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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边缘计算的力量
边缘计算使计算、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更接
近于操作点或事件点，从而缩短响应时间，
节省带宽。这种变革性的能力与人工智能 (AI)
结合，就能够实时解读数据模式、开展学习
和做出决策。
随时准备响应
通过在边缘位置实时处理数据，就能够从互
连设备和系统中更为迅速地获得洞察。绝大
多数受访高管指出，边缘计算应用可以帮助
组织提高运营响应能力，所产生的最主要影
响就是降低运营成本。

物有所值的投资
将近四分之三的组织表示，他们将在未来三
年内投资发展 AI，创造适用于边缘计算的新
型业务模式，结合智能化业务流程和自动化，
实现边缘设备互连互通。他们还预计，对边
缘计算的投资能够在三年内产生积极的投资
回报。

生活在边缘

尽管边缘计算出现在 IT 和运营领域已有时日，但直到现在
它才开始成为企业主流。Network World 指出，边缘计算
将融入到几乎所有行业中。1 5G 的推广只是增加了对边缘计
算的需求。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下，整个世界都在适应与
以往截然不同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边缘计算的重要性和
潜力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边缘计算和工业物联网 (IoT) 设备相结合，可以形成智慧供
应链，帮助企业更从容地应对各种中断情况。边缘计算还可
以增强和扩展各种用途的无人机的性能（例如消毒和诊断、
人群管理以及送货）。2 此外，边缘计算与 5G 结合使用可
以帮助遇到突发且持续的流量激增情况的网络解决带宽、速
度和安全问题。事实上，5G 技术的采用开启了全新的格局，
使得边缘计算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变得不可或
缺。3 边缘计算已拥有大量应用，而且显现出改变流程乃至
整个行业的潜力。
边缘计算有助于解决当今不断增长的数据量所带来的问题。
客户对于富有吸引力的沉浸式实时互动的期望值不断提高，
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物联网设备的数
量和计算能力呈爆炸性增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

随着 5G 网络带来闪电般的速度，支持更多的互连设备，数
据量还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IDC 预测，到 2025 年，全
球每个互连用户每 18 秒将进行至少一次数字化数据互动 ―
这种互动可能来自数十亿个物联网设备；到 2025 年，这些
设备预计将生成超过 90 ZB 的数据。4 如果将物联网设备生
成的所有数据都发送到集中式的数据中心或云平台，肯定会
导致严重的带宽、能耗和延迟问题。

1

84%

参与所在组织的边缘计算战略的
高管预计，边缘应用将对运营响
应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91%

的受访者指出，自己的组织将实
施边缘计算

领先的组织预计，
自投资边缘计算起三年内，可实现

24%
的平均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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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边缘计算？

边缘是一种分布式计算模型，使计算、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
更接近于操作点或事件发生地。在产生数据的位置（也就是
边缘）处理数据，更直接地应用分析和 AI 能力。

边缘计算是一种更有效的选择。由于大量数据不需要通过网
络传输到云或数据中心去进行处理，因此延迟情况（传输指
令与数据传输之间的间隔）大大减少。边缘计算可以提高数
据分析速度，减少相关限制，从而为获得更深入的洞察、实
现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打造更卓越的客户体验创造了机会。在
边缘计算和 AI 技术的支持下，设备和机器可以即时解读数
据、开展学习和做出决策。

尽管目前已开始应用某些边缘计算技术，但未来，这种技术
将实现爆炸性增长。随着物联网的持续发展，Gartner 预测，
到 2025 年，企业生成的数据中将有 75% 在传统数据中
心或云平台之外产生和进行处理。5 2019 年，全球边缘计
算的市场价值为 35 亿美元，到 2027 年，有望达到 434
亿美元。6
为了解组织当前和未来的边缘计算战略，IBM 商业价值研究
院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对 1,500 位高管进行了调研，广泛覆
盖 22 个行业和 21 个国家或地区。高管们透露了他们针对
这项技术的计划，并介绍了这将如何提高响应速度和能源效
率以及推动业务模式创新。此外，我们还探讨了投资回报期
望值，并确定了一小组对边缘计算投入更多、期望值更高的
领先者。（有关本次调研和数据分析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
阅本报告末尾的“研究方法 ”部分。）

“最充分利用互连互通的物联网
和 5G 技术的企业，将能够在多
个层面取得重大成就。这样的企
业能够实现网络现代化，并且极
大提升决策响应能力。”
加拿大某电信行业首席运营官

更前沿的体验

边缘计算几乎可以让分布式系统中的任何应用受益。由于能
够在源头分析数据，因此企业随时都可以根据最新数据做出
决策并采取行动。如果再将 5G 的极致速度和低延迟特性融
入基于边缘计算的应用，就等于为全新水平的创新打开了大
门（请参阅“洞察：将 5G 技术与边缘计算整合起来，推动
行业创新 ”）。

在边缘实时处理数据有助于减少发送到云端的数据量。尽管
边缘计算可能会与集中式云进行交互，但它并不需要与云通
信，能够实现离线可靠性。例如，即使支持边缘计算的物联
网设备未连接到互联网，它也可以创建、处理和存储数据，
并根据数据采取行动。当设备连接到互联网后，就可以在持
续运行的环境中共享相关数据。

众多组织已开始利用边缘计算的能力，从互连的设备和系统
中实时获得洞察，实时监控设备以及实时进行库存管理。例
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企业为植物配备基于物联网的传感器，
使用边缘计算监测每种植物的生长需求和理想收割时间。7
汽车企业基本上将汽车变成了边缘设备，为其配备可以生成
数据的内部和外部传感器。边缘计算可以针对每辆汽车实时
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包括制动、转向和变道。8 边缘计算
减少延迟的能力在手机游戏领域中也很有用。在实时在线游
戏中，几毫秒就能决定胜负 ― 边缘计算可以满足用户对高
速低延迟连接的需求，改善多人游戏体验。9

洞察：将 5G 技术与边缘计算整
合起来，推动行业创新
5G 网络和边缘分布式计算结合在一起，可以增强彼此的功

能，为所有行业的新产品、新平台和新体验创造难以置信的
机遇。通过 5G 网络提供的闪电般速度和低延迟，再加上在
边缘处理数据时获得的实时洞察，有望推动各行各业实现重
大创新：
― 制造业：借助“工业 4.0”，让工厂车间实现互连互通，
扩大生态系统中的交流沟通，从而使智能自动化达到全
新水平。

― 供应链：通过实时洞察，实现即时供应链，帮助供应商
快速应对需求波动。
― 医疗保健行业：移动应用和监控设备提供自动化的 AI 服
务和实时数据处理，直接将患者与医护团队联系起来。

― 现场工作人员：销售或现场服务人员可以使用基于边缘
计算的设备安全地访问企业数据（甚至是在没有网络连
接的环境中）。

― 交通运输业：基于边缘计算管理车队（卡车和无人机），
优化装载、模式和路线，实现工作量平衡，完成最后一
公里的物流。

― 自动驾驶汽车：AI 处理能力支持在本地即时采集数据和
自主做出响应，不仅适合汽车行业，还可用于采矿、石
油和天然气勘探以及其他工业品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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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高管表示，边缘计算有助于
提高运营响应能力和能源效率，
并推动业务模式创新。

突破性的能力

我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了解并参与组织边缘计算战略的高管身
上。10 这些组织大多数都处于边缘计算的早期阶段，正在实
施概念验证用例。只有四分之一的组织走得更远，已经实施
了符合业务目标的边缘计算解决方案。
然而，五年之内形势便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 91% 的高管
表示，到那时 , 他们的组织应该已经实施边缘计算。43%
的高管预计将实施特定功能的用例；而 36% 的高管表示，
他们将根据自己的业务目标广泛实施边缘解决方案。少数组
织 (12%) 将以完全符合业务目标并与现有企业系统和流程
有效整合的方式利用边缘计算。
这些组织希望通过边缘计算解决方案实现哪些成果呢？尽管
高管们指出了边缘计算能力的诸多好处，但有三个关键领域
最为突出：响应能力、能源效率和业务模式创新。

响应能力

组织依靠边缘计算，帮助更迅速地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状况
和客户互动。84% 的高管表示，边缘计算应用将在五年内
对组织的运营响应能力产生积极影响。汽车和电信行业的高
管对边缘计算在这一领域的能力特别有信心（见图 1）。

图1

高管预计边缘计算能够增强组织对变化的响应能力

预计边缘计算将在五年内帮助其提高运营响应能力的最主要
行业
汽车

96%

电信

94%

零售

89%

能源与公用事业

89%

媒体和娱乐

89%

银行与金融市场

87%

工业品
消费品
交通运输
政府部门

87%
83%
83%
81%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 年边缘计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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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所产生的响应能力可以带来巨大的业务收益。大多
数受访者表示，未来五年内边缘计算将帮助他们降低运营成
本 (57%)，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 (56%)（见图 2）。接近
一半的受访者预计，边缘计算的响应能力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47%)，加快决策速度 (46%)。

图2

增强的响应能力可以带来巨大的业务收益

边缘计算响应能力五年内所带来的最大影响
降低运营成本

57%

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
提高生产力

GreenCom Networks：
赋能未来能源市场 11

领先的能源物联网公司 GreenCom 帮助能源企业设计创新
服务，旨在优化分散式生产和使用模式。该公司开发了一个
物联网平台，用于帮助客户管理能源需求、供应和存储容量。
这个高度可扩展的能源物联网平台可以实时处理来自数百万
个互连设备的数据流。

GreenCom 开发了可在小型低成本网关设备上运行的边缘

软件集。网关软件不仅可以监控每个设备的生产和使用情况，
还能够直接对设备进行控制。电力公司不再是单纯地出售电
能，而是可以使用这些分析模型，创建全新类型的能源管理
服务，预计可帮助客户节省多达 30% 的电能。

56%
47%

加快决策速度

46%

提高可视性和透明度

41%

提高可靠性

41%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 年边缘计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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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竞争优势，我们行业
中的组织需要从集中式云方法发
展为包含边缘计算的方法。”
德国某工业品行业首席运营官

提高能源效率

边缘计算可以帮助组织管理能源效率，降低用电量。随着在
边缘处理的数据越来越多，往返于云端的数据逐渐减少，因
此降低了数据延迟和能耗。

超过一半 (54%) 的组织将在未来三年内应用边缘计算进行
能源效率管理。各行各业的组织都预计，五年之内，边缘计
算将使其年用电量降低最多 11.5%，其中电信和电子行业
组织预计的用电量下降幅度最高（见图 3）。

业务模式创新

受访高管指出，边缘计算可以推动产生新的数据驱动型业务
模式。接近四分之三的高管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对 AI 投资，
以进一步支持由边缘计算激发的业务模式。

受访组织还打算改变业务流程（本质上说就是他们的工作方
式），以便适应智能机器和互连设备的要求。大多数组织计
划创新业务模式和实施自动化业务流程 (64%)，以及优化
运营以获得情境感知能力 (52%)。高管们指出，他们的组
织还打算对员工进行有关智能机器 (48%) 和如何与智能机
器协作 (50%) 方面的培训。

图3

受访高管计划使用边缘计算，提高能源管理效率

预计五年内边缘计算将实现的年用电量平均降低幅度
11.5% 电信
11.1% 电子
10.7% 媒体和娱乐
9.9% 医疗保健
9.9% 汽车
9.7% 工业品
9.4% 零售
9.2% 政府部门
9.2% 银行与金融市场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 年边缘计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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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的投资回报

受访高管预计，仅需三年，边缘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就可达到
6%（见图 4）。能源和公用事业的高管对于边缘计算的投
资回报尤其乐观，他们预计平均投资回报率将接近 10%；
汽车行业高管紧随其后，他们的预计为 8%。

图4

受访高管预测，边缘计算投资将在三年内产生积极的回报
不同行业预测的三年内边缘计算投资的平均回报率
能源与公用事业

7.31%

消费品

7.26%

政府部门

银行与金融市场

掌握组件预测能力后，这些企业就具备了在整个运营过程中
为所有设备优化计划内维护工作所需的关键要素。这些解决
方案可将某些领域的生产力最多提高 30%。

7.67%

工业品

零售

许多企业开始部署基于物联网和智能传感器分析的预测性维
护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使用 AI 机器学习算法，在组件
层面分析设备传感器数据，使组织能够更好地预测和预防设
备故障。

8.39%

电信

媒体和娱乐

采矿和其他与建筑相关的企业致力于优化生产，这就需要强
大的设备。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的关键，就是通过优化计划内
维护，避免计划外维护。

9.80%

汽车

交通运输

洞察：变革资产管理

6.50%
6.17%
6.14%
5.59%
5.15%

总体平均为 5.7%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 年边缘计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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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are：利用 AI 和

边缘计算揭开海洋秘密

12

ProMare 是一家非营利性企业，旨在促进全球范围的海洋

研究和勘探工作。他们正在制造第一艘全尺寸的无人驾驶太
阳能船，拥有卓越的耐用性和可靠性，可在全球任何角落远
程运行。

船上装载了用于雷达、声呐、视频、无线电、全球定位系统
(GPS)、深度和自动识别的传感器，可以不断从环境中收集
数据。该组织使用具有深度学习工具集和框架的加速服务器，
创建可以识别航行险情的模型。该组织还在创建机器学习模
型，用于控制船舶，执行路线规划和优化，分析自动识别系
统中的结果，以及避免恶劣天气。

了解边缘计算颠覆者

为了确定在边缘计算方面制定了远大计划并抱有很高期望的
组织能否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从受访者中挑选出一小组
企业：边缘计算颠覆者。我们根据他们对以下两项的预期来
确定这组受访者：1) 边缘计算将对组织的响应能力产生积极
影响；2) 边缘计算投资将在未来三年内产生 15% 至 70%
的回报率。
这些边缘计算颠覆者占受访者总数的 9%，他们了解边缘计
算能力如何帮助发现新的机遇、提高运营效率以及增强客户
体验。此外，他们也是所在行业的领先者，在过去三年中，
其收入增长和盈利能力均高于同行平均水平。

与众不同的颠覆者

颠覆者在生产力、敏捷性和创新能力方面也优于同行。与其
他受访者相比，颠覆者表示，他们在生产力指标方面比竞争
对手高出 8%，而在敏捷性方面比竞争对手高出 14%。我们
发现在创新领域的差距最大：与其他受访者相比，颠覆者在
创新方面比竞争对手高出 58%。

边缘计算颠覆者同时也是部署智能机器用于做出决策方面的
领先者。目前，10% 的颠覆者能够使用智能机器和互连设
备做出复杂的任务关键型决策，这一比例是其他受访者的两
倍多。在未来五年内，60% 的颠覆者预计将使用机器做出
此类决策，相比之下，其他受访者作出如此表述的比例只有
33%。
边缘计算颠覆者还预计，边缘计算将在诸多其他方面带来好
处，比如活动监控 / 自动化、智能电表监测 / 控制以及基于
状况的预测性资产管理。在能源管理方面，现在使用边缘计
算的颠覆者比例为 62%，未来三年这一比例将超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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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带来了新型业务模式，
可以帮助我们从机读数据中获取
尚未开发的价值。”
美国某制药行业首席战略官

颠覆者：行业视角

各行各业的高管都在制定战略，旨在实现客户体验个性化，
加快生成洞察和采取行动的速度，并确保企业持续运营。边
缘计算可以在这些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尽管不同行业的方

式各有不同。

我们希望了解各个行业的边缘计算颠覆者打算在哪些领域以

及如何实现所预期的 15% 到 70% 的边缘计算投资回报率。
我们分析了颠覆者调研数据，研究了三个时间段（现在、未
来三年和未来五年）和四个行业分组（工业制造、基础设施、
消费以及服务）。（有关分析和行业细分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本报告末尾的“研究方法 ”部分。）

目前，大多数边缘计算颠覆者还都处于初始投资阶段，除了
工业制造企业已经开始获得收益（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们
先于其他企业开始了边缘计算之旅）。更重要的是，我们发
现，各行业分组的颠覆者都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获得非常

我们还根据用例 / 应用领域（即每个行业颠覆者分组使用或
计划使用边缘计算的方式），研究了行业分组的投资回报率
预期。从行业分组的投资回报率影响来看，在全球和所有行
业中所看到的大趋势是成立的（请参阅“洞察：从行业角度
了解颠覆者对于边缘计算投资回报率的预期 ”。早期的投资
实践对能源效率管理的投资回报率影响非常高。预测性维护
将在未来三年中获得高回报，并有望持续实现高回报。资产
利用率有望获得中等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总体而言，边缘计算在各个行业中的影响将逐步发生变化，
从现在的提高能源效率转变成未来的加快响应速度和促进创
新。受访高管希望早期投资带来持续的影响（例如，对运营
响应能力、能源效率和业务流程优化产生持续影响）。随着
企业及生态系统开发和部署新的边缘计算应用和功能，他们
预计将获得更多的收益。

积极的投资回报率（超过 20%）。基础设施行业的预计更
为乐观，他们预测在未来三年内投资回报率将达到30%。

图5

各行各业的边缘计算颠覆者都在为将来而投资边缘计算
每个行业分组中的边缘计算颠覆者的预期投资回报率
29.5
23.8

22.7

22.3

1.4
-1.1
工业制造
投资回报率（现在）

基础设施

-3.2

消费

-1.2
服务

投资回报率（未来三年）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 年边缘计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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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从行业角度了解颠覆者对于
边缘计算投资回报率的预期

工业制造

该行业分组中的企业在能源管理方面进行边缘计算投资，目
前收获了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率。他们预计，在未来三年内，
边缘计算将在自动驾驶汽车以及新创或改进产品 / 服务领域
产生高影响的投资回报率。在未来五年内，边缘计算将渗透
到生产流程和车队中，显著提高生产力和敏捷性，实现基于
传感器的生产制造和车队管理流程。该分组还预计，可通过
基于状况的预测性资产和设备维护系统，对资产利用率产生
积极影响。

基础设施

在这个领域，目前企业通过在预测性维护和新产品 / 服务（主
要是资产 / 设备跟踪、活动监控以及自动化）领域的边缘计
算投资，实现了较高的回报率。他们预计，在未来三年内，
制造领域的边缘计算投资将产生非常高的回报，因为这有助
于提高运营水平，从而在新产品 / 服务方面实现预期的高回
报。在未来五年内，旅游与交通运输企业预计，通过持续的
交通运输优化，将对车队管理产生巨大影响。许多企业还预
计，销售点的预测性销售领域将获得较高的回报，尤其对于
电信企业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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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行业

目前，接触消费者的企业通过在能源效率方面应用边缘计算，
获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外，不难理解，消费品行业在
实时库存跟踪和管理方面应用边缘计算也可以产生较高回
报。预测性维护是他们使用边缘计算的最主要领域，尽管现
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回报影响还处在中等程度，但未来三年乃
至未来五年将变得非常高。该分组中的许多企业还预计，可
通过活动监控和自动化对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

服务业

服务领域目前通过在能源效率管理方面的投资获得了非常高
的回报率。现在，资产利用率方面的投资产生了中等程度的
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一分组，最
突出的用例是活动监控和自动化，尤其是对于银行 / 金融市
场以及保险业而言。随着这些行业提高运营水平，预计预测
性维护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产生很高的持续投资回报率影响。

边缘计算能力将推动行业创新，
达到全新水平。

在未来的边缘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融入到企业和日常生活中，通过在靠近来
源的位置处理数据，我们获得实时洞察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
大。事实上，IDC 预测，到 2024 年，边缘位置的应用数
量将增加 800%。13

最终，边缘计算将触及几乎所有行业。在按行业划分的总体
调研受访群体中，我们发现，那些对边缘计算投入最多的行
业（即使用率和期望值最高的行业），都在计划显著提高边
缘计算的应用水平，从单独用例转向与业务战略配合并整合
（见图 6）。

图6

未来五年内规模和影响将急剧上升
能源与公用事业

95%

运营响应能力

汽车

未来五年内的采用率和期望值

85%
75%

电信

工业品

65%

消费品

55%
45%

政府部门
交通运输

未来三年内的采用率和期望值

35%
25%

媒体和娱乐
零售

15%
5%

0%

10%

20%

30%

40%

50%

实施程度

60%

70%

80%

90%

100%

银行

实施程度 ― 正在实施符合业务目标的边缘计算用例的组织。（按 5 分制，达到 3、4 或 5 分
的组织）
运营响应能力 ― 期望对运营响应能力产生积极显著影响的组织（按 5 分制，达到 4 或 5 分
的组织）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9 年边缘计算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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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采用边缘计算的行业中的大多数组织还期望，在早期阶
段能够对运营响应能力产生适度的影响。当边缘计算在整个
组织中的采用率达到顶峰时，他们期望运营响应能力也能水
涨船高。虽然在不同行业中，边缘计算对运营响应能力的影
响程度和预期投资回报率都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势都一样。

电信企业非常热衷于边缘计算，超过 70% 的受访者预计边
缘计算规划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而 94% 的受访者预计，
未来五年内边缘计算将对响应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能源和公
用事业受访者在实施方面紧随其后，有 64% 的受访者期望
采用与业务目标一致的用例，而 89% 的受访者预计，在未
来五年内响应能力将会提高。汽车行业高管对于响应能力的
期望值最高，比例达到 96%，其中 57% 的高管预计，在
未来五年内边缘计算实施将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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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天做好准备

边缘计算正在改变组织管理、处理和利用数据的方式。一些
组织已从边缘计算中实现收益，在业务增长、生产力、敏捷
性和创新等方面脱颖而出。其他组织仍在探索如何利用边缘
计算能力来提高响应速度和能源效率以及推动业务模式创新。
我们的行动指南可以帮助组织（无论他们处于边缘计算之旅
的哪个阶段）找准当前定位，以便未来实现边缘计算承诺。

行动指南

如何通过边缘计算获得优势
1. 支持和增强数据传输

― 探索和扩展新技术，为边缘位置的设备提供支持。

― 监控不断发展的用例，包括实施机对机安全验证，采用
区块链增强边缘设备之间基于账本的通信，以及使用 5G
技术增强先进的边缘计算能力以适应组织的需求。

― 构建平台，为边缘提供强大基础。将分析技术和机器学
习整合到本地边缘环境，实现机器性能优化、主动维护
和智能运营。

2. 整理数据以加大影响

― 从每次互动收集数据（来自人员、IoT、机器或集成环境
的数据），转变为使用数据生成洞察。评估洞察可在哪
些领域以及可以为谁带来最大价值，确定其优先顺序。

― 发现未得到充分服务的用户，评估如何通过数据和服务
（而非特性和功能）满足客户需求。

― 谨慎挑选平台，确保其具备可衡量、可扩展的自动化组件。
应当做到：衡量业务影响，提高可视性，并将监管措施
应用于端到端的业务流程（包括混合云和边缘）。

3. 将应用部署到边缘

― 探索将智能应用于运营职能和活动的方法，帮助获得决
定性、可操作的实时洞察。边缘软件应用的新市场已经
出现。

― 对高级资产进行实时优化。基于核心云的分析技术现在
正在缩小规模，以便能够在边缘高效运行 ― 包括采集和
处理边缘数据，协助数据流，使用数字孪生解决方案侦
听和创建资产的数字副本，以及实现实时预测性维护和
机器学习。

4. 实时采取行动

― 利用边缘计算能力即时做出响应和采取行动。

― 提供新型智能产品和流程，能够在 AI 的支持下实时进行
推理和学习。
― 使用 AI 技术揭示人们通过其他方法可能无法看到或预测
的模式，以便快速行动。

5. 领先竞争对手

― 凭借敏捷业务流程和即时处理创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通
过为客户、员工以及合作伙伴提供洞察，以与众不同的
方式采取响应行动。

― 借助混合云和边缘战略，平衡需要独特配置的业务流程
和计算需求：

• 使用混合与集中式云网络，通过分布式实时设备处理
功能完成“繁重的”数据处理任务

• 在边缘设备、节点、本地服务器以及混合云平台上部
署特定应用。

6. 大获全胜：凭借速度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

― 研究可通过结合使用 5G 技术和边缘计算推动行业创新

的潜在用例，例如需要超低延迟和大规模的机对机数据
交换的那些用例。

― 检查需要进行复杂数据处理的业务流程。采用边缘计算
架构，就能够在设备上或靠近设备的系统中进行复杂的
事件处理，从而消除云端往返问题，并有利于实时采取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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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Skip Snyder

Anthony Marshall

skips@us.ibm.com
linkedin.com/in/skip-snyder

anthony2@us.ibm.com
linkedin.com/in/anthonyejmarshall
@aejmarshall

Skip Snyder 是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的副总裁、合伙
人兼发展主管，目前担任全球 Watson IoT 和工业 4.0 实践
主管。Skip 是结果导向型高技能专业管理人士，拥有超过
20 年的全球技术市场经验，与众多《财富》500 强企业的
高管层有过合作经历。他在帮助客户取得卓越成就方面有着
良好的业绩记录。

供创新管理、数字战略、转型和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咨询服务。
另外，他还广泛涉猎微观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
领域。

Rob High

Karen Butner

highr@us.ibm.com
linkedin.com/in/highrobert
@rhigh

kbutner@us.ibm.com
linkedin.com/in/karenvbutner
@kbutner578

Rob High 是 IBM 院士，也是 IBM 边缘计算、云计算和
认 知 软 件 的 副 总 裁 兼 首 席 技 术 官。Rob 拥 有 32 年 的 编
程经验，过去 18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分布式、面向

对 象 和 基 于 组 件 的 事 务 监 控 器。 在 担 任 当 前 职 务 之 前，
Rob 是 WebSphere Foundation 的 首 席 架 构 师， 负 责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以及在此核心运行时上集
成的相关产品的架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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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Marshall 是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高级研究
主任。他拥有超过 20 年的战略咨询、研究和分析经验。
Anthony 面向美国乃至全球的多家主要银行和保险公司提

Karen Butner 是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全球运营和供应链

主管。她主要负责市场洞察、行业趋势以及思想领导力开发
方面的工作。她在战略制定和转型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
验，专注于高科技、零售和消费品、电子产品、生命科学、
物流以及电信等行业。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进的研究
方法与技术，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特的
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隶属于 IBM Services，致力于

为全球高级商业主管就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基于
事实的战略洞察。

了解更多信息

欲 知 更 多 本 报 告 详 情， 请 邮 件 联 系 我 们：iibv@us.ibm.
com。欲获取 IBV 研究报告的完整目录，或者订阅我们的
每月新闻通讯，请访问：ibm.com/iibv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 :

https://www.ibm.com/ibv/cn

相关报告

新冠病毒疫情与断裂的供应链：通过智慧供应链减少漏洞。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WGZN9PDL

智能运营，优势尽显：全球最高管理层调研（第 20 期）之
首席运营官洞察。

https://www.ibm.com/cn-zh/services/insights/c-suitecoo

调研方法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对 1,500 位高

管进行了调研，了解他们所在组织有关边缘计算的战略、投
资和运营情况。该受访群体广泛覆盖 22 个行业，企业总部
遍布全球 21 个国家或地区。

受访者的职务包括首席执行官 / 战略主管、首席财务官 / 财
务主管、首席营销官 / 营销主管、首席运营官 / 首席供应链
官 / 运营主管、首席信息官 /IT 主管 / 技术主管、首席技术
官以及负责战略联盟或合作伙伴关系的高管。我们探讨了受
访组织计划中的投资、预期的收益和影响，以及边缘计算在
企业和生态系统中的适用性。此外，我们还请受访者介绍他
们对各种新兴技术的采用和投资情况及其对员工队伍的影响。
我们使用分类分析对调研受访人群进行了细分，确定了一个
代表成功采用并加速实施边缘计算的独特群体。我们根据以
下期望值选出一组边缘计算颠覆者（占受访群体的 9%）：
边缘计算将对组织的响应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边缘计算投资
将产生 15% 至 70% 的回报率。

我们还采用经济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根据应用的独
立变量仔细研究了这组颠覆者，了解他们所在组织正在使用
和 / 或计划的边缘计算对投资回报率因变量的影响。我们对
现在、未来三年和未来五年这三个时间段进行了回归分析。
此外，我们按不同行业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分析，这些行业包
括：工业制造（汽车行业、石油化工行业、消费品行业、电
子行业和工业品行业）、基础设施（能源和公用事业、电信
行业以及旅游与交通运输业）、消费（零售业、媒体和娱乐业、
生命科学行业和医疗保健行业）和服务（银行 / 金融管理以
及保险业、政府部门、教育行业和 IT 行业）。

成就数字赢家的六大关键战略：AI 驱动型运营模式的威力。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KZ1A4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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