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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让采购更加有的放矢

认知技术带来了新的机遇，有助于更有效地预测和响应客户和

长期以来，在战略决策层面赢得一席之位一直是创造业务价值

市场需求。认知技术还鼓励人们使用新方法，将人员和信息进

的基础。采购职能部门总是尽最大努力，希望尽早参与决策，

行对接，从根本上改变企业采购和出售产品的方式。区块链等

帮助推动市场，满足需求。要实现需求相关性，就要求在战略

新能力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结合。

层面有一席之地，而这又需要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
由于缺乏数据以及由标准推动的业务案例，因此，采购职能部
门与利益相关方、供应商以及合作伙伴的合作往往因缺乏可信
度而受到影响。由于这个原因，采购职能并未进入战略决策
圈，往往是需要时才在最后时刻被加进去。企业编制年度预算
时，几乎不会征求采购部门的意见，采购部门也基本不会提供
意见。不管是由于缺乏数据，还是由于采购职能部门无法预测
和收集所需数据，这种脱节现象将在整个预算周期内对业务造

未来合作关系：Sap Ariba 与 IBM 携手合作
SAP Ariba 与 IBM 建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提供新一代解决
方案，改变了采购职能的格局。SAP Ariba 和 IBM 共同优化
最新技术，从数据中挖掘更深入的洞察，提高运营效率，降低
成本，实现可持续的高水平服务质量。
让采购职能更上一层楼，从基本流程自动化转变为更为直观而
自主的模式。这种新模式利用 SAP Ariba 和 IBM 的认知采购

成巨大挑战。

功能，提供更出色的信息和洞察，强化态势感知能力，加快决

“在分析技术的推动下，采购职能可从不同来源获取洞察，

人员。由此产生的业务价值包括：改进采购角色和流程的执行

发现智能，从而形成竞争优势。这为我们通过认知技术加深

方式，针对利益相关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开展更有效、更相

理解铺平了道路：认知技术能够进一步改变采购格局，有助

关的采购活动。这一价值主张使得采购职能有资格及早在战略

策速度，最终改进采购绩效，以便支持（而非取代）专业采购

于从过去隐藏的数据类型中释放更多价值。”
Bob Murphy
IBM 首席采购官

大数据，预测性分析及认知计算
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 — IBM 估计，当今世界 90% 的数据都
是在过去两年中创建的。这些数据中蕴藏大量有价值的洞

决策层面占据一席之地。SAP Ariba 和 IBM 在战略采购领域
开展初步合作：
 寻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转变寻源战略，为筹划、执
行和运行采购活动提供洞察。
 签约：签约流程可以变得更智能、更全面。

察，而采购职能的挑战在于如何理解和使用数据以便做出更

“CPO 需要实现数字化，预测未来并保证能够节省成本，实现

出色、更明智的决策。

价值 — 不仅仅是为了跟上步伐，而是要走在前沿，引领企业

全新的技术和市场动态正为智能采购奠定基础。自然语言、
机器学习、大数据和数字助手将超越战略供应商管理流程，
让价值的实现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利用这些技术，认知计
算可改善人员、系统、数据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使采购流程
更加“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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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Marcell Vollmer
SAP Ariba 首席数字官

SAP Ariba — IBM 认知解决方案

智能采购之路
企业价值的创造者 — 采购部门

凭借先进的采购解决方案的广泛组合，SAP Ariba 在业界遥

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总价值中，有 65% 源自其

遥领先，使用强大的产品帮助客户在整个采购生命周期中提

供应商。IBM 和 SAP Ariba 共同铺就智能采购之路。他们利

高采购效率。除了与 IBM 合作外，SAP Ariba 还利用 SAP

用 SAP Leonardo、IBM Watson 技术以及 SAP Ariba 平台

Leonardo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在采购领域进行创

来开发应用，将采购数据中的智能与非结构化信息中的预测

新，并开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应用，以提高支出的可视化并

性洞察结合起来，提高供应商管理、合同与采购等活动的决

改善分类。

策水平。

凭借 Watson 技术，IBM 创建了第一个可以增强传统采购系

通过将 IBM Watson 的强大力量、IBM 采购服务的专业知

统的认知引擎，通过额外的洞察和能力显著提升价值。此外，

识、数据驱动的洞察以及 SAP Ariba 平台相结合，与现有采

IBM 采购服务团队使用分析、认知、自动化和领域专业知识，

购基准绩效相比，我们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能够为我们的共

帮助减少支出，访问采购品类专业知识，实现流程标准化，降

同客户实现前所未有的价值。这种合作关系有助于加速认知

低采购运营成本，并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控制与合规。

型采购模式的形成，惠及我们所服务的所有客户。
我们利用认知计算技术，改善人员、系统、数据和环境之间的
联系，使采购流程更加“智能”。用户可以在 Ariba 网络上用
母语进行交谈，而系统可以理解并快速了解不断变化的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采购流程变得越来越智能；可以自动执行任
务，提高效率，实现更多节省。创新型系统可以像目标受众那
样进行“思考”，从而帮助采购人员创造更大价值。

携手努力，实现认知采购
我们的解决方案将 IBM 的认知能力融入 SAP Ariba 产品组
合。最初，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共同为战略采购流程开发解决
方案。
例如，结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服务的数字助手，可以通过帮
助完成一系列任务，实现采购转型。这些任务包括定义合适
的提案请求类型；根据商品类别、地区或行业，确定适合参
与竞标的供应商；提供有关市场信号和定价压力的情报，从

“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

而优化结果。

总价值中，有 65% 源自其供应

同样，还可以使签约活动变得更智能、更全面，因为应用可

商。IBM 和 SAP Ariba 共同帮助

自动确定与法律库和分类法相匹配的相关条款和条件，根据

客户创建未来的认知型采购企业，

基准数据，按行业或地区发现特定商品的相似条款，并根据

最大程度实现价值。”
Cameron Art
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企业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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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数量与合同折扣向目标客户建议最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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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采购成果
SAP Ariba 和 IBM 致力于开发先进的认知应用，充分利用

性、服务可视性以及跨网络库存补充。SAP Ariba 继续致力于旨

SAP Leonardo 和 IBM Watson 的强大能力，重新定义从采

在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帮助全球的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购到支付的整个流程。

而 IBM 提供咨询、分析、洞察和服务，使用定制的路线图构

SAP Leonardo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可以确保以产品

建、实现和运行新产品，帮助各种规模的企业降低成本，在更短

为中心的运营实现端到端的可视性，有能力优化合规可视

的时间内实现价值。

由 IBM Watson API 提供支持

更深层次的互动和采用

设计更理想的成果

 提高最终用户的生产力（易于使用，减少培训要求）

 使用设计思维方法，增强用户体验，实现数字化转型

 确保应用适合用户所选择的环境

 提供从咨询到运营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

改进决策

全球采购知识

 能够访问更加丰富和广泛的数据集

 深入的采购品类与寻源专业知识，遍及所有行业

 揭示与发现隐藏的洞察

 覆盖所有地区的全球人才中心

完善业务成果

先进的认知采购技术

 自动执行重复任务

 提供经过验证、基于 Watson 技术的解决方案

 改进审批流程和准确性

 针对从采购到支付的各项活动，部署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

 通过提供特定于语境的个性化信息，帮助提高效率

•

丰富人才
IBM 的咨询实践

重新定义从采购到
支付的整个流程

推动认知洞察

SAP Ariba 平台上的

认知采购中心

新一代应用
5

和交付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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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转型路线图
将 SAP Ariba 与 IBM 的认知能力、采购服务和全球企业

这段旅程以数据扩充和先进的认知型支出分析为支柱。通过

咨询服务相结合，您就开始了认知转型之旅。但对于客户

IBM 的采购服务，我们能够清晰掌控支出情况，更好地预测

而言，这一段旅程又是怎样的呢？

下一个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引入认知支持奠定了基础。

IBM 采购服务从了解客户的采购流程成熟度入手。如果

这第一步可以为客户节省 10-15% 的成本。在此阶段，或者

合规水平和支出管理水平较低，则客户的成熟度处于“意

对于那些在我们提供帮助之前就已具有相应基础的企业而

识”水平。随着成熟度不断进阶，经历“发展”、“实

言，我们通过提供认知技术，帮助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当

践”、“优化”，最终达到“领先”水平，这时客户将实

我们帮助客户达到“优化”水平时，这些认知技术就可以额

现非常高的自动化、支出管理与合规水平。随着数据和数

外节省 5-15% 的成本，从而进一步提高总价值，在某些地

字流程的成熟度不断提高，客户就能够从分析和认知解决

区节省 15-30% 的成本！

方案中获得更出色的洞察。

当我们将流程、控制与合规的效率和有效性提升到一定水平

每个企业都可以从不同的成熟度水平起步，当然，进阶步

后，就可以确保在下游实现成本节省。

骤和时间安排均可量身定制。但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专注于
流程自动化、转型以及战略寻源，争取在最初几个月内及
早实现价值。

领先
一流的合规性，可以分析
80% 的支出，在大多数采购

优化

品类中整合了供应商

超过平均水平的合规
性，可以分析 75% 的
支出，关键采购品类
中整合了供应商，数

风险管理

据实现完全可视化

区块链

动态折扣市场

实践

10-15%

合规性处于中位数水

发展

平，可以分析 65% 的

合规性水平较低，可以分

支出，供应商较少，采

析 55% 的支出，仍然采

意识

成本节省

购买体验

用初步的数据仪表板

用碎片化的供应商模式，

合规性水平低，分析的支出

笼统的采购品类，可视化

低于 50%，各种不同的供应

高级分析与认知洞察

以及和利益相关方的初步

商，有限的数据

需求预测，寻源情报，成本建模和情景分析，差旅洞察

合作

流程自动化，转型和战略寻源

10-15%

数字化和自动化，目录管理，供应商网络，合约管理

0

6

月份

3

6

成本节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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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采购解决方案
SAP Ariba 与 IBM 联手，为采购专业人员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洞察，帮助他们在整个供应链中以更快的速度做出更明智的决
策。新应用有助于改进整个采购流程，包括提高支出可视性、为买方提供协助，以及丰富内容管理。我们正在评估整个合作关
系中某些领域的用例，包括：

智能合约
通过提供以下功能的应用，合约可以变得更智能、更全面：
•

自动确定与法律库和分类法相匹配的相关条款和条件；

•

根据基准数据，按行业或地区发现特定商品的类似合同条款；

•

根据预期的数量与合同折扣，向目标客户建议最优价格。

通过应用其他新技术，就可采用新的合约执行形式；当人工智能对当前情况进行扫描时，可预见价格波动。

愿景

颠覆

成果：

通过将合同条款和条件与合同

缩短合约谈判周期，优化资

为特定区域/商品建立全面合

库匹配，发现以前用过的类似

源利用，提高成本节省。

同，缩短谈判时间。

条款，从而实现合同条款和条
件的自动确定。

智能寻源
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帮助完成一系列任务，可以实现寻源活动转型。这些任务包括定义合适的提案请求类型；根据
商品类别、地区或行业，确定适合参与竞标的供应商；提供有关市场信号和定价压力的情报，从而优化结果。

愿景
具备更先进知识的采购专业
人员筹划、执行和运行寻源
活动，提高谈判水平。

颠覆

成果

实时收集并改善全面的市场情

将采购专业人员从耗时的研

报数据，按类别或技能确定定

究与数据汇总工作中解放出

价趋势并推荐最优价位。

来，优化价位，实现更显著
的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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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认知技术的强大能力有助于改善整个采购体验。通过将这些能力融入核心产
品，我们能够显著改善整个采购系统中的用户体验、技术采用率和和互动，
最终实现更出色的成果。
要实现这一未来愿景，我们必须加大关注力度，获得高管承诺，并与 SAP
Ariba 和 IBM 建立业务合作关系。SAP Ariba 和 IBM 具备卓越的数字化声
誉，可以带来无人能及的体验，有助于提高您的采购流程的认可度，而且可
以确保采购流程在未来几年仍能有效运行。
SAP Ariba 和 IBM 正合作建立认知采购中心，共同开发创新采购解决方案，
探索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应用。
SAP Ariba 和 IBM 期待与您合作，助您实现企业和业务战略目标。

贵公司是否已为业务未来发展做好准备？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合作不是 SAP 的一种选择。而是必然采取的行动。我们将共同引领、激励和
构想更加美好的未来。”
Bill McDermott
SAP 首席执行官

“通过将 IBM Watson on the IBM Cloud 的强大力量与 SAP Ariba 平台相结
合，与现有采购基准绩效相比，我们取得了巨大的飞跃，能够为我们的共同客户
实现前所未有的价值。”
Jesus Mantas
IBM 全球业务解决方案总经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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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Marcell Vollmer 博士

Bob Murphy

SAP Ariba 首席数字官

IBM 首席采购官

Marcell 现任首席数字官，负责帮助客户实现业务和供应链数字化。
在此之前，他曾是 SAP Ariba 的首席运营官，负责在规模更大的
SAP 集团内将被收购的组织整合为初创企业。
在 Marcell 成为 SAP SE 的首席采购官之前，他利用全球性的从采
购到支付的流程（在 SAP Ariba、SAP Fieldglass 和 Concur in
the Cloud 中运行）将一个全球采购组织转变为战略性的端到端驱
动的组织。

Bob 是 IBM 的首席采购官。他目前的重点工作是将人工智能和
分析打造为 IBM 采购部门的核心，当然也包括 IBM 的客户。
他最初经过培训成为一名工程师，在 IBM 工作 30 余年，担任过
全球硬件执行副总裁和采购副总裁等职位；他将经验和创新相结
合，推动采购创新的愿景更加清晰。
Bob 做事直接犀利，往往给出建设性意见，同时也是谈判高手。
他的内部采购团队还为客户演示产品功能并帮助销售采购解决方

Marcell 曾在多家跨国公司工作，拥有超过 25 年的工作经验。他效

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Bob 与客户积极沟通；当然，这对于时

力的第一家公司 DHL 实施了多个并购后整合与供应链优化项目。

刻了解需求、趋势和业务发展大有帮助。

Marcell 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工商管理学位。

Bob 拥有制造科学和工程硕士学位。

让我们共同打造炫酷的采购流程 (#MakeProcurementAwesom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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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ap.com/contactsap
SAP 保密和例外情况声明
本演示中的信息属于 SAP 的保密信息和专有信息，未经 SAP 许可不得公开。本演示不受贵公司
与 SAP 订立的许可协议或任何其他服务或预订协议的约束。SAP 没有义务从事本文档或任何相
关演示中概述的任何业务过程，或者开发或发布其中提及的任何功能。SAP 可能会随时因任何原
因对本文档、任何相关的演示和 SAP 的战略以及未来开发、产品和平台方向和平台功能进行更
改，不另行通知。SAP 不对本文档的信息做出任何承诺或承担法律义务，无须交付任何材料、代
码或功能。本文档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模式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适用于特定用途或
非侵权的默示保证。此信息仅供参考，不得纳入合同。SAP 提供的本信息作为指南，仅用于说明
预期交付项目的估计成本和收益。本资料可能基于贵公司或其他公司提供的信息及有关可能发生
变化的假设。本资料陈述了可能出现的性能和成本
节省，但并未保证未来的结果、性能或成本节省。SAP 对本文档中的错误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
任，但由 SAP 的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除外。
所有前瞻性陈述均受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期产生重大差异。谨
请读者不要过分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不具效力，并且不应依赖于此做出购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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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IBM，我们会为您提供更专业的咨询：
1. 免费咨询电话：400-810-1818 转 2396（服务时间：9:00-17:00）
2. 填写需求，提交至 IBM，我们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