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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制造的最佳参照，军事
上的数字化变革为企业转型带来
深刻启示。 

谈话要点 
工业企业数字化的核心是决策模型 
数字化的核心是决策应变，衡量标准是变
化发生到有效对策的时间。 

组织模式转型的目标是决策权前移 
组织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决策权向前线
人员转移，让离客户更近的人调配资源，
尤其是计划后的应变。 

转型需要新的指挥系统的支持 
需要建立一个能支撑实时感知变化、实时
分析变化、实时制定最优决策，并能将决
策自动执行的数字化平台。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从两次海湾战争谈起

工业，自建立的第一天起，其组织形式与管理工具就不可
避免地接受军事组织的“溢出效应”。譬如，FRACAS（Failure 
Report Analysis and Corrective Action System，故障报告、
分析和纠正措施系统 ) 由美军在 1980年颁布，而后逐渐
演化为民用装备制造业的通行标准；运筹学 (operations 
research)先在军事领域大放异彩，而后才进入制造业指
导生产计划、物资储备、资源分配与设备调度；抽样检验
作为质量管理的基石，其首次应用可追溯到二战时期的美
国海军；甚至是最常见的工厂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也来源
于部队的层级管理。

因此，军事是工业制造的最佳参照。假如将提出工业 4.0的
2013年作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元年，建立第一支数字化部
队的 2003年则是军事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开始。因此，要理
解刚刚起步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我们需要将视线放远，来
观察军事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组织方式，其标志性的起点就
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1991年 1月 17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对伊
拉克的战争，经过 38天空中打击以及 100小时地面进攻，
面对装备 4200辆坦克、2800辆装甲车的 50多万伊军，联
军仅以 340人阵亡、776人战斗受伤的微小代价，将伊军
赶出科威特并歼灭驻科威特战区的伊军主力，取得了战争史
上少见的一边倒完胜。参战伊军2.5万人阵亡，7.5万人负伤，
8.6万人被俘，损失绝大部分的飞机和坦克。双方的战损比
约为 330：1，超过了全世界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所有军事
评论家最乐观的想象。1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落差，是因为军事评论家是通过对双方
的硬体能力对比来推测战争的结果，即使是美军自己，在战
前亦按 4.6万个床位预备伤员。但真正决定胜负的却是军队
组织方式的变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美军
通过信息技术极大地压缩了指挥系统的层级，令后端的指挥
人员尽可能快地直接指挥前端的作战人员，将命令传递的中
间环节压缩到极限。反映到战场上，虽然双方作战人员的总
人数、总坦克数相差无几，但在每一个孤立战斗中，美军总
能调集数倍于伊军的资源实现空地一体战，这并不是双方的
作战计划有高下，而是计划传递到执行的速度在决定胜负。

联军与伊军，最致命的差距并非在装备上。海湾战争，是一
支拥有先进装备且在组织上完成信息化转型的军队，在屠杀
另一支装备也很先进但却沿用旧有组织形式的军队。换言之，
假如组织不能完成符合技术革新的转型，徒有技术先进的装
备没有任何意义。这一点在我国近代史上早已昭然若揭，被
西式枪炮武装起来的旧式淮军在甲午战场上一败涂地，装备
落后且组织先进的人民军队却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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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核心
⸺决策模型

制造型企业围绕一系列决策触发、生成、变更、传递、执行
来运行，其决策是否优化以及决策效率直接决定企业的成败。
制造型企业的决策跨多层级多领域，从单个机台的参数优化、
单产线的平衡效率优化、单车间的排产优化、直到整条供应
链的计划优化等，都离不开决策。因此，假若我们按决策类
型的不同去理解数字化转型路径，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不能穷
尽。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数字化
转型的核心呢？答案是有的。正如经典物理世界能够用牛顿
三定律描述，相对论能用爱因斯坦的 E=mc2描述一样，下
图 1就是这样的一个最简模型，这也是理解数字化决策的
第一步。

在这个模型中，有两个要素比较关键：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 目标函数是评价决策优劣的标准。比如：当我们做一个
排产决策时，可以用“产能最大化”来判断不同决策孰
优孰劣。

 • 约束条件决定决策的可选边界。约束条件又可以分成硬约
束与软约束。硬约束是物理上的约束条件，譬如在排产决
策模型中的材料制约与产能制约；软约束是管理约束。

软约束与目标函数可以相互转换。譬如排产模型可以有多个
目标，如果我们把产能最大化、加班时数最小化、重点客户
交期最短化都作为模型目标，那该模型就是典型的多目标优
化问题，其处理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对多目标作加权优化；
另一种是将主目标函数以外的目标转化为软约束条件，比
如重点客户交期不高于 10天，人均加班小时数不高于每周
10小时的前提下，以产能最大化进行决策优化。

2003年开始，美军开始尝试数字化转型。在第一次海湾战
争中，美军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需要 72小时，因此只
能对雷达站、固定工事、指挥部等固定目标具备精确打击
能力，而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军已初步具备发现即摧毁的
能力，其原因是数字化技术赋予美军实时感知及应变决策
的能力。如果说信息化技术仅是在加速命令传导过程的话，
那么数字化技术在加速命令的形成本身。在这样的组织体
系下，指挥与执行的边界是模糊的，最前端的作战人员并
非是被动接受指挥的对象，他们通过数据链感知变化，参
与到指挥过程中来。一个身处最前线的侦察兵，甚至可以
参与调动舰射巡航导弹、战斗轰炸机、自行火炮等战斗资源，
对战场上新发现的目标优先级进行决策。于是，二战中常
见的狂轰滥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外科手术式的精确 
打击。

我们可以想象，一支用旧有体系组织起来，采用自上而下
树状单向指挥体制的部队，即使用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与
主战装备武装，其结局与海湾战争的伊拉克军队一样，是
注定要覆亡的。相应的，一支在组织上不进行数字化转型
的制造型企业，纵有再多的数字化试点，充其量也不过是
数字化技术的堆砌罢了，这样的量变绝无可能产生质变。

军事上已经发生的数字化变革，将对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产生以下深刻的启示：

1. 数字化的核心是决策应变，衡量标准是变化发生到有效
对策的时间

2. 组织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决策权向前线人员转移，因
此数字化组织的重点由离前线 (客户 )越近的人员调配
资源，而不是由层级越高的人员调配资源，而更为关键
的是计划后的应变。

3. 要完成决策权转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支撑实时感知
变化、实时分析变化、实时制定最优决策，并能将决策
自动执行的数字化平台 (新的指挥系统 )。

我们的文章将围绕以上三点分别进行论述。

图 1 
数字化转型的决策模型



赋予前线人员足够决策的信息，
给予决策优化模型支持，让前线
能听到炮火的人作决定。

在决策模型中，决策触发的灵敏度越高，决策在时间维度
上的表现就越好；目标、约束、变量的维度越多，其决策
难度就越高。用人脑来决策偏离最优决策越多，也就越需
要智能算法来进行决策优化，这就是为什么智能制造与机
器学习、人工智能紧密关联的原因。

然而，模型复杂与新技术的应用并不能直接带来企业利益
的提升，正如同华丽词藻的堆砌不能成就美文，建筑材料
的堆砌不能成就广厦，先进装备的堆砌不能成就军队战斗
力。从精益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惟有被终端用户接纳的价
值才是真正的价值提升。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能结构
化用户体验，并能让整个组织应用决策模型为用户带来惊
喜“体验”。惟有如此，一幅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画卷
才能得以逐渐呈现。

组织模式转型推动决策权前移
⸺用户体验的结构化、让前线能听到炮火的人作决定 

数字化时代中，“以客户为中心”不再是一句口号、一个
空泛的概念，而必须是一组结构化的、计算机可以处理的
数据项。否则，一切决策模型，都不能保证其目标函数指
向用户体验提升的方向。这里的用户可以是“终端客户”、
“合作伙伴”、也可以是“内部员工”。体验则是“用户”
通过购买及使用产品与服务满足自我消费或经营需求的过
程。比如，购买及使用手机的体验是消费者实现其“社交”
需求的过程。

让我们尝试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将用户体验结构化（见图2）。
在这个案例中，作为终端用户的卡车司机，其购买及使用
卡车是实现其“盈利”需求的过程。从基础数据项出发，
我们可以把“盈利”再拆解为“开源”和“节流”两个子项，
然后逐步导出客户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 , 比如“运力保障
服务”。“运力保障服务”的结构化描述更加直接，就是
车辆的开动率，因故障维修导致的停机时间越短，开动率
就越高。

如上所述，“用户”既可以是“外部客户”、“合作伙伴”、
也可以是“内部员工”。用同样方式，我们也可以把内部
员工（如销售经理、客服人员、采购经理、生产厂长、研
发经理等）的“体验”，即员工完成其工作（KPI）的过程，
结构化描述出来。图 3描述了一位汽车零配件制造厂商销
售经理的“用户体验”、完成日滚动订单计划、及满足其
体验的“决策模型”。

图 3
内部员工体验与决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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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构化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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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源自二战及之前军队管理模式的组织与运营模式有
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 金字塔架构：公司的人员分布呈标准金字塔形状；
2. 瀑布式决策：高层领导做中长期战略决策。中层干部
做信息传递及部分决策。前线人员根据标准作业指导
书执行决策；

3. 流程式驱动：通过纵向及横向流程把一个纵向多层级
与横向多段决策串联起来，驱动研发、生产、供应链、
营销及服务价值链的有序运转。

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组织形式源自于人脑处理变量能力的
局限性。在目标、约束及变量有限的情况下，一般人还能
够较为清晰地描述他的决策逻辑。而一旦这些因素增加、
对实时性要求提高时，人就只能说这个决定是来自于自
己的“丰富经验”了。传统组织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把
多目标、多约束、多变量的决策“流水线化”，让每一
个岗位做有限决策，再通过流程串起来解决复杂决策。

当然，这个决策过程一定是缓慢的、响应变化的能力自
然是低下的、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浪费（如漫长决策链条
产生的牛尾效应带来的物料及成品库存）是也是严重的。

另外，由于企业除前线销售与客服人员之外的大部分人
员并不接触最终用户，“以客户为中心”实际上是无实
质内容的口号，而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形态使得企业实际
上是“以上级领导为中心”了。

所谓让前线能听到炮火的人作决定，其前提条件是赋予
前线人员足够决策的信息，并用决策优化模型对其进行
决策支持。如果缺乏信息与决策优化系统，前线人员必
然受制于管道视野与人脑算力的限制，即使能做决定，
也会陷入一叶障目或局部最优化。因此，决策模型的建
立是前线决策的前提条件。

结构化描述“用户”（客户、伙伴、员工）与“体验”（通
过产品 /服务实现需求的过程）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解决
的问题就是如何给用户带来惊喜体验、同时实现企业盈利，
也就是解决工业企业如何实现“大规模、订制化”生产这
个工业 4.0提出的核心命题。

这个命题需要从两个维度去解：
1.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把自身产品与服务的交付
效率提升到极致？

2.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整合生态伙伴的资源，为
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与服务？

我们先探讨第一个维度，即，如何大幅度提升工业企业成
品交付与服务的效率？要解这个题，我们就得首先剖析一
个典型工业企业的现有组织与运作模式。传统工业企业组
织与运作模式的特点可以用“金字塔架构、瀑布式决策、
流程式驱动”来高度概括（见图 4）。

图 4
传统企业的组织与运作模式（流程信息化）



整合生态合作伙伴的力量，共同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体验。

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任务，就是利用数字化技术
（实时感应产品交付与服务执行的物联网技术，多目标 /
多约束 /多变量的实时决策算法模型），从现有“金字塔
架构、瀑布式决策、流程式驱动”的组织与运行模式中
抽离出“目标函数”、“约束条件”、“输入变量”与
“输出体验”等因子，再逐步汇聚这些因子与构建越来
越复杂的决策模型，最终实现企业响应变化的极致能力，
为用户带来惊喜体验（见图 5）。

建立新的指挥系统
⸺数字化企业生态与支撑转型的数字化平台

当组织从“用户体验”视角看世界，看到的一定不是某个
单一产品，而是一个支持用户实现其需求的一个配套体
系、一个完整生态。手机不是我们的目的，手机是我们
实现社交体验的手段之一，与之配合的还有互联网、微
信等产品 /服务构成的生态。运输公司购买卡车的目的不
是卡车，而是通过收发运单实现公司盈利。为了实现盈
利，运输公司每天都要在“开源”与“节流”上精打细算，
过程中就自然形成了对卡车生态伙伴的需求（见图 6）。

所谓术业有专攻。任何一家工业企业都不可能、也不应
该大包大揽地把用户对某一生态（社交网络或运输业务）
里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都通过自己研发与生产。

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是，工业企业构建以自有产品为
核心、支持用户体验的“生态整合平台”。大家熟悉的生
态平台有苹果、天猫、亚马逊、滴滴出行等等。生态平台
的核心不是生产制造、而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即一系列“决
策方程”，“撮合”供求双方以最低成本实现互动或交易。

从“用户体验”的视角来看，工业 4.0中提出的“大规模、
订制化”生产指的其实不应该是一家企业的能力，而是
由多个数字化企业组成的生态系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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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从反映传统企业的流程信息化到数字化企业的数据与决策

图 6
从“用户体验”视角看卡车生态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的、管理思维模式的
转变过程。企业和人一样，都有路径依赖和呆在舒适圈
的惰性。所以，管理思维模式的转变不会自然发生，而
是需要通过机制来主动推动的。构建贯穿研发、生产、
供应链、销售、服务等各个业务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办
公室”就成为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见图 7）。

成立跨部门办公室本身不难，但难就难在办公室的有效
运行。第一个难点是到底应该由哪个部门牵头？这个问
题又撕开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数字化到底是一个 IT
问题还是一个业务问题？对于银行、电信和互联网企业
来说，IT就是业务，业务都是通过 IT实现的。但对于传
统工业企业来说，业务是业务，IT是“不懂业务”的后
勤保障部门、是业务部门提出需求后找供应商上 IT系统
的部门。但数字化却逼使 IT部门不得不走到业务的最前
线，去实时感知“用户体验”，去实时感知“前市场订
单交付”与“后市场工单关闭”的全过程，去及时分析
问题根因、把产品问题向研发反馈，去协助前市场与后
市场业务实现精准决策与敏捷运行。

图 7
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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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头来，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和服务部门的知
识与思维习惯也必须被数字化。一辈子围着铁疙瘩转的
机械工程师们要开始学习用数字化决策方程思考问题了。

最后，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与使用会大大加快工业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进程。与 ERP等传统 IT系统不同，来源于互
联网并逐渐体系化的数字化平台（见图 8）具有与生俱来
的敏捷特点，支持工业企业通过最简可执行产品（MVP）、
以小步快跑、迭代更新的方式持续推进企业的数字化 
进程。

图 8
SOX数字化平台架构



结语：从坦克到闪击战
1916年 7月 1日清晨，为了反击德军的进攻，英法联军
最高指挥部在法国索姆河地区精心策划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索姆河之战。但计划永远没有变
化快。最高指挥部本来策划的一个大规模“突破”行动，
却把一排排英法士兵绵绵不断的活活送进了德军的马克
辛机枪阵。到了傍晚，在短短 40千米的战线上，英法士
兵的伤亡人数已突破 6万名的天文数字。

索姆河战役是传统工业企业“金字塔架构、瀑布式决策、
流程式驱动”组织与运营模式的真实写照。当然，以这个
模式运作的工业企业葬送的不会是 6万条生命，而可能
是 60亿人民币的过期库存。

尤其讽刺的是，索姆河战役中，英军第一次将坦克大规模
投入使用。然而 24年后，坦克却在德国人手中变成闪击
战的利器，将英法联军彻底击溃。一件先进兵器按旧时代
的战争形式组建起来，其战斗力绝不会发挥质的变化，关
键是组织形式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

今天，军队的组织与运行模式已经实现网络化、数字化了。
其惊人成效在 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以完胜传统工
业化军队的方式向世界展现出来。

对前线动态的实时感知、实时分析、精准决策与敏捷行动
既是现代化军队的特写，也是数字化工业企业的核心。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贵公司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哪些目标？

» 贵公司在打造全方位用户体验方面做出了
哪些努力？如何做得更好？

» 贵公司目前的组织模式是什么样的？打算
做出哪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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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的数字化平台，支持前线
的实时感知、实时分析、精准决
策与敏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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