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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中国电子报》记者第二次来

到位于合肥的荣事达集团，上一次是今年9月

参加工信部大企业“双创调研组”的调研，这

一次是参加全国大企业“双创”现场交流会。

距离上次调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荣事达的

“双创”又有了新变化，这次有几件事引发记

者更多的思考，当“双创”进入深水区，我们应

该如何在更多的维度释放资源才能够让“双

创”为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创造更大的价值？

“气泡喷水”带来

“中国式体验”引领变革

11月中旬，第十届中国（合肥）国际家用

电器暨消费电子博览会（简称“家博会”）在合

肥举行。荣事达作为“双创”示范企业在家博

会上布置了比较大的展位，而且展位一直爆

棚，很多人早早排队希望成为荣事达马桶盖

的免费体验用户。这次，荣事达品冠智能家居

在家博会上推出了“中日大换盖”活动：现场

提供500个使用名额可以免费获得荣事达高

端智能马桶盖，其中 200 台针对家中使用日

系品牌智能马桶盖的使用者（全国区域），300

台针对家中尚未安装智能马桶盖的新用户

（安徽区域）。

“这次的新马桶盖和我上次看到的马桶

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换盖有什么样

的特别寓意？”因为这次的大企业“双创”现场

交流会由荣事达承办，所以荣事达电子电器

集团常务副总裁马睿很忙，在众人参观的间

隙，记者抓空问了马睿这个问题。

“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是喷水模式发生了

变化，过去是直接喷射，水量小容易冲洗不干

净，而水冲力量大又容易感觉到疼痛。最新款

变成了气泡式喷射，冲洗干净还舒服，喷射水

变成气泡状避免了疼痛。”马睿说。

据透露，水量大小与冲洗效果和舒服度

直接相关，将气打入把水柱变成水泡就可以

同时兼顾舒适度和清洁度，这项“智能气压

调节技术”是荣事达首创，而且是荣事达的

“双创”团队开发出来的，日式马桶盖目前还

没有这样的功能。荣事达把水量和冲洗舒适

度这个“痛点”和问题公布出来之后，创客团

队解决了这个问题。

荣事达之所以敢将产品投放市场免费

试用，尤其是给正在使用日本马桶盖的消费

者试用，其一是自信：荣事达相信自己的产

品优于日本，不然这样“针尖对麦芒”、“真刀

真枪”的 PK，结果不好会输得很惨。其二是

荣事达已经像互联网企业一样，开始尝试把

自己的创新迭代放到用户、生态、伙伴等开

放的环境中了，进行互联网式的迭代更新。

智能家居的核心是“智能”，而“智能”的

标准是最佳体验，如何创造最好的用户体

验，其实是智能产品创新的难点。通常最好

体验都来自“痛点”的解决，而发现和定义

“痛点”，难度不亚于“痛点”的解决，仅仅依

靠荣事达研发人员的“脑袋”肯定不如把“地

球人”的脑袋都用上来得快、来得准。透过

“马桶盖”免费体验这个事情来看，荣事达正

在把用户、企业、生态链协同创新的“双创”

范围一步步扩大。事实上，当中国的制造业

企业针对中国用户需求，解决了用户的痛

点，就像“气泡式喷水”一样，我们完全可能

创造出更多引领全球用户体验的优质产品。

马睿透露，目前荣事达新落成的双创中

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采购，把全球最领

先的智能家居领域顶尖产品采购到，目的是

让创客们在这里能够接触到最先进的技术

和产品，不断启发创意灵感。

事实上，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

有非常多的维度、非常多的资源需要动员、

需要纳入，还需要进一步开动脑筋激发各个

维度的创新动能。

更大维度

释放“双创”资源

目前“双创”正在给中国的制造业企业

带来越来越大的价值，随着双创推动进入

“深水区”，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希

望破解这些“双创”痛点来加速中国制造业

的转型升级。

这次到荣事达采访，有几个感触比较深

的“双创瓶颈”体会。

一是要加速加快科研院所和大企业合

作，降低合作的门槛。事实上，军工、高校及

科研院所是“双创”中蕴含巨大能量的维度，

如果能够适当降低技术成果转化门槛，包括

体制机制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就能够降

低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创新成本，让科技成果

更快、更好地落地开花，让全社会受益。

二是期盼政府搭台引导的双创工程能细

化发展流程，出台可操作措施，建立容错和激

励机制。鼓励大企业参与，发挥大企业龙头带

动作用，加速小微企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事

实上，仅仅时隔3个月，记者发现荣事达又摸索

出了一些可以快速复制的很有价值的流程化

“双创”经验，使得荣事达孵化技术成果可以在

6个月内实现产品化和商业化，而在诸多大企

业的“双创”工作中，都存在很多可复制的做

法，如果把这些模式经验进行细化、流程化，变

成可操作化的措施，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大带

小”，就可以更大范围地创造“双创”价值。

三是盘活国有企业及社会闲置资产，特

别是老字号、老品牌。需要进一步推动共享

和资源开放，激发发展新动能。目前“荣事

达”品牌归属国资所有，荣事达各企业仅为

授权使用，企业实际经营者一直面临很大的

不安全感，就是当企业越做越大，品牌影响

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担心有一天“荣事达”

的品牌被收回，所有努力付出就会付诸东

流，所以荣事达成员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希望

能够与这个品牌不仅仅是“授权”，而是在

品牌所有权上也能够实现股份化、市场化，

这样的模式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经营者的创

新力与积极性。

我们看荣事达“双创”的成功经验中，最

关键的一条其实是建立了合理的三位一体的

“双创中心—事业部制—合伙人制”创新机

制，让企业和创业者实现了双赢。透过荣事

达，我们看到事实上“双创”的核心关键是体

制机制，只有在体制机制上更大化地体现出

创新者的价值，才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发

创新者的活力。下一步推动“双创”进入深水

区，我们需要在企业与各合作机构的体制机

制上多下功夫，探索多赢模式和更大的灵活

性，也需要相关的机构在这些维度创造更好

的政策条件。

从荣事达的变化看深水区“双创”如何释放更大价值

从数据库到数据管理进一步拥抱
数据

应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几乎所

有的厂商都看到要“拥抱数据”趋势，究

竟如何转型，从哪里切入，如何构建最适

合自己的商业模式，考验着每一个公司

的商业智慧。

人大金仓总裁任永杰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数据时代，

数据的体量、规模、来源和类型等都和过

去有很大不同，对于数据处理的速度、方

式、效率、深度、广度、效果要求也不一

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对数据库和数

据处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在变革和改造

数据库的同时，人大金仓想到了业务的

延伸，进一步拥抱数据管理与服务。

“之所以从单纯数据库产品到数据

管理领域，因为数据管理与数据库技术

紧密相关，从数据管理切入，为用户提供

底层数据梳理、存储、整合、存取等管理

和服务，这个部分需要的数据处理技术

是人大金仓相对熟悉的，所以从数据库

向数据管理和服务领域延伸是水到渠成

的事情。”任永杰表示。

成立于 1999 年的人大金仓，作为国

内最早从事数据库研发的企业，经历过

多次信息化浪潮的变迁，自然了解在每

一轮产业浪潮和市场的变化时转型的核

心要义，那就是“看家老本不能丢，同时

又得有新的招数”。

据透露，现在人大金仓的主营业务

依然是数据库，在整个公司的业务占比

达到70%到80%，剩下的业务来自数据管

理解决方案等。在任永杰看来，大数据时

代的数据库技术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由

此推动数据库的趋势变化，云模式下的

可伸缩的分布式数据库架构会是未来的

趋势之一；趋势之二是数据库与大数据

的融合。这些趋势变化让国内有了更好的

机会和国际厂商进行同台竞争。

从大数据业务来看，任永杰认为事实

上国际厂商与国内厂商大家都处于生长

期，目前无论是市场还是技术都没有形成

壁垒，没有谁拥有绝对的优势。

融合与成长打造新一轮的竞争力
在很多人看来，生意是竞争，但在任永

杰看来，其实生意是成长，如何找到自己适

合的方向和客户一起成长才是生意的本

质。其实所有生意都是这样的原则。

最近，人大金仓在数据管理领域中标

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一个是贵州

省“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项目（以下简

称“社会和云”），另一个是内蒙古的“工业

大数据”运行平台项目。在这两个项目中，

透露着一些数据能力的“成长经”。

据透露，贵州的“社会和云”项目，曾

找过不少单位去做，在技术架构层遇到困

难，最后几经周折，机会才落到了人大金

仓手上。

贵州“社会和云”和内蒙古“工业大数

据运行平台”项目做下来，给任永杰不少的

启示，其一是数据维度考验着厂商的业务

和技术的双重能力，需要厂商和用户一起

融合创新。

或许在外人看来，人大金仓能够把这

个项目拿下，关键的原因是在数据库领域

有多年的积累，所以拥有很强的底层数据

处理能力。但任永杰表示，在贵州项目上，

除了看家的底层数据处理能力，他们花了

很长时间来做前期的调研和数据梳理，梳

理出超过3000多个数据项，来构建贵州社

会和云的数据维度。而在内蒙古“工业大数

据”这个项目上，人大金仓花很多的功夫和

客户“泡”在一起来思考，收集来的工业数

据能够带来哪些产业管理上的创新？如何

能够在哪些维度带来增值。

事实上，今天当我们做大数据的项

目，常常会谈及“如何用全数据视角去架

构应用，进行业务创新”。究竟全视角数据

应该包含哪些维度，是互联网数据？政府

数据？亦或要包含其他哪些数据？怎么做

数据规划？怎么做数据梳理？考验的是技

术和业务的融合，是新的数据方法论，这

个部分没有现成方案可以套用，也正是这

个维度是想做这个部分生意的厂商需要

去补齐的，而补齐的方法，除了寻找更多

有业务背景的数据科学家，很重要的关键

是要和客户“泡”在一起，两方面融合。

其二是信息化的方法论和过去不一

样了。任永杰表示，过去的信息化是以流

程为中心的，现在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如

何在全数据视角下基于数据来进行设计

场景业务应用，方法论和过去完全不同。

以“井盖”处理为例，现在政府社会治理中

的一个小例子是城市的井盖管理。现在人

人都可以用手机拍照上传有问题的井盖，

而井盖的管理通常会涉及几个部门，究竟

谁来管理效率最高，他提及了“抢单和自

动派单与智能匹配相结合”的原则，如果

第一次派单下去，这个机构处理效率最

高，那么下次遇到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就

智能匹配给相应的机构。通过不断试错、

通过实际处理不断优化系统的流程，让其

更智能化。实际上，进行数据创新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就像今天谈到的人工智能一

样，智慧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不是一蹴

而就。

从任永杰谈及的这两点可以看出，在

大数据时代，用户对厂商的需求，除了大

数据平台类的产品，厂商更多的能力和竞

争力其实是体现在现场，如何能够帮客户

解决问题，如何与客户“在一起”成长来共

同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能力就

是你的竞争力。

中国联通是三大运营商中率先提出网络

转型的。在日前中国联通网络技术大会上，中

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唐雄燕对中

国联通的网络重构与业务转型做了深入的分

析。他认为，从以设备为主的传统运营商转向

以软件为主ICT运营商，在转型中运营商在技

术、人才、管理和文化上都面临着挑战。

网络重构依然是业务趋势

技术在加速更新换代，投资压力无时不

在，这两点都是运营商的挑战。谈及运营商的

未来，唐雄燕引述了两个咨询机构的意见：

Ovum 预测，连接仍是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

Gartner 预测，到 2019 年移动服务仍是运营商

收入和盈利的最大贡献者，没有一个相邻市场

的机会能够弥补传统电信服务收入的损失。

运营商新的机会在云计算、IT服务、大数

据、M2M 通信、物联网、产业互联网、安全服

务、视频服务等新领域。唐雄燕认为，赢得未来

的关键是价值生态的构建，在选定的服务领域

或内部很难发展起来的垂直行业中进行并购、

投资或者合资；开放合作，打造合作伙伴生态

系统，而不是直接与强大的OTT竞争。

中国联通在业务转型方面将把“CBD”作

为方向，“C”为Cloud，服务模式云端化；“B”为

Broadband，数 字 内 容 宽 带 化 ，包 含 4K/8K、

AR/VR等；“D”为Diversity，应用类型多样化，

包括物联网、“互联网+”等。

网络与业务运营模式的变革对传统运营

模式提出挑战，以设备为中心的传统电信运营

商需要转变，未来ICT运营商以云和数据中心

为基础提供集成服务、业务开发，并向合作伙

伴开放网络能力，这些能力以软件为中心，在

这过程中将面临技术、人才、文化等方面的重

大挑战。5G 和人工智能也是快速发展的新业

务。5G业务是技术的融合与集成，需要一个融

合的、智能的、灵活的、弹性的端到端云化网

络；在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规划、优

化、运维以及网络服务自动化、智能化等领域

又有哪些应用潜力？

唐雄燕认为，与互联网公司相比，运营商

在关注新业务发展趋势上做得远远不够。而正

是这些新业务在推动着运营商的角色不断变

化着，从语音运营商到流量运营商，再到互联

网时期的比特运营商，未来还会有ICT融合时

期的内容运营商，以及开放合作中的生态系统

运营商。

技术手段是SDN/NFV

唐雄燕认为网络服务面临四大挑战：其一，

网络连接数和流量增长推动网络规模快速膨

胀；其二，业务云化和终端虚拟化颠覆网络全局

流量模型；其三，专有网络和专有设备极大增加

网络经营压力；其四，互联网业务创新和应用多

元化驱动网络智能化转型。

网络重构的技术手段是 SDN/NFV。目前

SDN/NFV是热点话题，SDN具有控制和转发解

耦、网络控制集中、网络开放/可编程的特点；

NFV具有软硬件解耦、硬件平台通用化、网络功

能虚拟化的特点。两者相辅相成，分别具有网络

级和设备级价值。

全球最早提出网络转型计划的 AT&T 将

SDN/NFV/ECOMP/AIC 以及内部转型作为转

型支柱。NFV 实现软硬件解耦；SDN 实现控制、

转发分离；ECOMP 改进业务发放和管控，提供

实时网络云，提升网络服务能力和价值；AIC是

电信云基础设施；公司内部员工、流程、文化也

要随之转型。

中国联通在 2015年 9月发布的新一代网络

架构 CUBE-Net2.0 白皮书中，对中国联通网络

转型有了纲领性的描述，实现新网络、新服务、

新生态。

节点DC化是关键

中国联通网络重构的重点是建立一张以数

据中心为核心的网络。唐雄燕表示，网络重构的

一大关键是网络节点需要DC（数据中心）化。运

营商需要构建一张分层级、分功能的 DC 基础

网，核心 DC 承载全网管理系统和核心功能网

元；省 DC 承载区域核心网元、数据以及所属边

缘 DC的管理系统；本地 DC承载对质量敏感的

业务数据和功能网元。网络重构需要整合DC资

源池、构造云管协同网络，提供统一的承载能

力。DC 节点布局需要全局协同，按需实施局房

DC化改造，并利用SDN技术，构建云资源池，实

现全网统一管理，打造端到端云管协同网络。

为了推进网络重构，12 月 8 日中国联通

CORD 产业联盟成立，CORD 项目是 2016 年 7

月在Linux基金正式立项的开源项目，由中国联

通、AT&T、Verizon、Comcast、Google、NTT、SKT

等发起成立，愿景是将传统的 Central Office 机

房重构为 DC。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CORD 主

要分为面向家庭客户的R-CORD、面向移动客

户的 M-CORD 和面向企业客户的 E-CORD

等子项目。

面向2020 联通重构网络迎合转型

本报记者 钟慧
人大金仓的

“数据成长经”
大数据时代，对所有的企业都提出了挑战，不仅仅是对商业客户，包括IT供应商同样面

临转型的需求。当下，几乎所有的IT厂商都在寻求更大的数据价值，专注于提供数据库产品
与技术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开始了从数据库到数据库+数据管理与
服务提供商的脱变之路。人大金仓如何转型？人大金仓在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经”怎么念？这
对其他厂商的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聚焦工业大数据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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