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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Lee 负责领导 IBM 的消费品和零售行业供应链
战略实践。他与制造商和零售商合作，通过全新的方
法提高服务水平、降低成本、节省营运资金。Jim 帮
助全球最大的消费品牌企业通过数字化创新（比如分
析、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重新思考自身的运营模式。

Gene Chao 是 IBM 自动化部门的全球副总裁兼总
经理。Gene 在全球范围的所有智能自动化领域负责
构建、开发和交付 IBM 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平台。

供应链领域的智能自动化由人工智
能 (AI) 工具负责指引方向，在提高
效率的同时实现数字化运营。

谈话要点
时至今日，消费品和零售供应链尚未实现端
到端的能力
从原材料采购、成品生产到消费品仓储和交
付的整个供应链职能领域都需要提高同步
水平。
借助智能自动化，供应链可以实现更为“整
体化”的运营，而不是各个职能领域“自扫
门前雪”
自主供应链可规划与执行整体运营，提高服
务水平，降低运营成本，优化库存水平。
虽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供应链管理之死”，
但实际上是重生 1
高度优化、自我调节的工具自动执行所有工
作流程，旨在减少人工干预和人为错误，供
应链因此获得了重生。

自主的整体优于各部分之和
如何规划和执行端到端的供应链，是消费品制造商和零售
商面临的普遍难题。无论是实现供需平衡，还是协调货车
和仓库容量，目前的企业还是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方式，显然无法解决整体上的不足。消费者期望和市场
状况持续变化，给运营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
提高敏捷水平，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供应链必须作为
自主的整体运行，而不是松散连接的一系列职能领域。原
因何在？因为自主运营的潜在优势比逐步改善要更为深入、
更为显著。

供应链的压力
随着消费品和零售行业的市场期望不断提升，这种压力就
落在了供应链运营之上。零售商和制造商的最新策略是采
用数字化创新来提高绩效。现在，随着人工智能 (AI) 和自
动化的结合，这些战略正经历革命性的转变，为供应链企
业创造了转折点。
零售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完整的商品案例和更加
紧凑的交付窗口。仅过去一年，零售商对于成本和服务水
平的关注度提高了 16%。2 尽管这些先行者是在不增加预
算的前提下实现改进，但在通过提高利润和削减成本来增
加每股收益方面，消费品行业还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为了缓解盈利方面的压力，领先品牌启动了数字计划，旨
在提高服务水平、成本效益和库存水平。美国消费品企业
宝洁公司应用机器学习算法，自动调整和优化需求计划。3
跨国食品和饮料企业雀巢公司，利用区块链来提高食品安
全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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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和智能自动化 1016
根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最新报告，人工智能被
定义为“机器进行推理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记住信
息，进行学习，通过数据发现功能获得新的洞察。智
能自动化由人工智能工具负责指引方向，只需最少程
度的例行人为干预。运营方式的转变增强了人类能力，
减少了人为错误，提高了效率，同时实现了数字化运
营和创新。”

智能自动化包含四个组成部分。
前三个由人工智能推动，第四个由自动化推动。5 分别是：

1. 接触 ，涉及用户与系统互动的外部接触点
2. 学习 ，通过分析不同的数据源，确定可用作决策标准
的语义参考

3. 推理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自主做出决定，自我进
行纠正

4. 执行 ，由系统通过数字化方式和由人类或机器人通过
物理方式执行下一步最佳行动

事实真相
消费品和零售行业中的供应链充其量是松散的连接。事实
上，69% 的企业尚未完全整合。7 这常常会形成各种不同
的供应链职能，以各自为战的方式开展创新，改进效果当
然不甚理想。例如，一项旨在优化工厂出库卡车装载量的
数字化创新可能与另一项旨在调节仓库入库吞吐量的创新
相冲突。如果不能妥善管理，这两个计划的作用就可能相
互抵消。
要实现“整体”运营，企业必须将战略从各自孤立的创新
转变为智能自动化。自动化将基于流程的静态结果转变为
机器推动的决策和行动，显著改善了任务的工作流程。人
工智能将智慧融入自动化，使机器能够进行学习，提出建
议，自主做出决策，自我进行纠正。8 最终目标是成为自
主实体，直观地提升整个供应链的价值。

2

五分之二的品牌企业和零售商已
在使用智能自动化，而这一数字
有望在未来三年内翻一番。8

自主供应链的核心是全新的运营模式：

未来三年的三条指导原则

— 通过将战术性的职责移交给人工智能，实现角色整
合，提高战略水平。

消费品和零售企业正在未雨绸缪：未来三年，消费品行业
中的供应链智能自动化程度有望达到 79%，而零售行业则
有望达到 85%。9 这些使用智能自动化的企业获得了诸多
效益（见图 1）。

— 彼此孤立的流程实现集成，在具备学习能力的算法
指导下提高运营性能
— 各种不同的技术相互连接，并以精心统筹的方式作
为整体运营

图1
早期采用者获得的效益
供应链、运营和
物流
业绩水平

运营有效性

推动收入增长

107

108

降低成本

105

99

增强竞争优势

95

102

改善客户 / 消费者体验

82

126

提高库存生产力

120

90

提高决策质量和速度

101

102

97

99

增强运营敏捷性

112

97

促进创新文化

104

98

改善运营效率

93

95

改善员工体验

100

103

从整合数据源中获得洞察

102

97

89

91

扩充能力

洞察支持

销售、营销和以客
户为中心的领域

通过提升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获得更出色的洞察

低于 100

100

高于 100

影响低于平均值
影响平均值
影响高于平均值

来源：《零售和消费品行业即将迎来人工智能革命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报告，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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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过去各自为战的供应链
运营模式，重塑未来的自主
供应链。

早期采用者有何成功经验？我们提出三条指导原则，帮助
您进一步了解自主供应链方法：

– 重新评估核心能力 。从规划到分销，企业不断将核心能
力外包出去，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灵活性。这种价
值主张对于自主模式是否依然有效？一家消费品企业发
现，通过自动执行并优化运输管理，可使准时交货率提
高 2%，成本比传统业务流程外包降低 54%。10 如果
回报清晰明了，就可以考虑考虑放弃外包模式。如果不
够清晰，则联系提供商，开展有关智能自动化潜力的对话。

– 建立端到端模式 。数字化创新往往针对单个流程，只能
为单个流程提供好处，比如工厂收货或生产线调度。而
要使自主模式发挥作用，就必须了解上游流程与下游流
程如何相互影响。通过一系列先进算法，一家制造商针
对代工商材料质量的提高如何影响工厂库存，进而影响
成品分销，进行了建模。净效益如下：产量提高 2%，
置信度达到 95%。11 对于整个供应链中的不同流程，
如果上游价值减少，就会产生长鞭效应。量化这一点是
构建自主战略的关键。

– 将技术联系起来 。并不是说由一组机器人来执行一系列事
务就能实现自主模式的价值。能否实现价值，取决于机器
人技术如何与其他技术协同工作，共同支持运营。一家
供应链企业决定使用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RPA) 自动执行
24% 的规划任务。最终，利用 RPA 和机器学习模式的智
能统筹，自动执行了 44% 的任务。12 智能自动化的价值
在于新资产和现有资产实现智能连接，然后自动执行事务。

准备好了吗？
31% 的消费品行业高管在其战略计划中将供应链集成列为
优先任务 13，整体运营的需求不容低估。

但是转变也带来了挑战，包括高层领导的短缺问题。蓬勃发
展的新兴劳动力正在塑造未来的供应链。千禧一代作为新一
代的供应链领导群体，带来了独一无二的的技能和动力，他
们正信心满满地运用分析和机器人技术。这些呈指数级飞速
发展的技术是全新统筹平台的基础，大多存在于当今的现代
IT 领域中。
已在使用智能自动化的企业，开展业务的方式正在经历彻
底的改变。例如，79% 的受访者表示运营效率显著提升，
83% 的受访者能够加速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81% 的受
访者提高了运营敏捷性。14
众多消费品制造商和零售商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自主供应链战
略和路线图。问题在于，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能有多快以及
如果失败将带来哪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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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家洞察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 到 2021 年，消费品和零售企业计划在整
个供应链中使用智能自动化。贵公司是否
在这些企业行列中？如果没有，那么是哪
些挑战、问题或担心让您踌躇不前？

» 采用智能自动化能力时，成功因素与挑战
风险共存。贵公司是否部署了合适的技能
和资源？贵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能接纳
变革？

» 贵公司能否在整个企业中（从员工到决策
者的所有层面）传达有关自主供应链的清
晰愿景及其优点？

专家洞察代表了思想领袖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业务和相关
技术主题的观点和看法。这些洞察是根据与全球主要的
主题专家的对话总结得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iibv@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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