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转型基础 

信息的新时代 

 

 

 

 

 

 

 

2018年 12 月 

约旦理查兹 著  



内容 

信息技术的数字化转型 ............................................................................................................................................... 5 

数字化转型 – 技术作为重新定义运营效率的前沿领域 ........................................................................................ 7 

21 世纪数字技术的集合 .............................................................................................................................................. 9 

大数据 ......................................................................................................................................................................... 10 

人工智能 ..................................................................................................................................................................... 12 

云计算 ......................................................................................................................................................................... 13 

物联网 ......................................................................................................................................................................... 14 

推动它本身的工业 4.0 版本 ..................................................................................................................................... 14 

批判性地看待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定位 ..................................................................................................................... 15 

推动数字化转型 ......................................................................................................................................................... 17 

秘密不在于数字化技术 ............................................................................................................................................. 18 

首席信息官，业务经理和企业家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 .................................................................................. 18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的趋势 ......................................................................................................................................... 19 

首席技术官与数字化转型 ......................................................................................................................................... 19 

缩小差距，连接未来 ............................................................................................................................................. 19 

实现目标，切勿大肆宣传 ..................................................................................................................................... 20 

将重要的与不重要的分开 ..................................................................................................................................... 20 

总改组 ..................................................................................................................................................................... 21 

系统性的方法 ......................................................................................................................................................... 21 

正确看待数字化转型战略 ......................................................................................................................................... 21 

亚马逊的故事 ......................................................................................................................................................... 21 

亚马逊商业模式的灵活性 ..................................................................................................................................... 22 

定义价值 ................................................................................................................................................................. 23 

高级管理层 ............................................................................................................................................................. 23 

数字化转型战略具体目标概论 ............................................................................................................................. 24 

获得资金保障 ......................................................................................................................................................... 24 

战略启动和维持 ..................................................................................................................................................... 24 

启动后-扩展战略 ................................................................................................................................................... 25 

结论 ............................................................................................................................................................................. 26 

感谢语 ......................................................................................................................................................................... 27 

人类 ............................................................................................................................................................................. 27 



历史 ............................................................................................................................................................................. 27 

 

  



信息技术的数字化转型 

任何商业组织的最终目标之一都是寻找更新的、更可扩展的方法来实现既定目标。这一方

向推动了提高效率的动力，并为提高生产力奠定了基础。20 年前，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

方式是操纵和调整相关的生产要素，使之适合特定的业务。 

游戏计划相对容易策划;在需要削减成本的地方削减成本，利用组织框架的核心效率，强

调消费者满意度高于其他所有性能指标。然而，当今，在技术以光速进步的背景下，通往

最佳商业生产率和效率的道路上与创新技术的应用相结合，这些技术统称为数字化转型。

 

Above image translation: 

Design:设计                             Consumer Understanding：了解消费者 

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                 Digital Accessibility:数字化可访问性 

Operation:操作                          Refined Business:完善业务 

DIGITIZED:数字化                        Digital Globalization:数字全球化 

Operational Process:操作流程            Operations Monitoring:操作监控 

Business Model:商业模式                 Customer Satisfaction: 客户满意度 

Customer Experience:客户体验            Elevated ROI:高投资回报率 

 



与传统的效率和组织生产力决定因素非常不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真正有

效且高收益的跳板，可以跨越创新和组织成功的障碍。 这是 21世纪对运营效率的极大提

升，看到世界上众多以科技为导向的企业纷纷加入数字化转型，也就不足为奇了。 

  



数字化转型 – 技术作为重新定义运营效率的前沿领域  

从模拟操作系统到全数字化操作系统的逐步转变被认为是 21 世纪工业化和“技术创新”

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实际上，从 CRT电视到时钟、再到汽车系统等，几乎所有模拟设备现

在都有一个数字衍生的版本。在汽车和航空工业中，基于数字的操作系统实际上是标准，

它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功效和运营效率。同样，在数字化沙尘暴席卷的其他领域也

是如此。这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特征是数字转型的基本前提。 

 

Above image translation: 

People:人类 

Process:流程 

Technology:技术 

Operational Efficiency:运营效率 

 



基本上，数字化转型是对基于数字技术的操纵，以提高传统企业和技术流程的运营效率和

可扩展性。 

为了提高运营效率，数字化转型重新调整了组织框架的所有部分，为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

提供新的和改进的价值。 

请注意，数字化转型的整个前提取决于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为克服限制运营效率的障碍提

供了一种操作优势，从而为转型进程奠定了基调，为参与组织运作的每一方创造了附加值。 

话虽如此，在 IT部门（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领域的努力）中，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操作提升

必须与企业文化环境的相应转变相匹配，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蓬勃发展。 这是因为就像

传统的生产要素一样，数字技术在传播数字转型之前，必须经过人类的努力加以操纵和利

用。 

  



21 世纪数字技术的集合 

为什么要采用颠覆性的数字技术来提高运营效率?为什么不完全依靠传统技术和其他生产

因素来提高运营效率呢?要为数字化转型的传播建立一个有效的基础，首先要从经验出发，

对数字转型赖以生存的技术及其在现代 IT领域的相关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最简单的状态下，四种数字技术引领着数字化转换的潮流;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和云计算。它们共同代表着科技生态圈积极培育创新的高峰。 

简而言之，每一项都是为了适应 21 世纪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即它们

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以世界技术导向的变革所带来的法定限制的最终解决方案。 

想想看，几十年前，这家全球最大的公司可能拥有数百万客户群。在这种情况下，满足消

费者需求、预测消费者行为和发展洞察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通过传统的计算系统甚

至靠人工推断来实现。可以理解为企业扩张所需的渗透程度和竞争优势都很低。 

然而，如今，随着全球化、竞争加剧以及企业盈利能力超过标准门槛的愿望，传统的方法

已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经营目标— 这暗

示着数字技术的兴起。



  

大数据 

大数据是传统的数据，即来自生活各个方面的数据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广泛的大数据池。

全球每天创建的数据量至少有 250万的三次方字节;同样的数量在 20年前花了数年才发展

起来。 

 在过去，获取数据实际上也很乏味。然而，随着物联网的普及和互联设备数量的激增，

将这些数据汇集到一个中央池成为一个更加无缝和可扩展的过程，从而产生了大数据。 

 

Above image translation: 

Scale of data:数据规模         Different forms of data:不同形式的数据 

Analysis of data:数据分析      Uncertainty of data:数据的不确定性 

Volumn:容量  Variety:多样化  Velocity：速度  Veracity:精确性   BIG DATA:大数据 



利用数据推动商业分析，组织就可以有效地定位自己以开发关键见解。在其最基本的形式

中，这就是大数据对全球开始数字化的价值主张。 

更大的数据基板可以操作，这必然会带来更深刻的见解和更强的相关性。然而，将大数据

处理成可实施的见解的过程，利用了数字化转型的另外两个前沿。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除了提供一个过滤屏幕，将大数据分离并处理为可施行的洞见之外，它还是一个

独立的工具，可以让企业和 IT行业的几乎每一个运营部门的优势都变得更加突出。 

人工智能以一个突出的优势满足了 IT 行业的所有派系。正如我们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思

考算法所看到的那样，它可以将机器武装成能够执行多种功能的完全自主的实体。然而，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将 IT部门操作功能的门槛提高了几倍。 

最终，这从精益投入/资源中导致其他不切实际的结果。

 

Above image transl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Machine Learning:机器学习（能力） 

Cognitive System:认知系统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 

Neural Networks:神经网络                 Perception:感知 

Planning:规划                            Knowledge:知识 

Robotics:机器人学 



将人工智能想象成一个类似人类的大脑来优化，以执行特定范围的功能。这种特性意味着，

第一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在执行特定任务(比如分析大数据以获得洞察力)方面的能力将

（并且肯定会）超过人类。 

云计算 

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大量的新一代技术都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才能运行。将这些技术放

在传统的内部基础架构上不仅不可扩展，而且效率非常低。    

 

这就是基于云的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是数字化转型的其它集成技术所依赖的理想电枢。

通过提供一个强大的计算框架(主要由互联网上固定的网络资源组成)，云计算促进了资源

密集型技术的无缝托管和操作。  



 物联网 

数字化转型四组的最后一部分是物联网。物联网是通过互联网互联的设备或技术应用系统。

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日常用品，如小工具、配件、电器，以及更尖端的技术，如喷气

发动机和海底核反应堆。 

就像区块链上的节点一样，每个设备都与传送数据并反过来监听的网络保持同步，并在需

要时接收来自它的输入数据。一个互联的设备系统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根据 Gartner的预

测，到 2020 年，全球将至少有 260亿台设备联网。 

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描述了传播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那么下一步将是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 

推动它本身的工业 4.0 版本 

1.3 万亿美元! 这就是仅在 2017 年用于促进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应用和在硬件上话费的资

金。据 IDC 预测，在未来三年内，这一数字预计将攀升至 2.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房地

产市场的投资预计将达到 1.39 万亿美元的峰值。其他地方的广告支出预计最多 2,292.9

亿美元。 

显然，IT 行业正在重新强调数字化转型，其原因并非牵强附会。就像转向高度机械化、

自动化和自力更生的生产状态(工业 4.0)继续对制造业进行再创新一样，数字化转型在字

面上也改变了 IT和商业领域。 

此转型给 IT 部门运营效率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象一下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核心

效率(参见最后一部分)协同工作并同时放大彼此的影响，您就会了解数字转型对技术和商

业生态圈的影响有多大。 

有相当多的技术组织已经认识到采用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潜力。在 Gartner 对 460名高管进

行的一项调查中，62%的高管重申了他们在本土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活动的承诺。其中有

54%的人希望他们的转型驱动可以包罗万象，也就是说，将其组织架构的每一部分重新定

义为基于数字的系统——其余 46%计划使用数字技术作为优化运营效率的手段。正如我们

已经重申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对数字转型战略和技术的投资有望增加。 

市场分析师 Grant Thornton 报告说，全球 69%的金融高管和首席财务官计划提高他们在

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资比例。更令人信服的是，按照世界经济论坛(WEF)的说法，数字化

转型的工业和社会价值将在未来 7年达到 100万亿美元的平衡。 

 

 



 

 批判性地看待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定位  

可以说，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过于夸大了其价值主张的实际范围。近年来，这段话已经成为

一个流行语，因此，它现在被用来描述无数相关但仍然是排他性的概念。 

虽然这是事实，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其基本状态下，数字化转型确实是革命性的。作

为一种生产要素，它维持了一个可靠的平台，可以用更少的成本实现更多的目标。作为一

种提高运营效率的手段，它将组织的竞争优势扩大了好几倍。这意味着为大型跨国组织实

现既定目标和目标的速度更快。 

 然而，对于刚刚起步的初创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力更大。即使它们的资源匮乏，

它使它们与成熟的企业类似的水平上运作和竞争。 

 

Above image translation: 

Enabl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启用数字化转型 

Drive：驱动           Adoption:采用            Share:共享 

Use Case & Best Practices:用例 & 最佳实践 

Guide:指导    The industry:行业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基于数据的决策 



Using IoT+Big Data+AI+Cyber security: 使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 

Promote safety：促进安全性 

Increase productivity:提高生产率 

Reduce cost：降低成本 

Minimize environmental impact:减小环境影响 

Towards understanding, leveraging, and protecting data as a critical 

enterprise asset: 将理解、利用和保护数据作为一个重要的企业资产 

 

以 Cemex为例，它是一家建筑材料供应公司，为建筑目的提供按需供应的水泥。其数字化

转型驱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将称为智能筒仓的系统在其运营框架中执行。 

该系统基本上由安装在远程客户端筒仓中的传感器组成，并连接到 Cemex 的控制面板。每

个传感器的工作是跟踪客户的水泥消耗量，并将导出的数据传输回 Cemex 的运营基地。然

后，使用对检索数据的分析来调整水泥供应，确保对 Cemex及其客户的无缝运营。 

这种数字化转型模式虽然在微观层面利用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传感器与 Cemex 的基础处

理器协同作用，以确定哪些客户需要供应运行)。然而，Cemex 的结果绝不是微观的。智

能筒仓不仅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者服务供应商体验，而且还为管理其服务交付模式提供了

一个非常精益的框架。这个框架效率更高，而且从长远来看，它的运行成本更低。 

另一个更先进的数字化转型的例子是 Predix，基于 GE 云计算的工业预测解决方案。

Predix旨在收集与机车振动和热量相关的大数据。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对这些数据进行操作，从而有效地预测何时应该进行部件替换或维护运

行。就其本身而言，预计 Predix将为通用电气创造超过 10亿美元的价值，进一步强调了

数字化转型的微妙实施对 IT和业务的影响。  



推动数字化转型 

与您认为的主流思想相反，理想的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不是专注于正确地取代传统遗留系统

和技术的作用。相反，数字化转型通过与传统遗留系统的协作获得了其运营优势，在此过

程中将前者的性能提升到新的高峰。 

总的来说，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它提高了组织的生产率。由此不难看出，数字化转型并

不仅仅是将新的数字技术和服务整合到组织框架中——这个过程就是数字化，通常，由此

带来的运营效率的提高可以量化为线性的。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将富有洞察力的策略与基于数字的新技术和现有遗留架构的运行效

率相结合。其结果是运营效率呈指数式提升，与工业 4.0促进的制造业运营效率类似。 

将数字化技术用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直接的过程，而利用这些数字技术开发新生优势的功

能和战略机制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需要组织创造力、商业敏锐度以及对商业和 IT 部

门的基础实践/趋势的全面知识的结合。最终，这种创造性和战略性的需求是数字化转型

活动的限速因素。 

如果没有它，数字化转型就会失去其颠覆性优势，并像其他传统生产要素一样成为提高运

营效率的一种限制手段。 

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将数字化为推动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创新优势。组织和世界上大多数

的创业公司都没有被排除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团体没有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

根据 Gartner的调查，多达三分之二的企业高管认为，他们必须加快本地机构的数字化转

型步伐，以保持竞争力。  



 

 秘密不在于数字化技术 

用 Gartner执行副总裁米歇尔•卡米诺斯(Michele Caminos)的话来说，尽管通往数字化转

型的道路上确实有许多技术，但加快通过这些技术创造的黑暗且往往复杂的途径是利用人

力资本的一个因素。当今的商业和 IT 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创造性和分析性人才缺口。请注

意，这两个特性是开发数字技术生态圈所蕴含的可能性所必要的整体技能。 

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效率解析为一个强大的架构，以跨越运营障碍走

向成功，需要一个对这些技能掌握牢固的人力资本池。 

然而，有一件事，正如卡米诺斯接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的人力资本主要不是

基于 IT。多年来，企业和 IT生态圈中与 IT相关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不低于 50%。然而，这

并没能使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比例上升。 

任何数字化转型要想成功，都需要注入一套特定的技能和属性，以利用它有效地跨越 21

世纪商业和 IT 行业的固有障碍。这些属性支持决策制定、快速模式识别、不断解决问题

和异常处理等关键运营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的创造力和分析倾向紧密相关。然

而，拥有这些技能的人力资本并不仅局限于 IT相关的学科。 

业务经理、首席信息官和 IT主管必须认识到，除了提高其 IT部门的运营效率之外，他们

还必须培养一个本地创意人才库，从非干细胞相关领域(其中著名的是文科)吸引人才。只

有培养和维持与其他学科的创造性人才共同努力的技术专家的协同氛围时，数字化转型才

能蓬勃发展。 

首席信息官，业务经理和企业家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 

除了建立和维持一个创意和创新的仓库之外，行业领导者还必须努力在其机构的运营地图

上提高数字转型的知名度。 

数字化转型必须从目前作为提高效率的“辅助”手段的地位上升到更高的地位，即实现既

定目标和提高生产率的领跑者。 

支持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创造性人力资本，以及伴随这些资本而来的特有的敏捷性、直觉思

维、优秀的行为和领导特质，必须融入其所在机构的执行团队。数字化转型应走在时代前

列，而不是追求竞争而达到运营效率的顶峰。 

  



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的趋势 

实际上，全球商业和 IT 领域的每一个主要参与者都至少将数字化转型的部分内容纳入了

其运营战略。并且考虑到拖拽无数字转换路径的后果，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数字化转型

就像众所周知的铲子，为一些人挖了一口井，又埋了很多其他人。 

事实上，数字化转型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那些未能将其作为提高运营效率和生产力的途径

的组织中。以玩具反斗城(Toys ' R ' Us)为例，尽管其它多数公司在 21 世纪之初建立了

在线业务(加强了它们在这一过程中对其他数字技术和战略的掌握)，但这家美国玩具零售

连锁企业签署了一项协议，利用了亚马逊(Amazon)的在线门户网站。 

2004 年，当亚马逊退出交易时，该公司在没有任何架构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利用 21 世纪

的电子商务热潮。尽管几经努力追赶这列数字革命列车，但它已经远远落后于竞争对，并

在 2017年 9月，申请破产。 

玩具反斗城的案例为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描绘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它迟早会成为每一

项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基于 it的组织必须将其纳入其中，才能维持下去。 

首席技术官与数字化转型 

从上面的图中，很容易看出组织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我们所说的积极

过程，是指它需要一种实际操作的方法，以及来自组织运作框架的几乎每个部分的贡献。 

那么，谁来管理促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部门间和组织间的协同呢?谁来负责汇集、开发和

管理稀缺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目标的进程呢? 

谁负责策划实施计划和有效战略所需的创造力、才技筒仓? 对于此讨论的目的是这些任务

将假定属于首席技术官或任何代替其行事的其他官员的管辖范围。 

缩小差距，连接未来 

在任何数字化转型活动中，首席技术官的职责都是为实施战略和促进所有利益攸关

方的参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环境。考虑到当今组织中存在的项目团队和部门的分

散性，履行这一职责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存活是经验性的。 

理想情况下，CTO 在这此情景中充当架桥者，积极地将数字转型驱动完全的技术组

件与其或多或少的理论部分进行交叉连接。他/她致力于既定目标、实现这些目标

的策略和实施所采用的策略的途径之间建立功能链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CTO

还负责维持一个适当的框架，促进参与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所有派系之间的流动合作。 



以此身份行事要求 CTO本身具备对数字转换驱动技术和非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解。然

而，尽管这是首选方案，但 CTO 可以(通常这是首选方案，即使他们熟悉数字化转

型的所有规则)成立一个特设咨询委员会。委员会由各参与机构的代表组成，旨在

促进数字转型驱动工作中有关各方之间的无缝互通。 

实现目标，切勿大肆宣传 

许多组织犯的一个错误是，在没有对其范围和价值主张有一个明确的理解之前，就加入了

数字化转型的潮流。我们已经确定，数字化转型可以彻底改变组织的运营架构，但要实现

这一点，必须将其作为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不是适应于满足几个需求的目标。换

句话说，在实体采用数字化转型之前，它必须首先导出一个简明的组织策略，其中包括要

实现数字化转型驱动的既定目标、抱负和目标。否则，就等于谚语所说的本末倒置。 

更重要的是，在开始之前确定组织目标并定义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可以极大地提高数字

化转型驱动的效率。数字化转型作为一个概念是广阔的，通常包括几个学科(包括那些非

干细胞方向的)。没有指引(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既定目标)，就会越来越容易失去重心，

最终会忽视可以走到下一点的重要因素。 

 将重要的与不重要的分开 

通过预先确定需要设定的里程碑，CTO 的工作是将项目拟合的数字化转型策略/流程从那

些可能过剩的需求中划分出来。这是“定义途径”过程的核心。除了提高效率之外，这一

步骤至关重要，因为它将数字化转型驱动简化为一个精简的、可扩展的运营框架。任何规

模的数字化转型都是成本密集型的;CTO 的工作是开发一个模型来优化资源，并符合其组

织的总体预算范围。 

也就是说，定义一个途径的过程在过去仅仅是创造一个偏好的范围。数字化转型战

略整体上是一个为问题提供答案的复合框架; 

目标是什么? 

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建立这个目标获取框架需要什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 

评估进展的首选方法是什么? 

什么是权变方法? 

在制定总体战略时，首席技术官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然而，有两种方法最为突出; 

 



总改组 

这里，数字化转换模型的开发意图是全面检查组织的整个运营框架。通常，这也会带来商

业模式的改变，受影响的改变通常会修改组织的价值主张、价值链和收入模型。 

当完成从总改组模式衍生出来的数字化转型战略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实施。不出所料，它们

为母公司带来了一系列确定发展方向的好处。这种方法在银行、零售、保险和汽车行业尤

为普遍。 

系统性的方法 

该模式不是推翻公司的整个运营架构，而是侧重于重新构建组合部分，以实现渐进式和逐

步性目标。系统性的方法通常从众多数字化转型计划中筛选，只挑选那些资源投资比率最

高的项目。它在制定数字转型战略方面特别有用，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运营效率的快速提升。 

因此，尽管从总改组模式中创造出来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至少会引发破坏性的变革，但那些

通过系统性方法产生的渐进式变革最终会带来破坏性的改变。这种数字化转型发展框架在

采矿业、石油、天然气和化工等资产和基础设施成本密集的行业尤为普遍。 

虽然这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有效性，但系统方法却成为首选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模式。为什

么?这很简单。与之相关的战略更具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可以持续重新评估并同时改进现

有战略。 

灵活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性。灵活数字化转换战略强调实现特定的目标，但是要根据当

前的情况灵活地更改或调整这样的目标。 

采用系统方法制定的战略使组织有机会在促进快速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积极评估战略的效

率。总的来说，这样做的累积效果能更快地实现最佳战略目标和目的，从而更好地适应组

织的动态需求。 

正确看待数字化转型战略 

亚马逊的故事 

从当地的在线书店到为众多国际市场提供数十亿美元服务的在线市场，亚马逊对数字技术

和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并不陌生。1994 年 7 月 5 日成立公司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

斯(Jeff Bezos)继续将其零售渠道多元化，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市场，消费者可以在这里

方便地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 



然而，亚马逊的崛起为大型零售公司并随后估值超过 1万亿美元，并不仅仅是因为多元化。

包括沃尔玛和塔吉特在内的几家零售商店目前都推出了类似的“应有尽有”市场，但并没

有亚马逊在过去几年取得的成功大。那么，是什么让亚马逊主宰了零售消费业呢? 

两个词，数字转型。 

当沃尔玛和其他零售商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的实体零售模式上时，杰夫•贝佐斯的亚马逊

正赶上了 20 世纪互联网泡沫的浪潮，将零售消费业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其结果是

一种颠覆性的零售模式，有效地重新定义了消费的便利性，同时消除了主导国际市场的传

统障碍。一个基于数字化的零售店意味着亚马逊不需要建造实体建筑物来吸引新的消费者。 

凭借这一模式，亚马逊还可以绕过中间商，在此过程中缩短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并大幅降低了产品价格。 

正如所期望的那样，亚马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经历了最初的 4到 5年的中断之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亚马逊的销售数据、市场渗透率和品牌忠诚度都逐渐超过了前一年。但这

还不是数字化转型，亚马逊在网络上托管其零售网点仅仅是数字化，其进展是线性的，当

然，亚马逊的潜力远远超过了它过去所开发的一切。 

 亚马逊商业模式的灵活性 

亚马逊并没有像 eBay、沃尔玛和塔吉特等竞争对手那样，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既定

消费者市场，而是采用了一种灵活战略，其目标是根据现行市场指数优化其服务交付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使用的关键指标是消费者满意度指数，并且在每一个财政年度，公司都会推

出运营框架、商业模式，旨在更好地满足其消费者群体需求的产品。 

2000 年，该公司推出了亚马逊市场，为其庞大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并提供更具

竞争力的价格。此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 eBay 流动性强的第三方驱动市场人气上升的

影响。到 2005 年，它推出了亚马逊 Prime，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

了成功。到 2013 年，该项目完成了在其他六个国家的扩张。亚马逊 AWS 是该公司的下一

个创意，与其前身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该公司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推出一系列领先产品的?您可能会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它拥

有大量的资源。但是，请记住，巨大的资源基础不会自动转化为增值服务。 

毕竟，雅虎曾经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兔子洞，但这家公司在推出一系列消费产品的过程中没

有任何成功之处，最终还是破产了。亚马逊展示消费者创新的核心是在当地培养高产人才。

在该公司如今臭名昭著的企业文化的推动下,亚马逊向其本土创意专业人士提出了一个分



析市场/消费者趋势(借助于数字技术)和设计利用后者的框架的工作——因此出现了亚马

逊 Prime,亚马逊 Go,亚马逊 AWS,等等。 

与在亚马逊上的可见产品发布和前端变革同时进行的是亚马逊数字化转换驱动的更多实际

方面的实现，尽管是在后端实现的。例如，2012 年，该公司斥资近 7.75 亿美元收购了机

器人公司 Kiva。两年后，该公司部署了第一批 Kiva 设计的机器人(总数约 1.5 万台)，用

于选择供应链中的仓库。 

这样做的结果是，每个体验中心的运营成本将减少 20%，从而节省约 2200 万美元。单是

成本节约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但 Kiva 的设计初衷远不止削减成本。自从部署以来，

Kiva机器人已经将亚马逊仓库的循环周期缩短了 300%以上，从 60-75分钟缩短至约 15分

钟。这必然意味着更快的库存分类，滞留在仓库的时间更短以及最终更快的产品交付时间。 

您可以从中看出，亚马逊不仅仅是为了数字化而推出独特的产品或整合数字技术。它这么

做也不是因为它觉得有义务为了“改进”的目的而提高运营效率。“亚马逊的数字化转型

战略是为了实现其改善消费者体验的唯一目标，这与先制定目标、再制定灵活战略的理念

是一致的。”当然，这也给亚马逊带来了好处。此外，请注意亚马逊创意智库在实现其数

字化推动的目标方面战略的重要性。 用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话来说 

“虽然我们的许多系统都是基于最新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但这往往还不够充分:我们的建

筑师和工程师不得不将研究推进到无任何学术界采取的方向。”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还没

有教材式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乐意——发明新的方法”……如果我们在某种研发部

门将技术放在一边，那我们在技术上所投入的所有努力可能就不重要了,但我们不采取这

种方法。技术注入了我们所有的团队，所有的流程，我们的决策，以及我们在每项业务中

创新的方法。它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紧密相连。” 

考虑到亚马逊的情况以及 CTO/CDO/CXDO 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实现功能性数

字转型战略的示例路线图。 

 定义价值 

首先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地定义您的战略如何成功地促进整个组织目标和抱负的实现。这

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整体战略实施奠定了基调。此外，这也是获得公司高管支持的一

个重要准则。比方说在亚马逊的例子中，其亚马逊 Go 项目的价值主张是根据公司的消费

者至上理念，极大地改善消费者的实体购物体验。 

高级管理层 

正如我们已经重述的那样，数字化转型通常需要大量的保证和资源(包括财务和人力)来执

行。因此，如果没有高管的支持，任何数字化转型战略在实施时实际上都将夭折。确保高



级管理层的保证是另一项独立的任务，它要求首席技术官提供一个有效的概念证明。这是

假设高级管理层首先不是数字化转型驱动的创始人。无论如何，如果任何数字化转型战略

都是为了获得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因此而保证)，那么它必须具有与母公司核心目

标一致的有效价值主张，并具有明显的可行性。 

数字化转型战略具体目标概论 

定义数字化转型驱动的目标与确定其价值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后者，目标是表达针对公司

特定目标的战略意图。然而，定义一个目标，主要是概括数字化转型战略要实现的具体目

标。在亚马逊 Go 项目中，具体目标将是减少消费者在零售店的等待时间，促进无缝的单

点支付，并通过这两个项目强调亚马逊在实体生态圈中的地位。 

这一步骤的重要性是三方面的。除了进一步支持争取利益相关者支持的运动外，它还为制

定明确的行动路线提供了框架，并为评估进展提供了规则。注意，在定义目标时，CTO 还

必须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操作路线图。该路线图及其传播的相应目标是整个数字化转型

战略的一部分。 

获得资金保障 

在亚马逊 go 的试点项目中，亚马逊为一家商店投资了大约 100 万美元。如果该公司将产

品推广到所有目标市场，最终的支出将超过 30 亿美元，这强调了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消耗

量。然而，好消息是，做好数字化转型，它会是一项能够带来丰厚红利的投资。通过这个

项目，亚马逊虽然强烈地宣布进军实体零售市场。 

继在西雅图开设首家亚马逊 go商店后，其竞争对手塔吉特(Target)、沃尔玛(Walmart)和

克罗格(Kroger)等零售巨头的股价均大幅下跌。更重要的是，其革命性的零售方式承诺在

提高运营利润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对于投资实体来说，数字化转型无疑是有利可图的，但如果没有跨国公司的财政资源，规

模较小的企业如何为其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资金呢?它们必须能够向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

展示其转型活动的盈利能力。只要满足这个条件，找到一个愿意融资的合作伙伴、风险投

资家或投资经纪人就相对容易了。 

战略启动和维持 

第一印象很重要，历史表明，积极启动一项战略，可以为整体数字化转型注入亟需的力度。

也就是说，关注启动后发生的事情同样重要。在项目启动时，有哪些机制来维持甚至提高

强度? 预期的里程碑是什么? 

什么是权变方法?通常，这些问题的答案类似于项目计划和目标，包含在整体战略文档中。 



但是，专家建议设立一个地方特设委员会，其中包括与项目实施有关的所有领域的全权代

表。 

启动后-扩展战略 

在一定特定时期后，通常取决于转型项目的规模和幅度，数字化转型战略应该有可见的价

值创造点。虽然第一种倾向是在这个阶段采取一种不受影响的态度，但重要的是，首席技

术官必须抽出时间来评估战略的进展情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为放大数字化转型战略

目前可见的效果奠定了基础。  



    结论 

研究该战略还为启动其他相关的转型战略奠定了基础。在为实现后续项目使用其作为滤网

之前，其目标是查明战略效率和低效率。 

作为结论，有必要强调，尽管数字技术处于任何转型驱动的最前沿，但任何战略的基石和

关键驱动力都是公司组织结构中的人力资本资源。 

把数字技术看作一种催化剂，它只会加速公司组织架构和/或战略的转型变化速度。谁首

先发起/宣传这个战略?你猜对了，限制利率的人力资本。如果没有它，数字化转型战略就

好比是一支装满子弹的突击步枪在空射。 

 

 

 

 

 

  



感谢语 

 

感谢我的信息技术和能源领域的同事们，尤其是卢卡·萨比奥尼（ Luca Sabbioni），他

是我的导师，让我学到了很多商业领域的知识。杰森恩索尔(Jason Ensor )在过去的 15

年里和我一起走过 IT 界。尤利娅 尤菲娜（Yuliya Yufina）一直是我团队中一个积极响

应和忠诚的成员。谢谢！ 

感谢所有这些年来激励我的企业家们和团体。 

我想喊出: 

马苏德阿曼（Masoud Rawahi），他改变了我对创业(金融)的许多看法。 

艾尔沙德艾哈迈德（Arshad Ahmed），让我相信了知识管理的价值。 

艾贝卡张家立耶（Aibek Zhangaliyev），他一直支持我，是一个坦率的征求意见的人。 

马尔科姆·布莱斯-博思威克（Malcolm Bryce-Borthwick）丰富的信息和数据知识是由现

实世界的经验所支持的。 

桑撒西松 克拉布萨王 Saengsasithorn Klubsawang 以她杰出的设计感悟力和持续有效的

方法在短时间内交付项目。 

 

人类 

最后，我可以在 linkedin 上讨论这个或其他问题

:https://www.linkedin.com/in/jordanrichards/ 

www.oilgeeks.com 

 

  历史 

我有超过 25 年的基于现实世界国际企业的工作经验，对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实施和交付

非常注重实效。技术是解决方案解决业务问题的工具，而不是解决方案本身。用一种数字

化的转型思维来接近 IT 的美妙之处。不再专注于基于技术的筒仓。 

https://www.linkedin.com/in/jordanrichards/


记住这一点——我觉得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本身很重要。客户服务/灵活关

注对于交付乃至交付的感知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观点基于多年来与跨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的业务管理团队的开发人员和支持人员的直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