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分析
全球最成功的企业如何利用分析实现创新

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执行报告
业务分析与战略

利用数据和分析实现更快的大规模创新
要在当前的环境中取得成功，企业需要应对复
杂性和多变性，推动卓越运营，跨企业职能部门
开展协作，培养高素质的领导者和专业人才，管
理持续的变革，并且从数据中获得新的可能性。
IBM业务分析与战略部将管理咨询专业知识与分
析科学结合在一起，帮助领先的企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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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分析领导者

执行摘要

大数据市场日益扩大。随着企业通过分析而获得
业务洞察，从而克服挑战并寻求新的机遇，其强
大能力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据我们最近的创新
调研指出，一组企业－我们称其为领导者－通过
为新型创新构建平台而将大数据和分析提升到新
的高度。1 这些领导者以不同的方式更有效地实
现分析和创新。它们为希望加入这个创新型分析
精英俱乐部的其他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

数据持续呈爆炸性增长势头。事实上，据IDC预测，到2020年，数字世界的容量将达
到40泽字节(ZB)。2 由于大数据无处不在，全球各地的企业纷纷寻找新的方式，以充
分利用当前数字世界中过剩的信息。
在不同的行业中，企业都已认识到大数据和分析对于解决业务挑战所发挥的巨大效
能。例如，零售商利用大数据解决方案更准确地预测产品需求并优化定价，而医疗服
务提供商将预测分析解决方案用于大量电子病历中，帮助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并降
低成本。
大数据解决方案不仅为各类组织增加了价值，而且这些解决方案正用在多种创新领域
中。实际上，根据IBM商业价值研究院联合经济学人智库在2014年对1,000多位业务
领导者开展的创新调研表明，大数据和分析已经成为寻求创新的企业的关键能力。3
当前，业务创新不仅仅是简单地推出新事物或新方法。创新已经成为一种关键业务流
程－而技术是这一流程的核心。4
领先的企业纷纷在创新方面做出投资，抓住不断增多的机遇收集新数据，汇集外部和
内部数据，利用大数据和分析而超越竞争对手。比如，当前最成功的企业都深知技术
能力在帮助预测并且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方面的潜力，而且他们也正在使用这些能
力创造竞争优势。
我们的创新调研数据表明，一组领导者采用创新能力并结合大数据和分析而提高业
绩。5 这些领导者采用某些独特战略实现成功。它们借助更高的数据质量和访问能
力、卓越的技能和工具以及更具创新性的文化更有效地寻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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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领导者

71%
的企业利用大数据和分析开发创新产品或服务。

在收入增长和运营效率方面，采用大数据和分析
进行创新的企业，其业绩比同行高出

36%

为了了解最成功的企业如何创新，我们对341个受访者使用大数据和分析工具进行创
新的情况进行了潜在聚类分析。6 我们提出的问题包括创新目标、创新障碍、衡量创
新成果的指标、创新项目的处理和类型，以及大数据和分析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我
们确定了三个独特的小组：领导者、奋斗者和挣扎者(见图1)。
图1.
针对高效的企业如何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技术支持创新进行分析，我们确定了三组企业
领导者：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成功进行创新

在数据和分析方面领先的企业，创新成效高出近

两倍

奋斗者：努力基于大数据和分析而开发创新成果

挣扎者：尽力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支持创新

资料来源：2014年IBM创新调研。IBM商业价值研究院与经济学人智库联合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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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它们在一个结构化的框架内利用大数据和分析进行
创新，并且尤其注重协作。奋斗者尽管利用工具支持特定职能的创新，但它们并不确
定哪些活动对创新最重要。在所有群体中，我们定义的奋斗者在创新活动方面表现最
弱。挣扎者没有正式的创新流程，并且面临着其他内部挑战。它们从性质上来讲更愿
意规避风险，而且在创新时，它们趋向于以孤立的方式进行。
分析表明，在创新流程中采用大数据和分析的企业，在收入增长和运营效率方面战胜
竞争对手的比例高出36%。实际上，与其他企业相比，业绩优秀的企业利用大数据工
具的比例高出23%，而利用分析工具的比例高出近79%。
业绩优秀的企业通过深入分析而从不同来源获取宝贵数据并将数据转化为切实成效
的能力，使他们领先于其他企业。被调研的业绩优秀的企业中，92%的受访者为领导
者或奋斗者，而只有8%是挣扎者。对于业绩较差的企业，近一半为挣扎者。
领导者不仅仅采用分析和可行的洞察，它们更将这些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将分析
与洞察和创新活动融合。那么，它们的秘诀是什么？领导者如何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
将分析和创新结合在一起？

图2.
领导者通过三种主要策略将分析和创新更有效地结合
在一起
推动优秀的
数据质量和
访问能力

在更大范围
内使用大数
据和分析开
访问并分析 展创新
注重向员工
由客户生成
提供分析
的数据
能力培训

价值
创作

推动有益于
创新的文化
衡量创新
回报

有效地利
用大数据和
分析工具
开展创新

领导者采用围绕数据、技能和工具、文化的三种基本策略(见图2)：

建立可量化的
创新文化

• 推动优秀的数据质量和访问能力

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

• 将分析和创新融合到每个角色中
• 建立可量化的创新文化

将分析和创
新融合到每
个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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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优秀的数据质量和访问能力
Monsanto将大数据和分析提供给农民 9
Monsanto是一家跨国农药和农业生物技术
公司。公司推出了一个规范种植系统，可产
生特定位置的客户洞察。为了确定哪些种子
在哪个地块中和哪种条件下生长得最好，该
系统将2500万个经过测绘的地块组成的数据
库、1500亿条土地观测数据和10万亿个天气
模拟点与成千上万个种子和几TB收成数据组
成的存储库结合在一起。
农民采用Monsanto的系统在两年内将产量
提高了大约5%。某些种子公司认为，这样的
技术解决方案可帮助将玉米的平均产量从目
前的每亩160蒲式耳提高到超过200蒲式耳。

在被视为领导者的受访者中，29%在从客户生成的数据中获取并提炼洞察方面表现
优秀。它们还在整个企业中更大程度地使用大数据。

访问和分析客户生成的数据：领导者认识到了通过分析数据而获得客户洞察并开展
创新的价值，并且能够更好地提取这些洞察。例如，领导者更有可能比同行更好地利
用社交媒体：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指出，它们拥有从社交媒体中获取洞察所需的数
据，而只有四分之一的挣扎者能够做到这一点。
法国图卢兹市政府在利用客户生成的数据方面是领导者典范。在实施先进的社交媒体
分析解决方案的第一年，该市分析了超过160万条在线评论，并且找出了与该市直接相
关的100,000条评论，藉此显著缩短了响应时间，并且增强了对市民需求的了解。7

实现大数据和分析技术的更全面采用：领导者在更多组织流程和职能中更有效地利
用大数据和分析。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创新流程中利用大数据和分析－从提出新想法
到创建新的业务模式和开发新产品与服务。另外，他们将分析技术应用到企业的更多
领域中(见图3)。
当全球金融集团BBVA在西班牙部署用于分析社交媒体数据的解决方案时，该公司
知道，信息可用于在全公司内实现多项目的。现在，获得的洞察可提供给多个业务部
门，从而统一地了解公司业务的所有方面。这些洞察不仅用于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
而且可用于设计适当的解决方案和支持计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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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领导者利用大数据和分析在更多组织流程和职能中开展创新
利用大数据和分析支持创新的组织领域

利用大数据和分析的方式
提出新想法

客户体验

创建新的业务模式

营销与销售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企业战略
领导者

挣扎者

资料来源：2014年IBM创新调研。IBM商业价值研究院与经济学人智库联合调研。

建议
为了仿效领导者推动优秀的数据质量和访问能力，企业应：

• 宣传分析和创新的联系：坚持数据产生洞察和洞察产生创新的理念。
• 将分析能力融合到整个企业中，以推动创新：使数据容易访问和使用，并且注重最
终用户分析工具。

• 采用客户洞察和意见：收集并分析客户生成的数据，并且创造客户交互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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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析和创新融合到每个角色中
对于领导者来说，分析普遍渗透到整个企业中－全体人员都能够使用。领导者都已认
识到，为帮助员工获得大数据带来的好处而为他们提供知识和技能非常重要。它们还
向分析工具投资，以推动创新，并且将工具提供给全体员工使用。

为员工提供分析能力培训：领导者在员工培训方面投资。事实上，我们的调研指出，
与挣扎者相比，相信向员工提供分析能力培训可提升潜力的领导者比例高出110%。
因此，67%的挣扎者认为技能不足是创新障碍，而只有42%的领导者这样认为。

Westfield Insurance了解到了培训的巨大能力。在通过分析转型而从数据中获取更
多价值的过程中，公司建立了分析资源中心，提供定期的员工培训课程，将分析作为
全体员工的一项关键能力，并且在员工目标中增加了与分析相关的活动。10

利用大数据和分析工具开展创新：领导者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解析数据，并将数据转
化为可行的洞察。它们还投资购置了业务成功所需的资源。80%的领导者利用分析
工具推动创新，而只有56%的挣扎者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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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国际分子科学家小组利用分析众包工具解开了15年来困扰它们、更传统
的分析工具未能解决的难题。在不到10天内，关于蛋白质折叠的协同在线游戏FoldIt
的玩家能够从类似艾滋病毒的蛋白质分解酶中解析出详细的分子结构。现在，科学家
可以从研究转向设计药物，从而有可能阻断分子触发的疑似艾滋病毒传播。11
建议
为了帮助将分析和创新融合到每个角色中，企业可以：

• 利用协同工具作为企业创新的平台：重新引入(数字式)意见箱，并且创造更多的机
会共享数据和想法。

• 培养技能、交叉培训并且设立分析和创新团队：创建信任和共同目标网络，并且互
相传达观点和发现。

• 推动创业精神：提倡探索和创新，并且实现更高的开放性。

创新是阿里巴巴战略的核心部分12
由于认识到了数据的作用，中国的互联网移
动商务公司阿里巴巴基于信息共享和透明的
理念创建了开放式文化。这种文化重视创业
精神、创新和服务，旨在推动数据在整个企
业内部有效地共享。
阿里巴巴努力向全体员工提供大数据教育。在
许多企业中，商业智能和其他部门明确分离，
使得数据分析和日常运营的关联非常困难。阿
里巴巴认为，负责商业运营的人员也应熟悉数
据分析，因此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培训。
此外，公司的政策和程序旨在推进并鼓励创
新。通过为员工提供足够的创新“空间”，公
司希望发挥每位员工的全部潜力。例如，在
公司的“赛马”计划中，公司鼓励员工向委员
会提交创意。经过批准的创意将成为项目，
而公司将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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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量化的创新文化
对于希望发挥创新性的企业，内部人员与外部因素同样重要，并且可为各项活动提供
支持和促进。相应地，领导者注重培育创新文化。为了有效地衡量成功，它们建立了
创新指标体系。

推动有益于创新的文化：为了建立一种以创新为导向的企业文化，领导者努力寻求不
同的机制，并且通过各种行为以增强协作、创新和想象力。在被问及未来三到五年内
与创新相关的活动时，领导者在主动寻求此类活动方面遥遥领先于挣扎者(见图4)。
图4.
领导者积极建立更有益于创新的企业文化
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要开展的与创新相关的活动
在企业内创建开放文化
增加外部协作的数量
增加内部协作的数量
探索新技术的创新能力
鼓励所有员工创新
为员工的创新行为提供激励和奖励
保证组织透明性
领导者

挣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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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险领域的全球领导者－Munich RE深知协同文化的重要性，在2014年推出了大
数据战略项目。为了推动创意、协作、创新和沟通，公司举行了创新讨论会，在这个
过程中，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多样性和灵感启发了160多项创意。公司对70多个
创意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并且选择了其中五个试验项目进行实施。

衡量创新回报：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推动创新，企业也越来越希望找到衡量资源
效率的方法。无法或者没有衡量创新举措成功度的企业可能会浪费资源，而且难以
提供持续的创新投资。在成功地衡量创新回报方面，领导者表现出了更强的能力。近
70%的领导者指出，它们能够有效地衡量创新的成功度，而做到这一点的挣扎者比
例不到四分之一。
应用科学领域的私立大学－莱比锡电信大学(University of Telecommunications
Leipzig)采用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分析解决方案，用于分析技术公司发布的岗位要
求，以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这些信息用于转变学术活动的优先顺序，并推
出新的课程。该大学通过追踪就业率及应对行业需求的能力而衡量成功度。例如，为
了应对不断变化的要求，该大学能够在两个半月内推出新课程，而不需要12个月，时
间缩短了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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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a的创新文化带来了显著收益 14
总部位于印度、由100多家公司组成并向150多个国家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化
企业－Tata集团将创新视为其业务战略的关键。为了鼓励不同业务部门和公司内
的创新，Tata集团采用了一种注重更好沟通和认可创新想法与举措的战略；创建
了创新中心，以推动研究、开发和新技术利用；并且支持与学术机构的协同研究
和合作。
因此，创新成为Tata员工审查和专业开发流程中的一部分，而且集团鼓励员工花
时间提出新想法，并通过内部社交网络分享。此外，公司还创立了Tata集团创新
论坛(TGIF)，这个网络将Tata集团各公司连接在一起。除了鼓励企业内经理之间
的沟通和协作，TGIF还组织研讨会和讨论会，创新专家和学者能够在这些活动
中讨论新概念，介绍新工具，并激发创造力。自从成立以后，TGIF推动25,000
名员工实现了7,000多项成功创新。
论坛还赞助了Tata Innovista。这项每年举行一次的活动旨在奖励全球范围内
Tata公司的优秀创新成果。为了帮助衡量创新的价值，公司追踪与活动相关的
多项指标，而且最近开始评估入围作品的经济收益。仅在2014年“有前途的创
新”类别中，43个入围作品的总经济收益估计就达到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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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为了建立可量化的创新文化，企业应考虑以下方面：

• 支持全面的创新：优化渐进式和激进式创新组合，将创新作为所有举措和流程的
中心。

• 为创新提供专项资金：为创新举措建立专项资金池，计算并且报告创新资金的投
资回报。

• 采用严格的指标衡量创新产生的价值：制订财务和其他指标用于衡量创新，并且
基于成功和失败结果创建学习流程。

您是否准备成为领导者？
在我们的调研中，领导者有一个共同点：能够成功地采用数据和分析支持创新。通过
考察领导者对于数据质量和访问能力、技能和工具以及可量化的创新文化的承诺，其
他企业即可从创新分析中获得回报。要成为领导者，首先要自问以下问题...

• 您的企业是否将分析集成到结构化创新流程中？
• 您的基础架构是否支持将内部和外部产生的数据结合在一起，从而进行创新的分析？
• 您的企业是否收集并挖掘客户生成的数据，例如电子邮件、评论和社交媒体？
• 您的企业是否开展预测分析，以更好地了解您的市场和客户？
• 您的员工和高管是否接受过将分析作为日常工作一部分的培训，而且您的企业是
否衡量创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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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
IBM针对与创新相关的主题调查了1,004位全球高级管理人员或其直接上级。在这
1,004人中，来自10个国家和17个行业的341位受访者积极使用大数据和分析。

从更大群体中识别出大数据和分析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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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更多信息

Anthony Marshall，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战略领导人和全球CEO调研的项目总
监。以前，Anthony在IBM战略与创新金融服务部领导了多个项目，主要集中于业务
战略和创新领域。Anthony为美国和全球多家客户提供了全面的咨询服务，并在创

欲获取IBM研究报告的完整目录，或者订阅我们
的每月新闻稿，请访问：ibm.com/iibv。

新管理、数字化战略、转型和组织文化领域与多家领先机构合作。他在管制经济、私
有化和并购业务领域也有工作经验。Anthony拥有超过20年的咨询、研究和分析经
验。他的联系方式是：anthony2@us.ibm.com。

Stefan Mueck博士，IBM全球业务分析与战略能力分析部欧洲金融服务的大数据领
导人。Stefan领导了德国、瑞士和欧洲多家全球领先企业的多个创新、战略和首创
项目。他提供数字转型咨询，以支持新业务模式、产品和服务，以及所需要的组织
转型。除了财务外，他还与汽车、旅行和交通、电信行业的领先企业合作。Stefan
拥有数学博士学位，拥有20余年的咨询、研究和创新管理经验。他的联系方式是：
stefan.mueck@de.ibm.com。

Rebecca Shockley，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大数据与业务分析全球研究领导人，负
责在业务分析领域开展基于事实的研究，从而为高级主管开发思想领袖。Rebecca
为一流的美国和全球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已有超过 15 年时间，涉及数据和信息战
略、创新分析和技术使用、组织转型及信息治理方面。Rebecca的联系方式是：
rshock@us.ibm.com。
合作者

Rachna Handa、Rajrohit Teer、Sachi Desai、Steve Ballou和Kathleen Martin

从应用商店下载免费“IBM IBV”应用，即可在平
板电脑上访问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执行报告。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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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价值研究院隶属于 IBM 全球企业咨询
服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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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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