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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 02

执行摘要
在白皮书“明晰路径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dTAT数字化转型掌舵者指南）中提到，数字化水平
代表了企业获取数据并将数据转化为洞见和行动的能力，成功的“新一代数字化转型受益者”的一
大特征就是能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并使用数据反哺价值链各环节。

企业在明确了数字化转型决策之后，尤为关键的是在企业内落地已制定的战略。数据战略及数
据资产建立和管理是落地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基础和必要保障，数字化转型战略为数据战略及管
理指引方向。

此白皮书通过分享西门子对数据战略、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的认识，助力企业在数据战略规划
下，沿着数据的生命周期，从采集、清洗、建模等各环节入手，并借助数据中台等基础设施，
建立和管理数据资产，实现数据资产增值，从而为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

扫码下载白皮书“
明晰路径 推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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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的数字化转型

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70年历史的大型跨国公司，西门子

一直在对自己的管理运营表现进行反思与调整，在数字

化浪潮之中更是敢为天下先地进行了很多数字化转型变

革，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一份由《哈佛商业评论》

发布的《2019全球数字化转型排行》报告中，西门子公

司以总排名第十三名的佳绩成为工业制造企业中的第一

名 (排名1-12位的都是由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等代

表的非传统制造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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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离散行业工厂案例 – 由于数据不流通生产排程结果无法直接用于实际生产

数据战略 
助力落地数字化转型战略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很多企业不断加大在数字化领域的投资，期待实现数据驱动业务增值。
但在由64位龙头企业（例如美国运通, 福特汽车, 通用电气, 通用汽车和强生等）的技术和商业高
管参与的NewVantage Partners2019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调查中发现:

• 72% 的企业高管认为他们还需要打造数据文化
• 69% 的企业高管认为他们尚未建立一个数据驱动的组织
• 53% 的企业高管认为他们还未将数据作为企业的商业资产
• 52% 的企业高管承认他们尚未在数据分析上形成竞争。

在与企业的交流中我们也发现，很多企业在制定了数字化转型顶层战略之后，在战略落地实施
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尽管大多数企业都会收集和存储在企业运营中产生的海量数
据，但并不能有效的利用这些数据为企业创造价值。拥有数据并不等于拥有资产。



数据如何形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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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白皮书重点详述

通过西门子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我们认为企业应从重视实物资产拓展到重视数据资
产，其中明确的数据战略及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是落地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基础和必要
条件。

数据战略指决定并规划如何将数据有效地应用于企业业务和运营，并以数据为中心，
建立相应的组织能力、人才团队、流程和管理机制来赋能和支持数据的管理和使用。

在数据战略规划下，沿着数据的生命周期，建立和管理数据资产，从而为数字化转型
奠定良好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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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dT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sessment Toolkit

数据资产 
创造并传递企业价值

在白皮书“明晰路径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西门子艾闻达结合西门子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经历总结

并定义了《dTAT数字化转型评测工具箱》，提出了基于产品生命周期价值链、资产运营价值

链、业务履约价值链的dTAT数字化转型轮舵。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建立

和管理在价值链之间流通的数据资产，从而帮助企业创造并传递价值。只有在价值链间流通的

数据资产才能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

dTAT数字化转型轮舵
中流通的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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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据资产
数据资产是企业的研发、生产、运营、物流等一切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企业拥有使用
权利的，具有明确来源和意义的，能够产生业务价值的数据。

我们认为数据资产应当拥有以下特征：
• 企业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
• 明确的数据来源和领域意义
• 清楚的数据结构和数据类型
• 可快速应用于数据分析/查询
• 相比于原始数据，应用范围更广
• 可复用、可变现

数据资产成熟度
如今，数据被喻为“新型石油”，我们应将其视为具有极高价值的资产。数据资产并不
是非黑即白的，在数据形成资产的过程中，数据的价值是不断提高的，也就构成了不
同成熟度的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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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的建立和管理 
加速数据价值产生和提升

企业在应用数据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建立企业数据资产，实现数据跨价值链的流通，提升数据

资产成熟度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若无法顺利完成数据资产构建，将导致数据无法被有效利用

和分析，进而无法为企业创造价值。

但数据资产构建过程困难重重，需要专业方法论与工具支持，方可以克服阻碍，加速资产增

值。

▶ 耗时长、投入大、风险高

• 巨大的采集、清理和准备数据的工作量，“数据驱动项目中，数据准备工作，约占项目工作

总量的80%”

• 项目延误与失败的风险加剧

▶ 技术难度高

• 业务与技术人员在执行层面遇到难以解决的各类数据问题：数据质量差，数据统计口径不一

致，等等

• 缺乏处理行业数据的专业领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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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资产的建立，有效的利用企业数据，加速数据驱动应用落地部署，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和精益管理
能力，为企业运营创造实际收益。

生产排程

• 缩短排程准备时间

• 提高排程有效性

订单管理

• 实现超过90%生产过程的数字化透明度

• 设备运行状态到生产环节物料衔接

生产执行优化

• 有效提升端到端的生产交期

在前面提到的某离散行业工厂案例中，由于数据不流通，尚未形成数据资产，导致生产排程结果无法直接用
于实际生产。西门子帮助该工厂构建企业数据资产，一方面完成系统间数据融合，实现数据的跨价值链流
通；另一方面基于业务领域语义，构建知识图谱，提升数据资产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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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 
是数据价值提升的过程

数据是“新型石油”或者说是新时代的金矿。如果将数据资产建立的过程与金矿提炼流
程做对比，数据资产的建立过程亦是数据价值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数据的附加
值逐级增加，当数据的价值不断增加时，不仅可以为企业降本增效，亦可作为价值链
下游数据分析应用的优质资源，为企业带来更大收益。

* 本体 —— 特定领域中的概念及其
之间关系的表示，是建立知识图谱
的基础结构。这一概念也会在此白
皮书中多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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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 
加速企业数据资产增值

数据资产的建立和管理是以数据中台等基础设施为依托，沿数

据从产生到应用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使得数据附加值逐步

增加，赋能企业发展；从IT/OT等多源异构、杂乱无章的原始数

据，变为整合的结构化数据、或反映其相互关联的知识化数

据，最终形成可以被业务部门直接使用并创造价值的数据资产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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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数据采集 
 —— 从多样化物理连接到统一的应用接口

痛点：数据采集阶段由于涉及到的生产、运营系统复杂多样，常常会遇到以下难
题：

• 工业数据协议标准多，且基于不同的物理连接，难以实现互联互通；
• 除了标准协议外，还有大量客户自定义格式的数据，所以通常需要为每个私有协议定制开发转换逻辑，耗

时费力；
• 工艺工程师不懂IT技术，数据科学家不懂业务逻辑，双方沟通成本很高。

方案：数据采集的关键在于解耦，将多样化的物理连接和统一的应用接口分离，
将多样化的私有协议和统一的的标准协议分离，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组合和重用
不同组件实现快速开发。

• 区分以太网接口协议和非以太网接口协议的，并为非以太网接口的协议提供硬件网关，最终统一到以太网
接口上。

• 通过软件网关连接物理连接和应用接口协议，避免两两协议互转。
• 通过提供基于规则的映射工具，让用户自行处理自定义格式数据，减少沟通成本和重复开发。

客户价值：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提高数据采集的速度与效率，为数据转化为
知识提供基础平台和可靠的保证。

数据资产的建立和管理，加速数据价值产生和提升 — 12



b. 数据清理  
—— 基于AI的数据清理服务代替繁复的人工数据清理

痛点：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对多源异构、杂乱无章的历史数据，数据资
产建立过程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面临诸多挑战：

• 海量原始数据质量低（不完整、重复、不一致等）
• 未经标记/整合的数据分析效率低
• 传统人工清理方式在处理多种数据标注*数据结构*数据格式时会带来成倍的数据转换工作，后期维护数据

成本高
• 通常需要大量领域专家参与 
• 较高的人工输入错误风险

方案：AI辅助的数据清理服务可以通过数据质量评估帮助企业识别目前持有的数
据资产状态以及有待改善的方向，基于AI技术自动完成不同类型数据的提取，识
别关键信息，进一步依靠自动标注快速形成有意义的结构化数据，为业务利用数
据创造价值奠定数据基础。

客户价值：
• 将数据质量透明化, 更有效地识别优势与不足，快速筛选出有待改善的方向
• 减少数据应用开发时间 ，加快数据准备与清理速度
• 节约专家资源，减少手工作业数量及所需专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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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c. 知识图谱建模 
 —— 建立在工业领域知识与本体库之上

痛点：

• 企业内不同领域的复杂数据多源异构，无法形成统一完整的领域知识图谱
• 针对不同业务数据，应用相应的第三方工具独立建模，成本高昂，且无法协同工作

方案：

• 通过丰富的工业领域词汇所构建的工业概念本体与从先进的工业数据平台提取的知识推理图数据库，共同
构建工业知识图谱

数据资产的建立和管理，加速数据价值产生和提升 — 14



d. 数据中台升级版  
—— 知识中台

痛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数据资产的传递和流通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
撑，中台就是承载数据资产和应用、实现跨价值链协同的前提和载体。

• 现有的智能管理系统中“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无法实现数据共享及闭环，为数据分析和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带来挑战

• 现有的PaaS等部署工具对于打破数据孤岛的解决方案存在很多问题，仅仅把数据抽取复制到一个集中数据
存储并能不真正解锁数据价值，另外数据隐私与安全性是很多使用者及用户的顾虑

方案：知识中台提供从数据采集开始，经历数据架构的逐步提升，到数据价值的
可视化展现及面向领域的语义化数据服务。知识中台并不对原始数据进行复制，
其提供从数据存储到数据管理的灵活性，在传统的PaaS和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基础
上，真正赋能了从数据到工业知识到工业领域服务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客户价值：

• 覆盖企业全价值链的全面数据贯通，端到端的工业级数据安全级隐私保障
• 基于标准的数据本体规范，AI赋能的语义化知识中台构建工业数据知识
• 边缘到云的无缝链接，灵活的公有/私有/混合云部署
• 数字化、智能化的可复制大规模快速推广，全面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案例：知识中台助力某大型发电集团全面数字化转型案例

• 该企业业务覆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管理和拥有70余家电厂。作为大型集团企
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遇到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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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 
实施流程和案例

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是以清晰定义商业价值为目标的结构化实施流程：

• 评估：了解现状，确定范围
• 试点：数据资产初步建立
• 实施：数据资产持续建立

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实施流程和案例 — 16



案例：大型国际油气企业数据资产建立

该公司是一个有多年历史的综合国际石油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和石油炼制商之一，业务遍及全
世界。主要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炼制、运输和销售等业务。作为大型集团企业，仅在工厂数字孪生
建立过程中就遇到很多挑战：

• 现有工厂的设备清单以不同的格式和形式储存
• 标签格式不一致，标签显示名称不一致等
• 原有数据状态各异，不适用于传统人工数据资产建立方式处理

17 — 数据资产建立和管理实施流程和案例

为解决这些问题，并实现在多家工厂快速部署实施，西门子
通过数据评估确定数据范围，在一家工厂开展试点，并最终
在多家工厂进行实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西门子基于自然
语言提取、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通过可复用自动数
据资产建立服务将现有工厂的数据轻松导入到工厂工程软件
中建立数字孪生。

• 减少数据应用开发时间：加速数据准备与清理时间，将单个
数据集执行时间从小时量级缩减到分、秒量级

• 节约专家资源：减少手工作业数量及所需专家数量
• 提高灵活性：启用审查机制，在需求变更时可快速更改
• 节约初始化成本：通过提升协同效应，减少服务初始设置成

本与边际成本



西门子在中国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部位于柏林和慕尼黑）是全球领先的技术企业，成立170余年来，始终以卓越的工程技术、不懈的创新追求、
优良的品质、出众的可靠性及广泛的国际性在业界独树一帜。西门子业务遍及全球，专注于服务楼宇和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智能基础
设施，以及针对过程工业和制造业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等领域。西门子致力于促进数字化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融合，让广大客户乃至全
社会受益。

西门子专注工业人工智能领域30年，深谙垂直行业的专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实施和管理经验。目前，西门子在世界各地拥有
数百名数据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发电、能源管理、离散制造、过程工业、智慧城市、楼宇、交通和医疗等
领域。西门子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申请数量2018年位居全球第十一名, 欧洲第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数据 - 2019年2月）

西门子自1872年进入中国，近150年来始终以创新的技术、卓越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坚持不懈地对中国的发展提供全面支持。2020
财年（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西门子在中国的总营收达到73亿欧元，拥有超过3万名员工。西门子已经发展成为中
国社会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竭诚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西门子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于 2006 年，
目前已成为西门子中央研究院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西门子中国研究院的科学家们致力于研究、开发与创新，支持各项业
务发展，帮助公司实现持续增长。西门子艾闻达是西门子旗下致力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物联网服务业务单元，旨在依托西门子深厚
的工业运营和管理经验、前沿的工业物联网技术和交付能力以及蓬勃发展的跨行业生态，帮助企业在复杂格局下提升发展韧性和创
新动能，助力传统企业蝶变。在中国，该事业部拥有近百名咨询顾问，并在北京、苏州、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城市拥有数百名物联
网设计实施专家，负责实施从物联网咨询到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不同规模的项目。

作者

张英丽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AI Lab China负责人
yingli.zhang@siemens.com

Steffen Lamparter

西门子中央研究院 
语义和推理研发部研发总监
steffen.lamparter@siemens.com

Silvio Becher

西门子中央研究院 
Data Readiness负责人
silvio.becher@siemens.com

翁畅维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软件与系统创新部研发总监
changwei.weng@siemens.com

李冬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未来自动化研发部资深研发专家
lidong-ld@siemens.com

田鹏伟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大数据分析研发部研发总监
pengwei.tian@siemens.com

张正

西门子艾闻达咨询 
业务合伙人
zhang.zheng@siemens.com

李东

西门子艾闻达解决方案 
全球高级副总裁 
西门子艾闻达中国区 
运营总经理

lidong@siemens.com

李明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研发总经理
mingli@siemens.com

朱骁洵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院长 
西门子艾闻达中国区总经理

xiaoxun.zhu@siemens.com

西门子在中国 — 18

更多信息 
请浏览公众号:
西门子艾闻达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西门子
工业人工智能和
数据分析服务



致谢

感谢所有为本文投入时间、贡献洞察的人士。

西门子艾闻达 西门子中国研究院

2021年4月

版权所有 ©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