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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信息系统赋能的商业创新 

3.1 商业创新的逻辑——创新模式画布 

3.2 信息系统的力量 

3.3 信息系统赋予商业创新以力量 

3.4 新兴技术的影响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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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商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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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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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印度政府正式发
布了一种售价为35美元
的“全球最便宜笔记本
电脑”这台名为
“Sakshat”（意为“在
你眼前”）样机。据悉，
这款使用触摸屏操作的
电脑潜在客户为学生，
该机内置基于Linux系统
的文字处理器、网络浏
览器、PDF阅读器和视
频会议功能，且可根据
需要继续扩充。 
 
2016年2月印度推出史上
最便宜手机
Freedom 251 ，售价仅
仅为251卢比（约合人民
币24元）！这样的价格
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 



流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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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港，
1956年4月26日，一
架起重机把58个铝制
卡车车厢装到了一艘
停泊在港内的老油轮
上。5天之后，这艘
“理想X号”（Ideal-
X）驶入了休斯敦，在
那里有58辆卡车正等
着装上这些金属货柜，
把它们运往目的地。
一次集装箱革命就这
样开始了。 
集装箱对世界经济的
影响和意义是无法量
化的。集装箱最大的
成功在于其产品的标
准化以及由此建立的
一整套运输体系。 
流程创新在节约成本，
提供效率上继续做出
贡献。 
图例为艾玛·马士基
(Emma Maersk)号，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货
轮，属于马士基运输
公司的集装箱货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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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与服务创新 
iPod＋iTunes 

iPhone+APP Store 



商业模式创新 

19:03:12 7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实际成立时间是1967年，倍受起飞权困扰。 
深思熟虑后，西南航空确定了其发展重点是支线短途市场。 
在短程市场上，低廉和便捷是航空公司成功的关键。。   
飞机成为真正意义上城际间快捷而舒适的“空中巴士”。 
自1973年以来连续盈利33年，连续盈利时间最长的航空公司。 



商业创新的案例——DELL计算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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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电脑 
（批发商、零售商） 顾客 

商业创新的案例——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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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U N I V E R S I T Y U N I V E R S I T Y 生产商 

“戴尔”实行按单生产，收到
订单后立即启用高效的生产
流程和供应链管理机制，在
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配送交换，
以实现“零库存”。 

 

“戴尔”的库存周期4天 

“联想”的库存周期22天 

其它计算机厂商则60天 

 

这样不仅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培育出了价格优势，而且可
以更直接地了解到客户的需
求，缔造稳定的客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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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创新的案例——DELL 

UPS 

10 

Dell Computer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Internet 

顾客 

供应商 

U N I V E R S I T YU N I V E R S I T Y

生产商 物流供应商 

在Autin,Texas组装美国PC

；在Limerick, Ireland组装
欧洲PC；在Penang, 

Malaysia组装亚洲PC 

CPU：intel; 

硬盘：maxtor 

主板：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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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创新的案例——DELL 

如果全球的IT企业只剩下三家，那一定是微软、Intel和戴尔，如果

只剩下两家，将只有戴尔和沃尔玛。 

                          Steven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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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全球首家Customer to Manufactory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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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Redella运动鞋在必要商城上掀起了一股抢购热
潮，仅仅上线半个月时间，已经狂售近10万双。这个
数字，对于一个刚创业半年多的新锐电商平台来说，已
是喜出望外。 

 

必要是用户直连制造的电子商务平台，采用C2M模式实
现用户到工厂的两点直线连接，去除所有中间流通环节，
连接设计师、制造商，为用户提供奢侈品质，平民价格，
个性且专属的商品。必要平台由原百度市场总监，乐淘
董事长毕胜先生投资设立。 

 

必要只与奢侈品制造商合作，因此产品质量可以得到最
大程度的保障。而Redella运动鞋的制造商仍是大有来
头，二十几年来，该制造商一直为Nike、Bape、
Reebok、Adidas、Kappa等许多国际品牌商家制造运动
鞋。该运动鞋的生产工艺和原料在业界均为一流。 

 

而这样一双具备奢侈品质的运动鞋，必要商城通过其
C2M模式，将库存、流通、经销等各加价环节砍掉后，
只剩下赤裸裸的成本价——2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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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iyao.com/home/index.html 

 

神文案：李彦宏的男人闯天涯！ 
http://news.biyao.com/pc/article/c9f2286f5f164dc6a4cd3c97f0e03d09.html 

http://www.biyao.com/home/index.html
http://www.biyao.com/home/index.html
http://news.biyao.com/pc/article/c9f2286f5f164dc6a4cd3c97f0e03d09.html
http://news.biyao.com/pc/article/c9f2286f5f164dc6a4cd3c97f0e03d09.html
http://news.biyao.com/pc/article/c9f2286f5f164dc6a4cd3c97f0e03d09.html


必要：全球首家Customer to Manufactory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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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C2M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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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M模式带来的行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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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M模式带来的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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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M模式带来的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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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你认为必要能够成功么？必要和DELL的区别 

请你分析一下，必要和DELL的商业模式有哪些相同的地方，还有

哪些不同的地方？ 

必要在产业链的中定位是怎样的？ 

潜在的客户？企业的竞争优势？ 

与供应商、客户的紧密程度？ 

提供的产品类型、品牌、维修服务？ 

对供应商的要求？ 

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规划和掌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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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of Babel 
《通天塔》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

ower_of_Babel 

没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来描述商业创新 

没有一所院校可以培
养出：莫扎特、贝多
芬，或者达芬奇、梵
高、莫奈，但可以培
育出较高技巧的艺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wer_of_Bab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wer_of_Bab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wer_of_Bab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wer_of_Babel


Zopa.com: 个人对个人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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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求——中小微企业贷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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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Zopa定位为一种连接贷款者(投资者)与借款者的网络平台： 

        借款者登录Zopa网站上传借款申请；经过Zopa的匹配，投资者借钱给

他们，并获得一笔不小的贷款利率作为回报。而Zopa收取投资者总资金1%

的手续费，收取借款者30-610英镑不等的手续费。据2014年2月的数据显示，

借款者的借款利率为4.5%到15.5%不等，高信用借款者平均借款利率为5.6%；

贷款者获得的平均年利率收益为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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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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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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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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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国外：Zopa：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利率制定方面 

预期利率 

投资者的固定收益率 

“量身定做”，借款者最终贷款利率。
投资虽然无法看到将钱借给了谁，但
是可以看到钱借给了哪种贷款市场，
风险有多大。 

投资者的收益率由Zopa确定. 比债券更灵活、
方便。在现阶段，Zopa向投资者做出”利率
保证”。承诺，所有在2014年2月18日0点到
3月3日23点59的投资都会获得：5年期4.9%
投资回报率、3年期3.9%投资回报率。投资者
的钱被Zopa分成多份借出去，会借给贷款利
率高于、低于或等于4.9%的人，但是，投资
者的最终回报率一定保持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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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国外：Zopa：首家基于P2P的英国互联网银行 

风险控制 
 
        贷前安全有保障：“关于你的信用我们有迹可循” 
 
        贷后违约不要怕：Zopa的安全基金 
 
        Zopa其他风险控制手段：分散投资者风险， 
                                               防范平台倒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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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客户 交付物 

财务 

我们用“商业模式”的框架描述了 
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 

[参见《商业模式新生代》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 

提供什么? 为谁提供? 如何提供? 

成本多少? 收益多少? 

3.1 商业创新的逻辑：4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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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主张 

成本 
结构 

客户 
关系 

客户 
细分 

核心 
资源 

重要 
伙伴 

关键 
业务 

收入 
来源 

基础设施 客户 提供物 

财务 

商业模式描述了 
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价值的基本原理 

渠道 
通路 

[参见《商业模式新生代》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 

商业模式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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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a案例 

Zopa的商业创新 

互联网贷款 

网站、系统建设 
和维护费用 

在线 
介绍 

个人专门 
贷款者 

个人信用数据库、
安全基金 

个人专门 
借款者 

关键 
业务 

手续费（借款者 
和贷款者） 

互联网 

在线P2P银行（通过大型信用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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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客户细分（Customer Segments） 

客户群体现为独立的客户细分群体，如果： 

• 需要和提供明显不同的提供物（产品/服
务）来满足客户群体的需求； 

• 客户群体需要通过不同的分销渠道来接
触； 

• 客户群体需要不同类型的关系； 

• 客户群体的盈利能力（收益性）有本质
区别； 

• 客户群体愿意为提供物（产品/服务）的
不同方面付费。 

客户细分构造块用来描绘一个企业想要接触 

和服务的不同人群或组织 

 

客户构成了任何商业模式的核心。没有（可获益的）客户，就没有企业可以长久存活。为了更好地

满足客户，企业可能把客户分成不同的细分区隔，每个细分区隔中的客户具有共同的需求、共同的
行为和其他共同的属性。商业模式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或大或小的客户细分群体。企业必须做出合
理决议，到底该服务哪些客户细分群体，该忽略哪些客户细分群体。一旦做出决议，就可以凭借对
特定客户群体需求的深刻理解，仔细设计相应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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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s） 

价值主张构造块用来描绘为特定客户细分创造价值的系列产品和服务 

 

价值主张是客户转向一个公司而非另一个公司的原因，它解决了客户困扰（customer problem）

或者满足了客户需求。每个价值主张都包含可选系列产品或服务，以迎合特定客户细分群体的需
求。在这个意义上，价值主张是公司提供给客户的受益集合或受益系列。 

 

有些价值主张可能是创新的，并表现为一个全新的或破坏性的提供物（产品或服务），而另一些
可能与现存市场提供物（产品或服务）类似，只是增加了功能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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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渠道通路（Channels） 

渠道通路构造块用来描绘公司是如何沟 

通、接触其客户细分而传递其价值主张 

 

沟通、分销和销售这些渠道构成了公司相对客户的接口界面。渠道通路是客户接触点，它在客户体
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渠道通路包含以下功能： 

• 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在客户中的认知； 

• 帮助客户评估公司价值主张； 

• 协助客户购买特定产品和服务； 

• 向客户传递价值主张； 

• 提供售后客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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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客户关系（ Customer Relationships） 

客户关系构造块用来描绘公司与特定客户细分
群体建立的关系类型 

 

企业应该弄清楚希望和每个客户细分群体建立
的关系类型。客户关系范围可以从个人到自动
化。客户关系可以被以下几个动机所驱动： 

• 客户获取 

• 客户维系 

• 提升销售额（追加销售） 

例如，早期移动网络运营商的客户关
系由积极的客户获取策略所驱动，包
括免费移动电话。当市场饱和后，运
营商转而聚焦客户保留以及提升单客
户的平均收入。 

 

商业模式所要求的客户关系深刻地影
响着全面的客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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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收入来源（ Revenue Streams） 

收入来源构造块用来描绘公司从每个客 

户群体中获取的现金收入 

 

如果客户是商业模式的心脏，那么收入来源就是动脉。 

企业必须问自己，什么样的价值能够让各客户细分群体真正愿意付款？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企业
才能在各客户细分群体上发掘一个或多个收入来源。每个收入来源的定价机制可能不同，例如固定
标价、谈判议价、拍卖定价、市场定价、数量定价或收益管理定价等。 

一个商业模式可以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收
入来源： 

1. 通过客户一次性支付获得的交易收入。 

2. 经常性收入来自客户为获得价值主张与
售后服务而持续支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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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核心资源（Key Resources） 

核心资源用来描绘让商业模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最重要因素 

 

每个商业模式都需要核心资源，这些资源使得企业组织能够创造和提供价值主张、接触市场、
与客户细分群体建立关系并赚取收入。不同的商业模式所需要的核心资源也有所不同。微芯
片制造商需要资本集约型的生产设施，而芯片设计商则需要更加关注人力资源。 

 

核心资源可以是实体资产、金融资产、知识资产或人力资源。核心资源既可以是自有的，也
可以是公司租借的或从重要伙伴那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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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关键业务（Key Activities） 

关键业务构造模块用来描绘为了确保其商业模式可行，企业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任何商业模式都需要多种关键业务活动。这些业务是企业得以成功运营所必须实施的最重要的动作。
正如核心资源一样，关键业务也是创造和提供价值主张、接触市场、维系客户关系并获取收入的基
础。而关键业务也会因商业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对于微软等软件制造商而言，其关键业务
包括软件开发。对于戴尔等电脑制造商来说，其关键业务包括供应链管理。对于麦肯锡咨询企业而
言，其关键业务包含问题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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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 

重要合作（Key Partnerships） 

重要合作构造块用来描述让商业模式有效运作所需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的网络 

 

企业会基于多种原因打造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正日益成为许多商业模式的基石。很多公司创建联盟
来优化其商业模式、降低风险或获取资源。 

我们可以把合作关系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在非竞争者之间的战略联盟关系； 

2. 竞合：在竞争者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 

3. 为开发新业务而构建的合资关系； 

4. 为确保可靠供应的购买方—供应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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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本结构（Cost Structure） 

成本结构构造块用来描绘运营一个商业模式所引发的所有成本 

 

这个构造块用来描绘在特定的商业模式运作下所引发的最重要的成本。创建价值和提供价值、
维系客户关系以及产生收入都会引发成本。这些成本在确定关键资源、关键业务与重要合作后
可以相对容易地计算出来。然而，有些商业模式，相比其他商业模式更多的是由成本驱动的。
例如，那些号称“不提供非必要服务”（no frills）的航空公司，是完全围绕低成本结构来构建
其商业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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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 Model Canvas） 

这9 个商业模式构造块组成了构建商业模式便捷工具的基础， 这个工具我们称之为商业模式画布 

 

这个工具类似于画家的画布， 其中预设了9 个空格，你可以在上面画上相关构造块，来描绘现有的商业模式或
设计新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画布最好的用法是在大的背景上投影出来， 这样一群人便可以用便利贴（Post-it ® notes） 或马克笔 

（board marker）共同绘制、讨论商业模式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是一种可以促进理解、讨论、创意和分析的实
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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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画布（BizModel Canvas）模板 

价值 

主张 

渠道 

通路 

客户 

关系 

客户 

细分 

       收入来源           成本结构 

重要 

伙伴 

核心 

资源 

关键 

业务 

即公司所瞄准
的消费者群体。
这些群体具有
某些共性，仅
而使公司能够
（针对这些共
性）创造相应
的价值。定义
消费者群体的
过程也被称为
市场细分 

即公司通过
其产品或服
务所能向消
费者提供的
价值。价值
主张体现了
公司相对与
消费者的实
际应用价值 

即公司执
行其商业
模式所需
的能力 

即资源和
业务活动
的配置 

即公司用来接触
消费者的各种途
径。分销渠道涉
及公司如何开拓
市场和实施营销
策略等诸多问题 

即公司同其消费者
群体之间所建立的
联系。我们所说的
客户关系管理
CRM即于此相关 

即公司同其
他公司之间
为有效地提
供价值并实
现其商业目
标而形成的
合作关系网
络。也包括
公司的商业
联盟
（Business 

Alliances）
范围 

即所使用的工具和
方法的货币描述 

即公司通过各种收入流（Revenue 

Flow）来创造财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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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息系统的力量 

更快速地获取大量信息 

更便捷地传输大量信息 

更快速的处理大量信息 

辅助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更好地决策 

向用户呈现更精确、更直观的信息 

推出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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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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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捷地传输大量信息：以Skype为例 

Skype 

免费VoIP 与 增值
服务 

软件 
开发 

网站 

全球用户 
（不再细分客户群） 

提供达到影音质
量的服务 

“eBay” 
/Microsoft 

大范围 
低毛利 

互联网 
软件 
开发 

免费VoIP电话和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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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练习题：在现实还有哪些典型案例符合以下方式？ 

更快速地获取大量信息 

更便捷地传输大量信息 

更快速的处理大量信息 

辅助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更好地决策 

向用户呈现更精确、更直观的信息 

推出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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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息系统赋予商业创新以力量  

信息技术 

信息
系统 

商业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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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息系统赋予商业创新以力量  

客户细分

价值主张

渠道通路客户关系 收入来源 核心资源

关键业务 重要合作 成本结构

信息系统

硬件 软件 网络

管理(战略、创新)
组织(业务流程、职能、

文化、政策等)

商业组织

数据库

商业创新

信息技术基础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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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画布 

的9个构造块 



精益创业画布-创业项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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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商业模式画布-个人职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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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人类生活：手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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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兴技术的影响和冲击 
变化 新兴的信息系统的冲击和影响 

技术 

云计算平台成为一个主要的创

新商业领域 

互联网上灵活的计算机群开始代替传统的公司计算机执行任务。软件即服务（SaaS）作为一种互联网服务模式，使大部分商业应用转移到互联网上。 

大数据 企业需要新的数据管理工具获取、存储和分析海量的数据，并从中洞悉业务规律。这些海量数据来源于网络流量、电子邮件、社会化媒体内容以及机

器（传感器）。 

作为企业系统，移动数字平台

开始与PC平台竞争 

苹果手机和安卓移动设备能下载海量的应用程序来支持协作、基于本地的服务以及与同事间的沟通。小型的平板电脑如iPad、Google Nexus和Kindle 

Fire，威胁着传统的笔记本电脑在个人和企业计算中的地位。 

管理 

管理者采用在线协作技术和社

会化网络软件改进协调、协作

和知识共享 

Google Apps、Google Sites、Microsoft Windows SharePoint Services和IBM Lotus Connections被全球1亿多商务人士用于支持博客、项目管理、在线

会议、个人资料、社会化书签和网络社区。 

商务智能应用加速 更强大的数据分析和交互界面提供实时的绩效信息给管理者，用于提高管理决策水平。 

虚拟会议猛增 管理者采用电话视频会议和网络会议技术，减少出差时间和成本，并改善合作与决策。 

组织 

社会化商务 企业利用社会化网络平台（包括Facebook，Twitter和企业内部社交工具）加强与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的联系。员工在网络社区上通过博客、wikis、

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工具沟通。 

远程办公普及化 互联网、无线便携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更多的人远离传统的办公室工作。55%的美国企业拥有远程办公软件。 

共同创造企业价值 企业价值的来源从产品转向解决方案和经验、从内部资源转向供应商网络以及和客户的协作。供应链和产品开发呈现出更多的全球化和协作性特点；

客户互动帮助公司定义新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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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设想在国定路有一家自行车4S店（4S：Sale销售、Sparepart零配件、

Service售后服务、Survey信息反馈），主要为财大及复旦的大学生销

售和维修自行车，但共享单车（如Mobike和ofo等）的出现，使得该

自行车4S店业务急剧萎缩。 

问题： 

该自行车4S店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信息系统进行业务创新？请给

出你的建议、设想及实施方案，并借助于商业创新画布进行表述。 

现在轮到你勾勒画布了！ 

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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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你勾勒画布了！ 

课堂讨论 

请确定一家你熟知的公司（或其他形式的组织，如：政府机构、大学等）作

为你研究的对象，列举该公司正在使用的与其业务有关的管理信息系统。 

分析相关的信息系统的组成和功能结构； 

分析相关的信息系统主要支撑的业务流程； 

采用创新画布分析这家公司如何开展商业创新？ 

在商业创新的过程中，他们重点发挥了信息系统哪几方面的优势？ 

给出改善现有信息系统的主要建议； 

请从商业模式的角度，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参考书籍：《商业模式新生代》 作者:（瑞士）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 ,伊夫•皮尼厄 著，王帅，毛心宇，严威（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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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案例分析——IT领域的独角兽公司的商业模式 

《财富》杂志发布了 2016 全球独角兽榜，数量增至 173 家，其中中国独角兽公司占 35 家。 

 榜单前五名是 Uber、小米、Airbnb、Palantir、滴滴出行。 

 中国 35 家独角兽公司包括小米、滴滴出行、美团大众点评网、陆金所、大疆、众安保险、神州专车、魅族、饿了么、搜狗、

凡客诚品、美图、赫基国际集团、蘑菇街、易到用车、卡拉卡、微票儿、挂号网等。 

 资料显示，在过去短短五年时间里，私人投资者已向初创公司投入了大约 3620 亿美元资金。投资人对 173 家独角兽公司

的估值达到 5850 亿美元，接近 4 万亿人民币。 

 

请以Uber和Airbnb公司为例，分析这两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Uber（Uber Technologies,Inc.）中文译作“优步”，是一家美国硅谷的科技公司。Uber在2009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辍学生特拉维斯·卡兰尼克 和好友加雷特·坎普创立。因旗下同名打车APP而名声大噪； 

 Airbnb是AirBed and Breakfast ("Air-b-n-b")的缩写,中文名：空中食宿。Airbnb成立于2008年8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

金山市。Airbnb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用户可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程序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定

程序。Airbnb用户遍布190个国家近34000个城市，发布的房屋租赁信息达到5万条。AirBnB被时代周刊称为“住房中的

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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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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