分钟，生产综合效率提高13%，
全年新创产值近亿元；

（2）降低仓库及生产线人员80人，直接人员精简
28%，人工成本节省640万元/年；

（3）各类纸质生产报表由1140份减少至0；

（4）完全消除工单在发料的FIFO管理失控风险及
物料使用错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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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泰衡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泰衡诺”）是深圳传音控股（下称“传音”）全资子公司，负责
传音电子产品生产制造。传音是从事移动通讯终端产品研发、制造、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旗下拥有
TECNO、itel、Infinix以及Oraimo等品牌。2019年传音手机出货量为1.37亿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8.1%，排名第四；非洲市场占有率高达52.5%，排名第一，并享有“非洲小王子”的称号。*

1.泰衡诺数字化工厂背景及基础

传音旗下手机在海外市场，尤其是非洲市场独占
鳌头源于其有针对性地进行本地化、个性化研发。针对
非洲消费者收入、肤色的特点，传音推出双卡手机，完
善其防水、防震、防滑功能，提供其它手机厂商50%左
右的实惠价格；同时针对性改良摄像头，解决当地居民
无法进行人脸识别的问题。然而，由于非洲手机市场
竞争激烈、手机型号更新换代频繁、消费者对电子产品
个性化需求加剧、售后服务要求不断提升等挑战，传音
想要继续保持海外市场的竞争力，需要更快速响应市
场需求、提升售后服务能力。传音的代工厂及传统工
厂已无法满足传音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也无法实现
零部件及整机全生命周期管理及品质追溯。作为负责
生产制造的泰衡诺决定新建数字化工厂打造新型竞争
力。

之前的传音是一个产品设计加销售型企业，因此
在产品设计和销售方面的已具有较为成熟的信息化系
统，如SAP/PLM/OA/SCM等，但生产制造领域的工业
软件基础基本为零。

2.泰衡诺数字化工厂实施方案

泰衡诺数字化工厂的总体设计思路为：以各类智
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智能传感与
控制装备为底层架构，依托生产车间执行系统（IMS）
集成，实现智能生产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等底层
装备与顶层系统的交互集成；在此基础上开展设计管
理系统（PLM）、经营管理系统（ERP）、车间制造执行
系统（IMS）协同与集成，完成工厂内部各层级业务的
纵向集成，实现智能决策、智能设计、智能经营、智能
生产的业务新模式，如图1所示。

图：泰衡诺数字化工厂总体设计思路

资料来源：泰衡诺调研

一、系统集成与PMC（信息流）

ERP对接

镭雕 印刷 SPI 贴片 炉前
AOI 回流焊 炉后

AOI 维修 下载
烧录 写号 FCT 分板 目检 收板 WIP

入库 出货

• Webservice对接方式
• 基础数据同步
• 财务信息同步
• 流程信息整合

• PPID生成与绑定
• SMT关键设备对接（镭雕机、
贴片机、SPI、AOI）

• SMT拉头看板展示
• 全面防错管理

• 精准追溯管理（90%）
• 抛料数据管理
• 异常管理（支持停机）
• 设备稼动率监控

• 维修管理
• 人机料法管控
• 测试数据对接
• 半成品/成品管理

• 工序管理（采集供需、关键物料绑定工序、QC工序、标签
工序、维修工序、测试工序、包装工序……）

• 工序防错防呆管控
• 成品&包装&出货&OQC管理

• 计划管理
• 工厂日历
• 工单监控

• REEL ID
• 收料管理优化
• IQC待检看板
• IQC系统管理优化
• 入库：推荐&绑定储位

• 库存/库龄/呆滞/超
期/调度/MRB管控

• 红牌管理
• MSD物料管理
• 物料盘点

• 物料超市（取消
Kitting）

• 多种备料模式
• 智能转产
• FIFO先进先出管控
• 超发/退料/散料管理

• BOM分阶
• 工程ECN
• 程序核对
• 自定义工
艺流程

• 设备管理
• 钢网管理
• 刮刀管理
• 飞达管理
• 锡膏管理
• 吸嘴管理

• 自定义报
表

• 自动以看
板（FAST 
BI）

其他系统 PC 收集/
集成条码

• 系统对接
• 物料齐套分析
• 自动排程

• SMT核心设备对接
• MSD环境参数表监控

• 智能转产
• 智能上料核对

• Andon系统
• 精准追溯管理（100%）

• SPC分析
• 透明化生产过程

• 供应商门户
• 点数机
• IQC对接

• 智能灯光指引料架
• 智能仓储AGV

• 人员技能&绩效管理
• 企业云门户
• 数字化工厂看板

IQC/
入库

仓库管理 物料管理 产线备料 上线/
续料

工艺/
工程

EAM 可视化

二、供应链与生产物流（物料流REEL ID）

四、制造流程（过程流SN/PPID）

三、制造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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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从2018年10月到2018年12月，泰衡诺
搭建了异构系统集成平台，并将新开发的车间制造执行
系统（IMS）与已有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
经营管理系统（ERP）和供应链管理系统（SCM）进行
对接。通过对接IMS系统和PLM系统，产品设计资料
可直接自动同步至IMS系统，进而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即
可同步进行可制造性分析，实现产品从设计端到制造
端由之前的串行业务模式转变成并行业务模式，大幅
缩短了产品从研发至面向市场的上市周期。通过对接
IMS系统和ERP系统，ERP系统中的基础信息及自动交
互现场生产信息自动同步至IMS系统，可实现工厂生产
透明化，同时结合IMS的计划排程、齐套分析等功能进
而达到实时动态的生产资源调度管理，大幅提高企业
产能利用率。通过对接IMS系统和SCM系统，可与供
应商实现物料状态共享，结合IMS提供物料标识解析
服务、采购订单交付管理等功能进而实现跨企业间的
资源协同，大幅降低库存成本。

在系统集成完成之后，泰衡诺于2019年1月打造
设备可视化平台，完成现场镭射机、印刷机、贴片机、
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联网，实现生产现场的全自动化
设备互联互通。一是通过实时采集生产现场设备的运
行参数，结合IMS的资产管理功能，实现设备状态实
时监控及智能预警管理；二是通过将设备信息、物料
信息、工艺信息等数据深度挖掘，结合IMS生产管理
模块，对生产工单排程、物料清单、设备效率、人员管
理、工艺标准、过程参数等进行分析、诊断、监控、追
溯和预警。可视化平台可控制生产成本，及时了解产量
及库存的业务细节，发现存在的问题，快速解决问题。

泰衡诺在2019年2月完成测试及组装车间IMS生
产管理模块功能。一是实现计划排程及自动采集产品
PPID进行设备参数下发，并通过交互式看板BI系统实
时监控设备能耗、吸料数、抛料数、生产数量、气压、
飞达ID等运行参数，进而实时对比产品工艺要求参数
与实际设备运行参数差异，实现设备及时预警及停机

管控；二是依托设备资产管理EAM模块和统计过程控
制SPC模块，对易损耗件使用周期、使用次数及设备
抛料率趋势等进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易损件使用状
态，提供易损件更换、保养、维修、预警建议。

有序实施项目各关键节点后，泰衡诺基于物料、
设备、人员、产品、工序等关键要素的身份ID唯一性，
通过与ERP系统及SRM系统对接实现产品BOM、工程
变更、物料属性等信息的追溯；通过与设备联网实现
设备状态、工艺参数、刀具使用等信息的追溯；通过工
单上线时物料核对、人员上岗、工装核对、工艺自动调
用、工序过站管控等实现产品全生产周期信息追溯查
询。

3.泰衡诺数字化工厂成效

泰衡诺新建的数字化工厂通过工业大数据分析应
用，实现各系统和设备数据集成分析优化，可实现以下
收益（与传统工厂相比）：

（1）实现企业人均产值提升20%；

（2）生产设备的OEE利用率提高了28%，生产综
合效率提升20%以上；

（3）精简人员15%，企业生产库存金额减少3,000

万以上;

（4）实现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人、机、料、法4M级
追溯，支持一个页面完成超过40项关键产品生产要素
追溯查询。

* 2019年度传音手机出货量1.37亿部 全球市场占有率8.1%，快科技，2020－04－29

 http://www.vrrb.cn/kuaixun/tech/20200429/108044.html

http://www.vrrb.cn/kuaixun/tech/20200429/108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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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数字化工厂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拓展路径

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电子行业数字化转
型的关键和基础，也是电子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切入点。值得一提的是，其它环节的数字化转
型的开展并不是在生产环节转型完成之后才进
行，而是在生产环节取得一定成效后逐步启动。

各环节根据业务需求从简到繁独立更新迭代数字
化应用。随着数字化应用的不断深入，企业会由
生产环节逐步向研发环节、供应链环节、销售环
节拓展，最终形成数据闭环和业务闭环。就数字
化转型拓展路径而言，调研企业呈现出一定的相
似性，如图7所示。

具体来说，企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不可能
一步到位，应用功能需要逐步迭代优化。比如，
在生产环节，MES系统的功能和准确性会随着配
套信息完善逐步改进：若MES系统与WMS系统
对接，能够获得实时的物料信息，MES系统的准
确性会比以前滞后的物料信息有所提升；若WMS

有所更新，不仅能提供某种物料的库存状态，还
能提供物料的存储位置及供应商供货信息等更多
相关信息，则MES系统能将产线计划制定得更精
确，从而能更大程度上降低原材料库存，实现JIT

生产。再比如研发环节，企业首先需要建立基于
CAx的数字化产品设计流程，并逐步建立研发知
识库，实现研发环节的数据积累，再到PLM产品
全生命周期管理。

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加深，各个系统之间
融合度越来越高，数字化应用的精确性也在不断
的提升，数字化应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实现
企业数字化应用以点到面的覆盖。如生产环节可
与研发环节打通，实现新产品快速试产和量产；
生产环节可与供应链环节打通，及时向供应商发
出新产品所需新物料的需求，最大程度缩短新产
品上市周期；供应链环节与销售环节打通，让客户
可以实时了解订单状态和物流情况，提高客户满
意度；研发环节与销售环节打通，可及时将客户需
求和反馈传递给研发部门，帮助研发部门优化已
有产品/开发新产品。

图7：以数字化工厂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拓展路径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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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维”）是创维集团旗下核心企业，是国内三大彩电龙头
企业之一。创维2019年营业收入达372.7亿元，电视业务是创维营收的主要来源，彩电产品远销欧盟、
美国、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地区。近年来创维彩电业品牌价值快速增长，2018年创维彩电品牌价值达
1,367.59亿元，跻身世界十大彩电品牌。2019年上半年，创维在电视行业的全渠道推总零售量排行第
一，并拿下第一季度全渠道销售量和销售额的双项冠军。*

1.创维数字化转型战略背景及基础

事实上，在创维品牌价值快速增长期间，传统电
视品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国内彩电市场受彩
电产品普及率较高、房地产市场拉动作用减弱等因素
影响，趋于饱和；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海外市场受贸易
摩擦影响增长受阻；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逐
渐成熟，用户对电视的需求越来越低；同时互联网企业
纷纷推出彩电产品，抢占智能家居流量入口，彩电市场
竞争进一步加剧；彩电产品同质化严重，价值战频发进
一步压缩企业利润空间。2019年上半年我国彩电市场
累计零售量为2,216万台，同比下降1.9%，出口规模达
4,421万台，同比增长8.8%(2018年增速为18.9%)，彩
电零售均价3,121元，同比下降9%；彩电企业销售净利
率从2016年的2.04%下降至1.48%。**

彩电行业处于寒冬之际，创维集团提出五年转型
升级总体战略（2017-2021），简称“一三三四”战略，
即以实现1,000亿元营收为目标，全面实施智能化、精
细化、国际化三大战略，推动深圳总部基地、珠三角智
能制造基地、长三角智能制造基地三大项目建设，打造
多媒体、智能电器、智能系统技术、现代服务业四大业
务板块。

数字化转型战略属于创维集团精细化战略在彩电
制造落地生根的具体体现，旨在通过数字化生产、数
字化研发、数字化供应链协同以及数字化营销多个业
务环节的解决方案系统和APP移动终端，打通涵盖产、

供、研、销等全流程，形成了“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需
求为起点，引导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的大规模定制工业
互联网平台体系，实现在设备侧数据采集系统的有效
协同，打破各业务系统之间存在的信息孤岛状况，在平
台侧整合信息系统数据，整理和提炼工业机理模型，
进行大数据分析，在移动端提供APP或企业微信等轻
量化应用。

数字化生产是创维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领域。在
创维看来，自动化和信息化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
段，制造领域也一直是创维自动化和信息化的重点领
域。目前创维已打造了基于工业互联网微服务架构
的DMSPlat数字化制造系统平台，并形成了生产执行
（MES）、仓储管理（WMS）、计划排产（APS）、设备
管理（EMS）、质量管理（QMS）、工厂管理（FMS）、 

工艺管理（PM S）、能源管理（EnM S）、办公管理
（OM）的数字化应用，大幅提高制造效率，降低生产
成本。

数字化研发方面，创维加大科技投入和新产品研
发力度，投入研发费用超过30亿元。创维已建设产品
研发及数据管理系统、产品项目管理系统、产品模块
化系统、质量管理系统、EDE资料系统、标准件管理
系统、案例共享系统等，实现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提高了研发产品设计的速度和质量。创维成为国内
首家、全球第二家OBM能力与自制的电视厂家以及“
蜂鸟”、“变色龙”等AI画质芯片的研发，并推出大尺
寸、OLED电视等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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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创维数字化制造平台

资料来源：创维调研

数字化供应链协同方面，创维已建设产销协同体
系、生产计划管理系统、供应计划系统、供应商管理系
统、物料管理系统等，通过完善上、下游供应链关系，
整合和优化供应链中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有效协
调企业内外资源来共同满足销售端需求，降低库存及
成本、提高交货可靠性和灵活性。

数字化营销方面，创维构建了支撑全渠道、多品
类、线上线下相融合的销售业务全流程管理系统，基于
微服务技术体系开发的全渠道营销中台已建成“客户
通”、创维微店、爱内购、平台旗舰店、官商、创维智家
等场景，实现渠道销售体系和直销体系在平台实现，实
现客户相关数据共享、场景贯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数
字化营销应用现与前端各系统（包括APP、小程序、H5

商城等）无缝集成，实现敏捷开发；能够快速响应前端

业务操作模式的灵活多变；能够与后端ERP系统高度集
成，将销售业务自动转化成财务处理凭证。

2.创维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

创维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是以制造环节为切入点，
研发、供应链及营销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先后开启，并独
自更新迭代，随着各环节应用的不断完善扩展，最终形
成各环节应用互联互通的数字化应用。

作为传统制造企业，生产环节不仅是创维数字化
转型的切入点，也是连接其它环节的核心。创维先后
构建了十个生产环节的系统，大幅提升了生产能力，成
效显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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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M E S－
WMS－APS－EMS－QMS－FMS－PMS－EnMS。
数字化产线是生产环节数字化的基础，因此数字化产
线是创维生产环节数字化转型的起始点。创维数字化
产线的建设有两种方式：一是改造传统产线，二是新
建数字化产线。创维在深圳制造基地有8条传统彩电
产线，近年来针对传统产线开展的数字化改造逐步将
传统产线改造为智能产线。而由于近年来出货量的提
升及彩电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创维在2017年和2018

年分别新建了两条智能产线――智能1号线和智能2号
线。就数字化应用而言，MES系统是生产环节的核心，
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也是创维生产环节的首要
考虑的方向。由于之前工厂的数据积累不够丰富，只能
配有基础功能的MES系统；随后通过WMS系统的建立
与接入，工厂能获得实时的物料信息，MES系统的准
确性会比以前滞后的物料信息有所提升；随着物料信
息、齐套信息的不断完善，APS高级排程成为可能；而
EMS系统的构建可根据设备健康信息和运行信息，通
过与MES系统的信息交互，不断调整优化，进一步提
高设备稼动率和生产效率；而QMS质量管理通过追踪
产品质量，分析出产品瑕疵的原因，可进一步优化生产
流程；随着工厂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完善，可以形成FMS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见，随着数据类型和
数量的不断增加，生产环节的各项数字化应用在不断
地衍进，功能在不断地完善。创维已在2019年完成深
圳基地数字化工厂的建设，并实现了最初设定的“两提
高三降低”的价值体现。***下一步创维准备将深圳基
地数字化工厂的解决方案输出到国内其它工厂，形成全
国数字化生产运营体系，支撑工厂运营。

随着数字化应用的不断深入，生产环节的数字化
应用可逐步向其它环节拓展，实现跨环节、跨领域的
数字化应用。生产环节可通过PMS工艺管理对接研发
环节的新产品导入部和工程技术部，可实时获取下一
步需要生产的新产品的生产信息，并通过WMS系统对
接供应链管理系统SCM，及时向供应商发出新产品所
需新物料的需求，并通过分析消费者的产品使用情况，
分析出产品需要改进之处，再反馈给研发部门，形成数
字化应用闭环。

3.创维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

创维的核心产品为彩电，并逐步拓展到冰箱、洗衣
机、空调、数字机顶盒、厨房电器等家电产品。随着彩
电行业产品整体向AI×IoT转型，创维也加强技术研发，
推出一系列具有AI功能的智能电视。2018年，创维提
出“新硬件”的新模式，即硬件+系统+内容+AI算法。
硬件为创维智能电视及创维其它智能家电的一系列智
能设备；系统为创维基于安卓系统开发的智能电视统
一运营平台，通过该系统，用户可实现对电视屏幕的控
制，比如播放电影/音乐、玩游戏、上网课等操作；内容
则是融入第三方内容服务提供商的网络资源；AI算法
则是融入智能语音深度优化算法的全时AI，用于满足
全场景、全语境和全生态的语音交流和服务。随着“新
硬件”模式的逐步成熟，创维推出了大屏AIoT生态品牌
Swaiot，并围绕Swaiot展开了智能家居的生态建设与
合作。目前创维智能家居解决方案不仅可接入创维自有
品牌的智能设备，还支持其它第三方品牌的智能设备，
带屏的智能设备之间可实现"屏屏互联互通"。

 4.创维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实施数字化应用是创维
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创维甚至已开始着手将长期使用
的IT系统，如ERP系统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进行重
建。主要原因是在信息化进程中，创维部署了众多来自
不同厂家、不同技术架构的独立信息化系统，而随着公
司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的纵向推进，传统IT架构无法
形成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的体系，同时各个系统之间数
据不互通，系统扩展升级艰难、运维费用高等问题不
断出现，信息孤岛效应愈发明显。以生产环节为例，创
维目前的数字化应用均是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的
（如下图所示），每年可节约上千万的系统运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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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创维数字化转型推进方式

在创维看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
了企业制造的方方面面，实施的难度比传统转型大；同
时，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创新工程，在行业内没有可借鉴
的经验，实施的过程仿佛钢铁炼造一般，需要不断试
错来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方式上，创维采用了集团信
息部门顶层设计，各环节独立开发、实施、推广、运维
的方式。具体来说，创维成立了信息化领导小组，让高
层领导深度参与数字化转型规划及协调工作。而对于
项目实施阶段，生产环节由智能制造团队负责、研发环
节由研发团队负责、供应链和营销环节由信息化团队
负责。创维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两种数字化转型
思路的不同――由IT思路主导的数字化转型是自上而
下的，从整体目标出发，逐步拆解目标，整体部署；而
由制造业思路主导的数字化转型是自下而上的，从实
际情况出发，分步部署。因此，在以IT系统为主的供应
链、营销环节，则采用IT思路更为合适；而在研发制造

环节，制造业思路则更为契合。创维认为两种不同的思
路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分别运用在合适的环节会起
到更好的效果。由于两种思路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从长期来看，最终会彼此融合，趋于一致。

在激励机制方面，创维采用两种方法推动数字化
项目的开展。一种是建立数字化转型意识形态。创维
通过对全体员工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宣传和培训，让全
体员工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知识和趋势（如行业发展
趋势、技术趋势等），帮助员工对数字化转型有基本的
认识和了解。另一种是形成数字化转型利益联合体。创
维通过开展充分的项目评估，与数字化转型项目成员
进行深入沟通，让项目成员充分了解数字化转型项目的
开展可满足自身需求，提升业绩指标。 

同时，创维建立责任制的项目制管理机制，项目
管理组和项目研发组协同作战，项目管理组以结果为
导向主抓项目进度，项目研发组以技术为导向主抓项目
创新，可在项目进度可控的同时，保证项目质量。

图：创维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化应用

资料来源：创维调研

* 数据来源：率先完成科技化转型，创维带领行业实现逆风翻盘，通信网，2019－08－29

 http://www.c114.com.cn/news/212/a1099192.html

** 数据来源：行业展望 | 彩电行业：需求趋于饱和，盈利能力持续承压、信用风险分化，和讯股票，2020－01－02

 http://stock.hexun.com/2020-01-02/199850229.html

*** 两提高指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三降低指的是：降低运营成本和产品不良品率、缩短产品生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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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从数字化产品到
服务再到解决方案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企业的
数字化业务能力也得到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逐步从内部运营优化向外部业务拓展转型，数字
化业务占比逐步提升。电子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业务路径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数字化产

品，即对企业传统优势产品进行改造，主要是实
现产品的智能化；二是数字化服务，即基于数字
化产品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如远程诊断、远程
运维等），实现“产品+服务”的新盈利模式；三是
数字化解决方案，即将自主研发、内部应用成熟的
数字化解决方案向其它企业输出，如图8所示。

图8：电子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

TCL华星

创维

研祥

新华三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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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研祥”）是中国工业互联网核心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从事
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工控平台、特种计算机、工业控制网络、智能视觉检测系统、嵌入式软件等技术、
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系统整合。研祥在全球设立49个直属分支机构、4个研
发中心和1个欧洲技术中心，产品销往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根据CCID和IDG统计，研祥在行业的市
场份额和产品技术领先性方面已经连续十三年位居同行业全国第一、全球前三。

1.研祥数字化转型战略背景及基础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数字经济
时代的企业需依靠工业控制计算机对运营过程中使用
的机器设备、生产流程、数据参数等进行监测与控制。
同时，智能制造的推进也对工业控制计算机提出了新
的需求：通过整合软件与固件来承上（连接决策中心）
启下（采集并转换不同接口的数据流）、串联起服务终
端需求。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用户对于工业控制计算
机的需求不断提升，并且从单一的硬件产品，转向以工
控机为核心的整体解决方案。

此外，工业控制计算机产品具有多品种、个性化
定制的特点（目前研祥生产的产品有70%需要个性化
定制），研祥在生产、研发和售后方面面临众多挑战：
生产制造方面，传统的产线无法满足大规模个性化的
生产方式，MES、ERP、PLM、CRM等系统存在信息孤
岛，信息业务流程不能共享，生产过程质量监控存在
断点等问题；产品研发方面，研发设计周期长、数字化
仿真能力薄弱、研发与制造系统缺少互联互通；售后服
务方面，由于产品种类多，应用范围广泛（30多个行业
1,000多种应用），对于产品的售后服务存在售后不及
时、问题定位不准确、运维服务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

研祥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现状问题，开展了以数
字技术手段为主的模式转型，通过将云计算、工业互
联网、工业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应用在生产制造、研发
设计、售后服务等方面，加速企业经营模式变革，提升
企业的行业竞争力。目前，研祥在生产、研发及售后领
域开展的数字化转型已取得一定进展。

在生产侧建立柔性化的生产体系：引进智能仓储
系统、AGV搬运装备、工业机器人、智能贴片机、AOI

全自动光学检测设备、选择性波峰焊等智能装备，改
造产线生产模式，支持混线生产，满足个性化定制的需
求；建立研祥智能工厂数据中心对智能工厂实时信息
采集层、车间工作站层、服务器层和信息分析处理层
等智能制造数据进行实时采集、统计与分析，并采用综
合管控平台实现对数字化和智能化制造车间的协同管
控，解决订单计划和生产计划信息的断点问题以及执
行管控和质量监控的断点问题。

在研发端建立数字化的研发体系：采用CAD/CAE

等数字化的软件和仿真工具，实现产品从工业ID、PCB

设计、结构设计、功能验证、性能仿真等方面的快速设
计，解决特种计算机行业应用多样化需求难题；建立特
种计算机标准化、模块化体系，将原先300多种产品变
成60多种标准模块，极大提高产品成熟度，实现研发
设计需求分析精细化、研发资源集约化、研发创新高
效化；建立基于CAD/CAE的全数字化特种计算机产品
设计流程，通过数字建模、SI仿真、EMC仿真、散热仿
真、振动仿真等模拟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表现，寻找
产品潜在缺陷；同时综合20个行业110种应用需求，提
出“主控模块+载板模块+扩展I/O模块”的模块化系统
设计新方法，建立经验模型数据库，以及建立产品缺
陷管理库，实时跟踪产品缺陷情况，实现产品全数字化
的研发设计，提高产品可靠性水平。

在产品服务方面建立全网络的服务体系：研祥结
合科技产业发展融合化、网络化、服务化特征，积极开
发服务型制造、网络化协同、互联网+模式等新型组织
管理形态，促进业务变革。研祥首创工控电商模式，建
立研祥商城，上线研祥天猫商城，推出研祥微商城，将
移动电商的全新购物体验带入工控机行业，推出基于
工业互联网的线上个性化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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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祥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

研祥以数字化工厂为核心，打通各大信息系统，实
现MES系统、PLM系统、CRM系统、ERP系统等系统
间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并采用综合管控平台实现协同管
控。数字化工厂的建设是研祥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也
是关键因素。研祥以数字化工厂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
主要分为两步：一是对现有设备智能化进行升级改造，
实现制造过程现场数据采集与可视化；二是打通工厂
数据与其它业务系统，实现企业层面的协同管控。

首先研祥对产线进行半自动化、全自动化升级改
造。2016年研祥新建了自动化的特种计算机产品生产
线，替代以往人工物料配送、人工检测、半自动制造等
方式，该产线能支持多种特种计算机主板产品的快速
换线，多种产品同时在线生产。新建自动化产线可自动
生成数据，实现与信息化系统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
研祥也着手对已有产线进行改造：对于可以替换的设
备进行更新换代，如购买智能贴片机、全自动回流焊、
选择性波峰焊、智能检测设备、智能仓储等设备和系
统，从而实现新的智能设备与现有信息化系统的信息
互通；对于无法替换的设备，引入第三方技术来实现设
备数据抓取通讯，如多协议网关，解决新旧设备数据
信息不同步的问题，逐步实现所有设备的数据采集及
可视化。

随后，研祥以智能工厂为核心，逐步实现各系统之
间的互联互通。

MES系统与智能设备互联：数字化生产装备根据
MES下达的生产指令进行各流程的过程控制，通过设
定各种设备的动作参数，进行模型计算和控制计算，从
而达到过程优化控制、故障诊断、过程仿真等目的。生
产过程中对各环节的执行数据、生产数据进行收集上
传，最终形成对生产数据的记录、追溯、统计和分析，
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MES系统与ERP系统互联：通过接口将ERP系统
里的生产工单数据、工艺路线、备料单信息等信息同步
到MES系统，用于产线排产、上料；MES系统与ERP的
IQC质检数据互通，可进一步提升质量管控成效。

MES系统与PLM系统互联：在新产品设计完成
后，PLM设计产品的BOM数据可通过接口函数与MES

系统交互，即MES在计划排产时可实现主板PCB设计
文件从研发端PLM自动下载和转换，从而改进以往工
艺文件需人工导入的方式，缩短新产品上市时间。

MES系统与智能仓储系统、采购系统互联：MES

系统将需要的物料信息传递至智能仓储系统，智能仓
储系统对物料进行自动捡装，并通过AGV进行上料，可
缩短备料时间、提升备料准确度；同时MES系统与采
购系统交互，可了解生产计划备料情况和原材料库存
情况的实时数据，进而优化生产决策和采购决策、降
低库存成本。

MES系统与CRM系统互联：CRM系统形成的销售
订单信息经审批后可直接同步给MES系统，形成生产
计划，可大幅缩短订单交付周期。

CRM系统与PLM系统互联：CRM系统针对用户反
馈及建议形成产品改进方案或新产品方案，并同步到
PLM系统中，研发人员可第一时间获取贴近市场和用
户需求的研发方向和思路，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效
率。

3.研祥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

研祥的数字化转型业务发展路径有三个阶段（如
图所示）：

第一阶段研祥产品从单一的工控机硬件到嵌入式
智能平台和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工业控制计算机。这一
阶段研祥产品主要以提供计算机硬件产品为主。

第二阶段研祥在硬件产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工
业控制计算机的硬件性能，形成特种计算机，同时延
伸智能工控服务。在此阶段，研祥进一步加强在硬件
产品方面的优势，持续在硬件设备发力，研发出具有防
水、防尘、防震等超强性能特种计算机，可适用于众多
复杂、极端的环境。同时研祥将业务范围从硬件拓展到
软件服务。针对工业控制领域存在的特种计算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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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和健康服务难题，研祥开发了首个工控设备健康
管理与远程运维系统，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特种计算
机产品运行状态的硬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产品进
行监控及运维管理，提供在线检测、故障预警、故障诊
断与修复、预测性维护、运行优化、远程升级等服务，
以便更好的优化产品，满足客户、企业和专家对服务平
台的不同需求，提高特种计算机售后运维管理能力。此
外，结合内部生产需求和外部市场需求，研祥基于自身
设备制造和软件服务能力，开发出整套智能机器视觉
解决方案。

第三阶段研祥为各行业提供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解决方案。基于其核心设备和工控系统在各行业的
广泛应用，以及在云计算、大数据领域的深耕，研祥将
工业设备、边缘计算、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
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客户提供包括故障诊断、故障分析
和预测、机器视觉检测、可靠性分析、产线优化、产能
提升等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解决方案。

图：研祥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

资料来源：研祥调研

第二阶段：新硬件+软件

第一阶段：硬件

第三阶段：解决方案

工业控制计算机硬件
+嵌入式操作系统 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特种计算机+远程服务

机器视觉检测设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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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祥数字化转型推进方式

在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法上，研祥采取了“顶层设
计、逐步推进”的策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祥对IT

中心组织架构进行了重新调整，成立集团IT中心，下设
智能化管理部、信息化中心以及网络与安全管理部，整
个数字化转型由IT中心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

数字化转型实施过程中，以IT为支撑，各部门积极

配合，分步对MES系统、ERP系统、PLM系统、CRM系
统进行端口打通，引入云桌面办公系统，所有数据实时
汇总到后台服务器。同时，生产制造环节成立智能化
改造团队，负责工厂车间设备的更新升级，生产流程
的优化；研发环节成立平台项目预研团队，负责平台设
计开发，软硬件调试；运维环节成立数据统计分析团
队，负责将平台分析数据反馈给各部门团队。此外，研
祥成立了针对工业互联网服务的支撑团队，以“新通
路”团队为人力支撑，为企业转型发展做好保障。

4.研祥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

研祥采取不同的方式完善原有系统和部署新建
系统。针对原有IT系统，研祥通过打通原IT系统的接
口，实现各系统互联互通。此外，研祥基于工业互联网
架构在云端部署众多新的信息化系统，部署应用开发

工具，开发远程设计、设备远程维护、协同制造等工业
APP，同时可为其他行业用户提供应用开发工具开发行
业专用APP，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让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中心变得灵活、高效、易于扩展，
如下图所示。

图：研祥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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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研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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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从传统技术架构
向平台架构发展

调研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在具体数字技术选择
方面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企业比较务实，选择从

较为成熟的技术切入；有的企业更具远瞻性，在
新兴技术上有较大的投入……但从发展的趋势来
看，调研企业在技术路径上也呈现出了相同的趋
势和特点，如图9所示。

图9：电子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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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传统的信息化系统或软件，如研
发环节的CAx软件、供应链环节的SCM系统、销
售环节的CRM系统等。这些信息化系统是数据的
主要来源，也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

然而这些独立的系统来自不同厂家、使用的
技术架构也不同、数据接口、数据标准、数据格式
等均不相同，导致系统间相互调用难度较大。而
企业的管理决策需要全局的数据作为支撑，信息
孤岛效应愈发明显。企业开始尝试数据整合和系
统整合，即第二阶段。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
纵向推进，数据和系统集成度越来越高，新的问
题突显出来：在传统的IT架构下融合数据和系统，
虽然在当前数据调用和应用方面较之前有不少
改进，但系统间耦合度高，把各系统“绑定”为一
体，导致任何系统中的模块有少许变化，可能严重
影响到其它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
身。因此，在传统IT架构下，无法形成顶层设计、
分步实施体系，导致系统维护费用剧增，也无法对
特定模块/系统进行快速迭代。

现阶段，也就是第三阶段，企业开始尝试从
传统IT架构向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转变，以松耦
合的微服务架构方式重塑IT系统。通常来讲，工
业互联网平台架构分为四层：一是设备层/边缘
层，依托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物联网等技术采
集从设备、系统、产品等数据，实现不同协议数据
的汇聚；二是基础设施层（IaaS），通过网络提供
数据存储、数据处理等IT基础设计服务；三是平
台层(PaaS)，汇集并提供多方开发工具、数据分
析工具、微服务组件等资源；四是应用层(SaaS)，
可实现快速更新迭代的软件服务。基于工业互联
网架构的新技术体系可将以前整合的大系统化整
为零，拆分后的各个小系统各自发展，需要的时候
像搭积木一样再把它们整合起来，各系统的高度
内聚但互不影响，可实现各模块快速更新迭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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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华星”）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显示领
域的创新型科技企业。TCL华星所涉及的半导体显示业务是2019年初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瘦身”后的
TCL集团的核心业务。目前，TCL华星TV出货量位居全球前三，对国内六大电视整机厂的液晶面板出货
量自2014年起稳居第一。2019年TCL华星实现逆市增长，营业收入339.9亿元，同比增长22.9%,净利
润9.6亿元。*  

1.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背景及基础

当前半导体显示行业的企业面临严峻挑战。2019

年半导体面板行业在产能高速增长的同时，需求趋于平
衡，导致供需失衡，面板价格加速下跌。2019年主流尺
寸面板的价格下降20%以上。这一现象还将持续一段
时间，半导体显示企业如何度过寒冬？TCL华星尝试通
过布局大尺寸触控模组、电子白板、拼接屏、高端专用
显示器等新的显示应用领域，提升高技术、高附加值产
品占比来应对外部市场的变化，数字化转型是关键。

TCL华星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定位是从QCDI（品
质、成本、效率和创新）四个方面支撑业务发展战略，
也是TCL华星打造核心竞争力、抵御市场波动、争夺全
球市场话语权的主要方式。TCL华星的数字化转型基
础较好，在八个重要领域已构建较为成熟的IT应用架
构，支持企业运营，如下图所示。

图：TCL华星数字化转型基础

资料来源：TCL华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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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M: Product Data Management
PLM: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SRM: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UTO: Automation
MES :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DSP : Dispatching System
IFM : Intelligent Factory Monitor
FDC：Fault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DC：Auto Defect Classification
RMS : Recipe Manager System
PMS : Preventive Maintenance System
OEE : 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
MDM: Master Data Management
SC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MS: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CRM :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RPT : Report System
EDA : Engineering Data Analysis
SPC : Statistic Process Control
QTS : Quality Tracking System
GP: Green Product
O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
KM: Knowledge Management
SSO: Single Sign on

案例5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支撑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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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

TCL华星的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为生产－研发－
供应链－销售。TCL华星所处的半导体显示行业是高
技术、高附加值的行业，设备的高稼动率和产品的高良
品率是半导体显示企业关注的重要指标，以上两个数
据至少要达到80%才能保证企业有盈利的可能，数值
越高、产品往高端化走的可能性越大、利润空间越大。
在订单量充足的情况下，生产环节的智能制造是提升
稼动率和良品率的关键。因此，TCL华星将生产环节作
为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然后依次向研发、供应链和销
售环节扩展。目前TCL华星在生产环节的智能制造应
用已较为成熟，现阶段数字化转型聚焦在研发环节，供
应链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是下一步关注的重点，销售环
节的数字化转型应用相对较少，正在规划中。

液晶面板工艺复杂、生产过程敏感、异常状况频
繁，如何保证设备高稼动率、实现高精度作业、快速响
应异常状况是TCL华星在生产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TCL华星生产环节自动化水平非常高，已达95%,

只有极少的核心环节需要技术人员参与控制，已初步
实现产线无人化。在生产环节，TCL华星的目标是实现
设备自感知、能效自调节、生产自适应、产品自联动。
因此，TCL华星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转型主要从四个方
面入手：设备、环境、过程和产品。如前面介绍，设备稼
动率是半导体显示行业非常重要的运营指标，因此华
星在设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设备的监控、状态格
式、以及机台设备参数的可控，实现了工厂智能化初级
功能。接下来华星要在已有数据上做文章，通过数据
分析来实现设备的预测和保养等功能。在环境方面，
生产电气化和能源监控是华星的改造重点，目前华星
在生产现场搭建平台、在生产过程中加强管控，实现生
产、环境可视化。在生产过程方面，TCL华星聚焦物料
在生产线的流动，关注物流从前端到后端，在生产线
上每一个站点、每一个环节的状态和变化，优化生产过
程，实现高级排产。在产品方面，TCL华星关注于产品/

半成品的品质、良率及成本情况，主要通过监控产品来
实现。TCL华星在品质管控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是
通过大数据实现全面品质管控，包括平台大数据、产品
的质量预测和整个工厂的质量管理。目前TCL华星已
在两条产线上全面导入AI诊断，实现业内首创AI自动
缺陷分类技术、自动识别缺陷、自动判定品质、自动执
行异常处理。 **

TCL华星在数字化工厂建设初见成效的同时，
充分意识到企业未来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和产
品。TCL华星在2018年将数字化转型重点转移到产品
研发这一短板上。TCL华星以打造知识库为切入点，
并逐步打造PPM(产品项目管理)和PDM（产品研发管
理），最终到智慧研发。当前，研发知识的载体是研发
人员，这意味着人员的流失会带走大量的专业知识，
知识沉淀和扩散在TCL华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经测
算，TCL华星流失一个技术人员，企业将损失与该人员
相关的20%以上的专业知识。这是TCL华星将知识库
的构建作为研发数字化切入点的原因，也是协同设计、
智慧研发的基础。TCL华星数字化知识库构建已基本
完成，可大幅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如获取特定专业知识
从以前的三天缩短为一天；为新产品匹配合适的器材
从以前的一周缩短为仅一天；研发人员培养从以前的
一年缩短为九周……目前TCL华星正在打造研发项目
管理体系（PPM），将财务系统与研发系统打通，实现
对研发项目的实时动态绩效管理。随后，TCL华星还会
继续对接发包管理、协同设计等系统，实现研发设计环
节整体的数字化管理（PDM），为下一步的研发数字孪
生和智能研发设计做准备。

供应链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TCL华星下一步的转
型重点，其转型核心是产品生产预测及计划。这也是
TCL华星应对当前市场逐渐饱和、产品价格下降的新
形势最直接的举措。前两年面板市场供不应求、产品
价格稳定，TCL华星的关注点在于提升产能、提高生产
效率，完全不用担心销售问题。新形势下TCL华星需做
好产销平衡，根据库存和客户需求制定相应的生产计
划，防止产品变成积压的情况出现。此外，供应链环节
还需进一步与生产数据融合，在企业更大范围内制定
合理的采购计划、生产计划及销售计划，实现数字化
供应链融合。

销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是TCL华星尚未正式触及
的环节，正处于规划中，仍然依靠传统CRM、ERP等信
息化手段。TCL华星已经意识到利用数字技术的市场
预测、销售预测对于企业运营的重要性，将会在短期
内着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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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

在业务发展方面，TCL华星一直专注于半导体显
示屏产业，面板品类覆盖面、产能方面在全球竞争中不
落下风。当前，伴随5G、AI等新商业基础设施的不断
完善，Mini-LED、折叠屏、印刷OLED等创新产品技术
持续涌现，交互白板、电子竞技、车载等应用场景推动
新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基于此，TCL华星持续加大创
新投入，产品线向高附加值的商用显示、车载、电子竞
技等高毛利且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拓展。TCL华星在
数字化业务发展路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针对2B

的客户需求，在显示屏中加入智能模块，实现显示屏全
程可追溯，为客户提供从产品投入到产出所使用的物
料、生产全流程的产品质量追溯数据信息；二是将数
字化服务从产品生产环节拓展到研发设计、售后等多

环节，可为客户提供包括产品定制化需求、设计仿真、
售后产品远程诊断及故障排除等数字化增值服务；三
是基于内部应用较为成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形成产
业共识性解决方案并输出、进一步输出到上下游各产
业，实现产业数字化协同。

4.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

TCL华星的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分为四个阶段：
各系统独立建制的1.0“散”阶段――初步整合的2.0 

“整”阶段――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整合3.0“合”
阶段――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协同4.0“同”阶段，如下
图所示。

图：TCL华星数字化转型技术路径

资料来源：TCL华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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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华星目前处于2.0到3.0过度阶段，尝试将传
统串联的IT系统，通过平台架构实现互联互通。TCL华
星花了3年的时间搭建大数据平台，对数据标准、数据
质量和数据安全进行统一的规范，对生产数据和运营
数据重新进行规范和梳理。TCL华星深知数据对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性，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因
此将数据治理作为长期重点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目前大数据平台上生产、研发和部分运营数据较为完
整、质量较高，数字化应用较为成熟；而品质数据和销
售数据有待进一步的整合，是当前和下一步转型的重
点。未来，TCL华星将打造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
协同4.0阶段，形成底层为设备层和边缘层，平台层为
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平台，以及顶层工业应用的整体
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实现从产品零部件到研发、生
产、销售等多主体、多环节的产业协同。

5.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推进方式

TCL华星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支撑业务的更
好发展，因此其数字化转型项目需要与整体战略匹配，
并能给业务带来直接的效益。TCL华星数字化转型由
IT部门牵头，业务部门协同、财务部门支撑完成。IT部
门与业务部门沟通数字化转型需求，并对可能进行的
项目展开评估，形成量化的收益指标（如带来多少价
值、节省多少成本或时间），并编制项目预算，由管理
层决定是否通过。

在实施过程中，IT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协同是数字
化转型项目成功的关键。就实际工作量而言，通常来
讲作为牵头部门的IT部门工作量占比比业务部门低（
约为30%－40%）。主要原因是数字化转型所涉及的
核心数据来源于业务部门，IT部门对数据的理解和业
务流程了解不如业务部门深入，因此数据的梳理需要
大量业务部门的人员参与。因此如何调动业务部门人
员参与数字化转型项目的积极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
证。TCL华星并没有将业务部门数字化转型的指标纳
入业务部门考核范围，但由于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开展
能给业务部门带来直接效益，很大程度上直接提升了
业务部门的业绩指标，从而能很好的推动数字化转型
项目的推进。

* 数据来源：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 华星光电全面导入AI诊断，引领行业智能制造潮流，华星光电官网，2019-04-19

 http://www.szcsot.com/view.php?id=1058

http://www.szcsot.com/view.php?id=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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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化转型推进需建立长期有效的激
励方式

前文了解到电子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施
路径、技术路径和业务路径方面均呈现出较为相
似的特点。同样，电子行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
推进方式上的思路也颇为相似，但在推进过程中
的具体操作上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略有不同。

调研显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方式
上，调研企业均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
程，需要高层领导的深度参与。如新华三设立集团
层面以CEO为组长、CIO为副组长的数字化转型工
作组，负责制定每年的数字化转型规划及协调数
字化转型项目中跨部门协作问题。而在具体实施
推进方面，多数企业是以IT部门为主导，各业务部
门配合的方式来推进，如TCL华星、研祥以及新华
三；也有企业是将数字化改造的自主权下放到各
个部门，如创维。创维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虽然由
创维集团统一规划，但四大转型板块开发者社区、
研发、制造和营销的数字化转型实施分别由产品
部、研发部、生产部和IT部门负责。创维数字化工

厂负责人表示，创维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两
种数字化转型思路的不同。具体来说，由IT思路的
数字化转型是自上而下的，从整体目标出发，逐步
拆解目标，整体部署；而制造业思路的数字化转型
是自下而上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步部署。创维
认为两种不同的思路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分别
运用在合适的环节会起到更好的效果。由于两种
思路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从长期来看，最
终会彼此融合，趋于一致。

在激励方式方面，调研企业均认为有必要让
参与部门及员工充分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给自身带
来的巨大收益，但在具体操作细节上略有不同：
多数企业采用相对间接的方式，通过了解并解决
业务部门的发展瓶颈，让业务部门认可数字化转
型项目的实施能较大程度提升其绩效考核指标，
以此提升业务部门的参与积极性，如TCL华星、创
维、研祥；而有的企业则采用更直接的方式，将数
字化转型项目数量及效果同时纳入IT部门和业务
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里，形成利益联合体，确保
转型的顺利开展，如新华三。



紫光旗下新华三集团（以下简称“新华三”）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致力于成为客户业务创
新、数字化转型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新华三拥有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全方位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整
体能力,提供云计算、大数据、智能联接、信息安全、新安防、物联网、边缘计算、人工智能、5G等在内的
一站式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端到端的技术服务。同时，新华三也是HPE®服务器、存储和技术服务的中
国独家提供商。

1. 新华三数字化转型背景及基础

作为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新华三能为客户提供
全面覆盖“硬件”+“软件”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可见，
与典型制造型企业不同，新华三同时拥有设备生产商
和解决方案供应商两个身份。因此新华三对新技术的
态度更开放、应对更积极，对于数字技术对企业认知、
思维和管理实践的冲击和颠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
识。新华三早在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就已积极开展对数
字化转型的学习和探索，并形成了从信息化时代的业务
数据化（记录你做了什么）到数字化时代的数据业务化
（告诉你该如何做）的思维模式转变。此外，新华三深
入分析发现，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越多、投入越大的
企业，在数字时代成为领先企业的可能性越大。这更

坚定了新华三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和决心。

2017年新华三正式启动数字化转型。由于新华三
一直以来将信息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信息化建设在市
场、服务、供应链等重点业务领域有序开展。这为新华
三未来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数据准备。新
华三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利用数据分析发现新洞察，
帮助新华三提升业务决策能力、驱动集团业务创新。

2.新华三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和技术路径

新华三数字化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启动
阶段、数字化1.0阶段和数字化2.0阶段，如下图所示：

案例6 新华三数字化转型驱动业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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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系统整合，支持超过200
亿销售额，每年节省上亿系统运
维费用

数字化解决方案对外提升客户
交付能力，对内提高精细化管
理能力

通过AI技术实践应用，持续提
高业务决策能力，驱动集团业
务创新

图：新华三数字化转型三阶段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资料来源：新华三调研

启动阶段 数字化1.0 数字化2.0



（1）第一阶段为启动阶段

新华三在启动阶段整合业务和系统，搭建新的核
心IT平台。结合原有各业务领域的特点，IT部门与业务
团队共同对各业务领域的流程、数据、应用进行梳理
和整合，统一了各应用系统的数据标准，实现了员工、
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之间,以及研发、采购、生产、
销售等核心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全连接。新的IT平台有
效保障了未来新华三集团业务的快速发展，每年节省
了上亿的运维费用。需要注意的是，新华三充分认识到
数据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作用，并认为信息化建设
是业务数据化的重要手段，因此新华三在IT系统建设
初期，就充分考虑了各业务流程系统化的方案，保证每
个流程都能以数据的形式体现在平台上。

（2）第二阶段为数字化1.0阶段

启动阶段完成了业务流程系统化积累之后，新华
三正式进入了数字化转型的实施阶段。2017年二季
度，集团组建了数字化转型工作组，负责制定转型整
体思路及战略规划。数字化转型工作组由CEO担任组
长、CIO担任副组长，成员构成为各个业务部门负责
人、IT部门面向各领域的解决方案负责人、IT部门各技
术平台负责人。新华三管理层对于数字化转型有一个
非常简单明确的目标：一年内实现数字化转型1.0，而
且必须见成效。这一决策当时在新华三内部也引发了一
些讨论。埃森哲在2017年发布的《发现新动能 中国制
造业如何制胜数字经济》中，明确提出并多维度论证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一把手工程，需要有长期、
持续的投入才能带来企业财务上的改善。新华三要求
一年内见成效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能否在取得短期
成效的同时，为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带着“一年转型且必须见成效”的压力，数字化转
型工作组确定了当前阶段的转型思路：小步快跑、敏捷
交付、速见成效。具体来说，对于实施数字化项目的优
先级，新华三的选择策略是从成熟的、信息化基础好
的领域开始（如销售、财务等），再到核心的、繁杂的、
信息化基础相对较弱的领域（如研发、生产等）；在技
术选择方面，优先选择成熟度高的技术（如云计算、大
数据等），再逐步融入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在数字化应用规模上，尽可能先在内部挑选比较

聚焦的、实施周期短的单点小应用，而不是涉及内部多
个部门的、甚至是涉及外部合作伙伴长周期大应用；在
数字化转型成效方面，优先挑选成效显著的，比如利用
传统技术无法实现的应用。

在这一转型思路的指导下，新华三将数字化转型
破冰项目锁定为销售过单分析。新华三的销售模式下，
各级渠道合作伙伴是项目运作的核心角色，因此如何
高效管理各层级代理商、识别代理商是否有违规动作
和过单行为是管理层非常关注的问题。传统的管理方
式很难判断某一代理商在某一时间点的行为是否合
理，只能通过事后审计才有可能发现。但如果将渠道
管理系统和发货系统数据的历史数据结合起来，构
建代理商的行为模型，能快速分析出代理商的违规行
为。这个项目仅耗时一个月多月便成功实施，并能快速
识别出当前以及之前未能审查出的违规行为，在有效
警示、规范员工行为的同时，也为管理层的销售决策制
定提供更全面、更有深度的数据支持。此外，破冰项目
的成功也验证了新华三转型思路的可行性。

随后，新华三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进了一系列数字
化项目（如图所示），比如，建立生产采购大数据体系，
通过建立内部采购员数据库和供应商数据库，同时利
用爬虫技术抓取外部相关采购数据，结合内外部数据
构建生产采购模型及多维度画像，可实现对生产采购
活动与行为进行精细化监测，对内部违规现象的进行
有效监控与预警，对采购环节KPI有很大的提升（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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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华三数字化转型案例分享：生产采购大数据

数据来源：新华三调研

打造生产采购业务运作的大数据体系，建立完整科学的管理手段，通过数据分析监测主要生产采购活动，
实现内部违规监控与预警。

监控层级 监控维度   KPI总表及排名 异常行为

生产采购部 成本 Benchmark对比异常成本节约达成率 降价幅度达成率

按计划到货率 研发采购需求满足率

新供应商认证 新编码认证

供应商绩效评估 供应商合作

成本监控 认证及供应商管理监控

生产采购多维度画像

专家团 交付 价格上涨

CEG Buyer 认证管理 长期价格未刷新

供应商管理 采购比例分配异常

违规监控 指定供应商/渠道

图：新华三数字化项目开展情况

数据来源：新华三调研

2017年
Q3

2017年
Q4

2018年
Q1

2018年
Q2

2018年
Q3

2017年
Q2

• 渠道利润和过单分析
• 销售生产经营分析

• 营销数据库
• HR大数据分析
• 渠道进销存
• 事业部/代表处经营分析

• 生产采购分析
• 中国区奖金工具
• 集团仪表盘
• 服务销售分析

• 财务生产经营分析
• 员工简历与汇报关系
• 订单端到端监控
• PMS移动审批

• 新华三百科百问
• 员工移动门户
• 研发大数据

• 财务合并和管理报告系统
• 数字化访客系统
• 数字化文档归档平台

• 员工证明自助服务
• 访客系统推广
• 非生产申购电子流
• 访客自助服务 
• RPA 流程自动化

• 数字化资金管理
• 集团奖金工具
• 市场项目监控平台
• 电子签章方案
• 数字化采购平台
• 采购画像

• 员工论坛
• 数字化招聘全集团
推广

• 服务成本核算模型
• 数字化报销

• 集团出差流程
• 数字化发票管理
• 市场发单机器人



到2018年第二季度，新华三数字化转型1.0基本
完成，将上至宏观战略决策下到具体业务操作全部纳
入到了数据驱动下的精细化管理范畴，从而节省了大
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提升了决策水平与员工效
率，并强力推动了流程变革与业务模式创新。*

（3）第三阶段为数字化转型2.0阶段

在数字化转型1.0取得阶段性成功后，新华三的数
字化转型进入2.0阶段――智能化阶段，通过融入人工
智能技术，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在提高业务决策能
力的同时，驱动业务创新。人工智能技术是新华三数字
化转型2.0阶段的主要关注点。新华三相继在财务、人
力、销售、供应链等业务领域引入不同类型的流程审批
机器人，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如发单机器人，在与客户
签下订单后，后台的订单发放工作正式开始，发单流程
涉及多个部门，整个流程有十几个串行的步骤，每个环
节都需要人工校对，一份订单平均需要9个小时的处理
时间。在发单机器人上线后，订单处理时间缩减为8分
钟，每年节约人力投入超过300人天。随着机器人引入
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新华三自主研发了机器人管理平
台,可对已上线的40余机器人进行可视化管理。此外，
新华三在转型2.0阶段开始向核心领域拓展，如在生产
环节开展智能运维，将高清设备对接到产线上，能实
时监测产线运行状态并初步分析和预测可能出现的问
题，并可实现工程师基于视频的远程运维，大大降低了
驻外包制造工厂的现场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数量，外包
工厂的生产操作类质量问题数也下降40%以上。

截至目前，新华三内部已完成200余个数字化转
型项目，40余个智能机器人上线运行，每年节约上万
人天;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提高产品销售和备件
预测准确率10%以上。通过各种数字化手段构建企业
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营利润，帮助新华三业务量
以30%的年增长率发展。**

3. 新华三数字化转型业务路径

新华三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致力于成为
客户业务创新、数字化转型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新

华三产品经不断的迭代更新，使之更加的自动化、智能
化。比如新华三推出的智能存储设备，为客户提供基
础存储功能的同时，能基于历史数据实现风险预防、
存储需求预测等数字化功能。基于其智能产品，新华
三开发了设备运维平台，为各行业用户提供更加高效、
智能化的数据增值服务。如绿洲智能运维平台是融合
云、网、端三位一体的网络运维方案。该方案可以随时
随地进行网络监控，并快速定位网络问题以及智能优
化网络配置，极大节省用户网络运维成本。随后，新华
三推出“数字大脑计划”，以数字基础设施、业务能力
平台、主动安全和统一运维构成的“智能数字平台”为
基础，与生态合作伙伴开展智慧应用领域的创新，共同
为百行百业的客户打造属于他们的“数字大脑”，帮助
客户在发展过程中具备更智慧的业务决策（Smart）、 

更及时的业务响应（Timely）、更敏捷的业务部署
（Agile）、更可靠的业务保障（Reliable）、更安全的业
务环境（Safe）等方面的核心能力（统称为STARS）， 

形成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数字金融等一系
列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4. 新华三数字化转型推进方式

就目前来看，新华三的数字化转型成效是相当显
著的。敏捷交付、速见成效的转型思路再配以合理的
项目实施策略，虽在初期略有争议、也略带压力，但新
华三用事实证明了其可行性。不可否认，由于新华三
有领先于同行业其它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技术沉
淀，这是新华三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不可获缺的因素。
然而，有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方式，也是新华三数字化
转型成功的保障：

一是设立集团层面以CEO为组长、CIO为副组长
的数字化转型工作组。该工作组负责制定每年的数字
化转型规划，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季度调整；同时该
工作组还负责协调数字化转型项目中跨部门协作问
题。工作组的设立一方面充分显示了数字化转型对新
华三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手工程，并能及时调整转
型规划；另一方面当涉及跨部门合作的时候，凡是在工
作组上讨论过的业务需求，各部门的积极性和配合度
均较为乐观，有效推进数字化项目的快速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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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主导数字化转型的IT部门被赋予新使命、IT

团队打造新型能力。以前IT部门通常只负责传统的IT

工作（如硬件管理、IT基础设施搭建、IT系统维护等）
。目前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由IT团队主
导的。这要求IT团队不仅肩负传统IT工作的使命，也加
入了优化企业业务决策的新使命。因此IT团队的工作
内容要从搭系统、管系统转变为产数据、管数据、用数
据，并结合业务流程和业务需求，开展数字化转型项
目。这要求IT团队成员不仅要懂IT技术，还要懂数据、
懂业务流程，同时还需不断了解和吸纳新技术。企业
需要对技术人员的核心能力和职业发展有所规划。当
前新华三的实际做法是将IT团队中设立两个较大的小
组，一个是技术平台组专门负责数字化转型基础平台
的构建和基础工具的研发；另一个是业务领域组，专门
负责面向公司核心业务，形成数字化应用。技术平台组
的技术人员则可侧重于新技术的研发，业务领域组则
可侧重于更深入地了解核心业务流程。

三是通过敏捷交付数字化项目，实现切实可见的
数字化收益，打造数字化信心。前文详细论述了新华三
数字化转型思路及筛选数字化转型项目的标准。每个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不尽一致，新华三的转型思路
和项目选择标准不见得适合所有企业。但通过获取数
字化收益，打造数字化信心，让全体员工从内心深入认
可数字化转型，愿意主动地、自发地推动数字化转型进
程，这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四是将数字化转型目标同时纳入IT部门和业务部
门的考核体系，形成利益联合体。新华三在启动数字化
转型之后，将数字化转型项目进度和质量加入各部门
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值得一提的是，虽然IT部门是数字
化转型的主导部门，数字化转型项目的完成指标在IT

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里也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同时也
进入了其它业务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并且权重均不
低。这样的做法即展现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高度重
视，又将各部门形成利益联合体，有动力共同推进数字
化转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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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三数字化转型：一场超越自身的数字化变革，数据智能产业，2018－12

 SRM://www.doit.com.cn/p/322364.html

** 新华三荣登“2019年中国新增长创新实践”榜单 自身数字化转型成果赢得赞誉，央广网，2019－12－23

 http://www.cnr.cn/rdzx/cxxhl/zxxx/20191223/t20191223_524909621.shtml

SRM://www.doit.com.cn/p/322364.html
http://www.cnr.cn/rdzx/cxxhl/zxxx/20191223/t20191223_5249096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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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 
转型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全球的企业来说都是一段全
新的征程。我国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启数字
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数字化转型先行
者。这些先行者充分意识到了数据的价值，勇于

试错，其数字化转型已初具雏形，为我国制造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如图10所
示）。

图10：以数据解锁数字化转型迷阵路径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APS：高级计划与排程
CRM：客户关系管理
DSP：精准营销
EMS：设备管理系统
ERP：企业资源计划

研发数据交互

产品设计

产品验证

营销 销售 售后
服务

研发

销售

生产 供应链

生产数据交互 物资物流数据交互

订单处理 产品包装 寻源

采购

配送

智能
生产设备

品质
管控生产计划

生产排程 生产管控

增值
服务

需求
收集

PDM

PMS

MES

销售
预测

精准
营销

远程
运维

MRP
采购
大数据

智能
物流APS EMS QMS

码垛
机器人

智能
搬运

工业互联网平台

已有系统云化 新建大数据平台
ERP 财务 OA

CRM SCM ……

研发大数据平台 生产大数据平台

供应链大数据平台 销售大数据平台

经营
看板

智能
决策 ……能源

管理

WMS

营销
数据
交互

MES：制造执行系统
MRP：物资需求计划
OA：办公自动化
PDM：产品研发管理

PMS：工艺管理系统
QMS：质量管理系统
SCM：供应链管理系统
WMS：仓储管理系统

图例 运营环节 系统/平台 数字化
应用

数据流



39   |   

解密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转型路径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一）重塑数字化思维

（二）正视数字化技术

（三）明确数字化目标

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升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也是全球产业界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企
业对数字化转型的了解和认识逐步加深，但大部
分企业对数字化思维仍停留在利用数字技术“优
化”自身业务和流程上。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融合和跨界竞争，新的竞
争者、市场和客户群迅速出现。同时，市场的发展

速度加剧、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大大增加。因此，企
业需重塑数字化思维：在塑造竞争优势方面从自
给自足到开放合作，在产品设计方面从企业内线
性开发到产业链间协同研发，在生产制造方面从
机器替代到人机合作，在信息安全方面从被动合
规到积极应对。

制造业企业对数字技术相对陌生，容易对数
字技术滋生出异样的情绪。有的企业谈其色变，
认为数字技术会对现有的行业和企业造成巨大的
冲击，从而产生了恐慌的情绪；有的企业则过于
推崇数字技术，认为采用数字技术、实施数字化
应用是把万能钥匙，能化解企业众多经营难题，
从而忽视其它因素，投入过多资源推进数字化项
目。诚然，从长远来看，未来每家企业都是数字
化企业。因此，数字化转型俨然已成为企业的必

经之路。转型成功的企业或重塑优势，或破茧成
蝶。然而数字化转型并非万能，前文也提到某企
业由于订单不足导致新建数字化产线无法运行的
例子，类似这种例子在现实中不乏存在。企业面
对数字技术应不怯懦、不迷信、不盲从，积极应对
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
对为什么数字化转型、何时数字化转型、从哪里
开始数字化转型、使用什么技术等关键问题进行
全方位考虑。

明确数字化目标是企业想要进行数字化转型
第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即如何最好地利用
数字技术给企业带来新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
有的数字化目标是可以短期实现的，比如新华三
销售仪表盘（详见案例）项目，两个月内完成并且
成效显著；但有的数字化目标是需要长时间积累、

沉淀，比如企业核心工业知识的软件化/平台化。
企业在设定数字化转型目标时需平衡短期目标和
长期目标，综合外部环境、自身发展规划、数字化
基础、人员配置、财务状况等多个因素，设定合理
的数字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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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数字化信心

（五）关联数字化收益

通常涉及到企业数字化转型，都会提到打
造数字化文化，本质上是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
包括最高领导讲话、开展数字化转型相关培训、
宣传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的成效等，对数字化转
型进行宣贯，让全体员工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好
处、增强企业上下对数字化转型的意识，逐渐形
成新的适应数字化企业的员工行为，为企业全局
范围内推进数字化转型打下基础。打造数字化信
心与打造数字化文化在做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数字化信心具体指的是各部门通过推进数字化转
型切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且能显著提升个人

工作效率或部门绩效，从而相信数字化转型能给
个人、部门乃至企业带来更多好处，自发地推动数
字化转型的进程。可见，数字化信心是自下而上树
立的，而数字化文化是自上而下推进的。实践中，
企业打造数字化信心可以在整体数字化规划中将
投资少、周期短、成效好的项目优先级提高，让更
多员工参与到数字化转型项目中，切实体会到数
字化项目带来的与自身相关的收益，打造数字化
信心，有利于更顺利地推进长期的、难度更大的
数字化项目。

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不仅包括前面提
到的数字化信心这种较为间接的收益，更直接的
是将团队、个人的绩效与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关联
在一起，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合体。具体
来说，现阶段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由IT部门
负责，大部分企业也已将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拆分
成具体的指标纳入IT部门的考核体系。然而数字

化项目不单单是IT改造项目，更多的关系到业务
流程和业务内容，因此更多的工作实际上需要相
关业务部门配合完成。可见，企业在调整绩效考
核体系的时候，数字化转型相关指标不仅需要纳
入IT部门这种主导部门中，也需要与相关业务部
门进行绑定，形成范围更大的数字化转型利益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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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1）挑选原则：

数字化水平较高且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

（2）挑选范围：

一是两化融合数据库：在3,000+数据库企业中
挑选出数字化水平在创新突破阶段，并且数字化
业务在60%以上的企业；

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应用案例企业；

三是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平台方向）企业。

（3）其它挑选原则：

综合考虑企业规模、经营范围、所处产业链位置
等企业属性。

2. 资料搜集方式：实地调研+访谈

深入了解案例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历程、成功
关键、下一步规划等。

3. 说明

受样本所限,报告内容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欢迎广
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欢迎更多工业
企业积极参与研究课题，共同推进我国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本次报告以电子行业为例，呈现出典
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未来将持续推出其它
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敬请持续关注。

联系方式：digital_2020@163.com 

拟通过采用深度案例分析法，挑选数字化水平较高且成效较好的电子行业企业，深入剖析目标企业
数字化转型思路和具体步骤，总结提炼电子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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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digital_2020@163.com 

缩写词注释表

AGV，Automated Guided Vehicle，自动导向搬运车

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全自动光学检测

AOS，Automated Optical System，自动光学收料系统

APS，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高级计划与排程

BOM，Bill of Material，物料清单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计算机辅助工程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客户关系管理

EAM，Enterprise Asset Management，企业资产管理

EMS，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设备管理系统

EnMS，Energy Management System，能源管理系统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

BI，Business Intelligence，商业智能

FIFO，First Input First Output，先入先出队列

FMS，Factory Manufacture System，柔性制造系统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

ID，Identity Document，身份标识号

IMS，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智能管理系统

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

IQC，Incoming Quality Control，来料质量控制

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制造执行系统

MRP，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物资需求计划

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

OEE，Overall Equipment Effectiveness，设备综合效率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

OM，Office Management，办公管理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制电路板

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印刷电路板装配

PDM，Product Design Management，产品研发管理

PLM，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MS，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工艺管理系统

PPID，Product Part Identification，产品料号识别码

PPM，Product Project Management，产品项目管理

QCDI，Quality，Cost，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品质、成
本、效率和创新

QMS，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质量管理系统

RF，Radio Frequency，射频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

SCM，Supply Chain Management，供应链管理系统

SI，Signal Integrity，信号完整性

SPC，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统计过程控制

SRM，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供应商关系管理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

WMS，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仓储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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