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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关键指标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
开发团队： 
807.5万美元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

增量收益（毛利润）： 
314.3万美元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

上市周期实现的增量收益

（毛利润）： 
334万美元 

可量化收益总额： 
2052.1万美元 
（经风险调整后的现值） 

 

综述 
如今，为满足业务部门不断增长的、对创新软件解决方案的需求，进而满足

其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企业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例如，IT部门被要求

开发差异化的应用程序来吸引和留住客户、改进内部流程，并实现更有效、

更复杂的员工交互。 

由于专业开发人员的稀缺，上述压力进一步加剧。资源的匮乏不仅阻碍了企

业打造开发能力，而且还导致业务需求与IT交付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因此，许多企业开始转向低代码，试图让非开发人员参与到应用程序开发之

中，以此来满足业务需求，从而弥合这一差距。 

根据Forrester的调研结果，一些企业开发团队已开始采用低代码开发平台，

市场增长前景似乎比较乐观。在另一项面向全球开发人员的调研中，45%的

人表示，各自所属公司已采用或计划采用低代码工具。这表明，随着应用程

序需求的增长，低代码平台成为了一项具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 

Mendix公司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开展一项“总体经济影响™”（TEI）
调研，客观审视企业通过部署该低代码平台而获得的潜在收益。该调研旨在

为读者和潜在客户提供一套框架，以便评估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

可能对其企业产生的潜在财务影响。 

为更好地了解这项投资的收益、成本、灵活性和风险，Forrester对四位客户

进行了深入调研。在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平台的不同组件方面，这些客户平均

拥有近六年的经验。本报告的“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概述”部分

将向您提供有关该平台的更多信息。 

在接受调研的客户中，采用低代码平台的主要动机包括：缺乏对业务需求的

IT响应能力、定制应用程序的上市周期不被接受、难以找到专业开发人才，

以及将IT部门视为成本中心而非促进变革的因素。通过采用西门子低代码平

台，可扩大软件开发人员的可用人才库，加快实现成果，促进业务与IT进行

更有效的协作，并实现传统应用程序开发所需的繁琐管道和基础设施任务的

自动化。因此，通过引进该平台和改善客户互动，企业可实现应用程序交付

节支、运营效率和业绩提升。 

Forrester基于这四次调研获得的数据，创建了一个该复合型企业模型，以阐

明通过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平台可获得的可量化收益和成本。 

该复合型企业是一家总部位于北美的跨国企业，业务遍布欧洲和亚洲。该企

业为B2B和B2C客户提供服务。在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平台之前，该企业

很难以合理的成本来满足各业务部门的需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该复

合型企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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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可量化收益。该复合型企业经过三年获得了以下可量化收益（经风险调整 
后的现值），总计20,520,796美元（有关更多详情，请参见“收益分析” 
部分）。 

›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8,075,035美元。 

›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5,969,097美元。 

›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3,142,750美元。 

›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 
3,333,914美元。 

除了上述可量化收益之外，接受调研的客户还介绍了他们通过使用西门子低

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而获得的一些可质化特征或收益（有关更多详情，请

参见“可质化收益”部分）。 

成本。该复合型企业为使用该平台而产生了以下现值成本，总计696,900美
元（有关更多详情，请参见“成本分析”部分）： 

› 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的提前规划、部署和监测工作所需的劳动力：

171,864美元（按风险和现值调整后）。 

›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525,036美元（按现值调整后）。 

Forrester通过调研和财务分析发现，该复合型企业经过三年，获得了20,520,796
美元的收益，成本为696,900美元，总计净现值（NPV）为19,823,896美
元，投资回收期不到六个月。 

如果经风险调整后的成本和收益仍能够体现该商业案例的价值，则可提高客

户对这项投资将取得成功的信心，因为项目面临的风险已纳入考虑并予以量

化。经风险调整后的数字应视为切合实际的预期，因为它们是在已考虑风险

的前提下生成的预期值。 
 

收益（三年） 

 
 

 
 
 

 

 
 
 
 
 
 

 
 
 

应用程序 

交付节支 
西门子低代码 

促成的运营 

效率提升 

通过改善客户 

互动实现的 

增量收益 

（毛利润） 

通过缩短新产品

和服务的上市 

周期实现的 

增量收益 

（毛利润） 

净现值 
1982.4万美元 

收益现值 
2052.1万美元 

投资回收期： 
不到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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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方法可帮助企业向

高管及其他主要的业

务利益相关者展示、

证明和实现 IT计划的

有形价值。 

TEI框架和方法 
基于从调研中获取的信息，Forrester构建了一套“总体经济影响”（Total 
Economic Impact™，TEI）框架，以便企业考虑是否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

应用程序开发平台。 

该框架旨在识别成本、收益、灵活性和风险等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

Forrester分多个步骤，逐步评估西门子低代码平台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尽职调查 
对西门子低代码利益相关者进行尽职调查，并由Forrester相关专家收集与

西门子低代码平台相关的数据。 
 

客户调研 
对四位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平台的客户进行调研，以获取有关成本、收益和

风险的数据。 
 

财务模型框架 
使用TEI方法，创建一个代表调研的财务模型，并根据接受调研的客户提出

的问题和担忧，按风险对该财务模型作出调整。 
 

案例研究 
在就西门子低代码平台之影响进行建模的过程中，我们使用了TEI方法的四

个基本要素：收益、成本、灵活性和风险。鉴于企业对IT投资的相关分析越

来越复杂，Forrester的TEI方法有助于企业全面了解其采购决策的总体经济

影响。有关TEI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A。 
 

 
 
 
 
 
 

声明 

读者应注意以下几点： 

本调研由Mendix公司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开展，其目的并非用于竞争分析。 

对于其他企业将获得的潜在收益，Forrester不作任何假设。Forrester强烈建议读者

在本报告提供的框架内，根据自行估计来确定自身是否适合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

平台。 

Mendix公司将对本报告进行审核并向Forrester提供反馈，但Forrester对本报告保 
留编辑控制权，不接受与Forrester的调研结果相抵触或旨在模糊本报告之含义的 
变更。 

Mendix公司为调研活动提供了客户名单，但自身并未参与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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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的客户旅程 
 
在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之前及之后 
 
接受调研的客户 
为编制本报告，Forrester对Mendix公司的下列四位客户进行了调研（所有

客户均要求匿名）： 
 

 
行业-地点 

 
用户数量 

 
调研对象 

 
已使用西门子低代码时间 

保险业——北美洲 12,000  首席架构师  60个月  

公用事业行业——欧洲、中东 

和非洲  4,300  快速产品开发团队经理  48个月  

房地产经纪人——北美洲 26,000  软件开发副总裁  102个月  

保险业——欧洲、中东和非洲  5,700  开发运营主管  26个月  

 
 
复合型企业 
 Forrester在对这四个客户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收集了相关数据，并利用这

些数据，创建了一个复合型企业模型，以阐明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平台

可实现的可量化收益和成本节支。该复合型企业基于这些调研中收集的属

性和反馈而创建。 

该企业是一家总部位于北美的跨国公司，业务遍及欧洲和亚洲。该企业服

务于B2B和B2C客户，并有15,000名用户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

开发平台而获益。在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平台之前，该企业曾面临困

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来满足其业务部门的需求。 
 
关键业务目的和目标 
在对多家供应商进行了全面评估之后，该企业选择了西门子低代码企业
版，因为它相信该平台能帮助其解决以下难题： 

› 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IT部门无法及时响应业务部门日益增长的、对定

制应用程序的需求，导致解决方案不理想、交付延迟和返工情况。 

› 需要最大程度实现云平台或“平台即服务”（PaaS，包括容器化、自动

化和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工具）的投资回报。 

› 长期以来，该企业一直难以找到并引进专业的开发人员，导致越来越多

的业务需求未得到满足并被积压。 

› 由于开发工具和流程效率低下或失效，应用程序创建周期较长，越来越

多的业务请求被积压。 
 

 
“在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应用

程序开发平台之前，我们将部分

应用程序开发工作外包，并常常

面临很长的交付周期。我们很难

在项目中期改变思路。构建一个

应用程序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可能到最后，业务重心发生了

变化，或者产品发生了变化，或

者市场发生了变化，或者上述所

有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在

使用该平台之前，我们的开发体

验非常糟糕。” 

保险公司开发运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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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老旧系统和流程升级难度大且成本高昂，导致运营效率低下和企业

结构僵化。 

› 流程易导致出错，从而增加成本和风险。 

› 客户体验依赖于人工流程和过时的技术，缺乏竞争力。 

› 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较长。 

› 无法从一个传统的瀑布式企业，转变为一个敏捷的、随时迎接变革的 
企业。 

› IT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缺乏密切互动，因而无法围绕问题和解决方案展

开探讨，利益相关者无法达成共识。 

› 员工产出率较低，对生产率、员工留任率、招聘和员工士气产生负面 
影响。 

 
主要结果 
客户调研结果表明，其通过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获

得了下列实际收益（有关具体的财务收益，请参见“收益分析”部分）： 

›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 

›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 

›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 

›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 

除了以上列出的收益之外，接受调研的客户还提及了他们通过使用西门子

低代码平台而获得的一些可质化特征、功能及收益（有关详情，请参见

“可质化收益”部分）。 
 

 
“以前，我们每六周发布一次更

新，现在每两到三周发布一次更

新。有了西门子低代码平台，我

们得以更频繁地交付一些更精简

的更新，并且能够更快地满足业

务用户的需求。” 

软件开发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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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析 
可量化收益和成本数据 
 

 

 
编号 

 
收益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计 

 
现值 

Atr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 $643,200 $3,216,000 $6,432,000 $10,291,200 $8,075,035 

Btr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 $559,104 $2,795,520 $4,193,280 $7,547,904 $5,969,097 

Ctr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

（毛利润） $300,000 $1,200,000 $2,500,000 $4,000,000 $3,142,750 

Dtr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

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 $224,000 $1,344,000 $2,688,000 $4,256,000 $3,333,914 

 总收益（经风险调整后） $1,726,304 $8,555,520 $15,813,280 $26,095,104 $20,520,796 
 

备注：Atr、Btr、Ctr和Dtr是指下表中的收益总额。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 

 

 

 
 

 
 

 
 

 

 

      

 

 
 
 
 
 
 
 
 
 
 
 
 
 
 
 

 
  

在投资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平台之前，该复合型企业的开发政策依赖于传

统语言、框架和老旧系统，并且需要人工完成数据验证和集成，这导致

数据录入质量低且错误频出。对于这种繁冗且耗费成本的流程，该企业
的业务部门表示无法接受。

接受调研的西门子低代码客户透露，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平台，他们

得以提高开发效率、降低人员成本，并降低应用程序操作成本。这些得

益于西门子低代码的以下特性和功能：

› 在整个应用程序堆栈实现可视化建模，从而减少对传统编程语言或框架

的依赖，并将开发速度提高六至十倍。

› 一套双集成开发环境（IDE）工具集，共享一个模型，支持技术和非技

术人员共同参与开发，从而扩大应用程序开发人才库。

› 支持业务流程领域专家实时参与，以减少因解决方案造成的返工，从而

更快地满足业务需求。

› 集成DevOps工具（通过管理控制台或安全API呈现），支持一键式部

署、自动资源调配、集成测试、备份和监控，从而减少部署和操作相关

的工作量。

› 使用西门子低代码 Cloud、西门子低代码 Cloud Dedicated或西门

子低代码 for Private Cloud 提供“开箱即用”的弹性扩展、故障切换

和回退功能，从而减少操作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符合严格的云原生

标准。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 
占总收益的39% 

 
 
 
 
 

总收益——复合型企业 

 
 
 

 

  810万美元 39% 
    三年期收益现值 

上表显示的是下文所列各方面全部收

益的总计，以及按10%折现的现值

（PV）。预期三年后，该企业经风

险调整后的总收益现值将超过2050万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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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代码扩展（封装至西门子低代码建模环境中的原生组件中，并保

存到私有化应用商店中），以便专业开发人员提供支持。非专业开发人

员可使用这些扩展来构建应用程序，使之利用复杂的逻辑和集成，或者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新技术。 

› 支持多种设备和触点，并共享同一底层模型。其中包括响应迅速的

Web、原生移动、渐进式Web应用程序（PWA），以及对话式、可穿戴

式、Edge和API驱动的应用程序，并减少了对专业开发资源的需求和对

多个代码库的昂贵维护。 

› 平台内的AI助手可利用模型的机器学习分析，精确提示下一步逻辑，以

便新开发人员迅速适应，并支持虚拟结对编程。 

› 通过西门子低代码在线学习学院、内置的人工智能指导以及集成的社区

支持网络，以便开发人员迅速适应并提供支持。 

备注：接受调研的客户透露，西门子低代码平台易于掌握、学习曲线 
较短。 

建模和假设。在第一年，该复合型企业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了5款应用

程序并予以维护；第二年，又开发了25款应用程序并予以维护；第三年，

又开发了50款应用程序并予以维护。A2行表示开发和维护A1行中的应用

程序所需的传统开发人员的数量。A5行表示采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之

后，所需的开发人员数量减少；从成本角度而言，我们假设，由50%的传

统开发人员和50%的经西门子低代码培训的开发人员组成一支混合开发团

队。一名传统开发人员的行业平均满负荷成本为105,000美元；一名经西

门子低代码培训的开发人员的成本为85,000美元，平均满负荷成本为

95,000美元。 

风险。鉴于接受调研的客户拥有丰富的应用程序、面临多项劳动力成本，

并且可能建立上述50:50混合开发团队，因此，对于下表所列的劳动力节

支，Forrester根据风险，将其下调了20%。 

因此，经风险调整后的三年期收益现值为8,075,035美元。 
 
 

影响力风险是指投资可能无法满足该复

合型企业的业务或技术需求，导致总体

收益降低。不确定性越大，收益评估结

果的潜在影响范围就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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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指标 计算方法/来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A1 每年完成开发的应用程序的数量 该复合型企业 5 25 50 

A2 
在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之前，为

开发和维护这些应用程序而需要的传统

开发人员的数量 
调研 12 60 120 

A3 传统开发人员的平均满负荷成本 行业平均数据 $105,000 $105,000 $105,000 

A4 由传统开发人员开发和维护这些应用程

序的成本 A2*A3 $1,260,000 $6,300,000 $12,600,000 

A5 
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来开发和维

护这些应用程序时，所需的开发人员的

数量 
调研 4.8 24.0 48.0 

A6 
开发人员的平均满负荷成本（50%的传

统开发人员和50%的经西门子低代码培

训的开发人员组成的混合开发团队） 
($105K+$85K)/2 $95,000 $95,000 $95,000 

A7 
由传统开发人员和经西门子低代码培训

的开发人员共同开发和维护西门子低代

码应用程序产生的成本 
A5*A6 $456,000 $2,280,000 $4,560,000 

At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 A4-A7 $804,000 $4,020,000 $8,040,000 

 按风险调整 ↓20%    

Atr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经风险调整后）  $643,200 $3,216,000 $6,432,000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 
对于该复合型企业而言，其开发的一些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旨在实现运

营流程的自动化、精简化和数字化。通过开发以及后续在运营中使用西门

子低代码应用程序，该企业提高了员工生产率、降低了成本，从而提高了

运营效率。 

这些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克服并/或缓解了该企业此前面临的下列运营

挑战： 

› 基于纸质、电子邮件或电子表格的人工流程效率低、风险高。 

› 员工在试图对多个完全不同系统中的数据予以组合利用、重新加密或合

并时，遇到困难。 

› 反复录入和人工流程易出错，导致输出质量低、成本增加。 

› 由于缺乏透明度、难以获取准确数据，决策能力受到阻碍。 

› 老旧系统和流程缺乏灵活性，在发现或实施其他改进时，无法作出相应

调整。 

西门子低代码促进了流程的自动化和精简化，以便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并

最大程度地减少错误。现在，员工能够更高效地查取数据，从而提高生产

率。简化的流程有助于减少错误、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组织结构上的灵

活性。 

 
 

 
西门子低代码开放 

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 
占总收益的29% 

 

600万美元 

三年期收益现值 

29% 

应用程序交付节支：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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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和假设。Forrester对该复合型企业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而

直接实现的劳动力运营效率进行了估算。B1行表示截至每年年初西门子低

代码应用程序的累计数量。B2行表示每个增强功能平均节省的时间（时

数）和精力估值，B3行表示操作流程管理员每小时的平均成本。 

风险。为保守起见，Forrester根据风险，对下列收益作出了调整，即下调

了20%，以反映接受调研的不同客户在获改进应用程序的数量和操作流程

管理员人均成本方面的差异。 

因此，经风险调整后的三年期收益总现值为5,969,097美元。 
 

 
编号 指标 计算方法/来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B1 每年完成开发的有助于提升运营效率 
的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的数量 累计应用程序数量 4 20 30 

B2 每个应用程序平均节省的时数（自动

化、精简化、数字化的操作流程） 
调研：3名全职员工

（FTE） 6,240 6,240 6,240 

B3 受到积极影响的全职员工的平均小时 
成本 行业平均水平 $28 $28 $28 

Bt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 B1*B2*B3 $698,880 $3,494,400 $5,241,600 

 风险调整 ↓20%    

Btr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 
（经风险调整后）  $559,104 $2,795,520 $4,193,280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 
在调研中，客户一致认为，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他们得以增

强客户体验，帮助赢得和留住客户，从而实现收益和毛利润增长。具体成

功因素包括： 

› 相比于引进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之前，目前能够更快地预测并抓住新

的业务机会。 

› 数字化、现代化的客户体验促进了忠诚度和客户保留率的提高，并最终

促进了收益和市场份额的提升。 

› 通过将以前偏向于人与系统或者系统与系统之间交互的人工流程予以自

动化，实现了跨不同用例（例如，报价或服务于现有客户）的简化客户

交互。 

› 支持集中查看客户全部信息，减轻了客服人员的负担、加快了解决问题

的速度，为每位客户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 支持利用对话界面、人工智能或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更频繁地进行低成

本实验，从而为客户带来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 
实现的增量收益 
（毛利润）： 
占总收益的15% 

 

15% 
310万美元 

三年期收益现值 

西门子低代码促成的运营效率提升：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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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了发布能力，支持在全球多个云平台中，每两周发布一次客户体验

改进。 
 

建模和假设。根据计算，该复合型企业通过持续改进其面向客户的西门子

低代码应用程序而直接促成的快速收益增长如下： 

› 50%的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面向客户。 

› 这些应用程序的年平均收益为400万美元。 

› 西门子低代码实现了5%的收益提升，并且由于产品/服务上市周期得以缩

短，收益周期也随之缩短。 

› 毛利率为50%。 

虽然该复合型企业实现了增量收益，但我们在本案例中计算的收益是收益

对应的毛利润（减去费用）。有关收益详情，请参见下表。 

风险。为保守起见，Forrester根据风险，对下列收益作出了调整，即下调

了20%，以反映接受调研的不同客户在获改进应用程序的数量和应用程序

平均收益方面的差异。 

因此，经风险调整后的三年期收益总现值为3,142,750美元。 
 
 
 
 

 
编号 指标 计算方法/来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C1 面向客户的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 该复合型企业 3 12 25 

C2 与面向客户的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相 
关的年度收益 

每款应用程序：
C1*$4,000,000 $12,000,000 $48,000,000 $100,000,000 

C3 由于西门子低代码提供了更好的数字客 
户体验，年收益增长了5% C2*5% $600,000 $2,400,000 $5,000,000 

C4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促使收益周期缩 
短的月数 调研 3 3 3 

C5 通过将上市周期缩短三个月实现的增量 
收益 C3/12*3 $150,000 $600,000 $1,250,000 

C6 增量收益对应的毛利率 行业平均水平 50% 50% 50% 

Ct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毛 
利润） (C3+C5)*C6 $375,000 $1,500,000 $3,125,000 

 风险调整 ↓20%    

Ctr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毛 
利润）（经风险调整后）  $300,000 $1,200,000 $2,500,000 

 
“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

台，我们得以快速开发新产品，

这使我们的业务也发生了改变。

例如，我们企业中的大多数项目

若采用传统开发模式，可能需要

长达两年的周期才能完成。现

在，我们只需六个月就完成了第

一次迭代，只需四个月就完成了

第二次迭代。因此，我们可以 

更快地向客户提供更多，并更快

地获得他们的反馈。产品上市周

期的缩短改善了我们与客户的

关系。” 

软件开发副总裁 

通过改善客户互动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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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实现的增量收益

（毛利润） 
接受调研的客户一致认为，西门子低代码平台让各自公司能够更快地响应

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市场机会。由于西门子低代码能实现更短的开发周

期，该复合型企业得以提前七个月推出新产品和服务。促成上市周期缩短

的因素包括： 

› 测试和学习新的创意，利用上市周期缩短的优势，降低失败成本，让该

复合型企业能够“快速失败”（fail fast），并通过新产品、服务和业务

模式超越竞争对手。 

› 利用对话界面、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更频繁地进行低成本实

验，以确保带来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 减少专业开发团队按时达成目标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 创造一种吸引顶尖人才的创新文化，将IT部门从成本中心转变为驱动收益

增长的部门。 

建模和假设。新产品和服务上市周期的缩短，让收益和利润流的实现周期

也得以缩短。得益于上列因素，该复合型企业实现了增量收益（毛利

润）。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接受调研的客户发布新产品和服

务的时间平均提前了七个月（相比于传统开发平台）。在建模过程中，

Forrester将该复合型企业上市的每款产品和服务的七个月增量收益（毛利

润）加入到模型之中。有关收益详情，请参见下表。 

风险。为保守起见，我们根据风险，对下表中的这项收益作了调整，即下

调了20%，以反映其他企业毛利率的差异。Forrester将这些收益下调了

20%，因此，经风险调整后的三年期收益总现值为3,333,914美元。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 
服务的上市周期实现的 
增量收益（毛利润）： 

占总收益的16% 
 

 
16% 

 
330万美元 

三年期收益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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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指标 计算方法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D1 通过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而

开发的新产品和服务的数量 该复合型企业 1 6 12 

D2 每款新产品或服务平均每月实现的

总收益 调研 $80,000 $80,000 $80,000 

D3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促使上市周

期缩短的月数 调研 7 7 7 

D4 通过将上市周期缩短七个月实现的

增量收益 D1*D2*D3 $560,000 3,360,000 6,720,000 

D5 增量毛利率 行业平均水平 50% 50% 50% 

Dt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

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 D4*D5 $280,000 $1,680,000 $3,360,000 

 风险调整 ↓20%    

Dtr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

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经风

险调整后） 
 $224,000 $1,344,000 $2,688,000 

 
 

可质化收益 
除了上文列出的可量化收益之外，接受调研的客户还透露，通过使用西门

子低代码开发平台，他们获得了一些可质化特征或收益，包括： 

› 能够更好地响应市场和客户需求。 

› 能够推动公司自身作出改进。 

› 员工可及时获取正确的数据，从而做出最佳决策。 

› 现代系统更符合业务需求，易于根据变化作出调整。 

› 集中查看客户的全部信息，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而提高客户

保留率和重复销售率。 

› 客户满意度和价值实现率提高（钱包份额提高、客户流失率下降）。 

› 员工更快乐，工作效率更高、留任率更高。 

 
灵活性 
灵活性的价值对于每个客户而言都是独特的，因此，对于其价值，不同企

业有着不同的衡量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客户在选择部署西门子低代码开

发平台之后，可能会发现其他用途和业务机会。 

根据接受调研的客户的描述，他们最初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基本

步骤如下： 

› 从某个影响力较大但可快速构建的小应用程序着手，以便在企业内部获

得更广泛的支持。 

“事实证明，对于我们企业而

言，Mendix公司是一个非常合

适的合作伙伴。他们在战略路线

图方面，与我们开展了有效的合

作。我们发现，我们与Mendix
公司的合作关系，以及我们对西

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投资是非

常有价值的。” 

快速产品开发团队经理 

 

根据TEI的定义，灵活性是指投资建设

额外的产能或能力，使之转变为业务收

益，以便未来作出额外投资。灵活性让

企业有“权利”或能力（而非义务）来

参与未来的计划。 

通过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周期实现的增量收益（毛利润）：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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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平台的价值和工作方式展开宣传，并庆祝最初取得的成功。 

› 之后，扩展低代码应用程序的组合，并建立卓越中心。 

› 最后，将卓越中心应用于有望实现巨大战略收益的计划，将平台的价值

扩展到各个职能部门和地区。 

此外，灵活性还表现在： 

› 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降低成本并提高效

率，而无需雇佣资深专家。 

› 多云/可移植性：默认情况下，应用程序是容器化的，并通过一键式部

署，被部署到全面管理的分布式云、不透明云或内部环境之中，以便一

次性利用多个云，或者根据需要，在不同环境之间进行迁移。 

› 云原生：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是云原生的，专为在容器中运行而构

建，可自动进行水平和垂直扩展，并适应各种各样的架构模式（包括微

服务）。 

› 锁定风险降低：模型软件开发工具包（SDK）和API让客户能够将代码反

映到模型中、导入并导出代码，并将模型保留至未来（即使企业的西门

子低代码平台许可到期或终止）。 

› 开放性和可扩展性：该平台采用开放标准，可在每个应用层进行扩展。

必要时，可使用自定义代码来扩展应用程序，还可通过平台API来利用现

有的开发工具链。模型是开放的，可通过模型API和平台SDK进行访问。 

有关灵活性概念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附录A。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培训

课程非常有用。入门培训能够有

效地让我们适应该平台。后面还

有高级培训，并结合上手实践来

深入了解。使用得越多，开发工

作就越轻松高效。此外，我还想

说，该平台提供的在线社区也很

有帮助。” 

保险公司首席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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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析 
 

 

 
编号 

 
收益 

 
期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计 

 
现值 

Etr 
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的提前规

划、部署和监测工作所需的劳

动力 
$37,440 $54,054 $54,054 $54,054 $199,602 $171,864 

Ftr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 $0 $99,750 $218,750 $337,500 $656,000 $525,036 

 总成本（经风险调整后） $37,440 $153,804 $272,804 $391,554 $855,602 $696,900 
 
 
 
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的提前规划、部署和监测工作所

需的劳动力 

 

 
 

 
 

 
 

  

 

 

 

 
 

根据接受调研的客户的经验，该复合型企业在西门子低代码平台的初始规

划和部署方面所需的内部劳动力明显少于采用传统开发模式的情况下所需

的劳动力。内部劳动力包括以下员工，在这些工作中，这些员工是必不可

少的：一名应用程序开发与维护负责人、一名首席架构师和两名开发人

员。这些人需要花三周的全职工作时间来使用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以充

分利用基于容器的云解决方案，并参加培训，然后开始构建第一款西门子

低代码应用程序。在初步阶段，他们的任务包括但不限于：

› 团队奠定基础，使计划具有可实施性，并组建由IT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利

益相关者组成的开发团队。

› 为西门子低代码开发人员赋能——具体包括，挑选这些人员，并为其提

供培训和认证。

› 确保负责以下职责的员工达到所需的专业水平：架构、云、用户界面/用
户体验（UI/UX）、技术顾问、安全和集成。

› 试图在不同功能和技术流程中，嵌入治理并创造协同效应。

应用程序开发负责人需要花费33%的时间来持续监测西门子低代码开发环

境，以及与Mendix公司和该复合型企业的关系。同样，相比于传统开发模

式，使用西门子低代码 Cloud、基于Kubernetes的西门子低代码 for 
Private Cloud或西门子低代码 Cloud Dedicated来执行监测，可显著缩短
所需时间。

建模和假设。下表列出了上述人员平均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

风险。Forrester根据风险，将成本上调了20%，以反映每个接受调研的客

户在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之实现及持续管理需求方面的差异性。

因此，该复合型企业在实现、部署和监测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云平

台方面的劳动力成本经风险调整后的总现值为171,864美元。

Total Costs 

实施风险是指拟议投资可能偏离原始或预

期要求，导致成本高于预期的风险。不确

定性越大，成本估算的潜在结果范围就 

越广。 

上表显示的是下文所列各方面全部成

本的总计，以及按10%折现的现值

（PV）。预期在三年期间，该复合型

企业经风险调整后的总成本现值为

696,9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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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成本 计算方法/来源 期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E1 提前规划和部署西门子低代码

云平台所需的工时 
我们的全职员工， 
在三周内（时数） 480 - - - 

E2 监测西门子低代码环境和关系

所需的工时 
3%的全职员工 

（时数） - 693 693 693 

E3 全职员工每小时的平均成本 行业平均水平 $65 $65 $65 $65 

Et 
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的提前规

划、部署和监测工作所需的劳

动力 
(E1+E2)*E3 $31,200 $45,045 $45,045 $45,045 

 风险调整 ↑20%     

Etr 
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的提前规

划、部署和监测工作所需的劳

动力（经风险调整后） 
  

$37,440 
 

$54,054 
 

$54,054 
 

$54,054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 
我们根据客户作出的、在三年期间持续使用该平台企业版的承诺，来估算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有关西门子低代码平台的具体特性和功

能，请参见本报告的“概述”部分。 

建模和假设。下表列出了该复合型企业在三年期间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

平台预估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包括西门子低代码专家服务和研讨会、云订

阅费和应用程序容器成本。 

风险。与其他领先平台一样，对客户及潜在客户而言，可能难以预测西

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使用成本。Forrester并未对该成本作出风险调

整，因为它代表了Mendix公司的固定报价。在三年期间，Mendix公司向

该复合型企业收取的总费用现值为525,036美元。 
 
 

 
编号 成本 计算方法/来源 期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G1 使用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

开发的应用程序的数量 该复合型企业 - 5 25 50 

G2 订阅费 Mendix公司 $0 $90,000 $170,000 $240,000 

G3 容器成本——每款应用程序

每年三个容器 
每个容器650美元/ 

Mendix公司 - $1,950 $1,950 $1,950 

G4 容器总成本 G1*G3 $0 $9,750 $48,750 $97,500 

Gt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 G2+G4 $0 $99,750 $218,750 $337,500 

 风险调整 0%     

Gtr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

（经风险调整后）  $0 $99,750 $218,750 $337,500 

西门子低代码云平台的提前规划、部署和监测工作所需的劳动力：计算表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的费用：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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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经风险调整后的三年期合并指标 
 

 
 

 

现金流量表（经风险调整后） 
  

 
期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计 

 
 

现值 

总成本 ($37,440) ($153,804) ($272,804) ($391,554) ($855,602) ($696,900) 

总收益 $0 $1,726,304 $8,555,520 $15,813,280 $26,095,104 $20,520,796 

净收益 ($37,440) $1,572,500 $8,282,716 $15,421,726 $25,239,502 $19,823,896 

投资回收期      < 6个月 
 

 
如果经风险调整后的成本和收益仍能够体现该商业案例的价值，则可提高客户对这项投资将取得成功的信心，因为

项目面临的风险已纳入考虑并予以量化。假设风险得到正常缓解，则经风险调整后的数字应该能够更近似地反映投

资的预期结果。 
 

收益和成本科目中的财务计算结果可用

于确定被调研企业投资的净现值和回收

期。在本次分析中，Forrester假设年

折现率为10%。 

现金流量表（经风险调整后） 

总成本 
总收益 
累计净收益 

期初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我们通过将风险调整系数

应用于每个收益和成本科

目中的未调整结果，来确

定这些经风险调整后的净

现值和投资回收期值。 

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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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低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概述 
 

 

 

 

 

 

 

 

 

 

 
 

 

 

 

 
 

以下信息由Mendix公司提供。Forrester尚未对其中任何主张予以验证，亦未对Mendix公司或其产品/服务表示认可。

让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助您成功

相比于传统开发模式，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能够让任何人以十倍的速度、原先资源的70%来构建、集成和扩展应

用程序，从而帮助客户提高运营效率、实现核心系统升级、推出新产品，并创造数字化体验。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

台基于其业界领先的低代码功能及其云平台、行业专业知识和服务，为充满活力的开发人员社区提供助力。

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旨在缩短从构思到部署再到操作的整个应用程序开发周期，同时，让开发人员和业务利益相

关者能够在整个过程中开展协作。

Mendix公司秉承三条核心原则——速度、协作和控制，为满足企业的应用程序交付需求，提供了这套全面的平台。

Mendix公司相信：

› 业务部门与IT部门之间的紧密协作有助于缩短产品上市周期。

› 通过加快业务利益相关者的创新速度，IT部门可取得更大的成功。

› 由IT部门来控制应用程序开发过程，可降低失败风险。

› 将新兴技术与核心系统相集成，可快速获得洞见并实现创新，从而提高业务成效。

› 对于面向未来的投资，采用开放、灵活的体系架构至关重要。

让非技术人员也能参与软件开发工作。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针对专业开发人员和非技术领域的专家的相关能力，

建立了相应的开发环境，让这些人员能够更快地完成开发工作。该平台集成了反馈循环和故事管理等协作工具，

可促进团队之间实现无缝开发。此外，该平台采用了行业标准框架和协议，让数据访问变得轻松、可重复使用且

通用。

开发基于稳固架构的解决方案。在平台、模型和应用程序各个层面，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都具有真正的开放性和

可扩展性。默认情况下，在该平台上构建的应用程序是云原生的，以确保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和可恢复性。无状态

的微服务解决方案体系架构可确保开发人员能够快速、安全、轻松地作出影响力较大的更改。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

台和应用程序架构在堆栈的每一层都是可扩展的，因而能实现灵活性，以及与复杂企业软件环境的互操作性。内建

的生命周期管理和全面的数据结构支持查看和控制应用程序环境。

为员工和客户创造引人入胜的体验。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让各类开发人员得以创造跨触点的无缝用户体验——包

括响应迅速的Web、渐进式Web应用程序（PWA），对话式、可穿戴式应用，以及由React native支持的低代码行

业首套原生移动解决方案。

在任何规模上都有可靠的执行力。西门子低代码开发平台是获得全球500强企业信任并采用的唯一一款低代码开发

平台，旨在支持满足全球企业的需求。Mendix公司于2018年被西门子收购，成为其价值40亿美元的数字产业部门

的核心。Mendix公司拥有一个由超过12万名开发人员组成的、蓬勃发展的社区，成为四份分析报告所指的行业领军

者，并成为这家软件巨头的SAP解决方案扩展合作伙伴，以帮助其利用这款首选开发平台，开发面向未来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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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总体经济影响 
“总体经济影响TM”（TEI）是Forrester Research公司开发的一套调研

方法。该方法可增强企业的技术决策能力，并帮助供应商向客户传达其产

品和服务的价值主张。TEI方法可帮助企业向高管及其他主要的业务利益

相关者展示、证明和实现IT计划的有形价值。 
 
 
“总体经济影响”调研方法 
 

收益是指产品为企业带来的价值。TEI方法对收益的衡

量和成本的衡量给予同等重视，以便全面评估技术对

整个企业的影响。 
 
 
 

成本考虑交付产品所建议的价值或利益所必需的所有

费用。TEI中的成本类别捕获了现有环境中与解决方案

相关的持续成本的增量成本。 
 
 
 

灵活性是指在已作出的初始投资的基础上，未来的额

外投资可实现的战略价值。若能获得这一收益，即会

产生一个可估算的现值。 
 
 
 

风险旨在衡量收益和成本估值的不确定性，在衡量过

程中，需要考虑：1）这些估值将达到原始预测值的可

能性，2）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估值被跟踪的可能

性。TEI风险因素基于“三角式分布”。 
 
 
初始投资栏包含“期初”或第一年年初产生的未折现成本。其他所有现金流均按年

末折现率进行折现。每个总成本及收益估值均需要计算现值。汇总表中计算的净现

值是初始投资和每年折现现金流的总和。总收益、总成本和现金流量表的加总和现

值计算可能不精确，因为可能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 

 
 
 
 
 
 

现值（PV） 
 
 

按利率（折现率）计算的（未折现）

成本和收益估值的现值。成本和收益

的现值将被纳入现金流的总净现值的

计算之中。 
 

 
净现值（NPV） 

 
 

按利率（折现率）计算的（未折现）

未来净现金流的现值。若项目的净现

值为正数，通常表示值得作出该投

资，除非其他项目的净现值更高。 
 
 

投资回报率（ROI） 
 
 

项目预期获得的回报，以百分比表

示。ROI的计算方法是，将净收益

（收益减去成本）除以成本。 
 
 

折现率 
 
 

在现金流分析中使用的利率，以反映

货币的时间价值。企业使用的折现率

通常在8%至16%之间。 
 
 

投资回收期 
 
 

投资项目的盈亏平衡点。在这一时间

点，净收益（收益减去成本）等于初

始投资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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