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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增强现实之现状》是 PTC 持续推出的市场调研和分析系列报告。这些报告
探究了工业增强现实 (AR) 市场中出现的稳健而愈加复杂的机会。《工业增强现实
之现状》系列结合 PTC 的 30 年技术专业知识、30,000 个全球客户和 1,000 个
技术与服务合作伙伴，提供了整个 IIoT 生态系统中切实可行的趋势和见解。 

方法

《工业增强现实之现状》报告系列的本年中版本所包含
的见解是通过 PTC 进行的初级和次级市场研究而形成
的。初级研究包括与市场中采用 AR 的一个巨大规模的
工业企业群体相关的首份数据  ：Vuforia Engine 和 
Vuforia Studio 客户。PTC 自 2016 年起便一直与其客
户互动，揭示增强现实的当前和计划用途，以推动其
经营和产品的数字化转型。这些客户包括代表以工业
环境为中心的多个垂直市场的全球企业样本。我们在
这些专有数据之外补充了更广泛的市场中数十个分析
公司和顾问的市场预测和案例研究。《工业增强现实之
现状》从这些海量的信息中汲取精华，全面展现了市
场的现状。在本年中最新报告中，我们将聚焦于最近
的研究结果，并让您了解一小组特别的企业如何利用
工业增强现实所带来的机会。 

内容概要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用例的采用和客户的业务目标已
经表明，工业企业内部在启动增强现实项目，通常在运
营或服务职能部门内试验一个或两个用例来证明价值，
然后再扩大 AR 计划。公司普遍认识到内部采用 AR 的重
要性和好处。在如今营运利润薄如纸而经济压力越来越
大的业务环境下，效率的竞赛因为 AR 而开始进入白热化。 

《工业增强现实之现状》系列的本年中聚焦版将考察主
要专注于为外部最终客户开发增强现实体验的公司的开
发和采用趋势，它们通过使用 AR 技术强化面向客户的
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而非仅为了自己的内部用途和
内部价值链中的效益。我们的主要调查结果包括：

• 工业企业渴望改善客户体验、开辟新的收入流并利用
新的增强现实功能实现产品和服务差异化，以打破
竞争。

• 为最终客户开发的用例非常注重于服务或维护说明，
有助于减少机器停机并充分提高产品价值。

• 以操作员为中心的配套体验提供了新的增值服务机会
和改善客户体验的机会。

• 面向客户的 AR 体验当前正在快速开发和部署，预计
未来 12 个月此类体验将集中上市。如此高速的采用
进度既代表着机会，也代表着巨大的威胁。

http://www.ptc.com
https://www.ptc.com/en/products/augmented-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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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驱动力和受惠者

前面提到，如今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为了内部用途和效益
而试验和采用 AR 用例，将提高“运营效率”或“降低
成本”作为主要驱动力。但是，50% 的受调查者指出，“差
异化的产品或服务”和“改进销售和营销”是其 AR 计
划的主要业务目标。在我们前面的报告中，我们深入研
究了那些使用 AR 获得内部效益的公司。在本年中剖析
报告中，我们会将数据的重心放在主要为了战略差异化
而使用 AR 或通过创新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向客户提
供 AR 的那些受调查者上。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追求 AR 外部用途的公司与为内部
用途而开发 AR 的公司相比，前者构建围绕服务设计的
体验的速度达到后者的两倍之多（19% 对 10%）。应该
注意，维护用例（与服务用例相似，但却是为了内部用
途而开发的）同样很普遍。这是因为服务和维护无疑是
当今市场中 AR 的“杀手锏用例”。 

高停机成本迫使公司在内部开发 AR 维护体验，在同样
的压力下，工业企业的客户也乐于接受利用 AR 减少停
机并简化服务体验的增值服务。提供 AR 体验来协助解
决客户服务请求的公司无论是通过独特的新服务和维护
用例获取成本溢价，还是改善关系和客户体验，其实都
是在利用 AR 带来的服务机会。

面向最终客户的 AR 主要用例和示例

专注于利用新 AR 功能的工业企业采用阶段性方法在价
值链中部署 AR 技术。PTC 观察到的价值实现之旅是，
从内部概念证明开始试验，然后快速部署到多个领域，
包括面向客户的产品和服务计划。 

图 1：AR 体验的明确目标

绿条：外部客户。在本报告的剩余部分中，将仅呈现标识为主要追求 AR 外部用途且不包括软件开发人员的公司的数据， 
以进一步研究面向客户的 AR 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意图和优先级。

蓝条：内部客户。

http://www.ptc.com
https://www.ptc.com/-/media/Files/PDFs/Augmented-Reality/State-of-AR-White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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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开发外部用途 AR 的公司身上可以发现，日益受
到关注的服务以及营销和销售成为了 AR 部署的主要受
惠者。随着行业朝着服务导向型业务模式转变，工业企
业渴望像在内部一样利用相同的功能可视化数据并向客
户提供关于智能互联产品的说明。 

前 50% 的用例

在提供 AR 体验以服务最终客户的工业企业中，服务相
关的用例在所有答案中的综合占比为 26%（包括没有列
出的几个用例）。从向客户提供说明，到先发解决和减
少服务呼叫，再到为自有服务团队配备服务检查应用程
序来提高首次修复率，服务相关用例的最终目标是让
客户从产品中获得满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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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完成用例扩增，仅外部用途

图 3：不同公司规模的工业 IoT 采用率，仅外部用途。

http://www.ptc.com


ptc.com第 5 页，共 6 页 | 工业增强现实之现状

白皮书

29%

是

58%

尚未，但已有计划

13%

否

另一个综合占比为 20% 的答案（包括没有列出的几个
用例）集中于通过产品强化或延伸客户的“操作员”体
验的用例。操作员和装配说明指导客户完成产品安装和
操作、减少挫折并确保安全合规地使用产品。客户还可
以轻松快速地直接向制造商申请耗材、替换部件或者其
他帮助或增值服务。

46%

公共云

32%

本地

19%

PTC 托管 3%

未知

图 4：完成用例扩增，仅外部用途

图 5： 正式投产时间，仅外部用途。

例如，中央空调组件制造商 Trox do Brasil 正在开发
若干服务相关的增强现实体验，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通过启用增强的服务手册和说明、服务检查和远程专
家服务，Trox do Brasil 致力于确保在遇到各种挑战
时，他们都能够游刃有余地指导和指导他们的客户
解决维修和维护难题。这些新服务功能将减少上门服
务需求，还能减少客户停机并提高他们的总体体验以
及 Trox do Brasil 产品的价值。对于客户，Trox do 
Brasil 通过提高资产和整体运行性能的透明度，帮助
减少停机并优化运营。

Cannondale 是自行车设备的全球重要企业，他们
正在提供一种叫做 Lefty Ocho 的自行车，它附带
包括操作员和装配说明的 AR 配套体验。该应用程
序最初是为了让自行车经销商向最终客户展示特
征或者帮助提供服务与备件库存的补货和说明，现
在也提供给最终客户使用。在这一配套体验中，
客户可以了解新自行车的特征、机械结构和正确
用法，以确保客户得到尤其安全、满意的产品体
验。它还为 Cannondale 提供重要的产品用户反
馈回路，以便将反馈合并到产品开发中，同时还
减少了基础类客户服务呼叫和问题的数量。

http://www.ptc.com
https://www.troxbrasil.com.br/
https://www.cannondale.com/en/USA%20超链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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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种面向客户的 AR 体验而言，利用 AR 获得差异
化优势的窗口已经有限，因为它很快会成为实体产品的
行业标准附加项。很多公司在加速开发以抓住这一重要
机会 ；我们的数据表明，主要为客户开发体验的公司与
专注于内部试点和计划的公司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者相比，为客户开发体验的公司成功完成用例开发
的速度几乎达到开发内部用例的公司的三倍（29% 对 
11%）。这表明开发内部用途 AR 的公司可能更多地尝试
使用 AR 技术找到优化内部运营的尤其合适的用例。他
们还可能启动更有野心的项目，例如整合企业系统或构
建覆盖价值链中多个职能部门的用例。 

在考察公司期望从试点走向生产的时间表时，我们看到
了相同的趋势。对于为客户开发体验的公司，86% 的受
调查者预计他们的体验会在 12 个月内上市，相比之下，
在开发内部用途 AR 的公司中该比例只有 58%。无论如
何，追求任意风格的增强现实的大多数企业都在启动项
目并在 12 个月内获得投资回报。

虽然内部和外部 AR 计划在市场上已经证明可以快速取
得投资回报，但面向外部的体验可能在创造和维持战略
差异化的时间窗口上更加有限，因此它在这个变化迅速
的新市场中更加激进地走向生产。这种速度可能令部分
人感到畏惧，但随着增强现实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最
终用户的采用，支持构建这些体验的工具包和平台正在
让 AR 的构建和部署变得更简单、更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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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技术采用率的显著提升让处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来
不及等待。无论是增强提供给客户的产品、服务和解决
方案，还是提升企业内的杰出运营，AR 所带来的全
新革命性功能都是不可小觑的。 

市场分析师和 PTC 的研究表明，工业增强现实有可能产
生重大的经济干扰力和影响力。为了抓住这一机会，
工业企业应该寻找有办法尽可能快速和简单地提供价
值和构建增强现实体验的合作伙伴和技术提供商。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专家以了解 Vuforia 
Studio 增强现实体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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