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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大数据在汽车产业的应用潜力，对大数据相关概念与内涵进行了辨析，集中探讨了大数据的战略价值，重
点分析了大数据对汽车产业的全面影响及其在汽车产业的应用前景。研究分析表明，汽车产业大数据将全面改变汽车产
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汽车企业将从产品生产模式转向生产产品和数据的复合模式，并通过数据驱动价值增值。大数据在
汽车产业的持续应用将进一步形成汽车大数据产业，而汽车大数据产业也终将催生汽车产业平台企业，从而实现大规模
定制化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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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ent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big data were introduced，an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g data was discussed aiming at studying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big data in automotive
industry. The influence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big data in automotive industry were analyzed
as well.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show that big data will affect every aspect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he automotive enterprises would transfer the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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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万物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

据的战略价值和全面影响，重点分析和描绘了大数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驱动着

据应用于汽车产业的未来图景，阐释了大数据催生

全球制造业发生空前深刻的重大变革

[1-4]

。充分互

联互通、全产业链密切协作的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即智能制造体系，正在成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受
此影响，作为制造业中的集大成者，汽车产业也将

未来产业平台的发展路径。

1
1.1

大数据的概念与内涵
数据与信息

发生全面重构 [5]，垂直线性产业链将逐步演变为交

数据与信息是密切相连的两个概念，两者既有

叉网状生态圈，从而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改

联系，也有区别。在广义层面，信息是指各种通讯

变原有产业格局。

系统传输和处理的所有包含特定意义的对象，是人

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过程中，大数据

类社会传播内容的统称。而数据则是记录客观事物

将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6-9]。同时，快速发展

的性质、状态及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等的物理符号或

的云计算将使大数据如虎添翼，两者共同加速制造

物理符号的集合。相对于信息，数据属于可识别的、

业的智能化升级进程 [10]。因此，大数据在制造业的

抽象的标志物。通过比较和分析，本文对两者的关

应用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11-14]。汽车产业

系进行了以下梳理。

在制造业中长期处于龙头位置，也是新技术大量优

首先，数据与信息有明显区别：信息以数据为

先应用的载体产业 [15]。在当前汽车产业的变革大潮

载体，数据以信息作内涵。数据呈现出明显的符号

中，大数据具有日益凸显的独特价值。一方面，数

性和物理性，而信息则拥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观念性。

据本身的作用比以往更加重要。在传统的企业运行

其次，数据和信息互为依存：信息通过数据完成对

模式下，数据一般只是管理层进行决策的辅助依据；

自身的表达，数据因信息而获得价值。信息附着于

而在“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海量、实时、全方

数据之上，并解释数据的含义；抽象的数据并没有

位的数据将为企业运行提供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

意义，只有对实体或其它数据产生作用时，数据才

支撑，甚至直接驱动商业决策。在大数据的支撑下，
企业的生产管理、运行维护、售后服务等都将能够
立足于更为精准的客观实情 [16-18]。另一方面，通过
数据的分享与交换，制造业实时协同的机制和平台
正在持续演化生成，未来各方资源将以数据流动为

能传递有意义的信息。因此，如果说数据是外在的
“形”，那么信息就是内在的“质”。最后，大数
据其实就是更大数量和更多维度的数据集合，基于
大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可以识别出价值更高的信息，
这是大数据的本质所在。
1.2

基本驱动力，实现有效融合和协作。

个体数据与大数据

实际上，数据与物质不同，天生具有超强的复

显然，大数据是由众多个体数据构成的，其理

用性，且其价值往往可以通过分享和流动而逐级放

想状态是对几乎所有的个体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和

大。未来，企业长期积淀的内部资源将以数据的形

处理。对于制造业而言，涵盖产品设计、生产、销售、

式实现外部共享，从而在大规模定制化的智能制造

使用及服务等各个环节的个体数据，是构成大数据

平台上发挥出巨大潜能。与此同时，数据安全也将

的基础。实际上，大数据的价值不在于对庞大数量

成为制造业必须面对的新的重大挑战，企业必须高

个体数据的拥有，而在于如何对数据进行有目的的

度重视这一非传统的安全隐患。为确保大数据的应

专业处理，由此更准确地预测趋势和把握规律。比

用能够不断深入，作用能被充分发挥，需要对大数

较来看，个体数据的数据量小，数据流转相对封闭，

据技术本身及其发展策略进行持续研究

[19-20]

。因此，

本文从大数据相关的概念与内涵出发，论述了大数

效率低下，数据特征有限、简单且无序，价值密度
很低；而大数据的数据量巨大，数据流转快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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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特征多样、复杂且有序，价值密度极高。不过，

2

虽然大数据具有低成本实现高价值的潜力，但其价
值挖掘难度也非常高。大部分传统数据处理方法不
再适用，必须应用云计算、并行处理、深度学习、
模糊计算等技术，才能在海量、碎片式的各类数据
中挖掘出高价值的信息，并且在极大的数据量和极
快的产生速度下完成数据处理，归纳出因果关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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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战略价值
第一，从分析工具的角度，大数据为人类认识

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大数据可以从多个维度帮
助人类突破既有的认知局限，从而为分析和解决问
题提供有力支撑。单一或少量数据不可避免地具有
片面性，很难反映出事物的全貌，更无法展示出不
同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大数据正好相反，天然

一般大数据与工业大数据

能够勾勒出整体情况或现实真相。例如，产品及用

在规模化制造业中应用的工业大数据，又和一

户大数据可以有效反映出客户的真实需求，拉近企

般大数据有所不同，工业大数据具有更高的要求。

业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第二，从人工智能的角度，大数据还可能改变

一般大数据与工业大数据的对比如图 1 所示。

人类未来的存在方式。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互
为依托、互相促进。在高度大数据化的智能时代，
人类将有两种存在方式，即传统的基于生物体的实
体存在形式和全新的基于大数据的虚拟存在形式，
后者将和前者一样拥有自我进化的能力和接近真实
的人类智能。这并非天方夜谭，实际上，每个个体
图1

的人都拥有惊人数量的大数据。在可预见的未来，

普通大数据与工业大数据的差异

每个人都将使用大量的个性化智能装置，实时采集
特别是像汽车这样高度复杂的产业，将会产生

和保存大数据，届时单人输出的数据量很可能会超

超结构化的工业大数据，组成以汽车制造数据为核

过当前世界数据保有量的总和，而相应的机器运算

心，涵盖设计、质量、采购、物流等各环节数据的

量也可能会超过当前全球计算资源量的总和。由此，

数据集合。由于来自复杂的系统，数据之间具有复

大数据将深度改变人类自身，并使人类社会的演化

杂的关联，所以工业大数据的逻辑相关性和系统性

呈现出全新的图景。

远强于普通大数据，其对可靠性的要求也更高。正

第三，从产业实践的角度，大数据将彻底改变

是由于这些原因，工业大数据拥有远超一般大数据

现有的整个商业生态。如图 2 所示，具体体现在 5

的价值，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因

个维度：一是实现真正以客户为中心。在传统技术

此，汽车企业应当也必须从工业大数据的维度出发，

手段下，企业往往只能粗略地定位客户群体，而大

进行转型升级的前瞻思考并做好全面布局。

数据技术可帮助企业进行客户的精准定位，并提供

实现真正以
客户为中心
●

从以往针对粗略归
纳的“客户群”服
务到为每个客户提
供个性化服务

改变现有的
商业逻辑

颠覆传统的
管理方式
●

通过大数据的挖掘
与 分 析， 业 务 本 身
可 自 行 进 行 决 策，
而不必依靠庞大的
组织和复杂的流程

图2

●

●

以往要做出准确的
商业判断需要大量
的 学 习、 培 训 与 实
践，代价巨大
大数据提供了从其
它视角直达答案的
可能

发现新的
商业机会
●

跨行业的数据融合
将 使 产 品 设 计、 营
销方式等发生重构

大数据将改变现有商业生态

影响信息
技术架构
●

大数据对信息技术
的需求将超越现有
架 构 的 极 限， 催 生
新的网联革命和硬
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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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服务。二是颠覆传统的管理方式。在大数据

义。汽车的产品属性、打造过程、商业模式乃至整

分析的辅助下，很多业务被赋予了自决策功能，从

个产业生态都将和以往大不相同。在此过程中，汽

而使企业可以不再依赖庞大的组织和复杂的管理流

车产业将与大数据紧密结合，设计研发、采购物流、

程。三是改变现有商业逻辑。传统的商业判断往往

制造组装、销售服务、新型使用等全产业链条上的

需要以大量的调研、培训、实践为基础，代价极高，

各个环节，都将持续生成数据，并将在数据驱动下

而大数据则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提供了直达答案的途

不断进行自身优化和迭代。

径。四是发现新的商业机会。大数据通过整合跨行
业的各类数据，可以发掘新的需求、衍生新的模式

[21]

。

大数据对汽车产业链的全面影响如图 3 所示。
基于大数据技术与平台支撑，汽车企业可以采集、

五是影响信息技术的基本架构。大数据的发展也对

整合、分析、处理及应用车辆、用户、交通及其它

信息技术提出了更高需求，数据延伸至信息技术底

种类的相关数据，由此进行用户画像、分包式研发、

层将突破现有主流架构。

设计过程交互、分散式制造、精准营销等各种商业

3
3.1

模式创新，并使这些创新相互交织形成闭环。从这

汽车大数据的全面影响

个意义上看，大数据应用对汽车产业的影响是全方

大数据将改变汽车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位的，不仅使汽车产业原有价值得到全面提升，还

当前，汽车产业正由于能源、互联与智能三大

将使汽车产业的价值内涵得到极大扩展，从而为未

革命而发生全面重构，汽车文明也将因此被重新定

图3

3.2

来产业发展提供各种全新的可能和空前的机遇。

大数据对汽车产业链的全面影响

汽车大数据将驱动智能制造升级

基础是万物互联，那么其核心则是覆盖日益广泛、

汽车大数据应用不断扩展、渐趋成熟的过程，

处理日臻成熟的工业大数据。

也是汽车智能制造体系建设不断优化、渐趋完善的

在智能制造时代，数据将成为第一生产力。企

过程。实际上，德国“工业 4.0”、美国“工业互联网”、

业由单纯生产产品的模式，升级为既生产产品，更

日本“机器人革命”等与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

产生数据的模式；由传统的以生产和销售产品实现

目标，其共同诉求与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即打造数

价值，升级为通过数据产生和驱动价值。企业与用

据驱动的智能制造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数据将像

户之间直接连接、获取需求的 C2B 模式，以及企业

血液一样流动。如果说未来高度智能化的制造业的

之间直接连接、高效协作的 B2B 模式，将使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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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从而有效满足用户的差异化

观经济运行、行业动态、市场反应数据等）。同时，

需求。显然，无论是 C2B 还是 B2B 模式，都必然

企业特别是数据服务商，应着力推动数据采集、规

以有效的数据采集和流动为前提。

整、存储、分析、传输、汰换、安保、完善等相关

大数据日益增大的作用和价值，要求企业必须

技术的不断提升。

转变思维，视工业大数据为未来产业竞争中的“黄

3.3

金”，探索基于数据拓展核心业务的新模式。可供

汽车领域将衍生出全新大数据产业

选择的突破口包括产业数据（设计、加工、测试、

随着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不断发展，汽车产业

维护数据等），运营数据（业务管理、组织结构、

正在全面迈入大数据时代，日益呈现出信息数据

市场营销、采购、生产、库存数据等），价值链数

化、数据资产化、产业智能化的特征 [22]，具体如

据（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数据等），外部数据（宏

图 4 所示。

信息数据化

汽车本身

汽车营销

汽车周边

- 全面数据化

- 车主信息数据化

- 零部件、维修保养、交通、地

- 车况实时跟踪、积累

- 驾驶操作及行为习惯等

理位置等全面数据化

数据资产化

- 大数据成为车企和车商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产业智能化

- 人与车的连接互动

- 与其它资产共同发挥作用，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

- 基于万物互联，形成汽车大数据商业生态
- 由汽车产业大数据形成汽车大数据产业

图4

3.3.1

汽车产业大数据时代的特征

信息数据化

汽车本身将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全面的
数据化，车况信息将被实时跟踪和不断积累。车主
信息也将全面数据化，特别是其驾驶操作和行为习
惯将成为重要的数据。此外，汽车零部件、维修保养、
交通状况、地理位置等相关信息也将全面数据化。
3.3.2

数据资产化

产业链各环节全面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汽车产业
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因此，汽车产业的大数据将
不断发展、进而衍生出全新的汽车大数据产业。

4
4.1

汽车大数据的应用前景
大数据信息平台成为汽车产业的顶层结构
如前所述，未来大数据将使汽车产业发生全面

随着数据价值的日益提升，大数据将成长为汽

变革。驾驶行为、用户信息及特征、消费习惯等数

车产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同时，大数据具有价值

据将为汽车的设计、制造、服务及保险等带来针对

增益功能，可以与其它资产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创

性的指导。因此，大数据信息平台将逐步发展成为

造更多、更大的价值。

汽车产业的顶层结构和中心枢纽，全面控制着产业

3.3.3

的智能运转，如图 5 所示。大数据信息平台是企业

产业智能化

以人与车的连接和互动为起点，汽车产业将逐
渐形成基于万物互联的大数据商业生态，这是前述

的运营中心，它实际上包含大数据平台和服务运营
平台两部分，涵盖了车载终端平台、车主集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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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汽车产业中的大数据信息平台

信息交互平台、支撑软件平台、服务运营平台、支

据交互及资源对接能力，而整合是其中的关键。在

付平台及其它各类相关子平台。随着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生态重塑的过程中，传统车企与跨界新锐都有

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信息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车联

各自的优势，而最后的赢家注定是最高效的组合集

网最大限度地采集车主、车辆、交通等各类数据，

成者，也就是能够以最高效率管理与运营汽车大数

另一方面可以更便捷及时地为车主提供线上线下内

据的平台型企业。这种大型产业平台企业与在其平

容、移动支付和其它各种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众

台上运行的众多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汽车公司之间，

多功能和子平台的整合是真正的难点所在，但同时

关系犹如今天的电商龙头企业和在其平台上的各家

也是汽车大数据产业未来的必然发展方向 [23]。

中小公司。当然，两者之间也有明显不同，电商平

基于上述大数据信息平台，汽车产品和海量用

台往往以偏重线上销售及服务为特点，只应用一般

户将从信息孤岛转变为信息海洋，并实现与各类产

大数据；而汽车产业平台企业则是线上与线下的结

业资源的有机连接，发挥出万物互联的最大价值，

合体，业务覆盖一般大数据，但核心在于工业大数

进而推动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从这个

据。因此，未来的汽车产业平台企业将远比当前的

意义上讲，汽车产业大数据的掌控者将在未来竞争

电商平台企业更为复杂，也更有助于直接推动实体

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而最大量和最重要数据的掌

经济的蓬勃发展。
产业平台企业是汽车大数据集成应用的最终

控者将处于产业链的核心位置。
不过，数据掌控者很可能是多源而分散的，通

指向，其成长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经历几个不同

过垄断数据进而“垄断”汽车产业的前景并不明朗。

的发展阶段。本文预计了可能的发展路径：首先，

实际上，拥有车辆数据的整车企业、掌握交通数据

企业全面整合内部资源，搭建起自身平台；然后，

的政府及掌握各类用户数据的信息产业企业等，都

不同企业之间展开合作，将各自平台组成若干个联

将在汽车大数据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数据平台层、

合平台；最后，经过联合平台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软硬件技术层，通讯提供商、地图服务商和相关高

最终出现一个或几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大平台。

科技企业等也都将是有力的参与方。各类企业必须

这种能充分实现大数据价值的产业大平台的成功运

有效协作、融合创新，才能把各自掌控的大数据有

行，将有效解决汽车产业边界渐趋模糊而企业经营

效集成起来，最大化地发挥作用，由此，或将出现

边界必须明确之间的矛盾。

更高层面的平台企业来完成多领域、多维度大数据
的整合、处理及应用。
4.2

5

结论
大数据特别是工业大数据与万物互联、云计算

汽车大数据整合指向产业平台公司

等技术的深度结合，将引发全球制造业的深刻变革

未来汽车产业大数据的有效运转需要极强的数

与全面重构。在此前景下，正在经历能源、互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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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三大革命的汽车产业，也正在快速步入大数据

数据信息平台；而多源、海量、复杂数据资源的整

时代。研究表明，汽车产业大数据将给汽车全产业

合利用需求，则将催生汽车领域的产业平台企业。

链带来全面影响，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物流、

最终，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的智能制造体系将成为现

制造、销售、服务和新型使用等各个环节，都将迎

实，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千差万别的个性化

来全新机遇。因此，各类汽车大数据，包括产业数据、

需要。

运营数据、价值链数据以及外部数据等，都将成为
未来激烈竞争的核心突破口。
展望大数据在汽车产业的应用前景，大数据平
台与服务运营平台将相互交融，形成更高层面的大

在风起云涌的汽车产业重构及大数据发展浪潮
中，所有相关企业都必须认真思考自身的数据资源
并制定长期的数据战略，尽最大可能挖掘数据资源
的价值，力争在大数据的竞争中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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