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蓝色巨人

IBM 公司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即
IBM 公司和蓝色有不解之缘。因为它的徽标是蓝色的，人们常常把这个
计算机界的领导者称为蓝色巨人。1997 年，IBM 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Kasparov）展
开了 6 盘人机大战。半年前，IBM 的计算机侥幸地赢了卡斯帕罗夫一盘，
但是被卡斯帕罗夫连扳了 3 盘。仅仅半年后，IBM 的深蓝计算机各方面
性能都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棋艺”也大大提高，而卡斯帕罗夫的棋艺不
可能在半年里有明显提高。人机大战 6 盘，深蓝最终以 3.5 比 2.5 胜出，
这是人类历史上计算机第一次在国际象棋 6 番棋中战胜人类的世界冠军。
几百万棋迷通过互联网观看了比赛的实况，十几亿人收看了它的电视新
闻。IBM 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蓝色旋风。
IBM 公司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逃过历次经济危机，并且在历次
技术革命中成功转型的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IBM 仅仅是一个大型
计算机制造商，并且在微机和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它已经过气了。
其 实，IBM 并 没 有 这 么 简 单， 它 至 今 仍 然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服 务 公 司、
第二大软件公司、第二大数据库公司。IBM 有当今工业界最大的实验室
IBM Research（虽然其规模只有贝尔实验室全盛时期的 1/10），是世界
第一专利申请大户（文中我们还要讲 IBM 对专利的态度），它还是世界
上最大的开源的 Linux 服务器生产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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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能成为科技界的常青树，要归功于它的二字秘诀 — 保守。毫无疑问，
保守使得 IBM 失去了无数发展机会，但是也让它能专注于最重要的事，
并因此而立于不败之地。

1

赶上机械革命的最后一次浪潮

机械革命从 300 年前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般认为其高峰是 19
世纪末期。当时很多人认为机械可以代替一切，就如同今天不少人认为
计算机可以代替一切一样。IBM 就是在那个背景下成立的。IBM 成立于
1924 年，由老托马斯·沃森（Thomas J. Watson）创建。但是，IBM 和
外界一般都把它的历史向前推进 30 年到 19 世纪末。在那时，还没有任何
电子计算设备，但是经济生活中却有大量的报表处理和科学计算的需要。
因此，美国一个叫霍勒里斯（Hollerith）的统计学家就发明了机械的自动
制表机。那是一种大小和形状都很像立式钢琴的机器（见图 2 - 1）。霍勒
里斯成立了一个自动制表机的公司，并为美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使得统计工
作的效率大大提高。上个世纪初，几家做办公仪器，诸如计算尺、打表机
等的公司合并成一家大公司。老托马斯·沃森成为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
10 年后，他将该公司改组成了 IBM 公司。

图 21

机械的自动制表机

沃森父子对 IBM 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公司创始者的灵魂常常会永久地
留在这家公司，即使他们已经离去。我们在以后介绍苹果公司和其他公司
时，还会看到这一点。早期的 IBM，产品主要是一些用于管理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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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打孔机、制表机等，服务对象是政府部门和公司。IBM 从那时起，
就锁定了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为它的主要客户，直到今天。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第一个开发出主流 PC（即以英特尔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为核心
的 PC）的 IBM 没有成为 PC 之王。实际上，是它的基因决定了它不可能
领导以个人用户为核心的 PC 产业。以后我们还会仔细地分析这一点。
IBM 成立后不久就遇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 — 1929 ~ 1933
年的大萧条。在很多公司关门、客户大量减少的情况下，IBM 能存活下来，
可以说是个奇迹。沃森的经营和管理才能在这段时间起了关键的作用。在
IBM 逃过一劫后，它接下来的路在长时间内很平坦。任何经济危机都是
这样，它淘汰掉经营不善和泡沫成分大的公司，为生存下来的公司提供了
更好的发展空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办公机械的市场开始复苏。尤其是罗
斯福的新政，雇用了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政府对制表机的需求大大增加。
除了正常的生意，IBM 还将它的打孔机、制表机等设备大量地卖给了德
国纳粹政府。不过，IBM 从没有回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但是，二战前后毕竟剩下的只是机械时代的余晖。IBM 光靠卖办公机器
很难有持续的发展，因此它未雨绸缪，也在找出路。正巧赶上了二次世界
大战，以制造精密机械见长的 IBM 马上把它的生产线民用转军用，参加
制造著名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和 M1 冲锋枪（见图 2 - 2）。这些是美军二战
时的主力武器。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的敌人常常低估美国的军事工业潜
力，但是，连 IBM 这样的公司都可以改造武器，说明美国的军工潜力深
不可测。随着战争的发展，有大量的军事数据需要处理。IBM 的制表机
大量地卖给了美国军方。IBM 也从此和美国军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IBM
为军方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继电器式的计算机。注意，它和真正的电子
计算机有很大的不同。此外，IBM 还间接地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
计划。

17

18

浪潮之巅

图 22

勃郎宁自动步枪和 1 冲锋枪

二战后，整个世界都在重建之中，对所有工业品的需求都在增加。尤其是
杜鲁门总统完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后，有大量的统计工作需要制表机
等机械。这一切都对 IBM 的核心业务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IBM 很轻易
地再将军用生产线转民用。但是，如果 IBM 仅仅满足于卖机械，我们今
天可能就听不到它的名字了。
我们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分水岭。英国在二
战后很长时间里试图恢复它的机械工业，虽然它做到了，但是也已经落伍
了。而一片焦土的日本，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工业基础了，因此另起炉灶，
发展电子工业，结果成为了西方世界中的老二。二战后，IBM 里情况也
类似，它显然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发展它的电动机械制表机，还是发
展新兴的电子工业。这两派争执不下，而代表人物恰恰是沃森父子。老沃
森认为电子的东西不可靠，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人持老沃森的观点。而小
沃森则坚持电子工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这场争论终于以小沃森的胜利而
告终。1952 年，小沃森成为 IBM 的新总裁。IBM 从此开始领导电子技术
革命的浪潮。

2

领导电子技术革命的浪潮

如果说 IBM 在上一次的机械革命中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追随者，它在从二
战结束开始的电子技术革命中完全是一位领导者。电子计算机和 IBM 的
名字是分不开的，就如同电话和 AT&T 分不开一样。一方面，IBM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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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计算机得以持续发展了半个世纪，另一方面，计算机因为有 IBM 的
推广，才从科学计算应用到商业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我们谈论 IBM 和计算机的关系时，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电子计算机发
明的背景和过程。
有一位先哲说过，社会的需求对科技进步的作用要超过十所大学。计算机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发明的。美国研制计算机的直接目的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为军方计算弹道的轨迹。在流体力学中，计算量常常大到手工的计
算尺无法计算的地步，因此，对通用计算机的需求就产生了。在计算机的
研制过程中有无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最主要的三
个人应当是冯·诺伊曼（Von Neumann，看过美国电影《美丽人生》和
中国电视剧《暗算》的人应该对他有印象，见图 2 - 3）、约翰·莫奇利（John
Mauchly）和埃克特（Eckert），应该讲冯·诺伊曼是今天运行程序的电
子计算机系统结构的主要提出者，这个被称为冯·诺伊曼的系统结构影响
至今。穆克利和埃克特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研制的总负责
人（很遗憾，它其实并不是今天计算机的祖先，因为它不能加载程序，指
令要重复地输入进去）。在研制世界上第一台现代计算机 ENIAC 的设计
方案时，他们三个人共同参与了，最后由冯·诺伊曼起草并交给了军方，
军方的负责人拿到方案后随手在上面写上了冯·诺伊曼的名字，从此穆克
利和埃克特的贡献就被淡忘了。后来，穆克利和埃克特认为计算机的发明
权应该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所在的单位宾西法尼亚大学。两个人和大
学闹翻了，出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计算机公司 — 埃克特 – 穆克利公司。
该公司研制出一种叫 UNIVAC 的计算机，提供给美国统计局和军方使用。
但是，因为埃克特和穆克利都是不会经营的学者，很快他们的公司就因赔
钱关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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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冯·诺伊曼

IBM 的小沃森看到了计算机在今后社会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决定投资发展计算机，并请来冯·诺伊曼做顾问。IBM 还请来了很多
工程师，并且把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它强大的技术支持。小沃森将 IBM 的
研发经费从他父亲时代公司营业额的 3% 增加到 9%。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
IBM 生产出著名的 IBM360 为止，IBM 在计算机研制和生产上的总投入
高达 50 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马歇尔计划的 1/3。小沃森上台后短短 5 年，
就将 IBM 的营业额提高了 3 倍。在小沃森执掌 IBM 的 20 年里，IBM 的
平均年增长率高达 30%，这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父亲也没有
做到这一点。
在我个人看来，小沃森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将 IBM 变成一个非常成功
的公司，而是将计算机从政府部门和军方推广到民间，将它的功能由科学
计算变成商用。这两条使得计算机得以在公司、学校和各种组织机构中普
及起来。十几年前，当计算机在中国还不很普及时，如果做一次民意调查
计算机是干什么的？我想，八九成的被调查者都会认为计算机是用于科学
计算的。而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题目需要计算。如果将计算机
局限于科学计算，它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普及。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计算机
可以单纯用于存储信息、处理表格和文字、编辑和打印文章。但是在 50
年前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小沃森看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
是他的天分，另一方面是由于 IBM 长期制造表格处理机械的公司，了解
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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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从它开始做计算机起，基本上遵循性能优先于价格和集中式服务的
原则。高性能、服务于多用户的主机一直是 IBM 硬件制造的重点，直到
近十年来才略有转变。IBM 的许多大型机，成为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的
经典之作，而且生命期特别长，有点像波音公司的客机。其中最著名的有
上世纪 60 年代的 IBM360/370 系列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IBM4300 系列。
当时的售价都在百万美元以上，而性能还不如现在一台个人电脑。但是，
这些计算机的设计思想，仍然是计算机设计的精髓。
由于计算机 50 年前的造价高得惊人，除了政府部门和军方，只有大的银
行和跨国公司才用得起。银行里有大量的简单计算，主要是账目上的加加
减减，不需要复杂的函数功能，比如三角函数、指数对数函数等。因此，
就需要有一种专门处理大量数据而运算简单的程序语言。上个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主流高级程序语言 COBOL 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COBOL 的全
名为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顾
名思义，它是针对商业数据进行处理的程序语言。虽然 COBOL 不是由
IBM 制定的，但是，IBM 对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制定它的 6 人委员会中，
有两个是 IBM 的人。COBOL 语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流
行的程序语言，但是会写 COBOL 程序的人很少，因此他们的收入远比今
天的软件工程师要高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年轻人进入计算机软件
领域。IBM 的研究水平很高，还参与了很多标准的制定，因此，它在商
业竞争中，同时扮演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
到 80 年代初，IBM 在计算机领域基本上是独孤求败。
在计算机发展史的前 30 年里，IBM 在商业上只有一个轻量级的竞争对手
— 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 DEC）。由于
IBM 的大型机实在太贵，中小公司和学校根本用不起，市场就有了对相
对廉价、低性能小型计算机的需求，DEC 公司应运而生。在很长时间里，
虽然两家公司在竞争，但是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因为计算机市场远没有
饱和，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竞争者。在这 30 年里，两家公司发展得如鱼得水。
基本上可以说是 IBM 领导着浪潮，DEC 随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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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如果说还有什么对手的话，那就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在美国从来没
有过国王，美国人也不允许在一个商业领域出现一个国王。在垄断产生以
后，司法部就会出面以反垄断的名义起诉那家垄断公司。从上世纪 70 年
代初到 80 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 IBM 打了 10 年的反垄断官司，两家最
终于 1982 年和解。一般认为，这是 IBM 的胜利。但是，IBM 也为此付出
了很大的代价。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IBM 分出了一部分服务部门，
让它们成为独立的公司；第二，IBM 必须公开一些技术，从而导致了后
来无数 IBM – PC 兼容机公司的出现。
应该讲，IBM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地领导了计算机技术的革命。
它使得计算机从政府走向社会，从单纯的科学计算走向商业。它顺应着计
算机革命的大潮一漂就是 30 年。由于有高额的垄断利润，IBM 给员工的
薪水、福利和退休金都很丰厚。在二战后很长时间里，它是人们找工作时
最向往的公司之一。它甚至有从不裁员的神话，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
陷入困境时才不得不第一次裁员。

3

错过全球信息化的大潮

如果要把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划分阶段，那么，1976 年可以作为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没有读完大学的天才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车库里整
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商业化的个人电脑 Apple – I。在硅谷，很多公司创
业时因为资金有限，常常租用租金便宜的民房甚至是他们的车库来办公，
这几乎是硅谷特有的现象，苹果起家时也不例外。“蓝色巨人”在这次信
息革命浪潮中开始步子并不慢。1973 年从小沃森接手 IBM 的新总裁弗兰
克·卡里（Frank Cary）在花了大量时间去应付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反垄断
诉讼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个人电脑，IBM 观望了几年。
这对 IBM 这样一家大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前面讲过，IBM 成
功的秘诀是保守，它基本上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如果苹果公司失败了，
IBM 无需做任何事情。如果前者成功了，IBM 依靠它强大的技术储备完
全可以后发制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IBM 其实是第二家做计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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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大公司用这种办法对付小公司的例子。4 年
后，卡里决定开发个人电脑。
也许是不想惹人注意，也许是没有太重视这件事，IBM 没有让它力量最
强的沃森实验室（T.J Watson Labs）来做这件事，而是将它交给了 IBM
在弗罗里达的一个十几人的小组。为了最快地研制出一台 PC，这个只有
十几人的小组不得不打破以前自己开发计算机全部软硬件的习惯，采用了
英特尔公司 8088 芯片作为该电脑的处理器，同时委托独立软件公司为它
配置各种软件。这样，仅一年时间，IBM – PC 就问世了，那是 1981 年的事。
虽然第一批 IBM – PC 的性能只有现在个人电脑的万分之一，但是，它比
苹果公司的 Apple 系列已经好很多了，而且对当时的字处理、编程等应
用已经足够了。因此，它很受欢迎，当年就卖掉 10 万台，占领了 3/4 的
微机市场。IBM 在和苹果的竞争中真可谓是后发制人。直到今天，IBM –
PC 还是个人电脑的代名词。
如果当时问大家，以后谁会是个人电脑时代的领导者，十有八九的人会回
答是 IBM。事实上，当时《时代周刊》就评选 IBM – PC 为 20 世纪最伟大
的产品。《华尔街日报》也高度评价了 IBM 的这一贡献。但是，现在我
们知道，个人电脑时代的最终领导者是微软和英特尔，而不是 IBM。随
着 2005 年 IBM 将个人电脑部门卖给了中国的联想公司，IBM 彻底退出
了个人电脑的舞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IBM 的这个结局呢？虽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
个：IBM 的基因、反垄断的后遗症及微软的崛起。
先谈谈 IBM 的基因。IBM 无论是在老沃森执掌的机械时代，还是在小沃
森接管的电子时代，它的客户群基本上是政府部门、军方、银行、大企业
和科研院所，它从来没有过经营终端消费型产品的经验，也看不上这类产
品。以往，IBM 卖计算机的方式是和大客户签大合同。上个世纪 80 年代
的计算机，除非是专业人员，没有人玩得转。因此，IBM 都将计算机和
服务绑在一起卖，至今也是如此。IBM 一旦签下一个大型机销售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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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直接进账上百万美元，而且每年还可以收销售价 10% 左右的服
务费。等客户需要更新计算机时，十有八九还得向 IBM 购买。这样，它
每谈下一笔合同，就可以坐地收钱了。因此，虽然 IBM – PC 在外面的反
应很好，在公司内部反应却很冷淡。IBM – PC 第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两亿
美元，只相当于 IBM 当时营业额的 1% 左右，而利润还不如谈下一个大
合同。要知道，卖掉十万台 PC 可比谈一个大型机合同费劲儿多了。因此，
IBM 不可能把 PC 事业上升到公司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1982 年，IBM 和美国司法部在反垄断官司中达成和解。和解的一个条件
是，IBM 得允许竞争对手发展。如果不是 PC 机的出现，这个条件对 IBM
没有什么实质作用，因为过去一个公司要想开发计算机，必须是硬件、软
件和服务一起做，这个门槛是很高的。但是，有了 PC 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因为 IBM – PC 的主要部件，如处理器芯片、磁盘驱动器、显示器和键盘等，
或者本身是第三家公司提供的，或者很容易制造，而它的操作系统 DOS
又是微软的。因此，IBM – PC 很容易仿制。IBM – PC 唯一一个操作系统的
内核 BIOS 是自己的，但是很容易就被破解了。在短短的几年间，IBM –
PC 的兼容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如果不是反垄断的限制，IBM 可
以阻止这些公司使用自己的技术进入市场，或者直接收购其中的佼佼者。
但是，有了反垄断的限制后，它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面，
自己不愿意下功夫做 PC，另一方面无法阻止别人做 PC，IBM 只好看着
1

康柏（Compaq）1、戴尔（Dell）等公司做大了。

现在是惠普公司的一
部分。

第三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如果说在过去的 30 年里，IBM 是独孤求败，笑
傲江湖，现在它真正的对手比尔·盖茨出生了。我总是对人讲，盖茨是我
们这个时代的拿破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和平年代，不可能出现汗尼拔或
凯撒那样攻城略池的军事统帅，但是会在商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出现
纵横捭阖的巨人，而比尔·盖茨就是科技界的第一巨人。
当时 IBM 为了以最快速度推出 PC，连操作系统都懒得自己开发，而是向
其他公司招标。IBM 先找到了 DR（Digital Research）公司，因为价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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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好，只好作罢。盖茨看到了机会，他空手套白狼，用 7.5 万美元买来磁
盘操作系统（DOS），转手卖给了 IBM。盖茨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
让 IBM 买断 DOS，而是从每台 IBM – PC 中收一笔不太起眼的版权费。而且，
IBM 和微软签的协议有个很小的漏洞，没有说清楚微软是否可以将 DOS
再卖给别人。盖茨后来抓住了这个空子，将 DOS 到处卖，IBM 很不高兴，
告了微软好几次。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是以大欺小，IBM 得不到别人的同
情，从来没有赢过（在美国，以大欺小的官司常常很难赢，而且即使赢了，
也不可能得到太多的赔偿，因为小公司没有什么油水可榨）。IBM 原来
认为 PC 机赚钱的部分是几千块钱的硬件，而不是几十块钱的软件，后来
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由于兼容机的出现，IBM 沦为了众多 PC 制造商
之一，利润受到竞争的限制。而所有微机的操作系统只有一种，虽然每份
操作系统现在还挣不了多少钱，但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显然，微软已经
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因此，IBM 决定和微软共同开发微机新的操作系统
OS/2，共同来开发微机的软件市场。如果是别人，也许就乐于当 IBM 的
一个合作伙伴了。但是，盖茨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心志非常高远，他不
会允许别人动微机软件这块大蛋糕，虽然此时微软的规模远没法和 IBM
相比。盖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方面和 IBM 合作开发 OS/2，挣了一
点短期的钱，另一方面下大力气开发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当视
窗 3.1 研制出来的时候，微软帝国也就形成了。十几年后，硅谷一位最成
功的 CEO 讲，凡是和微软合作的公司，最后都没有好结果。IBM 也许是
其中第一个吃亏者。
应该讲，虽然 IBM 最先研制出今天通用的个人电脑，但是在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信息革命中，IBM 不情愿地成为了落伍者。同时，一个新的
霸主微软公司横空出世。到 80 年代末，由于微机性能每 18 个月就翻一番，
微机慢慢开始胜任以前一些必需要大型机才能做的工作。这样，微机开始
危及到大型机的市场。IBM 出现了严重的亏损，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大
规模裁员。这段时期，是 IBM 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有人质疑 IBM
是否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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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也是做（芯）片的

如果在 IBM 做一个民意调查，谁是对 IBM 贡献最大的人，那么除了沃
森 父 子 外， 一 定 是 路 易 斯· 郭 士 纳（Louis Gerstner）。1993 年， 从 未
在 IBM 工作过的郭士纳临危受命，出任 IBM 的首席执行官。他成功地帮
IBM 完成了从一个计算机硬件制造公司到一个以服务和软件为核心的服
务性公司的转变，复兴了这个百年老店，并开创了 IBM 的十年持续发展。
郭士纳原来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总裁，再以前任职于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
根本不懂计算机。在英语中，计算机的芯片和土豆片是一个词 — chip，
因此，大家就开他的玩笑说，他也是做（芯）片的，但是是土豆芯片（He
also made chips, but potato chips）。这句原先是嘲笑他的话，以后成为
他传奇的象征。没有高科技公司工作经验的郭士纳在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
公司创造了一个奇迹。
郭士纳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 IBM 进行大规模改组。IBM 由于长期处
于计算机产业的垄断地位，从上到下都习惯于高福利的舒适环境。机构庞
大、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和内耗严重等，总之，繁荣的背后危机四伏。因此，
一旦进入群雄逐鹿的信息革命时代，IBM 这个被郭士纳比喻成大象的公
司就开始跟不上竞争对手的步伐了。
IBM 里的人曾流传这么一个故事：如果要把一个纸箱子从二楼搬到三楼，
需要多长时间？这件本来几分钟就能办成的事，在 IBM 却往往需要几个
月。原因是，要搬动一个箱子，你要先打报告，然后经过层层审批；审批后，
审批报告再层层向下转达，最后交给替 IBM 搬家的搬运公司。在搬运公
司的任务单上，上个月的任务可能还没有完成呢，现在提交的任务单一个
月以后能完成就不错了。这样，搬动一个纸箱花几个月时间一点也不奇怪。
郭士纳像个高明的医生，开始医治千疮百孔的 IBM，他的第一招用他自
己 的 话 讲 是 将 IBM 溶 解 掉， 通 俗 地 讲， 就 是 开 源 节 流。 他 首 先 裁 掉 了
一些冗余的部门和一些毫无前途的项目，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操作系统
OS/2。这样，人员相应减少了，费用自然降低了。但是，短时间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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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士纳的做法是卖掉一些资产。如果去过 IBM
Almaden 实验室的人都会发现，那座非常豪华的大楼非常不对称，似乎
只盖了一半。事实上的确如此，IBM 当时盖了一半没钱了，就留下了这
座烂尾楼（图 2 - 4）。而且，郭士纳还想把盖好的这一半卖掉，只是这座
楼实在太贵，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没有公司买得起，
它才得以留在 IBM。郭士纳事后讲，这些裁撤部门和卖资产的决定，不
仅是他在 IBM，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图 24

  实验室

接下来，他对公司的一些机构和制度进行改革。首先，他不声不响地将分
出去的一些服务公司买回来（那时 IBM 快破产了，美国政府不反对它将
服务公司买回来），然后将 IBM 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和服务合成一体。
对比几乎同时代 AT&T 将公司拆分的做法，郭士纳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的目的是打造一艘 IT 服务业的航空母舰。在公司内部，它引入竞争机制，
一个项目可能有多个组背靠背地开发。为了防止互相拆台，加强合作，郭
士纳将每个人的退休金与全公司的而不是以前的各部门的效益挂钩。
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 9% 降到 6%。以前的 IBM 实
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
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进入实
用阶段，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
IBM 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会很
快地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 IBM 的长线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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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 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
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是设立了奖学金。
在郭士纳的领导下，IBM 很快走出了困境。IBM 将自己确立为一个服务
型的技术公司，并将自己的用户群定位在企业级，而放弃了自己不在行的
终端消费者市场。以往，在争夺低端企业用户的竞争中，IBM 并没有优势，
因为它的产品太贵。在郭士纳任期的最后几年里，IBM 开始大力推广廉价、
开源的 Linux 服务器。IBM 的产品头一次比竞争对手便宜了。经过 10 年
的努力，郭士纳完成了对 IBM 的改造，确立了 IBM 在针对各种规模企业
的计算机产品和服务上的优势地位。今天，IBM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源
操作系统 Linux 服务器的生产商。上个世纪 90 年代，IBM 和 AT&T 走了
两条截然相反的路。AT&T 是将一个家好好的公司拆散卖掉，IBM 则是
将分出去的公司整合回来，打造了一个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一条龙的航空
母舰。今天看来，无疑是 IBM 的路走对了。从图 2 - 5 IBM 股票的走势图
中可以看出，从 1993 年下半年起，IBM 的业绩突飞猛进地发展。在郭士
纳担任 CEO 的 10 年间，IBM 的股票价格长了 10 倍。今天，郭士纳虽然
已经不再担任 IBM 的 CEO 了，但 IBM 依然沿着他确立的方向发展。从
IBM 和 AT&T 的不同结果可以看出一个有远见的经营者和一群贪婪的短
期投机者在管理方针水平上的差别。

图 25

5

 股票走势图（数据来源： ）

保守的创新者

IBM 在经营上相当的保守，它一直固守自己的核心领域，很谨慎地开拓
新的领域。从机械的制表机到大型计算机，到今天的 Linux 开源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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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始终牢牢地控制着美国政府部门、军队、大公司和银行的业务，即
使它生产的笔记本电脑，也是针对公司用户而不是个人用户的。在同档次
的笔记本电脑中，它的价格比其他厂家的要贵很多，因此个人很少自己掏
腰包购买 IBM 笔记本。IBM 在自己一些非核心领域也常常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它也不轻易在那些领域快速膨胀。比如，它很长时间里在存储技术、
数字通信技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上都领先于世界，但是我们很
少看到 IBM 花大力气开拓这些市场。保守的好处是不容易轻易出错，因
为像 IBM 这样服务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核心部门的公司，产品上出一点
错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要知道美国主要银行对计算机系统的要求是
一年宕机时间不能超过 5 分钟。IBM 这种保守的做法让大客户们很放心，
因此，即使它的产品和服务比别人贵，政府和公司还是很愿意，或者说不
得不用 IBM 的。
从技术上讲，IBM 是一个极富创新的公司。几十年来，如果说在工业界
哪 个 实 验 室 有 资 格 和 贝 尔 实 验 室 相 提 并 论， 恐 怕 只 有 IBM 实 验 室 了。
1945 年，IBM 在纽约开设了第一个实验室，这就是后来的沃森实验室，
几年后，它在硅谷开设了第二个实验室。今天，它在全球有 11 个实验室。
上世纪 50 年代，IBM 发明了计算机的硬盘和 FORTRAN 编程语言；上个
世纪 60 年代，IBM 发明了现在通用的计算机内存（DRAM），提出了现
在广泛使用的关系型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上个世纪 70 年代
以来 IBM 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包括今天通信中使用最广泛的 BCJR 算法、
简指指令（RISC）的工作站、硬币大小的微型硬盘（用于照相机等设备），
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可以看见原子的显微镜。至今，IBM 在计算机
技术的很多领域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它为索尼游戏机设计的 8 核处理
器，是今天英特尔双核处理器性能的 10 倍。不过，IBM 的主要发明都和
计算机有关，这一点上，它区别于研究范围广泛的 AT&T 的贝尔实验室。
IBM 一 直是美国专利大户，每年都有几千个专利。尤其是贝尔实验室分
家以后，IBM 成了专利申请的老大。IBM 十分鼓励员工申请专利，每申
请一个专利，员工不仅能得到一笔不错的奖金，还可以计点，计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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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数，对员工涨工资乃至升职都有好处。我曾经问 IBM Almaden 实验
室 DB2 的实验室主任，IBM 如何衡量一个研究员的工作。他告诉我有三
条衡量标准：发表论文、申请专利和产品化。由此可以看出专利申请在
IBM 的重要性。
在美国，申请专利的目的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保证自己不被别人告侵权，
即防御性的。一个公司发明一种东西后，为了防止其他公司和个人将来
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第二种是进攻性的，
一个公司申请一些可能以后有用的但是自己未必使用的专利，专门来告别
人侵权。IBM 的专利很多是后一种。IBM 每年花上亿美元，养了一支庞
大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队伍，专门去告那些可能侵犯它们专利的公司，
每年 IBM 从专利费上挣来的钱是 10 亿美元左右。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赚钱
的买卖。IBM 沃森实验室的一位主任很骄傲地告诉我，不要看 IBM 在微
机市场上远远落后于戴尔和惠普等公司，但它们每年要向我们交很多的专
2
至 于 每 年  从 知 识
产 权 中 挣 了 多 少 钱，
在它的财报中有记载。

利费！ 2
IBM 实验室迄今为止有两次大的变动。一次是在 1993 年郭士纳上台后大
量削减研究经费，很多人离开 IBM 去了华尔街。其中很多人，主要是一
些数学很强的科学家，去了后来最成功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文艺
复兴技术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并撑起了半个公司。可见
科学和金融也是相通的。文艺复兴公司迄今为止 20 年平均投资回报率为
每年 37%，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远远超过股神巴菲特的旗舰公
司伯克希尔 – 哈撒韦（Berkshire – Hathaway）。这 20 年来，这两家公司
的总回报率分别是 200 倍和 20 倍，而标普 500 指数是 6 倍。IBM 实验室
第二次大变动是在最近几年。现在，IBM 的很多研究员只能从研究项目
中拿到一大半而不是全部的工资，另一小半必须通过参加产品项目而获
得，因此一些单纯搞研究的科学家不得不离开。对 IBM 的这种政策，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IBM 的目的非常清楚：科研必须和产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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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优胜劣汰

如果看一看 IBM 从 2002 年到 2010 年来的业绩，你会发现 IBM 的年收入
8 年来只涨了 22%（从 810 亿美元到 987 亿美元），而利润却涨了 5 倍（从
23 亿美元到 104 亿美元）。原因是，IBM 不断地淘汰不挣钱或挣钱少的部门，
扩充利润高的部门。2002 年，IBM 将效益不好的硬盘部门以 30 亿美元的
价格卖给了日本的日立公司。2004 年底，IBM 将它的笔记本电脑部门以
17.5 亿的价格卖给了中国的联想公司。其中，12.5 亿是现金交易（由联想
付给 IBM），另外 5 个亿是联想以 19% 的股权交换。也就是说，在当时，
IBM 认为联想公司值 26 亿美元。在以前，IBM 也类似地出售过一些部门。
我们且不去管 IBM 和日立的交易，来看看 IBM 和联想的交易，因为这是
中国公司第一次收购美国著名公司的部门。当时，不少人觉得联想能收购
IBM 的笔记本部门说明中国国力增强了，扬眉吐气了；一些人担心联想
是否能消化得了 IBM 这个部门，因为这个部门在亏损。显然，这笔生意
能做成是因为 IBM 卖有卖的道理，而联想买有买的道理。
我没有联想这些年来经营情况的数据，但是有 IBM 历年的财报。让我们先
来看一看 IBM的情况。表 2 -1 是我从 IBM 提交给美国证券会的年度汇报表
中摘要出来的。其中很多小项目，比如一次性收入和支出等，我都省略了。
表 21

 历年财报表（单位：美元）

2004 年

2006 年

2009 年

总收入

963 亿

914 亿

987 亿

毛利润

360 亿

383 亿

417 亿

毛利率

37.3%

41.9%

42.2%

成本

607 亿

531 亿

570 亿

管理、市场

201 亿

203 亿

220 亿

研发

59 亿

61 亿

62 亿

税后纯利

75 亿

95 亿

104 亿

每股利润

4.47

6.20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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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出卖了笔记本部门后，IBM 的总收入有小幅下
降，但是利润有明显的提高，因为成本大幅下降。管理、市场开拓、研发
等费用基本持平。从 2004 年到 2006 年，税后利润增加了 1/4 以上，到
2009 年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卖掉笔记本部门后，IBM 用所得到的现
金几次购回自己的股票，因此公司总股票数量减少，每股利润的提升要明
显快于税后利润的增长。显然，IBM 在卖掉亏损的笔记本部门后，甩掉
了一个包袱，同时它得以集中精力在它的服务业上，使利润大幅提高，同
时也回报了投资者。IBM 一直这样不断优化自己的业务，盈利能力稳步
上升。
那么，联想购买 IBM 笔记本部门是否亏了呢？虽然我没有看过联想这几年
的营收情况数据，但是我认为联想当年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有两条原因
当时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到。第一，IBM 笔记本 ThinkPad 是笔记本电脑的第
一品牌，联想买下这个品牌就可以直接在世界各地销售自己品牌的电脑，
而不是为美日公司组装机器。有时，即使花很多时间和金钱，也不一定能
创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联想这次一步到位。第二，当时联想笔记本电脑
在世界市场上销量不过 2%，这个市场份额无足轻重，根本无法和戴尔、
惠普等公司竞争。当时 IBM 有 5% 的市场份额，两家加起来大约有 7%，
这个份额在世界上可以进前 5 名，和美日公司就有一拼了。当然，几乎所
有人都有一个疑问，联想是否能将 IBM 亏损的笔记本部门扭亏为盈。
对笔记本电脑行业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想，联想之所以愿意收购，必然是三思而行的。事实上，IBM 笔记本
部门的毛利润大约是 25%，远远大于戴尔的 19%，也高于惠普的 23%。但是，
IBM 笔记本在亏损，而惠普还有 7% 左右的税后利润，主要原因是 IBM
非生产性成本，即管理、市场和研发的费用太高，占了总收入的 27%。
IBM 在财务上，是将全公司的这些费用平摊到各个部门，IBM 除笔记本
以外的其他部门，毛利润均在 40% 以上，扣除非生产性成本，还充分盈
利。但是，笔记本部门就变成亏损的了。IBM 是很难扭转笔记本部门的
亏损局面，因为整个公司盈利太好，从上到下没有精打细算的习惯。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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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应该很容易扭亏为盈，因为中国的人工便宜，很容易将管理和研发的
费用降下来。再不济，联想的非生产性成本也不会比惠普高。总的来讲，
IBM 和联想的这次交易应该是双赢的。
IBM 就是这样，时不时地调整内部结构，将一些非核心的、长期效益不
好的部门卖掉，同时扩大核心的、利润高的生意。

7

后金融危机时代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IBM 的业绩没有多少值得圈点的地方。它的利润
很高，但是发展并不是很快，甚至在有了很多现金收入时不知道如何利用
这些现金进行再投资，最后只好以回购股票的形式发还给股东们。在过去
的 10 年里，它的股价几乎是一条直线，因此，它的股票期权对新老员工
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从 2007 年起，IBM 干脆直接对员工发放限制性股票。
但是，它在 2001 ~ 2003 年和 2007 ~ 2009 年两次经济危机中再次显示出
的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让业界叹为观止。
2000 ~ 2003 年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碎，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短期的、局部的
动荡，IBM 本来就没有赶上互联网的快车，当然受泡沫的负面影响也较小。
这些就不再赘述了。但是 2007 ~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冲击却
是无所不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多“巨无霸”的跨国公司或者倒闭（通
用汽车 3 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等），或者被并购（太阳公司、贝尔斯登公司），
或者一蹶不振（雅虎公司、花旗银行），即使是很健康的公司，包括微软
公司、eBay 公司等，也没有回到危机以前的情况。而 IBM 不但在危机中

3
通 用 汽 车 2009 年 进
入 破 产 保 护， 政 府 注
资， 原 有 的 普 通 股 价
值 清 零。2010 年 重 新

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而且在危机过后业绩迅速提升。图 2 - 6 是近 5 年来

上市后股东已经是另

IBM 的股价和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金融

名 字 未 改 而 已， 但 是

危机最严重的 2008 年底，IBM 的股价也没有跌破经济很健康的 2005 年
末时的水平。而在股市触底的 2009 年 3 月时，IBM 的股价已经走出了谷
底，几天后它的股价表现比 2005 年增长了 70% 左右，而同期美国股市的
三大指数收益均是负值。

一 拨 人 了。 现 在 只 是
所有权已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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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股价与标准普尔指数对比（数据来源： ）

为 什 么 IBM 能 在 金 融 危 机 中 岿 然 不 倒？ 为 什 么 投 资 人 对 它 这 么 有 信 心
呢？这要从它的业务、商业模式、管理方式及全球化等几个角度来看。
IBM 几乎 100% 的客户都是商业客户，本来这样的生意最容易受宏观经济
的波动而变得很不稳定。但是，它的核心业务主要是 IT 服务业，和金融
本身相关性不大。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IBM 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公司
或软件公司，而是一个服务公司。无论世界如何发展，对 IT 服务业的需
求总是存在的，而且是上升的。因此，虽然有金融危机，使得各个公司和
企业会迅速减少，甚至终止对 IT 产品的采购，但是，只要这些企业还存
在一天，就需要 IT 服务一天。有了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IBM 在金融危
机最严重的季度，营收也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相反，那些以销售设备、器
件和软件为主的 IT 公司，比如太阳公司和英特尔公司，营收就会锐减。
英特尔公司家大业大，虽然营业额和金融危机前一年相比少了 1/4，但是
尚可维持；而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太阳公司，在连续亏损几个季度后，就不
得不被兼并掉了。这显示出 IBM 的业务和商业模式的平稳性。
作为 IT 领域罕见的百年老店，IBM 的中层管理虽然机构臃肿，但是它的
高层管理还是很有经验的。IBM 在过去不断淘汰毛利非常低的业务，使
得全公司的毛利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IBM 全球有近 30 万员工，
工资和其他人工成本占它成本的主要部分。在宏观经济良好的时期，它不
太在意人工的成本，这给 IBM 的中层领导一个胡乱扩张的机会。但是，
IBM 的高层很清楚，即使裁员 20%，他们的业务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影响。
从郭士纳掌权以后，每到经济危机时期，IBM 就开始变相裁员。他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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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裁掉的是在美国的合同人员（而非正式员工）。这一次，他们比郭士纳
时代更进了一步，把很多工作永久性地移到了印度，因为那里的成本能
比美国少一半。作为一个业务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IBM 的服务也是全
球化的，从美国给全球服务和从印度给全球服务没有太本质的区别。IBM
为了对美国员工显得人性化一些，当他们减掉一个美国工作岗位时，会给
相应的人一个“搬到印度”（relocate to India）去的机会，但是要求到
了印度后拿当地的工资。当然除了原来来自印度的员工，其他人根本不会
考虑这个“善意的选择”。
IBM 业绩稳定的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于全球化。关于
全球化我们以后还会再介绍。实际上，不仅仅是 IBM，美国在这次金融
危机中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原因就是美国各个行业主要的龙
头公司都是跨国公司，它们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更多来源于海外。我们不
妨看看美国最大的 10 家 IT 公司海外营收占它总收入的比例：
表 22
2007 年

美国 10 大  公司海外营收统计
2009 年海外营业额

2009 年

公司

2007 年海外营业额

IBM*

577 亿

58.4%

555 亿 *

57.9%

惠普

659 亿

66.6%

732 亿

63.8%

微软

245 亿

41%

263 亿

42%

英特尔 *

306 亿

80%

280 亿

80%

思科 *

183 亿

46%

183 亿

46%

苹果

126 亿

51.2%

240 亿

55.9%

Google

79 亿

48%

125 亿

53%

太阳 *

79 亿

53%

69 亿

60%

甲骨文

111 亿

49.5%

130 亿

48.5%

高通

77 亿

87.6%

98 亿

94.2%

海外占比

海外占比

上面标记 * 的公司在地理市场上的划分是以美洲为一个整体，那么“海外”
收入其实是非美洲的收入。具体到 IBM 它在美国的收入 2009 年较 2007
年少了 4%，但是在拉美等国有较大的提升，导致整个美洲的营收比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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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持。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公司原来的收入就主要来自于海外，金融危机
后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因此，虽然金融危机的中心是美国，但是美国真正
好的企业抗击本土经济衰退的能力非常强。具体到 IBM 由于在金融危机
一开始的时侯，美元迅速贬值，导致它的出口变得强劲。同时，它在海外
的业务是以当地货币进行的，而它财报中的营收是美元结算的，所以其他
国家货币相对升值时，IBM 的财报就显得很漂亮。
基于上述原因，华尔街在即使金融危机最危险时，对 IBM 相对都是有信
心的。保守和谨慎对于这个百年老店至关重要。

结束语
IBM 百年来在历次技术革命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自有其生存之道。它在
技术上不断开拓和发展，以领导和跟随技术潮流；在经营上，死死守住自
己核心的政府、军队、企事业部门的市场，对进入新的市场非常谨慎。迄
今为止，它成功地完成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从机械制造到计算机制造，再
从计算机制造到服务。它错过了以微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浪潮，这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基因所决定的，但是它平稳地渡过了历次经济危机。
今天，它仍然是世界上人数最多、营业额和利润最高的技术公司之一。在
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会随着科技发展的浪潮顺顺当当地发展，直到下一次
大的技术革命。

IBM 大事记
1924

老沃森控股原打表机公司，改名 。

1925

进入日本市场，此前打表机公司已经开始逐渐进入欧洲市场。

1933

 工程实验室成立。

1936

在罗斯福新政时，获得美国政府大订单。

1943

 研制出真空管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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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20 世纪 40 年代进入亚洲市场。

1945

沃森实验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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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小沃森成为  总裁，开始了快速发展的 20 年计算机时代。

1953

研制出使用磁鼓的计算器。

1964

360 大型计算机问世。

1969

开始语言识别的研究，司法部开始对  进行反垄断调查 

1971

小沃森退休。

1973

江崎玲于奈（ ）博士因在电子隧道效应上的研究为  获得第一个诺贝
尔奖。

1981

 –  诞生。

1993

郭士纳接管 ，开创  10 年黄金时代。

1997

计算机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

2005

 将  部门卖给联想，从此退出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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