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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情表明，全球大多
数（即便不是全部）部门和行
业的供应链漏洞百出。

谈话要点

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
企业通常会打造供应链，期望便捷地获取各
种材料。但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表明，
突发事件可能会瓦解这一基本预期，扰乱供
应链发挥效用。
增强永续能力势在必行
新冠病毒疫情让企业意识到，迫切需要强化全
球供应链网络。供应链应实现动态、敏捷并与
企业生态系统和流程相互连通。为此，需要实
现端到端可视性、实时洞察并采取果断行动，
这在局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打造智慧供应链
基于飞速发展的技术构建的系统，有助于企
业打造智慧供应链，减少全球性疫情或其他
意外事件引发的种种问题。智慧供应链充分
利用 AI 及其他新兴技术的强大威力，帮助企
业在混乱和动荡局势下保持业务连续性。

全球性疫情引发的现实问题

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过程中，务必从以下几个方面
重点开展工作：社区积极救治患者；企业保护全球员工；
共同控制病毒传播，缓解全球健康影响。
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显然人类必将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
会代价。此次疫情表明，全球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部
门和行业的供应链漏洞百出且不堪一击。目前，企业仍采
用被动模式，往往通过严谨卓绝的努力才能稳定供应及满
足客户需求。但在某一时刻，领导者必须先分析当前痛点，
为未来发展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为避免在未来的“黑天鹅”
事件中永远处于被动地位，领导者必需评估如何积极应对
今后发生的不可预测及无法避免的局面。
尽管谁也无法预见未来趋势，但我们却可以立即开始打造
智慧的全球供应链。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AI) 及其
他一些技术（如自动化、区块链、IoT、5G 和边缘计算），
帮助摆脱不可预料的局面，积极展望和设想未来。

此次市场波动凸显了供应链在促进全球企业整体成功及增
加价值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代供应链异常复杂，合作
伙伴五花八门，分散于多个地区，共同构成前所未有而又
错综复杂的全球贸易生态系统。我们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 (SARS) 疫情为例：2003 年 SARS 爆发期间，中国仅
占全球 GDP 份额的 2%。1 而今，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
中国在全球 GDP 所占的份额上升至近 20%。2 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倘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
可能高达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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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作流程向孤岛式流程发起
挑战，它通过流程与合作伙伴网
络来提升效率。

为掌握供应链风险，企业必须深入了解二级和三级供应商，
尽管他们的规模相对较小，却可能迅速地对生产造成严重破
坏。鉴于中国在 2020 年初采取封锁隔离措施所带来的冲击
效应，人们已经开始探讨供应链的地理分散问题。近期报告
显示，在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超过 90% 在中国地
区设有二级供应商的《财富》1000 强企业遭受严重影响。3
一旦与这些供应商的互动和联系发生任何障碍，都会导致难
以掌控的风险局面。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更迫切需要加速或推动增强供
应链敏捷性，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瞬息万变的发展局势。
一些欧洲企业正在逐步摆脱海运，转向价格较高但速度更快
的中国铁路运输。4 也许最能体现永续能力的是，与供应链
合作伙伴密切协作，建立协调一致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业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ality plan）是指在火
灾、洪水、技术故障、电力中断、通讯故障、运输系统中断、
互联网暂停服务、以及由疾病或罢工而引起的工时损失等会
影响公司本身及其上游和下游供应商，还包括最终客户时所
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些应对措施从意识 (Awareness)、预防
(Prevention)、补救 (Remediation) 和知识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 四个方面，从实际生产运作，也从供应策略
和整个设备运行的保障等方面上着手，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
论证考量，在关键节点上做好应急备份计划。
供应策略是一种多元化的策略，在供应策略的制定上针对国
际化的企业实行多供应商的选择、多种技术方案，及在多个
国家布局供应链和建立生产基地，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通
过全球协作的模式来保证业务连续性。在这种严峻局势下，
合作伙伴很可能会休戚与共，分享信息、构想和响应战略将
变得非常有价值。

2017 年 8 月泰国遭遇了四十年一遇的洪灾，三十多府县一
夜之间变成泽国，IBM 新加坡工厂的供应链部门在第一时间
识别了洪灾将会对泰国的硬盘生产商带来巨大的影响，从在
执行的和待审批的采购订单中识别出受影响的生产批次，并
且迅速地从资源库中选取新加坡的硬盘供应商快速下单锁定
备货，同时协调调配运输力量实时监测在途硬盘状态，保证
了特需硬盘的到位，从而确保了产线的不中断。

供应链专业人员坚韧不拔，从现在开始，他们将不断探索，积
极克服迫在眉睫的挑战。那么，放眼未来，企业如何更有效地
管理、预测及降低颠覆局面产生的严重影响？方法是培养必要
能力，以便在未来发生恶性事件时快速坚定地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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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供应链

传统上而言，全球企业在设计供应链时往往假设材料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因而能够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区采购、
生产及分销产品。但是，新冠病毒疫情表明，一旦发生意外
事件，很可能导致整个供应链网络遭受重创。

加强敏捷性及提升战略快速重组能力有助于抑制意外事件（包
括流行病、食源性疾病、恶劣天气、地缘关系变迁及国际贸
易政策变化）造成的影响。将供应链流程转换为智能工作流程，
企业响应能力将提升到全新的高度。智能工作流程向孤岛式
流程和工作方式发起挑战，它通过流程与合作伙伴网络来提
升效率。
在 AI 及相关技术的强化下，新型供应链智能工作流程（以
业务平台为基石）可以大规模实现卓越成果。从需求规划、
制造执行到订单协调和履行，整个价值链均面临转型机遇。
智能工作流程可重塑人员、流程和技术之间的交集，从而帮
助供应链专业人员更高效地开展业务及交付成果，即使策略
和环境不断转变也不受影响。

通过此次危机，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逐渐接受“远程办公”这
一工作模式，员工在远程办公中做到和在办公室里一样的应
用访问效果和安全性。很多企业充分运用 RPA 自动化机器人
7x24 小时的工作能力，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交由其处理，
将白领的双手解放出来得以投入到更有创新价值的业务中去，
未来还可以因此节省大量的办公场所投入。

成功驾驭混乱局面

全球供应链中断势必引发运营和服务风险，进而影响运营的
连续性，限制面向受影响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快速评估可
帮助企业确定短期、中期和长期能力，从而推动供应链转型，
缓解当前压力并积极应对全球和区域干扰。

我们建议企业在提升供应链连续性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三大
领域。

1. 结构风险和灵活性

通过数字孪生实施智慧供应链建模和场景分析，不仅可以
提供即时评估，还能持续评估精益运营与风险缓解是否达
到有效平衡。在分析、AI 和可视化工具的帮助下，管理
人员可以实施建模，继而将灵活性和可选性融入结构性供
应链。
这包括评估地缘政治风险、气候变化风险、网络安全风险
和自然灾害。企业可以针对材料和中间产品主动识别替代
来源（如有可能），测试和签订多条物流路线，持续灵活
地面向整个供应链调配库存。

2. 全局可视性和洞察

IBM Systems 供应链启示

在 IBM Systems 供 应 链 中， 我 们 拓 展 了 认 知 控 制 塔
台功能，根据外部数据（如社交媒体或 The Weather
Company 洞察）识别预警。因此，我们的供应链专业
人员能够轻松掌握相关、切实可行的信息，从而快速应
对中断事件。不再需要密切关注信息和状态报告，而是
可以专注开展高价值活动，比如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
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与此同时，AI 系统还可以帮助我们的专业人员根据严重
性划分订单优先顺序，包括库存再分配和优先级。这样，
我们的团队不仅可以快速做出响应，还能节省数百小时数
据收集时间，从而腾出更多的时间专注开展高价值工作。

企业可以通过 AI 将非结构化实时数据转化为洞察，帮助预
测中断和漏洞，实现短期可视性。供应链控制塔一类的全
局工具可以对长期解决方案的供应链流程实施端到端监控。
供应链控制塔（Supply Chain Control Tower）一词出现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供应链控制
塔的概念逐渐在现实企业运营中得以实践落地，并随着新
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升。
实际上，供应链控制塔的“大脑”就是大数据分析平台，
帮助实现能应对复杂性和波动性加剧环境下的更加集成柔
性的供应链，提高供应链的成本效益和客户服务水平。而
能实现这一效果，与“云大物智移”、区块链、互联网 +
等众多新兴技术在供应链生产相关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密不
可分。

综合运用供应链控制塔的强大威力与互连 IoT、AI 和区块
链功能，企业将可以面向全球实时了解产品位置。这不仅有
助于预测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中断，还能帮助了解上下游影
响，从而加快响应速度。近期的一项分析突出了监控整体供
应商网络的重要意义：尽管在《财富》1000 强企业中，仅
有 163 家企业在中国设有一级供应商，但有 938 家企业在
中国设有二级供应商，因而势必会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5

IBM 供应链自身正是运用了这样一套搭载人工智能的高效

供应链控制塔系统，每当遇到灾害时都能迅速响应，完全规
避风险或者以最小的损失平稳渡过，最小化中断的破坏；在
日常运营中也能通过实时全方位监控风险，提升供应链的柔
性，规避风险或者以最小的损失平稳渡过。这个系统每年为
IBM 节省数千万美金的费用。
3

3. 快速应对并解决问题

协作空间和数据共享平台可帮助战略合作伙伴迅速联合行
动起来，掌握中断对整个联合供应链的影响。只要团结一致，
势必能够找出快速应对并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支持 AI
的系统还可以持续分析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形成
假设并快速开展场景规划，从而帮助供应链专业人员为企
业做出更明智、更及时的决策。

未来的全球供应网络

供应链堪称全球经济支柱。此次危机及其对全球供应链产
生的广泛影响给企业敲响了警钟，做好积极准备势在必行。
随着企业转向具备自我纠正能力的智能型供应链，一些适
应力最强的企业将透过当前挑战汲取经验，实施智能工作
流程战略，大力打造智慧供应链。只有持续优化日益壮大
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企业才能在未来保持领先地位，并有
效应对下一次“黑天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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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

新冠病毒疫情与断裂的供应链

1. 重新评估采购战略并重新设计供应商网络，根据企业希
望实现的运营灵活性，权衡能够承受的风险级别。在 AI
的辅助下，充分利用非结构化实时数据发出警报，帮助预
测中断和漏洞，能看到推荐的纠正措施并提供分析。

2. 通过数字孪生实施智慧供应链建模和场景分析，不仅可
以提供即时评估，还能长期持续评估“精益运营”与“风
险缓解”这二者之间是否达到有效平衡。运用分析、AI 和
可视化工具实施建模，继而将灵活选择最优配置的能力融
入结构性供应链。

3. 搭建数据共享平台，以便战略合作伙伴快速开展协作并
了解中断带来的影响。利用 AI 支持快速实施场景规划并
挖掘隐藏的洞察，从而增强供应链计划专员快速确定方案
并采取行动的能力。

关于专家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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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