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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效率

执行摘要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解决方案可以帮

助企业提高产出，改善自然资源利用率，

并降低环境影响，我们将其称为	“数字

效率”。

数字技术的出现宣告了一个跨越商业和工

业运营的新生产力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为

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提供了新的工具。基于

工业互联网的数字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企业

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产出，改善自然资源

利用率并降低环境影响，我们将其称为	“数

字效率”。在当今竞争激烈且变化多端的全

球环境中，数字效率是一个关键优势，可

帮助商业和工业组织赢得加速增长和提高

竞争力的重要机遇。与此同时，数字效率

也为解决全球资源挑战带来了重要契机。

数字效率的潜在影响巨大。假设只在主要行业部

署少量数字解决方案，预计每年就可节省	810	亿

美元的成本，同时每年可以减少高达	8.23	亿吨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英特尔的计算产品与	GE	的工

业互联网操作系统	Predix™	相结合，已经成为各

种数字解决方案的标配，可以显著提高航空、铁

路、地面运输行业、制造厂、发电厂和建筑物的

能源和水资源利用率。2012	年	GE	曾经预计，到	 

2030	年，工业领域的效率每提高	1％，将可能带

动全球	GDP（2005	年）增加	15	万亿美元（2005	

年）（通用电气	2012）。两年后，GE	强调了工

业互联网的巨大潜力，将复杂的物理机械与网络

传感器和软件进行了集成，以帮助行业提高自然

资源的利用效率（如能源和水在工业运营中的利

用效率）（通用电气	2014）。在大多数工业领

域，提高工业机械效率需要引进新技术，效率提

高	1%	需要的技术引进周期可能需要	5	到	10	年

的时间。	自从工业互联网推出以来，我们已经看

到，数字解决方案在效率提升、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方面的带来的提升远高于	1%，且不需要冗长

的技术引进周期或更换硬件。

例如，通过使用物联网（IoT）技术，英特尔®	建

筑管理平台（英特尔®	BMP）显著降低了成本，

改变了软件厂商、系统集成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图 1. 数字效率

工业机器和互联网软件的结合可以带来积极的经济和环境成果。

工业硬件 工业互联网 数字效率

•	 设计改进

•	高级材料

•	集成硬件方法

•	大数据分析

•	机器学习技术

•	预测性维护

•	资产和系统优化

•	 Predix™	—	GE	的新工业互联网

软件平台

•	嵌入在机器中的强大英特尔®	

处理器允许在	Predix	上开发的

软件以最有效的方式运行，而

无论是安装在操作系统中还是

云端。

•	在工业领域大规模节省资源

•	降低燃料消耗量

•	节水

•	减排

资料来源：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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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格局。在其中一个实施项目中，英特尔的

建筑管理平台将建筑功耗降低了	8%（英特尔物联

网智能建筑解决方案简介	2015）。另一个例子是	

GE	的全新数字化电厂（Digital	Power	Plant）解

决方案，该解决方案能够优化发电厂的运营，将

燃料消耗量降低多达	4％。

并非只有	GE	和英特尔认识到了数字效率的潜力。

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GESI）组织最近发

现，2030	年在工业互联网推广以后，世界将变得

更加清洁、智能和繁荣。他们发现，在能源、卫

生、建筑、农业、教育和制造领域应用互联网解 

决方案后，在	2030	年之前，利用信息和通信技

术（ICT）可以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大约	

20％，同时可以将成本降低	4.9	万亿美元，电力

支出减少	1.2	万亿美元，燃料费用减少	1.1	万亿

美元（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和	2015	年埃森

哲战略）。

到	2020	年预计将有	500	亿台机器上线，基于工

业互联网的解决方案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Evans	

2011）。通过工业数据、分析和物理方式获取的

洞察将帮助企业能够找到独特的增长机会，如新

的服务和业务模式。希望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必

须抓住数字服务带来的全新发展机遇，提升生产

力，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利用这些数字工具向工业

客户提供新服务的第三方的冲击。

“现在，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需要引领自己的

数字效率革命，提高竞争力并管理自身业

务对环境的影响。”

同样，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技术能够给全球带

来巨大的环境效益和市场机遇。2015	年	12	月，

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

方大会（COP21）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这一点尤为明显。我们的

分析表明，到	2030	年，全球单个国家二氧化碳

目标和	“正常”	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差距预计将

增长至每年	26	亿吨（Gt）。这意味着，数字解

决方案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将预计二氧

化碳排放量和国家承诺排放量之间的差距缩小近

三分之一。

数字效率之旅才刚刚吹响号角。GE	和英特尔已经

看到早期的解决方案取得的成功，为企业带来有

意义的价值，并对全球的主要环境挑战产生积极

的影响。“现在，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需要引领自己

的数字效率革命，提高自身竞争力并更好地管理

自身业务对环境的影响。”	未来才刚刚开始，更精

彩的还在后面。



图 2. 飞机、火车和汽车

即使工业系统和全球运输网络仅部署少量数字解决方案，预计每年就可以节省	810	亿美元，每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可能

会减少多达	8.23	亿吨。

数字工业

英特尔®	处理器与	GE	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	Predix	相结合，为数字解决方案提

供了强大基础，可帮助优化航空、铁

路、地面运输、制造行业、发电厂和

建筑的效率和排放量。

建筑更加智能化

英特尔的智能建筑管理系统采用了物

联网技术，预计可将功耗降低	8％，

能够在显著降低成本的同时，带来全

新功能，从而将会全面改变建筑管理

软件的格局。

电厂解决方案上线

GE	的数字化电厂解决方案可通过使

用集成硬件、软件和分析解决方案，

帮助企业改善运营，并将燃料消耗量

降低高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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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源自：数字技术助力实现低碳经济，GE	与英特尔合作白皮书，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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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鉴于我们对技术创新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共

同承诺，GE	绿色创想和英特尔开展了密

切合作，利用工业互联网的强大功能帮助

应对全球最严峻的自然资源挑战。”

作为一家拥有	125	年历史的技术公司，通

用电气（GE）一直致力于技术发展和投

资，并不惧风险，勇于做出技术改进，努力

为客户和全世界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从

发明第一个实用的白炽灯泡到建设美国第一

座中央电站，GE	始终保持着以创新改变生

活的传统。

英特尔致力于不断挑战技术极限，为企业和社会乃

至每一个人提供卓越的体验。通过利用云的强大功

能、无处不在的物联网、最新的内存和可编程解决

方案以及永不掉线的承诺，英特尔正在颠覆行业并

应对全球挑战。

促进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是	GE	和英特尔共

同的承诺。十年前，GE	决定重新定义绿色环保，

并为此在	2005	年推出了	GE	绿色创想™	计划。GE	

绿色创想是一项业务战略，旨在提供先进的技术

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提升资源效率和经济

效益，并提高我们自身的运营效率。为全球环境

发展和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是	GE	的愿景。在

英特尔看来，技术的整合将能够为改善资源管理和

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重要机会。英特尔致力于

通过节能减排和保护资源不断改善其业务和产品的

环境影响，同时创造强大的技术解决方案帮助其他

企业达到相同的目标。

鉴于我们对技术创新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共同承诺，

GE	绿色创想和英特尔于	2015	年开展了密切合

作，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强大功能帮助企

业应对全球最严峻的自然资源挑战。这一合作关

系的基础是了解并深化	ICT	对于自然资源管理的

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包含两个

部分：（1）通过提高	ICT	业务的效率和生产力，

使	ICT	本身更具可持续性；（2）利用	ICT	更高效

地管理全球的资源生产和消费模式，以产生积极的

经济和环境成果。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	“数字

效率”，也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可持续信息和通信技术

我们在提高	ICT	的可持续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提高数据中心的效率便是其中之一。总体而言， 

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成功地将服务器电

力需求维持在十年前的水平。存储、网络和基础

设施方面的改进也帮助提高了效率，并将在稳定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Shehabi	

2016）。

英特尔一直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整个行业在降

低数据中心运营成本和提高能效方面面临着越来

越大的压力。为应对这一压力，英特尔一直在设

法在不增加运营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和容量。 

例如，英特尔将	5,000	平方英尺的晶圆制造工厂 

转变为一个高密度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采用基于 

英特尔架构的服务器，其机架功率密度高达	43	千

瓦时（kWh）。新数据中心的总体容量相当于	3	

个传统的数据中心。英特尔数据中心还采用自然冷

却技术，运行温度可以达到	95°F，电源使用效率

为	1.06，服务器散热密度为	1100	瓦/平方英尺，

冷却密度和效率是行业平均水平的	10	倍（Musilli	

2014）。

在另一个案例中，英特尔使用最佳设计实践将两

个闲置的硅晶片制造建筑单元改造为	5+	兆瓦级

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具备极高的能效和密度，

且每个数据中心具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冷却性能

（Krishnapura	2015）。ICT	领域稳定的能源

需求可让	ICT	解决方案实现数字效率，而不增加	

ICT	领域自身的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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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绿色创想

绿色创想（www.ge.com/

about-us/ecomagination）是

一项业务战略，旨在提供先进的

技术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

提升资源效率和经济效益，并提

高我们自身的运营效率。GE	致

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对环境发展和

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GE	绿

色创想计划成立于	2005	年，十

多年来一直处于资源生产力解决

方案的最前沿。自成立以来，绿

色创想组合中的	GE	技术和解决

方案已经带来了	2320	亿美元的 

收入。GE	一直致力于研发高效

的资源解决方案，在此期间在研

究和开发方面投入了高达	170	

亿美元。

英特尔

英特尔长期致力于改进环境，

这一理念始于我们的创始人戈

登	•	摩尔。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智

能互联的新世界。技术的集成为

改善资源管理和环境可持续性提

供了机会。我们认为，创新对于

地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英特尔（http://www.intel.

com/content/www/us/en/

environment/intel-and-the-

environment.html）致力于通

过节能减排和保护资源不断改善

其业务和产品的环境影响，同时 

创造强大的技术解决方案帮助其

他企业达到相同的目标。英特尔

将继续努力设计和提供新技术以

帮组企业应对环境挑战，其中包

括开发更节能的产品，以及应用

信息技术来更有效地测量、建模

和管理能源和自然资源。

http://www.ge.com/about-us/ecomagination
http://www.ge.com/about-us/ecomagination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vironment/intel-and-the-environment.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vironment/intel-and-the-environment.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vironment/intel-and-the-environment.html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environment/intel-and-the-environ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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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字效率？

除了这些工作以外，ICT	技术还可以对地球产生积

极影响并解决世界上一些最紧迫的经济和环境挑

战，从而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管理全球生产和消费

模式。例如，ICT	可用于优化全球地面、海上和空

中交通网络的路线，以节省燃料。ICT	技术可用于

在建筑中管理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利用。ICT	可

用于优化全球的工业运营，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产

能、降低运营成本并节约自然资源。

ICT	具备改进全球行业和企业的经济和环境成果的

强大能力，这也是我们对	GE	和英特尔的数字效率

潜力如此激动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将工业互联

网的诞生看作是实现积极的经济和环境自然资源

管理的革命性事件。最近的分析验证了我们对于

数字效率重要性的判断。全球电子可持续性和埃

森哲战略发现，通过数字效率避免的潜在环境排

放量比通过提高	ICT	可持续性（即通过数据中心

效率）产生的减排量高出近	10	倍（全球电子可持

续发展计划和	2015	年埃森哲战略）。

“我们将工业互联网的诞生看作在全球企业

中实现积极的经济和环境自然资源管理的

革命性事件。”

物联网（IoT）的出现使数字效率得以实现，并有

可能改变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物联网是物理设

备、车辆、建筑以及嵌入电子产品、软件、传感器

和执行器的其他项目组成的网络，让这些对象可以

收集和传输数据。最近，自动驾驶汽车和个人健身

手环等支持物联网的技术吸引了大众关注。

GE	和英特尔将物联网分为三类：（1）消费互联

网；（2）企业	IT；（3）工业互联网。GE	预计，

与	170	亿美元的消费市场相比，工业互联网的潜

在市场价值高达	2,250	亿美元。我们认为，工业

互联网引发的创新热潮将比个人电脑的问世更有

影响力。



图 3. 工业互联网发展里程碑

过去	50	年来，工业软件系统已从控制机器的单片机系统发展到今天的能够有效优化全球工业网络资源的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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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E	研究，计算机历史博物馆（www.computerhistory.org）。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

单片机
支持机器控制
资源优化

第一代工业控制软件使用连接到工业机器的庞大单片

机，与其他系统无连接，其安全性有限。

20	世纪	70	–	80	年代

分布式
支持设施级控制
资源优化

第二代工业控制软件分布在通过专有通信协议连接的

多个独立工作站中，其安全性有限。

20	世纪	90	年代	—	21	世纪初

网络化
启用企业级
资源优化

第三代工业控制软件是分布式网络化软件，计算机可

通过安全的局域网（LAN）进行互连。系统分布在多

个局域网中且跨区域。

21	世纪	10	年代	—	如今

工业互联网
支持全球网络
资源优化

在过去十年中，云计算、网络带宽的增加、硬件发展

和软件改进催生了工业互联网。

1959

德士古港亚瑟炼油厂成为第

一家使用数字控制技术的化

工厂。

1969

建立未来将成为高级研究计划

署网络（ARPANET）的第一

批节点。ARPANET	是当今互

联网的前身。

1982

建立了互联网协议（TCP/

IP）。这一标准支持互连

网络之间的无缝通信。

1985

互联网上的主机数量（所

有	TCP/IP	互联网络）达到	

2,000	台。

1990

互联网增长到超过	300,000	

台主机。

1991

ARPANET	项目结束后，互

联网使用方面的所有商业限

制都将解除。

1994

物联网（IoT）的概念问世。

基本思路是将传感器附加到

通用对象，以便将这些项目

连接到互联网。

1999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MIT）

建立了自动识别中心，以

便开展以物联网为中心的

研究。同年，世界首个机

器到机器协议	—	MQ	遥测

传输（MQTT）问世。

2008

首届国际物联网大会在苏

黎世举行。

2010

互联网主机数量超过	8	亿。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物联网能够

应用于工业机械领域。

2012

GE	宣布在软件和分析领域投

资	10	亿美元，并在加利福利

亚州成立软件与分析中心。

2013

GE	开发了	Predix，这是第一个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软件平台。

2014

通过使用	Predix	平台，GE	生

产力解决方案套件中的工业互

联网应用增加到	31	个。工业

互联网联盟是为进一步开发、

采用和广泛使用工业互联网而

建立的。

2015

GE	发布了工业互联网的操作系统	

Predix。Predix	是一个基于云的平台，

专为构建和支持工业级应用而设计。

2015

GE	和英特尔联手，利用	ICT	的强大

功能帮助解决全球最严峻的自然资源

挑战。

2016

英特尔通过各种产品扩展其面向物联

网的架构。英特尔®	Quark™、英特尔

凌动™、英特尔酷睿™	和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可以提供不同的性能点，可满

足互联网中各种常见的代码、分析、

加密和新应用要求。

英特尔宣布推出英特尔®	建筑管理平

台，以打造智能互联的中小型建筑。

GE	宣布推出新产品、收购和合作伙

伴计划，以推动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	

Predix	的进一步推广。

http://www.computerhistory.org


推出工业互联网

GE	提出了	“工业互联网”	的概念，指的是专注于工

业应用的物联网。在工业应用中采用数字技术的历

史可追溯到	1959	年，当时德士古公司的阿瑟港炼

油厂成为第一家使用数字控制系统的化工厂。工

厂、工地、航空、海运和机车等领域在发展工业

物联网方面的经济潜力最大。

工业部门占据最终用户输出能耗的最大份额。世

界工业部门消耗的能源占到了能源输出总量的一

半以上（能源信息署（EIA）2016）。这就是工

业互联网具有变革性质并为提高资源生产力、降

低全球工业系统（如发电、油气、航空和铁路运

输）的环境影响开启了大门的原因。

并非只有	GE	和英特尔认识到了数字效率的巨大潜

力。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越来越清楚地

认识到	ICT	在解决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潜力。全

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GESI）组织与主要	ICT	

企业进行密切合作，通过	ICT	提供综合社会和环 

境可持续性的信息、资源和最佳实践。GESI	的	

#SMARTer2030	报告中指出，到	2030	年，基于	

ICT	的世界可变得更清洁、更健康、更繁荣，并为

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更多机会。该报告总结称，

通过在能源、卫生、建筑、农业、教育和制造领

域应用互联网解决方案，ICT	技术可在	2030	年

之前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20％。ICT	将在	

2030	年之前将成本降低	4.9	万亿美元，电力支

出减少	1.2	万亿美元，燃料费用减少	1.1	万亿美

元（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和	2015	年埃森哲

战略）。

经济和环境机遇很多，旅程刚刚开始。GE	和英特

尔已经看到早期的解决方案取得成功，为企业带来

有意义的价值，并改进了资源管理。现在，世界各

地各种规模的企业都需要引领数字自然资料效率革

命，提高自身竞争力并更好地管理其业务对环境的

影响。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是信息技术（IT）的一个延

伸术语。ICT	强调通信的重要性

以及电话和无线技术与信息技术

的整合。

物联网

物联网（IoT）是物理设备、车

辆、建筑以及嵌入电子产品、

软件、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其他

项目组成的网络，支持这些对

象收集和收发数据。

工业互联网

GE	提出了	“工业互联网”	这一

概念，指的是工业应用中的物

联网。对工业应用的关注从可

持续性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

因为工业部门占全球能耗量的

一半以上。

数字效率

在工业机器上使用工业互联网

应用来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同

时增加经济或商业产出。

11 数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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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和环境挑战

“生产力下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当前面临的

最严峻挑战之一。专注于有效利用资源的

全球工业数字化是提高全球全要素生产率

的最有前景的解决方案。”

两年前，GE	记录了全球资源挑战的范围和

严重性（2014	年通用电气绿色创想）。

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均证明了数字效率在

应对全球经济和环境挑战方面的重要性。

生产力下降已经为全球经济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之一。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经济变量，用

于衡量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变化后的产出增长。TFP	

本质上是一个衡量经济长期技术变革或技术活力

的指标。最近的数据显示，全球	TFP已经下降到

零。这比	1996-2006	年的	1%	和	2007-	2012	

危机期间的	0.5%	还要低（2016	世界大型企业

联合会）。

采用数字技术是提高全球生产率最有潜力的方法

之一。专注于有效利用输入资源的全球工业数字

化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总体速率最有前景的解决

方案。GE	在	2012	年预计，到	2030	年，工业部

门的效率每提高	1％	就可能带动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2005	年）增加	15	万亿美元（2005	年） 

（通用电气	2012）。两年后，GE	实现了工业互

联网的巨大潜力	—	将复杂的物理机械与网络传感

器和软件进行了集成，以帮助行业提高自然资源

的效率（如能源和水在工业运营中的利用效率）

（通用电气	2014）。

此外在大多数工业领域，将工业机械效率提高	1%	

需要专门的新技术引进周期，这个周期可能需要	5	

到	10	年的时间。自从工业互联网推出以来，我们

已经看到，数字解决方案带来了远远高于	1%	的

效率提升、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且不需要冗长

的技术引进周期或更换硬件。

过去两年来，日益加剧的挑战并不局限于经济领

域，全球环境面临的挑战也有在加剧。例如，过

去两年水短缺现象加剧，风险甚至超过先前认为

的水平。全球约	66%	的人口（即	40	亿人）在一

年中至少有一个月没有足够的淡水。早期的预测

数据显示，17	亿	~	31	亿的人在一年之中至少有



一个月生活在中度到严重的水短缺中。水短缺可能

导致由于农作物歉收而造成、粮食供应短缺以及经

济活力不足，在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还可能

威胁环境生物多样性。水短缺也导致或加剧了中东

非洲等地出现全球冲突的可能性。

从业务角度而言，日趋严重的全球水资源短缺代表

着巨大的风险。首先，水短缺可能会对企业开展业

务以及依靠水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产生负面影

响。蒸汽发电厂需要利用水进行冷却，水短缺可能

会导致其运营受限甚至停止。第二，水短期和长期

的干旱会对地方社区和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进而

影响到当地企业。

2014	年以来，气候变化一直呈加剧趋势。美国

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表示，全球地表温

度和北极现存海冰这两个重要的气候变化指标在	

2016	年打破多项记录。2016	年的前	6	个月创下

了自	1880	年有温度记录以来现代气温的历史最

高纪录。现在，夏季融化季节高峰期的北极海冰

面积通常比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减少

了	40％。9	月的北极现存海冰量是一年一度的季

节低点，这一数字以每十年	13.4%	的速度下降

（Lynch	2016）。

图 4. 2010-2015 年全球生产力

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速率已下降到	0。基于分析的数字化和对经济成果的关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总体速率的一个潜在解决

方案。

13 数字效率

资料来源：2016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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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ASA	2016

图 5. 气候变化不断加剧

地球轨道卫星和其他技术进步可以帮助科学家掌握大局，并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了关于地球及其气候的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

多年来收集的这些数据为了解气候变化提供了证据。

海平面上升

上个世纪，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	17	厘

米（6.7	英寸）。然而，过去十年的速

度几乎是上个世纪的两倍。

海洋变暖

由于吸收了更多热量，自	1969	年以

来海洋表面	700	米（约	2,300	英尺）

的气温升高了	0.302	华氏度。

极端事件

自	1950	年以来，美国历史上高温事

件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而创纪录的低

温事件一直在减少。美国也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强降雨事件。

海洋酸化

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地表海洋的酸

度提高了约	30％。造成这一结果的原

因是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增加，导致海洋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

碳。海洋上层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每年

增加约	20	亿吨。

全球气温升高

三个主要的全球地表温度重建显示，

地球自	1880	年以来已经开始升温。

这种变暖大多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后，自	1981	年以来出现了	20	个最

热的年份，所有	10	个最热的年份都在

过去	12	年中。尽管	2000	年代出现的

太阳辐射输出下降导致了	2007-2009	

年太阳活动极小期的异常，但表面温

度仍在继续上升。

冰川消退

世界各地的冰川几乎都在消融，包括

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

脉、落基山脉、阿拉斯加和非洲。

冰盖不断缩小

格陵兰岛和南极的冰盖面积大幅下降。

美国宇航局重力恢复和气候实验的数据

显示，2002	年至	2006	年期间，格陵

兰岛每年的冰量减少	150	到	250	立方

公里（36	到	60	立方英里）。2002	到	

2005	年期间，南极洲的冰量减少了约	

152	立方公里（36	立方英里）。

北极海冰不断减少

北极海冰的范围和厚度在过去几十年中

迅速下降。

积雪减少

卫星观测显示，过去五十年来，北半球

春季积雪的数量有所减少，并且融雪时

间也在提前。



图 6. 全球水资源短缺

截至	2013	年，有	12	亿人生活在水资源短缺地区。最近

的分析表明，水资源短缺形势正在加剧。

压力极高（>80%）

压力较高（40–80%）

中高度压力（20–40%）

压力适中（10–20%）

压力较低（<10%）

干旱和低用水量

（不适用）无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Aqueduct	项目。数据由可口可乐公司

提供。水文建模工作由	ISciences	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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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崛起

自	2014	年以来，全球经济和环境挑战不断

加剧。幸运的是，数字解决方案帮助应对这

些挑战的潜力也在增长。这一领域的快速创

新现在已经为将数字解决方案应用于工业运

营提供了机会，能够以激动人心的新方式提

升业务价值并解决全球资源问题。

Predix	是	GE	新推出的面向工业互联网的软件平 

台，是支持数字效率的创新技术之一。Predix	是 

一种专门构建的平台即服务（PaaS），用于开发、

部署和操作工业互联网应用并创造价值。Predix	

针对工业应用的独特且苛刻的要求进行了高度优

化，可兼容不同厂商或年份设备。Predix	能够在

安全的工业级云环境中捕捉和分析工业领域生成

关于数量、速度和种类的独特机器数据。

机器数据和连接平台只是工业互联网的一个方面。

英特尔®	处理器是	GE	的	Predix	解决方案的基础，

提供了卓越性能与出色灵活性。嵌入在机器中的

强大英特尔®	处理器允许在	Predix	上开发的软件

以最有效的方式运行，而无论这些软件是安装在

操作系统中还是云端。基于	Predix	平台的应用利

用嵌入式传感器和计算能力，完成数字资源生产力

的解析。由	GE、Predix	用户或第三方系统集成商

构建的应用会将数据、连接和计算能力转化为可操

作的洞察和优化的结果。

GE	软件和英特尔硬件的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工

业互联网应用的开发，为数字效率提供基础，从而

创造一系列潜在经济和环境收益。

卓越工厂：GE 与英特尔智能制造试点

GE	正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燃气轮机厂测试

一系列新的硬件和软件组合。基于英特尔处理器

的传感器连接到	GE	灯具并将数据发送到网关，

网关将信息汇总并发送到	Predix	云端。当传感器



18 数字效率

连接转子时，传感器可以测量涡轮轴环附近的空

气温度，这样工厂工人便可以知晓部件何时冷却

完毕，从而安全地添加下一个转子。这一试点项

目是英特尔智能制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利用

物联网（IoT）将过去不同的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

系统相融合，并优化整个制造业价值链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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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效率的实际应用

2014	年，GE	介绍了几个关于数字效率实

际应用的示例，其中包括：

•	 GE	的	PowerUp	Platform™，它利用工业互联网

提升风电场发电量并为使用基于英特尔®	酷睿®	

的网关的风电厂经营者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	 GE	的	Flight	Efficiency	Services™，它是一种

基于互联网的航空导航服务，用于检查飞行数

据，以设计更有效的飞行模式；

•	 GE	的	RailConnect	360	Movement	Planner™	

支持更多机车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在相

同的铁轨上运行。

在过去两年中，工业互联网取得了显著进步，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并展示了开发、部署以

及跨行业扩展这些新解决方案可带来哪些收益。

可再生能源：GE 的卓越风电场

例如，GE	的	PowerUp	Platform	已经扩展成为数

字风电场。借助这款解决方案，GE	可将分析和优

化从单个风力发电机扩展到整个风力发电场。GE	

利用功能强大的新兴工业互联网来创建数字风电

场，打造出充满活力、互联且适应性强的风力发

电平台，将风力发电场的风力发电机与数字基础

设施相结合，以优化整个风电场的效率。这一平

台可依据风电场的拓扑结构、周围的地理位置、

尾流效应和其他输入，以控制单个风力发电机并

优化整体运行。通过这些技术，数字风电场技术

可将风力发电场的发电量提高多达	20％，预计可

为风电行业带来高达	500	亿美元的价值。数字风

电场使用互联数字技术来解决对灵活性更高的可

再生能源的长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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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运输：英特尔的商业车辆管理系统

另一个例子是英特尔的商用车队管理系统。英特尔

组装并测试了一个车队管理系统概念验证项目，可

根据各种商业车辆轻松进行定制，包括出租车、校

车和物流货运车辆。该架构采用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E3827	的车载系统，并支持数据管理、远

程信息处理、智能监控和移动应用。这款解决方案

无需车队操作员手动维护数据，而是从位于车辆内

部的传感器收集实时远程信息处理数据，并将其通

过互联网连接发送到云端，以便分发给利益相关方

或由数据分析软件进一步处理。系统会收集与车

辆、终端、站点、用户和司机时间表相关联的数

据，使运营更高效并创建优化的路线。此外，这一

概念验证也会收集驾驶模式数据。急加速、急刹车

和急转弯发生率分别下降了	57％、30％	和	17％。

研究表明，驾驶员降低了速度，从而提高了燃油

经济性。英特尔概念验证提供的数据可帮助改进

路线和驾驶行为，并减少燃料消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英特尔	2015）。

发电：GE 的数字化电厂

数字效率实际应用最有影响力的实例之一就来自

于电力行业，该行业已经开始使用	GE	的全新数

字化电厂平台（运行于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

的服务器之上）。GE	的数字化电厂和数字化蒸汽

电厂是构建于	Predix	之上的软件平台，可帮助电

厂运营商提高燃油效率和发电量，缩短计划外停

机时间并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这些解决方案的

部分工作原理是创建一个反映真实电厂的	“Digital	

Twin”。Digital	Twin	是电厂的物理虚拟模型，为

规划和预测设备的实际性能和运营提供了基础。

GE	的	Digital	Twin	概念正在推广到其他领域的工

业互联网应用中。

数字化电厂目前正在位于日本东京湾边缘的富津

燃气电站中使用。富津市发电量超过	5	千兆瓦 

（GW）的电力，可以满足	500	万家庭的用电需

求。富士通的运营公司东京电力公司（TEPCO）

安装了数字电站，以提高效率。通过使用该解决

方案，TEPCO	能够根据实际证据执行基于预测的

维护，而不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表进行。这可帮助

避免因为电厂中断运营而导致的意外停机、低效

率和经济损失。

数字化电厂能够提高全球现有发电机组的发电效

率。GE	预计，基于	Predix	的软件可将电厂的效

率平均提高	1.5％。这看起来可能并没有明显改

进，但从整个工厂层面看，这样的改进就可以节

约数百万美元的燃料成本。

从全球层面看，这些效率提升可帮助大大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例如，如果数字化电厂安装在所有兼

容发电厂中并且每个发电厂的效率提高	1.5％，则

全球火电厂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从	122	亿吨

降低到	117	亿吨。这相当于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	4.95	亿吨，降低	4%。这是工业互联网的潜

力和数字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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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电厂可以扩展到热电厂之外。数字化水电

站是基于	GE	Predix	的数字化电厂的第四大解决

方案。数字化水电站将	GE	的数字解决方案扩展

到水电垂直领域，可能带来的收益包括维护成本

降低	10％，电站运营时间增加	1％	和收入增长	

3%。

建筑：英特尔® 建筑管理平台（BMP）

英特尔正在使用自身技术改善全球存量建筑的性

能。建筑自动化解决方案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

其成本高昂，不适合许多商业、工业和公共设施。

通过使用更经济的新物联网技术，英特尔降低了成

本，增加了新功能并改变了建筑管理现状。大同、

ECS	和英特尔联合开发了一款基于物联网的解决

方案，该解决方案使用一种智能网关服务，可帮助

企业大幅节约能耗，最大限度降低用水和用电量，

并提供卓越的建筑服务。预计在	ECS	的设施上部

署这款解决方案后，第一年可将能耗降低	8%，以

后可以降低	20%	到	30%（英特尔物联网智能建

筑解决方案简介	2015）。

基于这一经验，英特尔在	2016	年	10	月宣布推出

了英特尔建筑管理平台（英特尔	BMP），以帮助

中小型建筑实现智能化和互连。英特尔	BMP	具有

内置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要素，用于管理来自各

种建筑系统和传感器的命令数据，并将数据过滤

和传输到云或本地服务器。这可使建筑变得更加

智能、更加节能，并为住户打造可持续性更高、更

舒适且更高效的建筑。这款平台即服务（PaaS）

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预集成平台，支持部署各种

经济实惠的应用和服务，从而减少解决方案提供

商的开发时间和工作量。

英特尔当然不会止步于	BMP。英特尔正在与	

Daintree	Networks	进行合作，后者被	GE™	子公司	

Current	在	2016	年	4	月收购。Daintree	无线区域

控制器搭载了专为物联网而设计的最新英特尔芯

片。英特尔正在为其加州圣克拉拉的总部增加一个

智能照明网络。这款用于照明和建筑控制、监控和

优化的网络无线解决方案可帮助降低能源和运营成

本，改进用户体验，提高企业生产力，并通过扩展

高效管理一系列建筑。这也为英特尔未来添加会议

室管理和其他应用（如温度感应）铺平了道路。这

是关于如何在商业环境中应用数字技术并实现切实

环境效益的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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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GE 的数字化电厂

例如，如果	GE	的数字化电厂安装在兼容发电厂中并且将每个发电厂的效率提高了	1.5％，则每年全球火电厂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将从	122	亿吨降低到	117	亿吨。这相当于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4.95	亿吨，降低	4%。

资料来源：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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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碳减排

这些例子很有说服力。设想一下，如果这

些解决方案在全球企业、行业和运输网络

中全面推广，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

们预计，即使主要行业仅部署少量数字解

决方案，每年就可节省	810	亿美元的成

本，同时每年减少高达	8.23	亿吨（Mt）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具备足够的碳减排

潜力，可帮助缩小常规情境下拟定碳排放

目标与预期排放量之间的差距。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技术能够带来巨大的全球

环境效益和巨大的市场商机。2015	年	12	月，巴

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

大会（COP21）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在

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这一点尤为明显。我们的分

析表明，到	2030	年，全球单个国家二氧化碳目

标和	“一般惯例”	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差距预计

将增长至每年	26	亿吨（Gt）二氧化碳。这意味

着，数字解决方案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

将预计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指定国家承诺排放量之

间的差距缩小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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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飞机、火车和汽车

当工业系统和全球运输网络仅使用少量数字解决方案时，企业预计就将可以每年节省	810	亿美元，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

会降低多达	8.23	亿吨/年。

资料来源：预计的数字技术潜力基于国际能源机构（IEA）、国际民航组织（ICAO）、国际铁路联盟（IUR）、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CAO）、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
和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投入假设。

25 数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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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尽管这些解决方案证明了巨大的潜力，但我们不能

停下脚步，必须以更快速的速度向更多领域发展。

将这些方法扩展到这些特定解决方案之外可为加速

经济增长和能源系统碳减排带来巨大机会。然而，

这一数字环保运动将需要一个由工业经营者、数据

科学家、开发商、技术提供商、大小企业和决策者

组成的生态系统。工业互联网的优点在于，它是一

个固有的开放平台，让社区的每个成员能够贡献和

创造独特的价值。通过这一架构，生态系统可以做

更多工作，创造更多价值，比所有其他解决方案提

供商更迅速地行动，最终给全球带来更大的环境

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工业互联网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

代。当前可用和正在开发的数字解决方案只是冰

山一角。GE	和英特尔很高兴能够帮助企业利用数

字技术应对全球资源挑战并加速实现低碳经济。

未来刚刚开始，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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