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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设施和资产管理转型，最终实现业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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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的价值构建智慧基础架构

引言
在当今的智慧地球上，大数据变得越来越流行，且重要性越
来越高，同时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的企业收集、处理、
使用并存储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为企
业提供巨大的转型机遇，但前提在于企业能够有效管理这些
海量数据并从这些海量数据中获取最大价值。
如果将通过大数据获取的机遇应用于设施和资产管理，例如
办公大楼、油井钻探平台、船队等等，我们便可实现显著优
势。这是因为设施和资产日益物联化，而实体世界和数字世
界都会产生海量数据，因此对这些数据的有效分析将能够带
来系列优势，如增加收入，降低运营费用，改善服务可用性
以及减少风险。

为了改善设施和资产管理运营，很多企业都实施了对应的事务
处理系统，旨在提供性能指标和自动化流程，以提示低效设
施、资产或资源并加速改进步伐。举例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事
务处理系统能够在其操作系统情境中实时分析数据。很多事务
处理系统都不能以原生的形式对信息进行高级分析，或集成并
管理所生成数据的全部种类、速度和数量。
本白皮书将讨论企业如何通过大数据分析以及正确的设施和资
产管理软件抓住下一代机遇来改善设施和资产管理流程及投资
回报。本白皮书将探讨不同企业如何成功地利用其设施和资产
所产生的大数据来增加收入，提高运营效率，确保服务可用性
并缓解风险。最重要的是，本白皮书将揭示企业如何利用大数
据分析获取类似优势，实现企业的设施和资产管理转型并最终
实现业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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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大数据的概念

●

海量数据。而且，以前不存在或无法通过事务处理系统进行

速度：不断运动的数据；数据的创建、处理和分析速度持
续增加

尽管大数据这一术语的涵盖面很广，包括社交媒体分析、下
一代数据管理、实时数据等等，但所有这些概念都可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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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与特定类型的数据有关的可靠性级别；创建数据
上下文有助于管理这种不确定性

访问的新的事实、关系、指标和指示都隐藏在这些数量庞

大数据结合了这些特点，为企业创造了在当今的数字化市场

大、种类繁多、速度迅速的数据数量之中。

获取竞争优势的机会。其挑战在于为了实现突破性业务结

大数据具体表现为四种通用维度：

果，企业必须能够获取适用于其需求的大数据，同时高效管
理这些大数据并从中获取新的相关洞察力。

●

数量：企业必须利用海量数据改善整个企业的决策

●

种类：各种类型的数据和数据源；今天的企业必须管理复
杂的多种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集成并分析来自企
业内部和外部的数据。

大数据维度
数量

规模化数据

种类

速度

不同形式的数据

动态数据

TB 级数据到 PB

结构化、非结构化、

分析流数据，在瞬间

级数据

文本、多媒体

作出决策

准确性

大数据由四种维度构成：数量、种类、速度和准确性。

数据不确定性
管理非常不精确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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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入
各种设施和资产管理大数据

大数据分析可帮助企业了解信息背后的涵义，形成自己的优
势，进而产生收入。举例来说，地理信息系统 (GIS) 可帮助零
售商、电信公司和能源公司等位置相关企业确定对于其业务最

机器对机器

有利的地理数据。企业可利用这种数据理想地设计并在最佳的
市场内定位其设施或资产。
某家全球最大的风能生产商已成功利用大数据建模解决方案从

多功能智能电表读数

生物统计学

RFID 读数 • GPS 信号 设备读数

各种位置相关因素（包括历史天气信息和实际天气信息）获取
了洞察力，并优化了风力涡轮机的位置，进而最终优化了涡轮
机的性能。通过确定风力涡轮机的最佳位置，有助于能源生产

存在检测 • 面部识别

Web 和

安全监控

社交媒体

商实现发电量的最大化，降低能源成本，并在风力发电方面为
客户提供更好的业务案例确定性、更快的结果、更佳的可预测
性和可靠性。

人类生成的

Twitter 简讯 • Facebook 帖子

数据

市场分析 • Web 内容

采用大数据分析增加收入的另一个示例是：利用流数据来制定
运营计划，进而实现石油产量的最大化。由于位于北海钻井位
置的浮冰可能会常年对钻井带来不便，因此美国的一家大型石

大事务数据

销售点交易
呼叫中心录音 • 电子邮件

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对北极圈的浮冰活动进行了跟踪、
预测和早期预警。通过实时分析卫星图像、风和声纳数据，该
公司能够避免发生与浮冰有关的故障，并将收入从数亿美元增
加至数十亿美元。

电信呼叫详细记录
公共事业帐单记录 • 气候数据

大部分大数据可从五种信息中生成，1 而这些信息由特定设施和资产管理
的数据类型构成。

实时分析大数据，改善设施和资产管理
由越来越多的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设施和资产生成的
大数据，只有在经过事务处理系统提取了其中的适用信息
并根据需要采取措施之后才具备价值。正确的设施和资产
管理工具可实时利用这些大数据改善决策，或为企业制定
能够创造可衡量利益的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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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运营效率

面对日益老化的基础架构和客户投诉时，主要城市供水和污

能源效率和设施优化有助于企业具成本效益地实现显著、快

水处理部门需要改善其资产可靠性和寿命，并简化其业务流

速和可衡量的运营改进。通过监控和分析企业整个设施组合

程。现在，企业可利用高级空间分析来提供近乎实时的信

内的能源密集型设备、实时识别操作异常并生成整改工单，

息，并根据位置、时间、天气和其他因素帮助预测潜在问题

可显著减少能源能耗。

和事件。预测性分析不仅可降低每个工单的成本并缩短纠正

通过集成建筑、基础架构和企业系统来收集实时数据，IBM

问题所需的时间，而且还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本身已收获了可持续的运营优势，而且分析实时数据也有助

缓解风险

于更高效地管理能源使用情况。IBM Real Estate and Site

为了帮助缓解设施和资产风险，预测性分析可检测非常细微

Operations 团队实施了一种大数据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可

的异常和故障模式，进而确定存在最大故障风险的资产。预

采用 50 多种分析规则来评估实时设备、能源和气候数据，

测性维护解决方案可实时访问多个数据源以预测设备故障，

进而识别并自动纠正行动。结果是，该团队将其物联化资产

从而帮助企业避免产生昂贵的停机时间，降低维护成本。尽

的能源成本降低了 15% 以上，而且将工单完成时间缩短了近

早发现问题有助于企业更具成本效益地部署有限的维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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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源，最大化设备正常运行时间，并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确保数据可用性

大数据帮助缓解复杂运营资产风险的一个示例为日本的一家

能够实现整个资产生命周期的最佳维护的解决方案能够提高

船级社。该公司部署了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将很多关键功能

资产利用率。若要进一步延长可用资产寿命并降低运营成

集成至一种统一的云基础架构。现在，传感器可捕捉关键设

本，企业应选择能够实现运营管理和维护自动化的解决方

备的操作条件，如船舶引擎的震动状况，并实时将这些数据

案。系统地监控并对比资产性能数据有助于减少发生资产故

传达给该公司的全球技术解决方案，以便进行故障分析和预

障业务中断的几率，无论是对于数据中心还是对于生产线而

测性维护。3

言，这都是一项关键目标。

实时收集和分析环境和天气状况数据是大数据帮助缓解风险

有效的设施和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可利用大数据分析帮助企业

的另一方式。举例来说，企业可实时收到潜在的天气影响提

主动维护设施设备，识别新的问题和趋势，进而通过基于条

示，从而关闭设施运营或派遣应急响应小组，以便在发生危

件的维护和自动化问题通知防止出现车辆故障，降低维护和

险风暴之前将发生业务中断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

运营成本并延长资产寿命。

此外，大数据还可缓解安全风险。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
采用了一种高级安全和秘密监视系统来实时收集并分析海
量数据，例如热成像和车辆震动，进而可通过前所未有的
方式对潜在威胁进行检测、分类、定位、跟踪和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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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

本文档是首次发布日期之最新版本，IBM 可能会随时对其进行更改。

如欲了解有关 IBM 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

IBM 并不一定在开展业务的所有国家或地区提供所有这些产品或服务。

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

客户示例引用仅供说明之用。实际性能结果可能因特定的配置和操作条

站：ibm.com/analytics

件而有所不同。

有关 IBM 设施管理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本文档内的信息“按现状”提供，不附有任何种类的（无论是明示的还是
默示的）保证，包括不附有关于适销性、适用于某种特定用途的任何保

ibm.com/tivoli/tririga

证以及非侵权的任何保证或条件。IBM 产品根据其提供时所依据协议的
条款和条件获得保证。

有关 IBM 企业资产管理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ibm.com/tivoli/asset-management
此外，IBM 全球融资部可帮助您以最具成本效益及战略性
的方式获得贵企业所需的软件功能。我们将与可信的客户
合作，以便定制一款适于贵企业业务和发展目标的财务解
决方案，确保实现高效现金管理并降低您的总体拥有成
本。IBM 全球融资部助您规划关键 IT 投资并推动企业发
展。有关更多信息，敬请访问：ibm.com/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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