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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不能从全局上做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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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颠覆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企业
的发展。数字化浪潮下，早有清醒的老牌
企业意识到来自新兴企业的挑战。企业数
字化转型不仅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也
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颠覆浪潮正扑面而来，知名企业家将见证
其迅猛之势。为应对数字化颠覆带来的挑
战，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并学习如何应对。
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成为颠覆者。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最新推出本
课程，内容包括针对颠覆性创新的研究发
现，和如何在复杂的当今时代构建、运营
商业模型，取得成功。

改变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那么，
未来十年，会有40%的企业消
亡。

  课程优势
• 本课程专为肩负企业战略制定重任的

高管设计。

• 课程由全球顶级商学院剑桥大学嘉治
商学院录制，分享前沿研究成果，阐
发颠覆性对各行业的影响和意义。

• 课程为高管提供框架和工具，助其制
定完善的战略，决胜瞬息万变的市
场。

• 最新现代战略框架引入了十年前未知
的概念，提供相关领域的案例分析。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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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成立于1990年，隶属于剑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以剑桥大学为源泉，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独树一帜。其尖端的学术研究打开了最新思
想的大门，这点毫不逊色于任何一所世界一流高等学府。

随着知名度迅速攀升，如今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已成为享有国际盛誉的顶极管理学教
育圣地，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管理方面尤为出色。该学院拥有世界一流教师50余
名，世界一流研究中心16个，被英国政府评为最有研究影响力的学院*。

学院主要优势之一是着重强调合作，包括与剑桥商圈充满活力的高科技企业和全球组
织合作，嘉治商学院作为一个跨学科交流思想的中心，吸引着政策制定者、企业家、
行业领袖、监管者、非营利组织和学者。

本课程为参与者提供了与世界一流的教师和其他参与者充分互动的机会，参与者通过
专注学习将获得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经验，因此本课程集高质量、互动性、高强度和
挑战性于一体。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提供公开招生课程和定制课程，帮助领导者、高管和经
理提升职业素养，实现个人成长，帮助企业卓越运营。

*(英国政府调查 REF14)



剑桥大学培养出百
余名诺贝尔奖获得
者，是改变世界的
重要力量。



课程导师

Shahzad (Shaz) Ansari

战略与创新学教授
创新 、战略与组织学哲学硕士项目主任
圣埃德蒙学院教授

硕士、博士（剑桥大学）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制度流程与实践推广；社会问题与环境问
题、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价值创造与新市场开拓； 离岸业
务与外包业务，声誉管理与金字塔底层策略。教授本人曾为
诸多企业的高管培训，这些企业包括麦肯锡、 空中客车、壳
牌、英国电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诺基亚、Laing 
O'Rourke、联合国儿童基金会、Essex County Council、
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协会，KLEC（吉隆坡教育城），上海财经
大学等。常应邀演讲，主题涉及就战略、创新与社会变革。

Kamal Munir
战略与政策学副教授

博士（麦吉尔大学）

自2000年始在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
颠覆企业与社会进而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技术与商业模
式。曾任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顾
问，也为英国、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政府提供顾问服
务，还曾在几家知名私企任顾问和培训师，并定期为各行
各业的企业提供异 地战略服务。常应邀于世界各地演
讲，主题设计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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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围绕数字化颠覆展开，内容涉及理论、认知、以及应用新战略取得新优势，课
程长达10周，每周4-6小时，形式包括视频课程、讨论、实时在线教学、作业。

课程亮点

数字化颠覆

导览

应对数字化颠覆
理解颠覆的多种形式，学习普遍性
战略

生态系统进化机制
从新兴企业与老牌企业的角度研究生
态系统的重要性，提高预测准确性

平台战略
理解平台挑战，制定应对战略

应对挑战
以平台的成败为鉴，应对数字
化颠覆带来的挑战

经营模式

理解经营模式并设计新模式，
创造价值



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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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1：应对数字化颠覆

模块2：老牌企业的困境

模块3：改变竞争优势

模块4：基于平台的战争

• 什么是颠覆；如何识别
• 颠覆的分类
• 颠覆期的战略
• 从产品到平台
• 颠覆性经营模式

• 主流设计
• 为什么老牌企业难以适应
• 缩小规模的挑战

• 应对颠覆与打破行业常规的概念
• 五大改变带来新生态
• 普遍性战略

• 成功的平台 vs. 失败的平台
• 双边市场与网络效应
• 平台的作用
• 平台定价
• 赢者通吃
• 平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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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6：打造多赢生态系统

模块7：经营模式创新：创建成功的经营模式- I

模块8：经营模式创新：创建成功的经营模式- II

• 什么是生态系统
• 医保业的生态系统
• 颠覆：老牌企业的思路
• 颠覆：新兴企业的思路
• 生态系统的价值
• 商业生态系统导图

• 创新的必要性
• 创新案例
• 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经营模式创新杠杆：技术
• 经营模式创新杠杆：管理
• 经营模式创新杠杆：组织形式
• 经营模式创新杠杆：合作

• 转型轨迹
• 重新思考新闻业与新闻
• 定义经营模式
• 理想模式 1：产品模式
• 理想模式 2：方案模式
• 理想模式 3：媒介模式
• 理想模式 4：多边模式
• 经营模式思考：谁、什么、怎么样
• 经营模式的为与不为

�• 定义平台
• 平台的困境—及应对战略
• 传统战略 vs. 平台战略
• 战略家对平台的误解

模块5：平台战争：运筹决胜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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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戴尔

该科技公司采取直线销售方式，摆脱媒介（经销商、零售
商、批发商），最终颠覆个人电脑行业引发的思考。

Net��flix 网飞

新兴流媒体巨头网飞超越老牌租赁帝国百视达，成为当今最
具代表力的颠覆者之一引发的思考。

Ryanair 瑞安航空

老牌廉价航空公司重新自我定位，以廉价机票模式扩大市场份
额，成为行业领导者 和颠覆者引发的思考。

Kodak 柯达

推出消费相机颠覆感光业，之后在数码成像时代被颠覆。获利
颇丰、久负盛名的 柯达由盛转衰引发的思考。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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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o

面对新兴企业打破生态生态系统的挑战，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
遇到困境、出现错误以及采取补救战略引发的思考。

eHarmony

在市场不好做的情况下仍取得成功的在线婚介平台，认真思考访
问和互联规则、权衡利弊、有效管理引发的思考。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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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经营新模式
为新兴企业及老牌企业设计新模式。

流媒体服务

网飞、亚马逊Prime、迪士尼三家较量，谁输谁赢？

无人驾驶

设想宝马、特斯拉、Alphabet、英特尔、阿斯顿-马丁等
企业的角色，谁主沉浮？

网飞vs.迪士尼

何为平台成功的要素？



《数字化颠覆》课程为期10周，涵盖视频课程、实时在线研讨会、作业、答疑环
节与讨论环节。

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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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周
第一周。本周认识世界各地新同学，学习使用课程管理
系统和其他工具。

目标设定

除第一周外，每周有目标，包括观看视频课程并于截止日期
前完成作业。作业均有截止日期。

视频课程

视频课程为课程导师录制的讲座。

实时在线研讨会

Ansari和Munir博士会开展4次实时在线研讨会，时间通
常在周二或三下午1-3点 (UTC) 。

答疑环节
每周或者每两周，课程负责人会开展答疑环节，就课程内
容答疑。

课程支持

课程支持小组将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打电话的方式督促未
按时交作业的学员。

后续访问权限
自本课程开课之日一年内，所有视频课程和学习资料均可
随时查阅。



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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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学员将被授予由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认证的
电子版证书。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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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Execu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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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m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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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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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Execu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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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费用与课时安排

1,800美元 
2个月在线课程

报名条件

?

本课程为专业人士设计，报名人士需精通英语。视频课程均使
用英语录制，所有作业、课堂互动需要使用英语完成。

本课程须使用上网设备，网速最低须达到1Mbps。上网设备
须支持以下任 一浏览器： Chrome 71, Firefox 64, IE 11, 
Edge 42, Safar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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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MERITUS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与知名在线教育EMERITUS合作，提供一系列有影响
力的在线课程。课程凭借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多年教学与实践中的经验，传达技术
实践形成的思想领导力。

通过与EMERITUS的合作，我们能够以相互协作和富有吸引力的方式，将校内提供
的课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并保持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高管教育的质量。

edz






本课程与EMERITUS合作推出。
如对本课程有任何疑问，请与
EMERITUS联系。

Email: cn.info@emeritus.org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Executiv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rumpington Street
Cambridge CB2 1AG
United Kingdom

组织者保留在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更改内容的权利。

© JBS Executive Education Limited 
对本手册原创内容拥有版权。
（2019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