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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今数字化的影响波及各行各业，冲击到当前市场领先者并带来全新商机。要想在这

种颠覆下求得生存，制造商必须重新思考其业务的方方面面，将自身打造成一家数字

化企业。这意味着在各运营阶段利用前沿技术缩短周期、增加收益并创造全新商机。 

PAC 研究发现，93% 的公司认为其维护流程不够高效，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计划外停机和突发故障以及基础设施老化，这将导致

创新停滞不前。调查还发现，49% 的公司已经投资于预测性维护方案并计划在未来

两年进一步投资。调查结果还反映出企业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因为超过 90% 的公

司计划投资于支持预测性维护的技术解决方案，例如：数据和预测性维护平台、网络

基础设施、物联网 (IoT) 和优势分析。 

物联网和高级分析为打造性能数字化双胞胎奠定了基础。通过预测性维护，企业能够

识别性能不佳的前兆，例如在正常运行范围内突发的峰值和特定的测试结果，并将这

些前兆与设备维护记录关联起来，从而预测哪些设备可能突然需要计划外维护或停机。

若能识别正常运行期间可能会被忽视的模式，企业便可安排预防性维护并避免计划外

设备停机。 

通过将预测技术与物联网、服务、现场和其他客户数据流相结合，企业可以对客户体

验产生更深层的影响。如果利用已有数据识别事件的模式和进展，企业可以在问题出

现之前与客户接洽并解决潜在问题。企业可以主动识别问题并推动修复（零件、软件、

硬件或固件），从而消除最终用户可能遇到的故障点或性能降级，最终提高客户满意

度并提升净推荐值。Siemens MindSphere 是一个基于云的开放式物联网操作系统，

支持企业将数据转化为高效的业务成果，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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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预测性维护推动数字工业革命 
 

简介 

由于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来自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竞争压力，作为欧洲前两

大重资产行业，制造业和运输业正面临着强劲的阻力。此外，陈旧的原有系统和运营

技术使情况雪上加霜，因为企业可能难以将创新的数字解决方案集成到这些系统中，

从而延缓创新步伐并限制其增长。在此类市场中，尽可能提高运营效率和削减成本对

这些领域中的大多数企业都势在必行。 

由于投资重点放在新型工业机械和车队上，因此维护就显得至关重要，以便提高利用

率并延长使用寿命，从而尽可能地提高投资回报。然而，现有维护流程的效率低下，

这就留下了很大的改进空间。因此，企业正转向物联网 (IoT) 和预测性分析等数字技

术，以解锁来自工业机械及车辆的数据流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价值。为此，需要利用

预测算法处理数据，通过这些算法企业可以获知资产何时可能会出现故障。在这些见

解的基础上，可以优化维护流程，从而减少设备停机时间，同时优化这些企业制造的

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借此机会可以提高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同时改进客户体验。 

然而，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是否意识到这些商机？他们是否具备必要的能力？他们离

根据预测见解开展所有维护流程还有多大的差距？本研究旨在从投资、基础设施实施

和战略的角度探讨欧洲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如何着手处理预测性维护方案。根据与 

230 多位高级业务和技术决策者的访谈情况，本报告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维护流程

和节约成本的影响。本研究讨论了业内公司最近实行的具体预测性维护用例，就此为

欧洲制造和运输公司的高级决策者提供了一些相关而有趣的研究内容，这些决策者希

望更深入地了解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的优势并窥探同行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进展。 

 

重要发现 

• 93% 的公司认为其维护流程不够高效，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计划外停机和突发故障，以及基础设施老化，

这将是创新的突破口。 

 

• 55% 的公司至少在试行预测性维护计划，而 23% 的公司正在产生切实的

业务影响。 

由此可见，预测性维护在这些领域的采用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同时近 

1/4 的公司已经见到成效并认识到长期推行预测性维护的重要性。 

 

• 49% 的公司已经投资于预测性维护方案并计划在未来两年进一步投资。 

此外，34% 的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开始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共有  83% 的

公司会在这段时间内进行投资。 

在大多数公司中，参与制定预测性维护决策最多的部门当属业务部门。 

其中包括售后部门（对于  83% 的公司）、运营技术部门（对于 71% 的公

司）、生产部门（对于 67% 的公司）和产品开发部门（对于 63% 的公

司）。 

勿庸置疑，89% 的公司将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视作发展预测性维护的首要

障碍，但内部能力也明显有所欠缺。 

超过 90% 的公司认为

其现有维护流程不够高

效，但他们是否已准备

好简化这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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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预测性维护的采用及其成功的主要挑战在于无法应对不断增长的

可用数据量，无法处理这些数据，无法获得有价值的见解，也无法根据这

种见解重新设计维护流程。现有技术和基础设施不配套是另一个主要的障

碍，具备适当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是实现预测性维护的前提条件。 

•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企业向供应商寻求支持以提高运营效率。 

这意味着企业和供应商目前合作的重点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例如，部署新

网络、云以及提供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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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趋势 

主要趋势总结（按行业） 

汽车和离散制造 

91% 的公司将缩短修复时间和计划外停机时间视为其预测性维护方案的主要目标。他们

目前在利用预测性维护产生业务影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因为 27% 的公司确实已经开

始这么做了。只有 43% 的公司的 IT 部门参与制定预测性维护决策，这个数字比其他公

司的占比要低。 

加工制造 

93% 的公司将改进老化的工业基础设施视为其预测性维护方案的主要目标。超过一半的

公司目前只是处在计划和评估此类方案的阶段。在根据预测见解重新设计维护流程方

面，他们似乎还存在更大的问题，因为 74% 的公司将此看作主要挑战。 

运输 

在部署预测性维护方案这一方面，运输经营商处于领先地位，因为  72% 的运输经营商

已在进行试点项目，而 25% 的运输经营商也在产生业务影响。就目前的投资而言，他

们也属于佼佼者，因为 63% 的运输经营商已进行投资并计划进一步投资。 

 

主要趋势总结（按地理位置） 

法国 
在 93% 的公司中，预测性维护决策涉及售后服务部门。52% 的公司度过了计划和评估

采用预测性维护的阶段。 

德国 
80% 的公司将在未来两年投资预测性维护，而 54% 的公司已进行投资。只有 30% 的

公司需要解决方案管理方面的帮助，这表明多数企业都具备强大的内部能力。 

北欧 
85% 的公司计划投资预测性维护方案，而  44% 的公司已进行投资。52% 的公司将采

购成本视为采用预测性维护的挑战。 

英国和爱尔兰 
85% 的公司将根据预测见解重新设计维护流程看作采用预测性维护的主要挑战，而  

28% 的公司根据这些见解产生业务影响。 

比荷卢经济联盟 92% 的公司将其内部分析能力视为采用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的主要障碍。 

意大利 
52% 的公司使用预先制定的规则或关键级别根据实时监控开展现有维护流程，这个数字

比其他国家/地区要高。 

西班牙 
60% 的公司已经投资预测性维护并计划进一步投资，这使他们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的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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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预测性分析转变维护流程 

在重资产行业中，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等企业依赖于众多工业资产，例如机器和设备，

和/或火车、飞机或公路车辆等交通工具。除了购买资产的主要投资外，其维护费用

也很高，这也直接反映了资产的利用率和使用寿命。因此，企业需要确保所有流程顺

利运行，从而尽可能提高车队、生产线和产品的可用性。当前的维护流程通常基于定

期维修计划，其中包括检查和更换某些零件。此类方法意味着可能会在不需要的时候

进行这些活动，例如更换使用寿命期尚未结束的零件。另一方面，情况可能会恶化，

零件在这些定期维护检查之间可能会出现故障，从而导致突发故障。因此，企业可能

会遇到意外停机，导致生产或运输延迟，以及产品停用，这些都会对客户体验产生负

面影响，并且可能会招致公共部门的处罚，尤其是在运输部门。 

除了这些挑战，这两个行业在欧洲都极具竞争力。制造商正与外国竞争对手一较高下，

而运输经营商则将赌注押在廉价票上，因为乘客几无忠诚度可言。对于运输经营商而

言，这种行为带来的利润十分微薄，正因如此，客户体验现在成为了董事会讨论的一

个议题。 

为本报告的其余部分奠定基础的首要关键问题之一是了解欧洲组织对其现有维护实

践和流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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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能描述下您当前为内部运营的工业设备或交通工具制定的维护流程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反映出企业对现有的维护架构缺乏信心，因为超过  90% 的公司认为

其不够高效。这充分说明了存在很大的改进余地，特别是其中约有 1/3 的公司认为

这些流程在某种程度上效率低下。这是整个欧洲的总趋向，因为对不同国家/地区的

公司、甚至是其所在行业或每家公司规模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差别。PAC 预计企业将

投资于数字技术以简化其流程，几年之后，他们会看到明显的成效。然而，有些企业

已经走在了前面，并充分展示了如何进行预测性维护以及预期的效果。 

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推动企业提高运营效率，这不仅有利于降低成本，也有利于改善

客户体验。这些挑战的技术变革者无疑是物联网 (IoT) 及一系列预测性分析工具和技

术。而将两者相结合可支持企业预测资产、交通工具和产品故障，从而提高效率。物

联网解决方案用于将来自资产和产品的数据集成到物联网平台中。数据可用后，通过

预测算法对其进行处理可以洞察未来，使企业能够预测资产故障并留出大量准备时

间，以尽量降低影响。这也使企业能够完全重新定义当前的维护流程和实践，并彻底

改革运营效率。因此，按照预定义/规定性的方式提供资产服务已经成为过去，而以

预测方式提供资产服务才是未来的趋向。最后，通过改进维护流程，以产品为导向的

公司能够改进其产品的服务并开发新型商业模式。这意味着，产品公司可以向客户提

供产品使用服务，而不是销售产品，因为他们可以实时了解产品的使用情况，从而让

客户按使用量付费。 

长话短说，在此我想引用 EasyJet 首席执行官 Johan Lundgren 所讲的一番话，

据 Fl ightglobal.com 介绍，EasyJet 新部署的预测性维护平台如下：“它将改变

我们操作维修飞机的方式，长期目标是消除技术故障造成的延误。”作为欧洲最大的

廉价航空公司之一，EasyJet 在试点成功后全力开展预测性维护并借此为其 300 余

架飞机提供服务。这高度概括了预测性维护方法直接带来的主要好处，还预示着一些

间接的好处，例如改善客户体验。 

这些例子是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它们是否真实描绘了广泛的行业趋势，以

及企业推进预测性维护方案的程度如何？ 

本研究深入探讨欧洲市场，评估企业当前的维护实践，并探索他们面临的关键难点和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改造的动机。 

这项研究的结果基于对 230 多名来自制造业和运输业大型企业的高级业务和 IT 决策

者进行的调查。本文档结尾处将更详细地分解此示例。 

现在无疑是转向预测性维护方案的大好时机，因为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现成的解决方案。

即使企业需要更具体的解决方案，但随着分析平台的生态系统不断增长，企业可以在

内部进行创新。PAC 发现，许多公司都在试用物联网解决方案以获得可用来预测故

障的数据，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公司也已经转向大规模部署。 

n= 232 © PAC – a CXP Group company, 2018

33%
Somewhat 
inefficient

2%

Very inefficient

60%

Somewhat 

efficient
4%

Very efficient

预测性维护的实际运用：

Vestas 

丹麦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希

望为其涡轮机的操作数据

提供全球可用的预测见

解，使其客户能够优化其

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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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洲市场的发展表明，许多企业都在投资物联网解决方案，以便实现预测性维护

并提高运营效率。94% 的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进行投资，而  52% 的公司已进行投

资。例如，意大利最大的列车运营商 Trenitalia 正在分析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的操

作数据，旨在将其铁路车辆的维护成本降低  8-10%。另一个将赌注押在预测性维护

上的企业是丹麦风力发电机制造商  Vestas。该企业正携手技术合作伙伴实现对全球

涡轮机操作数据的预测洞察并支持客户根据这些预测见解优化维护服务工作。 

 

Transport for London (TfL) 正是越来越多尝试数据分析的公司之一，试图预测其

列车的维护需求，最终为伦敦人提供可靠的服务。在最近开展的一个项目中，该运输

经营商分析了列车操作数据，以预测列车上的发动机何时会出现故障，目标是每年节

省约 300 万英镑。该公司还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来预测列车的车门故障。除了节省成

本，还可以避免延迟，因此这也将有利于改善客户体验。 

预测性维护的另一个实际运用范例是采用大规模部署的制造商 Nestlé 公司。该公司

增加了企业咖啡机的供应量，利用物联网为 2,500 多名客户提供服务。这不仅支持

远程配置其机器，而且还可以进行预测性维护，从而提高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还有

一点必须提到的是，新机器设有这些功能，而旧机器是翻新的。 

欧洲组织现有维护流程中的关键难点是什么？ 

 

 
 

Fig. 2: 下列哪一项是贵公司在现有资产维护和服务流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哪一项是次要

挑战？哪一项不是挑战？ 

就欧洲公司的现有维护实践而言，他们面临着许多运营挑战，但其中一些挑战特别突

出，实际上为改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于其中的大多数公司来说，其发展道路上的

主要障碍是意外停机和设备突发故障时需要紧急维护。在制造业，这可能会使整条生

产线停工，导致生产和产能延迟，以及客户无法获得产品。此外，产品突发故障也会

考验客户的忠诚度。另一方面，运输业的突发故障会导致服务的延误和中断，而运输

经营商也将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甚至可能会受到公共部门的处罚或者面临客户的

退款索赔。 

由于这些行业中的许多公司都依赖过时的旧核心 IT 系统，因此另一个主要挑战是老

化的原有 IT 基础设施无法支持快速开发、部署和扩展新服务以及集成新设备，这一

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我们深入研究，可以看到欧洲公司正在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着手处理现有维护流

程： 

1. 通过定期进行实地检查并完全根据检查员的专业知识得出结论。59% 的公

司都是依靠人力进行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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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 90% 的公司来

说，计划外停机和紧急维

护以及老化的 IT 基础设施

和技术是其面临的主要挑

战 

预测性维护的实际运用：

Nestlé 

Nestlé 增加了企业咖啡机

的供应量，利用物联网为 

2,500 多名客户提供服

务，以实现远程配置并提

高预测性维护的效率。其

旧机器都重新改装使其具

备物联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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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检查员的专业知识并使用仪器读数。这是大部分公司 (73%) 都在实

行的一种维护。 

3. 通过实时监控资产，同时根据预先制定的规则提供实时警报。37% 的公司

执行这一做法。 

4. 通过使用预测分析技术（如回归分析）提供警报进行实时监控。25% 的公

司执行这一做法。 

考虑到公司面临的上述挑战，在第  3 和第 4 个方面进行实时监控的实践要少得多，

这一点不足为奇。尽管如此，目前仍有一定数量的公司在采用这一实践，就像那些已

经投资物联网方案并部署物联网平台来处理资产数据的公司一样。运输经营商在这一

方面处于最领先地位，因为 41% 的运输经营商已经根据预测见解开展维护流程。这

不足为奇，因为 PAC 发现许多运输公司已经大规模部署了物联网解决方案。 

如今维护流程显然存在着改进的余地，欧洲组织部署预测性维护方法的现状如何？ 

 

Fig. 3: 以下哪个选项最准确地描述了预测性维护方案的现状？ 

从整体上看，这些结果描绘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因为总共有 55% 的公司至少在

运行涉及预测性维护的试点项目，其中运输业是领跑者，因为该行业 62% 的公司都

在运行这些方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和离散制造商在产生业务影响的公司中占比最高：29%。这

是因为企业持续投资于上述行业的自动化并且能够提供基于预测性维护的流程。在这

些流程中，大部分生产已经由机器人完成，而且其中许多都有自己的分析平台。 

就各国而言，英国是排名领先的国家之一，其占比为 28%，这可能是数字技术在英

国市场普遍高度渗透和成熟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严格的监管和对隐私的担忧，德

国企业不愿操纵数据；因此，只有大约 15% 的公司通过预测性维护方案产生业务影

响。 

此外，公司规模影响着他们探索资产运营预测性的决心。例如，规模最小的公司

（1,000-2,000 名员工）落后于规模较大的同行，因为其中  50% 的公司仍处在计划

和评估预测性维护方案的阶段。在这些阶段，资源通常会受到更大的限制，公司不太

需要实行变革，总体上更加敏捷且创新能力更强。 

结果表明，这些公司对业务运营最有信心。例如，57% 的公司表示自身非常精通状

态监测，44% 的公司表示自身非常精通解决方案与 ERP 等核心 IT 技术的集成，

44% 的公司表示自身非常精通优化调度。另一方面，只有 19% 的公司认为自身非

55% 的公司度过了计划和评

估预测性维护方案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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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精通预测性维护。但在 PAC 看来，仅仅精通运营技术将不足以继续与本土数字化

企业竞争抗衡。正因为如此，公司需要大力投资技术能力并与技术供应商密切合作，

支持推广基于预测见解的维护流程并实现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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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维护需求 

迄今为止实现的成果对于供应商来说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们表明有问题需要解决并

且企业有兴趣投资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预测性维护方案的现状尚未达到顶峰，但事

态确实在发展，因为一半以上的公司都在进行试点，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产生了切

实的业务影响。 

有鉴于此，但问题是在进行押注时，企业对预测性维护的兴趣有多大？ 

 
 

Fig. 4: 您是否已经投资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和应用程序和/或计划在未来 2 年内进一步投

资？ 

这一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对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进行投资的必要性，因为  83% 的公司

计划在未来两年进行投资，而近 50% 的公司已进行投资。这与公司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致，而计划外停机是主要挑战之一。 

就国家而言，考虑到已经投资的公司数量和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投资的公司数量（占 

60%），西班牙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因为西班牙企业面临的经济挑战比其他一些地区

更大，他们已经驶入克服挑战的正轨。从每个行业的角度来看，调查结果显示，运输

经营商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其他行业，因为 63% 的公司已经在预测性维护方面进行

了投资。这是因为该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公司需要提前考虑几个步骤并尽可能降低

成本。因此，说到数字技术（特别是物联网和分析平台等支持预测性维护的技术）的

普遍采用，他们目前已经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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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与预测性维护相关的投资必然会增加，但其驱动因素是什么？ 

 

 

Fig. 5: 贵公司的以下部门是否参与制定有关预测性维护方案的决策？（显示答案“是”） 

制造业和运输业内的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呈现出决策摇摆不定和 IT 部门及业务部门控

制预算的趋势。这是因为，这些业务部门开始感受到运营压力，并了解减轻这种压力

所需的特定技术。此外，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国家/地区，售后部门主要出于以下几

方面的原因参与决策。主要原因是，预测性维护除了从内部彻底改变维护流程以外，

还可以为制造商销售的产品提供更有效的维护流程。这可以明显改善客户体验。下面，

我们来看看电梯和自动扶梯制造商 KONE 和轨道交通制造商 Alstom 的示例。前

者使用预测性维护来改进电梯和自动扶梯的客户服务，并通过物联网实现  24/7 全天

候互连服务。该制造商收集大量有关电梯门、温度和停止精度的数据，并将其无线发

送到云平台进行处理。然后，该制造商使用这些见解来制定预测性维护计划，将其传

递给维护团队，并提供有关要检查或更换的组件建议。Alstom 推出了预测性维护计

划来改进火车服务产品。该制造商通过分析来自触发警报的火车零件（如车轮和制动

器）的数据并提供维护建议，为 Virgin Trains 等类似客户提供维修站式预测性维护

服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定预测性维护相关的决策时，涉及的第二大部门是 OT 

和生产部门。很明显，这是因为他们负责车间机器和 SCADA 等工业系统的整个运

营。 

从地理位置来看，不同国家/地区的公司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差异。例如，在英国，数

字业务部门参与公司 53% 的决策，这比任何其他国家/地区都要高。这反映了英国

的数字化转型市场十分成熟，许多公司已拥有结构化的数字业务部门。另一方面，谈

到董事会对决策的影响时，德国排名较高（约 56% 的公司）。这是因为预测性维护

的主题对德国公司（尤其是制造商）具有战略意义。 

PAC 认为，若要成功制定有助于采用预测性见解的战略，公司需要让 IT 部门、业务

部门的每位成员和管理层均参与决策制定。IT 部门必须确保拥有适当的技术来实现

此类开发，而业务部门则需要考虑如何重新设计车间的维护流程。产品开发部门可以

根据预测性见解开发新服务并制定维护策略，有效改善客户体验。因此，公司需要在

所有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工作关系。此外，此类策略应当明确定义预测

性维护算法中要使用的数据源。公司应当从已有的数据着手，但也应通过将资产连接

到物联网来集成更多数据源。例如，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SNCF 从火车和铁轨上部署

的传感器中获取数据，然后在云中加以处理，以便通过检测潜在故障来改善维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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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维护的实际运用：

KONE 

KONE 改用物联网来改善

电梯和自动扶梯服务。该制

造商收集有关电梯门操作、

温度、停止精度等数据，以

便预测停机并向维护团队发

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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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性维护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Fig. 6: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以下几个方面将是主要目标或次要目标？或者根本不是预测性

维护计划的目标？ 

减少维修时间和意外停机时间是主要目标中的首要任务。这符合各公司对其现有维护

流程的观点，超过 90% 的受访者认为这些流程效率低下。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意

外停机的后果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方面，其中包括不良的客户体验、延误和潜在处罚，

甚至更糟糕的事故以及因此而招致的负债。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改善陈旧设备的生

命周期。考虑到此类公司面临的成本压力以及欧洲某些地区更为严峻的经济环境，这

一点也不足为奇。因此，此类公司希望提升资产利用率并尽可能提高投资回报。下一

项重要任务是改善客户体验。鉴于制造和运输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因此这将成为消

费者选择产品或运输经营商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一半的公司希望在开发

新产品和商业模式时使用预测性维护。 

从行业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客户满意度的提高对于运输经营商 (80%) 而言比

汽车和离散型制造商 (70%) 以及加工制造行业的公司 (64%) 更为重要。其中有两

个原因。第一，毫无疑问大多数运输公司都在压低成本以赢得客户。因此，赢得客户

信赖并保持忠诚度，这对运输公司而言必不可少。第二，这类公司通常直接与客户

（例如某些类型的制造商）交互。此外，与制造商相比，对运输公司而言更重要的是

减少延误。对于 44% 的运输公司而言，这是一个主要目标。 

从区域角度来看，在比荷卢地区 (60%)、英国 (53%) 和德国 (52%) 调查的公司

中，有一半以上将新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开发视为主要目标。这一点可通过以下事实得

到解释：这些市场比其他市场的数字成熟度更高，因此公司处于数字化转型的更高级

阶段。在意大利等极具挑战性的市场中，所有公司 (100%) 均无一例外地表示，减

少维修时间和意外停机是公司主要目标。这是困难的经济环境和通常较慢的数字技术

采用速度造成的后果。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许多欧洲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已开启数字旅程，并在一些业务流

程中实施了预测性维护概念。 

在 19 个地点运行由 58 个反应堆组成的核电站网络的法国能源巨头 EDF ，在 70 

台动力涡轮机中实施了 Atos 监控解决方案。这使得 EDF 能够实时掌握操作数据和

关键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检测内部反应堆结构、泵、阀门、涡轮机和发电机内的故障。 

使用预测性维护概念的另一典型示例是西班牙造船商 Navantia，该公司通过部署由

物联网提供支持的数字化船舶管理系统开始其物联网之旅。起初，Navantia 创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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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维修时间、意外停机时

间并延长陈旧工业设备的生

命周期，这是大多数公司的

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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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平台，但它还希望提升数据管理功能。随后，该公司使用 InterSytems 数据

平台，因为它想要替换不支持开发更复杂的数据模型的传统关系数据库和  SCADA 

系统，以便集成各种来源的数据。凭借这一基础设施，Navartia 可以部署复杂的预

测模型，以检测运输系统的故障。 

提到在运行预测性维护应用之前需要采用的基本基础设施，Siemens 火车制造部门

与 Equinix 之间的协作是一个很好的示例。由于  Siemens 使用每列火车上 300 个

传感器中的大量数据来执行预测性维护，因此数据管理和存储极具挑战性，特别是当

地数据法规有时要求将数据存储在原产国时更是如此。Siemens 通过部署 Equinix 

平台确保实时数据的可用性、执行预测性维护并扩展捕获所需数据的位置数量，采用

互联优先的方式实现基于云的主动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另一个典型示例来自采矿业。俄罗斯钢铁公司 Severstal 通过部署 GE Digital 的 

Predix 资产绩效管理解决方案，设法将计划外的维护延误减少了 20%。该解决方案

用于集成 Severstal 企业系统的原有数据和关键资产数据，实现可靠性管理的自动

化以及更高效的维护流程。 

在运输业，有些火车公司在部署预测性维护流程方面非常超前。芬兰铁路运营商  VR 

Group 使用物联网和 SAS Analytics 对其 1,500 辆火车进行预测性维护，确保实

现更好的客户满意度和更可靠的服务。主要想法是改变当前的维护流程并在实际需要

时才执行（而不是定期执行），避免更换仍具有稳定生命周期的零件。这一点尤为重

要，因为某些零件（如车轮）按计划服务维护，而另一些零件仅在出现故障后才会维

护。该公司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延长火车的运行时间。 

铁路行业的另一示例来自德国货运公司 DB Cargo。该公司正与 Siemens 共同在其 

300 多台机车中安装预测性维护系统，推动车队数字化并优化机车价值链。该公司

正通过 Siemens Railigent 平台的分析模型实现这一目标。该平台也与 Siemens 

物联网平台 MindSphere 互连。 

在工业制造领域，英国建筑设备制造商  JCB 已部署一个名为 JCB LiveLink 的物联

网远程信息处理平台，该平台由 Wipro 开发并部署在印度的 10,000 台建筑设备机

器上。通过该平台，可深入了解设备的实时运行状况数据，并执行预测分析以确保操

作可用性。 

尽管预测性维护具有许多益处且很多公司都在部署，但此类解决方案由于哪些重大

障碍而无法快速采用？ 

 

 

 

Fig. 7: 您的预测性维护计划和战略面临哪些挑战？ 

谈到通过预测性维护计划向前推进的难点时，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当然，提到数据

隐私及其安全性，欧洲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市场，大多数公司都非常警惕并指出这

是一大重要挑战。这并不奇怪，因为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导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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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设施发生事故。此外，由于物联网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互连设备和机器均有可

能成为网络攻击漏洞的潜在终端。因此，机器连网时要特别小心。此外，产品还会整

理客户数据，因此公司在互连时需要特别小心。 

投资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之前，公司可能仔细考虑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对内部分析能

力缺乏信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物联网和预测性维护的部署意味着公司会释放

一些可能很难管理的新数据流，结果导致很难获得深刻见解。因此，公司需要确保拥

有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处理越来越多的数据，并拥有获得深刻见解所需的正确技能。除

了这一项挑战以外，即使公司设法战胜这项挑战，还需要根据这些预测性见解重新设

计维护流程和实践，并优化整个流程。而这一切对将近 70% 的公司来说是一项重大

挑战。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挑战以外，技术解决方案的相关购买成本对于 

2/3 的公司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这同样印证了这些行业的公司所面临的成本压力。 

从公司规模、国家/地区和行业的角度来看，不同公司的响应呈现几大明显区别。例

如，拥有 1,000-2,000 名员工的小型公司往往会更灵活，且通常对创新持开放态度。

因此，对于这种小型公司而言，其重新设计维护流程与拥有 2,000 多名员工的大型

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并不相同。而对于 79% 的大型企业（拥有 5,000 多名员工）来

说，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重大挑战，因为他们拥有持久且完善的流程和提供维护的合

作伙伴生态系统。从行业角度来看，运输经营商不太关心购买成本。只有 57% 的运

输经营商指出这是一项重大挑战，而持同样观点的制造商数量要多得多。这是因为运

输公司需要应对更具挑战性的市场，并且更有必要保持高效率，因此会毫不犹豫地在

预测性维护上投入更多。 

从国家/地区的角度来看，例如，捕获和管理数据的挑战在法国尤为明显，这是因为

该国 53% 的公司认为这是一项重大挑战，而在英国和德国，这一数字仅约为  30%。

这可能是由于缺乏相关人才造成的，因为各公司的数据管理能力较为薄弱。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成本压力对于意大利公司是相当大的挑战，80% 的意大利公司将其视

为重大障碍。最后，英国和西班牙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连接可用性和价格，大约占 

30% 。此外，根据预测性见解重新设计维护流程，这是英国 85% 的公司所关注的

主要问题。这可能是因为英国制造业拥有大量传统  IT 基础设施和过时的旧工艺。 

PAC 建议采用结构化方法推进预测性维护相关计划。在进行主要技术投资之前，各

公司应当利用具备的现有数据，包括机器或产品操作、服务计划和结果、维护历史数

据、条件数据和环境数据。发现模式并尝试预测结果将成为迈出的第一步。然后，部

署更高级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以连接更多资产并引入新数据流且在平台中加以处理，这

可以作为加强预测的下一步。更超前的步骤很可能是利用基于边缘的分析和预测的实

时监控尽快获得深刻见解。当然，从频繁计划的维护转向基于实时见解的计划维护是

关键，因此需要根据这些见解重新设计流程。 

除了数据安全问题以外，

许多公司还会将其内部能

力视为快速采用预测性维

护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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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预测思维 

为了彻底改变维护流程，显然各公司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因为如前所述，内部分析

能力是从数据中获取见解和实现预测性维护的障碍。此外，由于重新设计维护流程以

适应预测性见解被视为第三大挑战，因此预计各公司也需要其领域内供应商的鼎力协

助。 

尽管供应商市场中原本已拥挤不堪，但在这一由硬件和工业公司、 IT 服务和软件公

司到网络和基础设施提供商组成的物联网相关市场中，仍有不同的公司想拼命挤入。

能够为此旅程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这将成为预测性维护计划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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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与哪些第三方公司协作来促进预测性维护计划？ 

 

  

Fig. 8: 以下第三方参与制定预测性维护战略和计划的程度如何？ 

欧洲的整体状况表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参与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

企业基础设施目前无法支持连接许多相应的资产和流式传输大量数据，因此这些公司

需要首先提升其网络和基础设施。此外，制造商也需要提升自身的产品，而运输经营

商则需要通过连接性来增加车辆数量。这也是与电信公司的协作一直排名靠前的原因。

在发展预测性维护的道路上，下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合作伙伴是硬件和工业公司。这一

点也可以理解，因为其中许多公司本身已经历数字化转型并开始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以便实现面向客户的数字化产业转型。总体来说，调查结果表明，网络、连接、数据

中心/云的基础设施提供商是主要的协作者。紧随其后的是 IT 服务提供商和软件公

司，PAC 期望逐渐扩大覆盖面，因为公司需要平台和分析专业知识来从不断增长的

数据中获取深刻见解。这也取决于内部能力，因为有些公司不希望耗费过多的内部资

源，而是选择外包。PAC 认为预测性维护的重要性是物联网生态系统中一个相当重

要的因素，许多供应商开始将其产品标准化。这包括全球系统集成商、平台提供商和

软件公司以及初创公司等利基公司。另一方面，并没有很多公司积极参与战略咨询公

司活动，这表明他们对某些维护流程的内部专业知识充满信心；此外，市场成熟度仍

然没有达到峰值，且只有极少数公司正在制定涉及整个企业范围的战略。如上所述，

目前只有 5% 的公司已制定涉及整个企业范围的预测性维护战略。最后，初创公司

并没有积极参与为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提供支持，但对市场的发展显示出了极大的兴

趣。许多欧洲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已经建立企业孵化器或开启竞争，以寻找出色的初

创公司与之协作和投资。Iberia 和 British Airways 的母公司 IAG Group 就是一

个很好的示例，该公司启动了名为 Hangar 51 的加速器，致力于与物联网、区块链

和分析初创公司进行协作。同样，Virgin Trains 为其  Platform-X 加速器设立了 

2500 万英镑的基金，鼓励创新型公司解决铁路行业的业务挑战。 

与第三方的协作趋势在所有子行业中相当统一，而在国家/地区层面的结果存在一些

差异。例如，在英国，网络服务提供商、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提供商之间的协作更加

密切，分别有 85% 和 73% 的公司与他们协作。这得益于该市场在实施云基础设施

方面比其他市场更成熟，外加得益于普遍较为薄弱的连接基础设施需要提升。此外，

54% 的德国公司和 58% 的英国公司也与 IT 服务公司协作，这比其他国家的同行更

多，表明 IT 市场的成熟度相对较高。 

PAC 认为，供应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无疑是一大益处，这意味着希望通过预测性维

护获得收益的公司拥有大量选择。但是，这可能意味着寻找适当的选择可能是一项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因此各公司需要密切关注技术的新近发展，重点关注自身的特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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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大多需要掌握资

产数据分析，建立适当

的基础设施并实施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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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预测性维护时，制造公司和运输公司需在供应商中寻求何种帮助？ 

 

Fig. 9: 在支持预测性维护计划方面，何种外部帮助更有效？ 

除西班牙和意大利外，各国在这方面的结果略有不同。除了帮助实施基础设施以实现

预测性维护之外，84% 的意大利公司在捕获和管理数据方面需要帮助。72% 的意大

利公司需要解决方案设计、原型设计和开发方面的帮助，而 64% 的公司则需要解决

方案管理方面的帮助。 

谈到预测性维护时，真正的促进因素和前提条件是技术实力以及公司对于支持分析不

断增长的数据是否已准备妥当。值得指出的是，受访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投资以下

技术： 

▪ 98% 的公司计划投资软件或预测性维护平台 

▪ 97% 的公司计划投资网络基础设施 

▪ 93% 的公司计划投资数据分析平台 

▪ 94% 的公司计划投资物联网解决方案 

▪ 94% 的公司计划投资边缘分析 

▪ 88% 的公司计划投资云 

▪ 67% 的公司计划投资人工智能 

物联网解决方案的输出是数据，而说到底公司需要能够将其转换为收益。成功与否取

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上述平台、内部分析能力、相关的基础设施和业务敏锐

性。 

技术相关投资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整理更为庞大的数据量，但公司在业务决策流程中

使用数据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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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的公司将分析资产

数据并用来制定业务决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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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您目前是否分析和使用资产数据进行预测性维护？ 

运输行业运营商更为先进，因为其中 54% 的运营商使用资产数据进行预测性维护。

无论分析是在内部完成还是外包出去，预测性维护和业务决策制定所使用的资产数据

也有可能会受到数据处理位置和方式的影响。因此，制定预测性维护战略时，选择一

系列能够执行战略的正确位置，这一点十分重要。其中的一些选项包括：内部/数据

中心、混合基础设施或借助托管提供商的协助以及日益盛行的边缘分析。选择正确方

法时，各公司需要考虑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分析中允许的延迟、流数据的连接访问

价格以及基础设施和支持服务的价格。例如，需要较低延迟并具有连接约束的公司可

能会部署基于边缘的分析，且仅将重要信息或聚合结果发送到云。目前趋势表明，相

当受欢迎的资产数据分析方法是：61% 的公司倾向于内部数据中心，57% 的公司则

倾向于混合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其他数据分析方法的受欢迎程度如下：46% 的公司

借助托管提供商的服务，34% 的公司选择云，27% 的公司则选择边缘分析。 

 

除了选择分析方法之外，公司还需要决定使用何种数据以及如何获取数据。在已分

析资产数据进行预测性维护的欧洲公司中，目前这方面的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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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收集何种数据来执行资产的预测性维护？ 

 

 

资产条件数据位居榜首，因为几乎 90% 的公司使用此类数据来执行预测性维护。但

有时光使用一种数据可能还不够，公司应当使用多个数据源并尝试将其关联在一起，

找出任何隐藏的模式。除了条件相关数据外，许多公司还使用维护历史和资产使用级

别的相关数据。这两类数据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将维护和使用结合在一起，使公司能

够找到重要的相关性。最后，公司可以使用来自其他站点或车辆的状况和维护历史数

据，并尝试将它们相互关联。 

结果表明，谈到云时，英国公司似乎相当不情愿，因为只有 22% 的公司在云中执行

预测性分析。相比之下，50% 的北欧人和 47% 的德国人对云更友好。同样，与拥

有 2,000-5,000 名员工的公司（占 41%）和拥有 5,000 多名员工的公司（占 33%）

相比，拥有 1,000-2,000 名员工的小型公司更容易使用云，其中 28% 的公司目前

正在使用云进行预测性维护分析。这很可能是由于云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且具有更好

的可扩展性。对于大型公司而言，这一点无疑是更常见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从地

理位置来看，北欧 100% 的公司在其预测性维护计划中使用维护历史数据，而德国

排名第二，占 94%。这两个市场在建立完善的流程方面可能相当超前，而在法国，

这一百分比仅为 56%。 

 

 

 

84%
Data about the 

condition of assets

74%
Maintenance 
history data

66%
Data about the 

assets' level of 

usage
52%

Condition data 
and maintenance 

history of other
assets within the 

factory or within
the fleet

Condition data 

and maintenance 

history of other

assets from other

factories of your

company

18%

27%
Environ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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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欧洲制造商和运输经营商来说，现有维护流程的主要挑战是意外停机和

陈旧的 IT 基础设施。前者影响日常运营并对客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而后

者则削弱了扩展和采用数字技术的能力。 

事实上，大多数公司发现其工业设备、车辆和产品的维护流程效率低下，

这意味着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预防性维护概念很可能是提高运营效率、

优化维护流程成本结构的关键所在。 

除了简化运营和削减内部成本外，预测性维护还可以作为提供更卓越客户

体验和开发新型业务模式的强大工具。这将成为维系客户并促进未来增长

的关键成功因素。 

超过半数的受访公司都至少已试运行预测性维护，而几乎 1/4 的公司已产

生实质性的业务影响。欧洲各国/地区采用预测性维护的成熟度水平没有显

著差异，总体而言，80% 以上的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进行投资。 

此次调查表明，预测性维护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来自业务部门，例如，生

产、售后服务以及产品开发部门。为了让这些投资收获累累硕果，企业需

要制定明确的战略，这不仅包括协作，而且还包括基本技术。 

欧洲企业采用预测性维护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降低维修时间和意外停机时间，

这将直接提升资产利用率。另一重要驱动因素是延长陈旧工业设备的寿命，

因为新设备的购置需要大量资本投资。 

 

除了网络相关问题之外，拖慢采用过程的另一重大挑战是对内部分析能力

以及用于支持预测性维护的底层基础设施缺乏信心。因此，各公司开始向

供应商寻求支持。结果表明，这些供应商大部分是基础设施供应商以及提

供行业特定技术的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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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此调查报告根据对全球 232 家欧洲制造和运输公司负责预测性维护的高级业务和 IT 

决策者的采访撰写而成。这些公司拥有  1000 名以上员工，来自英国和爱尔兰、法国、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北欧（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以及比荷卢经济联盟（比

利时和荷兰）地区。此调查于 2018 年上半年完成。以下详细列出了参与者区域（按

行业）以及公司规模（按员工人数）的细分状况： 

 

 

 

 

 

 

 

 

 

 

 

 

 

 

43%
Automotive & discret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echanical and plant engineering14%

9% Automotive

13%
Aerospace and defens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high technology

7%
Construction and heavy equipment

manufacturer

35%
Proces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FMCG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e.g. 

food, beverages, tobacco, textiles
11%

9% Oil, gas & mining, energy & resources

9% Chemicals & pharmaceuticals

5% Metal

22%
Transport industry

(air, maritime, road,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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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 
Ireland

17%
Benelux**

11%

Germany
22%

France
17%

Nordic*
12%

Spain
11%

Italy
11%

* Nordic region (Sweden, Denmark, Norway, Finland)

** Benelux region (Belgium, Netherlands)

n= 232 © PAC – a CXP Group company, 2018

34%

3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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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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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赞助商 
 

关于 SIEMENS 

 

有关 MindSphere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www.siemens.com/mindsphere。 

 

Siemens 数字化工厂事业部旗下业务部 Siemens PLM Software 是全球领先的软

件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为制造商创造新的机会，实现创

新。Siemens PLM Software 的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普莱诺市，在全球拥有超

过 140,000 个客户，并与所有规模的企业协同工作，帮助他们转变将想法变成现实

的方式、产品实现方式以及使用和了解运行中产品和资产的方式。有关  Siemens 

PLM Software 产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siemens.com/plm 

 

通过推特关注我们：www.twitter.com/siemens_press 

 

170 年来，Siemens AG（柏林和慕尼黑）一直以其卓越的工程技术、不懈的创

新、出众的品质、令人信赖的可靠性和以及广泛的国际化占据着全球技术的龙头地

位。该公司业务遍布全球各地，致力于电气、自动化及数字化领域。作为世界上较大

能源效率与节能技术生产商之一，Siemens 是高效发电和输电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

商，也是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以及工业自动化、驱动和软件解决方案的先驱者。该公司

同时也是医疗成像设备（例如，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系统）的主要供应商和

实验室诊断以及临床 IT 的领导者。在 2017 财年（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Siemens 的收入高达 830 亿欧元，净利润为 62 亿欧元。截至 2017 年 9 月末，

该公司在全球拥有  372,000 名员工。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互联网网址：

www.siemens.com 

 

 

 

 

 

 

 

 

 

 

联系我们： 

 

Frank Kovacs 

市场推广和运营 

云应用服务 

Mind Sphere 

电话：+1 513 607-4550 

电子邮箱：

frank.kovacs@siemens.com 
  

  

  

http://www.siemens.com/p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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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AC 

 

Pierre Audoin Consultants (PAC) 成立于 1976 年，隶属于 CXP 集团，是欧

洲领先的独立研究咨询公司，业务涉及软件、IT 服务和数字化转型行业。 

CXP 集团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支持服务，包括软件解决方案的评估、选择和优化，以

及 IT 服务提供商的评估和选择，并协助客户优化其采购和投资策略。因此，CXP 集

团可在数字化转型之旅中为 ICT 决策者提供支持。 

此外，CXP 集团可通过量化、定性分析以及咨询服务，协助软件和 IT 服务提供商

优化其策略和营销方式。公共组织和机构同样以我们的报告为基础来制定  IT 政策。 

凭借 40 年的经验，CXP 集团业务遍及全球 8 个国家/地区（17 个办事处），共

有 155 名员工，每年向 1500 多名 ICT 决策者、大型企业运营部门以及中端市场

公司及其供应商提供专业知识。CXP 集团由三个分支机构组成：Le CXP、BARC

（业务应用研究中心）和 Pierre Audoin Consultants (PAC)。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pac-online.com 

PAC 最新消息：www.pac-online.com/blog 

通过推特关注我们：@CXPgroup 

 

 

 

PAC - CXP 集团 

15 Bowling Green Lane 

EC1R 0BD London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207 251 2810 

传真：+44 207 490 7335 

 

info-uk@pac-onl ine.com 

www.pac-onl ine.com 
 

http://www.pac-online.com/
http://www.pac-online.com/blog
http://www.twitter.com/CXP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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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使用权、独立性和数据保护 

此调查报告的创立和分发由高级赞助商 Siemens 支持。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pac-online.com。 

免责声明 

此调查报告的内容编写经过严格审查。但是，我们不对其准确性承担任何责任。分析

和评估反映了我们在 2017 年 11 月所了解的现状。此类状况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恕不另行通知。这尤其适合（但不限于）未来陈述。此调查报告中出现的名称和命名

可能是注册商标。 

使用权 

此调查报告受版权保护。未经赞助商事先明确授权，任何人不得向第三方进行任何

（部分）复制或传播。在其他出版物中出版或传播此调查报告的表格、图表等亦需事

先获得授权。 

独立性和数据保护 

此调查报告由 Pierre Audoin Consultants (PAC) 制作。赞助商对数据分析和研

究成果均未施加主观影响。 

我们已向此调查报告的参与者保证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我们不会根据任何陈述

得出关于各家公司的结论，亦不会将各公司的调查数据传递给赞助商或其他第三方。

此调查报告的所有参与者均属于随机选取。此调查报告的成果之间无任何联系，此调

查报告的调查对象和赞助商之间均无任何商业关系。 

 

  

http://www.pac-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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