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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信息时代的到来 

1.1 无处不在的信息系统 

1.2 信息系统引发商业创新 

1.3 信息系统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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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处不在的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信息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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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窄义上是指帮助人们收集、传递、存储、加工和提供信息的技术，统称

为信息技术； 

广义理解，是指一起与数字化、通讯、信息处理有关的技术及其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计算机、现代通信技术、遥感遥测技

术、数据采集技术、现代3D扫描与打印技术等各种技术，其中以计算机

技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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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IV：
集成 

 

Web2.0：
阶段I 

 

2004年web2.0 

标志着互联网经
济的转折点 

2012年工业互联网概念的

提出，标志着互联网技术从
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进军 

IT发展脉络：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 

阶段I： 

启动 

阶段II： 

扩散 

阶
段 

II：

扩
散 

阶
段
III：
控
制 

阶段
IV：
集成 

 
网络 

时代 

阶段I 

阶段II：
扩散 

阶段IV：
集成 

 

 
微时代 

阶段I 
阶段III：
控制 

PC时代 

数据处
理时代 

阶段III：
控制 

1960 1975 1980 

Web2.0时代 

搜索/社交时代 

2004 2010 

Web3.0大互联时代 

基于物联网、大数
据和云计算的智能
生活时代 

2013 

时间 

组
织
学
习 

1995 

•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问世； 

• 40 年前提出的摩尔
定律有望再延续20年； 

• 1977年Apple II第一
个带有彩色图形的个
人计算机； 

• 1981年IBM PC及MS-

DOS； 

• 1995年Internet已彻
底商业化了，其前身
为1969年ARPANET

网络 

• 1993年伊利诺州的伊

利诺大学发表浏览器
“Mosaic”； 

• 1994年4月网景成立，
12月发布导航者； 

• 1995年8月公司首次
公开募股，原本每股
$14倍增$28，收市
$75，创记录的“首日
获利”。 

• 1995年微软收购
Mosaic并开发IE 

• 2007年iPhone； 

2009年智能手机

标志着移动互联
网革命的新起点 

Internet时代 

Web1.0门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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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
Netscape上市，

标志着互联网经
济的出现 



摩尔定律&梅特卡夫定律 

摩尔定律（至少有三种说法） 

（1）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 

（2）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 

（3）计算成本每18个月下降一半。 

梅特卡夫定律 

网络的价值或能力随着网络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按指数形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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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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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5年，万亿美元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移动互联网 

主要技术包括： 

无线技术  

小型、低成本计算及存储设备 

先进显示技术 

自然人机接口 

先进、廉价的电池 

关键应用包括： 

服务交付 

员工生产力提升 

移动互联网设备使用带来的额外消费者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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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3.7—10.8 万亿美元 

生活：远程健康监视可令治疗成本下降 20%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知识工作自动化 

主要技术包括：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自然人机接口 

大数据 

关键应用包括： 

教育行业的智能学习 

医疗保健的诊断与药物发现 

法律领域的合同 / 专利查找发现 

金融领域的投资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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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5.2—6.7 万亿美元  

生活：相当于增加 1.1—1.4 亿全职劳动力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物联网 

主要技术包括： 

先进、低价的传感器  

无线及近场通讯设备（如 RFID） 

先进显示技术 

自然人机接口 

先进、廉价的电池 

关键应用包括： 

流程优化（尤其在制造业与物流业） 

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智能水表、智能电表） 

远程医疗服务、传感器增强型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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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2.7—6.2 万亿美元，对制造、医保、

采矿运营成本的节省最高可达 36 万亿美元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云 

主要技术包括： 

云管理软件（如虚拟化、计量装置）  

数据中心硬件 

高速网络 

软件 / 平台即服务（SaaS、PaaS） 

关键应用包括： 

基于云的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交付 

企业 IT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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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1.7—6.2 万亿美元 ，可令生

产力提高 15-20%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先进机器人 

主要技术包括： 

无线技术  

人工智能 / 计算机视觉 

先进机器人机敏性、传感器 

分布式机器人 

机器人式外骨骼 

关键应用包括： 

产业 / 制造机器人 

服务性机器人—食物准备、清洁、维护 

机器人调查 

人类机能增进（如钢铁侠） 

个人及家庭机器人—清洁、草坪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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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经济：1.7—4.5 万亿美元  

生活：可改善 5000 万截肢及行动不便者的生活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自动汽车 

主要技术包括： 

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  

先进传感器，如雷达、

激光雷达、GPS 

机器对机器的通信 

关键应用包括： 

自动汽车及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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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2—1.9 万亿美元  

生活：每年可挽回 3-15 万个生命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下一代基因组 

主要技术包括： 

先进 DNA 序列技术  

DNA 综合技术 

大数据及先进分析 

关键应用包括： 

疾病治疗 

农业 

高价值物质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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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7—1.6 万亿美元  

生活：通过快速疾病诊断、新药物等延长及改

善 75%的生命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储能技术 

主要技术包括： 

电池技术—锂电、燃料电池  

机械技术—液压泵、燃气增压 

先进材料、纳米材料 

关键应用包括： 

电动车、混合动力车 

分布式能源 

公用规模级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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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1—0.6 万亿美元 ，到 2025年

40%-100%的新汽车是电动或混合动力的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3D 打印 

主要技术包括： 

选择性激光烧结  

熔融沉积造型 

立体平版印刷 

直接金属激光烧结 

关键应用包括： 

消费者使用的 3D 打印机 

直接产品制造 

工具及模具制造 

组织器官的生物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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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2—0.6 万亿美元 

生活：打印的产品可节省成本 35-60%，同时

可实现高度的定制化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先进材料 

主要技术包括： 

石墨烯  

碳纳米管 

纳米颗粒—如纳米级的金或银 

其他先进或智能材料—如压电材料、记忆

金属、自愈材料 

关键应用包括： 

纳米电子、显示器 

纳米医学、传感器、催化剂、先进复合物 

储能、太阳能电池 

增强化学物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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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2—0.5 万亿美元 

生活：纳米医学可为 2025年 新增的 2000 万

癌症病例提供靶向药物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先进油气勘探开采 

主要技术包括： 

水平钻探  

水力压裂法 

微观监测 

关键应用包括： 

燃料提取能源，包括页岩气、不透光油、

燃煤甲烷 

煤层气、甲烷水汽包合物（可燃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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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1—0.5 万亿美元，2025年 每年可

额外增加 32—62 亿桶原油 



麦肯锡：未来十年12项颠覆性技术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与风能 

主要技术包括： 

光伏电池  

风力涡轮机 

聚光太阳能发电 

水力发电、海浪能 

关键应用包括： 

发电 

降低碳排放 

分布式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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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年 的影响力： 

经济：0.2—0.3 万亿美元，到 2025年 每年

可减少碳排放 10-12 亿吨 



前四项技术的关键应用 

移动互联网 

服务交付 

员工生产力提升 

移动互联网设备使用带来的额外

消费者盈余 

知识型工作的自动化 

教育行业的智能学习 

医疗保健的诊断与药物发现 

法律领域的合同/专利查找发现 

金融领域的投资与会计 

物联网： 

流程优化（尤其在制造业与物流业） 

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智能水表、

智能电表） 

远程医疗服务、传感器增强型商业

模式 

云计算 

基于云的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交付 

企业IT生产力 



IT的进步驱动了“两大革命” 

小视频： 

 

工业4.0 (click here) 1’40”  

 

 

 

 

 

让互联网与人脑相连 (click 

here)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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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技术 

videos.01/【鼎捷微电影】工业4.0与互联网＋趋势，中国企业该如何面对？_高清.mp4
videos.00/未来科技：让互联网与人脑相连_高清.mp4
videos.00/未来科技：让互联网与人脑相连_高清.mp4


IT驱动商业创新—通用汽车安吉星案例 

 

 安吉星功能详解 4’56” 

 安吉星手机应用 2’03” 

 安吉星求婚-炫耀篇 1’08” 

 安吉星被盗车辆定位——失而复得篇 0’46” 

 http://www.onstar.com.cn/portal/web/gues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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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s.01/安吉星功能详解_标清.mp4
videos.01/安吉星功能详解_标清.mp4
videos.01/安吉星手机应用微电影_高清_1.mp4
videos.01/安吉星手机应用微电影_高清_1.mp4
videos.01/安吉星手机应用微电影_高清_1.mp4
videos.01/安吉星求婚-炫耀篇_高清.mp4
videos.01/安吉星求婚-炫耀篇_高清.mp4
videos.01/安吉星求婚-炫耀篇_高清.mp4
videos.01/安吉星求婚-炫耀篇_高清.mp4
videos.01/安吉星被盗车辆定位——失而复得篇_标清.mp4
videos.01/安吉星被盗车辆定位——失而复得篇_标清.mp4
videos.01/安吉星被盗车辆定位——失而复得篇_标清.mp4
videos.01/安吉星被盗车辆定位——失而复得篇_标清.mp4
http://www.onstar.com.cn/portal/web/guest/home
http://www.onstar.com.cn/portal/web/guest/home
http://www.onstar.com.cn/portal/web/guest/home


安吉星：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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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应用：传感器及传感网 

在车身各处装设不同的碰撞传感器，包括前方（前防撞杆)、侧面(在车门上)、

后方(前防撞杆)、车顶上翻滚传感器等(不同车型传感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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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天线 



安吉星服务系统技术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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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星服务中心 

移动通讯网络 

GPS单元 

移动天线 

安吉星硬
件 

无线电单元 

无线电话音器 

无线电天
线 

指示灯 

麦克风 



安吉星Onstar的信息系统功能 

应用GPS、无线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硬件软件信息系统提供汽车安全

和信息服务： 

路边求援协助 

全音控免提电话 

实时按需检测 

全程音控领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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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tar 是个新产品吗？ 

这样的产品具有什么特征？ 

这样产品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技术？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支持？需要使用者

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与传统汽车技术、汽车公司和消费者相比，需要什么方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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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系统中所涉及的热点应用技术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 IOT） 

互联网服务平台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 

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 

大数据与“创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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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定义（Information Systems） 

 

信息系统是一个以人为主导、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通信设备以

及其他办公设备，进行信息的收集传输、加工、储存、更新和维护，以

企业战略竞优、提高效益和效率为目的，支持企业高层决策、中层控制、

基层运作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 

 

信息系统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应对环境挑战的组织和管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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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特点： 

信息系统是一种“人－机”系统 ,社会技术系统 

信息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  

信息系统体现了对组织的全面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体现了管理思想与信息技术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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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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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输入
信息存储与

信息处理
信息输出

反馈和控制

信息传输



信息系统：IT赋能的商业创新 

管理 

组织 

技术 

信息系统 

企业 

问题 

解决 

方案 

企业问题 

扫描技术 

（技术潜能） 

企业需求 

(业务及环境） 

能够干
什么？ 

应该干
什么？ 

利用各类计算机等硬
件、软件、网络、数
据处理等技术，实现
一系列功能。 通过解决方案，实现新的产品

和服务，或者新的业务流程和
企业制度，达到企业目标。 

机会或愿景 

企业目标 



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信息系统的发展历史 
第一阶段 40～ 50 年代数据处理定理分析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EDP） 

第二阶段 50～ 70 年代信息处理分析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MIS） 

第三阶段 70～ 80 年代知识信息处理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DSS） 

第四阶段 90 年代   基于网络平台的信息资源处理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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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到来 

我们处在信息时代 

这是一个知识成为生产力的时代 

这是信息成为资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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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资源：土地 

工业社会的资源：资本与劳动 

信息社会的资源：信息与知识 



1.2 信息系统引发商业创新 

什么是创新？ 

信息系统如何引发商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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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创新？ 

创新的定义（Innovation)： 

创新：是个体或组织根据一定目的和任务，运用一切已知的条件，产生

出新颖、有价值的成果的活动。 

 ——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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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有哪些方式？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5个方面内容： 

（1）引进一种新产品； 

（2）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3）开辟新的市场； 

（4）开辟和利用新的原材料； 

（5）采用新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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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内涵——创新是什么？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5个方面内容： 

（1）引进一种新产品（产品创新）：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2）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

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

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3）开辟新的市场（市场创新）：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

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开辟和利用新的原材料（资源配置创新）：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

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采用新的组织形式（组织创新）：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

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38 17:59:48 资料来源：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1950年）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09.htm


信息系统如何引发商业创新？ 

信息系统的基本核心思想即是IT使能的创新(IT-enabled 

Innovation)，即信息系统的开发和使用过程就是IT使能的创新过

程。 

一切IT技术、IT系统（ERP、SCM、CRM、电子商务、社会化媒体等等）

在商业运用中均和创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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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如何引发商业创新？ 

信息系统引发商业多个维度的创新： 

 

 

 

 
 

•计算机网络 

•数据处理与 

  分析、大数据 

•计算机硬软件 

•终端桌面 

•移动与无线网 

•IOT 

•云计算 

IT enabled 

Applications：
如ERP，CRM、
SCM、电子
商务、网络
营销、app.... 

IT应用系统使能 结果 

运营创新 

产品/服务创新 

战略创新（商业模式） 

管理创新 

IT使能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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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信息系统引领未来 

小组案例讨论： 

分析一个IT赋能的商业创新的案例，其中包含如下讨论内容： 

案例中有最新的相关信息技术应用 

通过创建信息系统引发了产品与商业模式的创新 

通过信息系统创新应用引发了行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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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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