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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云
改善效率、降低成本并增加收入

概述
市场和技术趋势迫使通信服务供
应商 (CSP) 必须从根本上实现
业 务 运作 转型 。在 当今 时代 ，
CSP 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商品
化威胁、新的电信服务提供商通
过互联网提供替代性电信服务而
导致电信市场竞争加剧，还有客
户对高质量体验的期望不断增加。
在 这 种格 局下 ，云 计算 能够 为
CSP 提供实现其业务和运营模式
转 型 的机 会。 通过 我们 对 CSP
领导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采用云
计算的理由在于：希望通过迁移
到云网络平台来实现新收入流、
改善内部业务流程效率并降低成
本等等。
借助云交付的服务，企业能够加
快上市时间并提升增强功能，从
而在客户体验方面脱颖而出。云
技术可帮助企业创造重大价值并
实现竞争优势。那么，CSP 如何
才能充分实现云技术的优势？

根据我们在云计算方面的经验，云有能力提供一个新的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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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交付平台，从而从根本上转变竞争格局。 为了充分利用
云技术在内部运营、客户关系及行业价值链等方面实现转型的潜
力，各个行业的企业必须确定一种最佳的方式，以利用云业务模
式来推动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无论是作为服务提供商还是用户，CSP 都有独特机会来利用云计
算。如果作为服务提供商，CSP 将成为云技术的中坚力量，帮助
所有的其他行业将资本开支专为运营开支，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并
提升绩效。借助云技术，CSP 将能够彻底改变其在价值链中的定
位，创建新的货币化途径，作为数字服务提供商为企业和消费者
提供云服务。
如果作为云技术的用户，CSP 将能够实现内部 IT 及数据中心运
营的转型。此外，电信业正在朝着云网络方面转型，之前作为设
备交付的功能，如今将作为运行于云基础架构之上的软件组件予
以交付。软件定义网络 (SDN) 及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的出现
对于 CSP 至为关键，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敏捷性并加快上市
时间。

云正在促进电信业的转型
对于电信业而言，云计算有助于实现显著改进。云技术可帮助
CSP 创建新业务，重新定义客户关系，转型并优化运营，同时扩
展业务敏捷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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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领先的 CSP 已利用云开展：
• 运营创新 - 通过简化并加快流程提升了内部效率；通过降低

复杂性，提升了治理水平并实现了对更多、更广泛数据的扩展
访问，进而轻松管理风险；IT 容量更好地与业务量保持一致。
• 收入模式创新 - 能够更轻松地实现客户关系、数据及其他资

产的货币化；加快了上市时间；能够更轻松地将相关合作伙伴
服务纳入其中。
• 业务模式创新 - 第三方服务扩展至电信业生态系统；扩展了

图 1

电信行业高管表示，通过云技术可提升效率、推动
需求并降低成本
客户通过最近两年的云采用已实现了显著优势
改善内部业务流程效率
49%
推动客户需求
48%

开放式协作和共享；可开展新型业务；能够更系统化地推动创
新。
作为经济学人智库 (EIU) 于 2015 年 3 月进行的“绘制云成熟
度曲线”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对 CSP 的 100 位高管进行了访谈，
了解了他们所在企业之所以采用云技术的首要业务推动因素。这
些高管们提及的三大首要推动因素分别是：改善数据访问、分析
和利用率 (43%)、扩展销售渠道 (36%) 和推动客户需求 (36%)。

加速新 IT 服务和功能的交付
45%
降低成本和/或债务
44%
扩展销售渠道（如 Web、移动等)
44%
改善数据访问、分析和利用率
41%
提升创新水平
36%
加快上市时间
27%
更轻松地与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合作
22%
来源：“绘制云成熟度曲线”，EIU，2015 年 3 月
问题：“贵企业通过云技术的采用已获得了哪些业务优势？”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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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了解企业云采用背后的动机外，此次调查还向这些电信高管
了解了他们的企业通过云技术实现了哪些优势。49% 的电信行业
高管表示，云已经帮助改善了内部业务流程效率，而 48% 的受
访者表示云推动了客户需求，而 45% 的受访者表示云帮助他们
加快了新 IT 服务和功能的交付（见图 1）。
随着 CSP 的云采用日渐成熟，其他优势也将逐步实现。CSP 及
其客户将可快速设计应用原型并部署应用。企业将受益于用户驱
动的、移动的、以云为中心的新信息技术。云将会支持企业 IT
功能、角色和职能的转型。此外，业务经理将会越来越多地利用
云进行应用开发，以提高敏捷性。
除了对企业的诸多优势之外，云技术还有可能提升客户优势。云
技术有助于开辟新渠道及扩展现有渠道，还可以改善客户数据的
访问，以便更好地为其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借助云技术，CSP
还能够变革并重新定义人们消费视频的方式。云技术有助于企业
培养更加整合的一流客户体验，从而加强客户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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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借助云技术实现成功，CSP 必须评估云对运营模式的影响，
并确定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 高效地寻源和管理合作与联盟。实现采购与寻源功能的自动化。

定义服务级别协议，确保客户数据在共享环境中的安全。
• 主动重新设计业务架构和流程。将传统流程集成到云支持的新

动态流程中。建立可用且可靠的云平台。
• 变革组织设计与治理。 准备好通过强大的风险管理系统减缓数

据隐私和合规性风险。
• 评估当前的绩效管理。制定相应战略和指标，以应对全新水平

的报告复杂性。将绩效指标纳入到云服务合同之中。
• 开发新的关键云功能。 培养客户及服务导向的相关的技能；虚

拟化和网络技术；关系管理。构建更深入的数据分析和运营功
能。
• 提升对新兴技术的采用。更新 IT 战略，以支持新业务战略及

若要访问完整版的“绘制云成熟
度曲线”调查，敬请访问：
ibm.com/cloudmaturity
如欲了解如何与 IBM 合作并探
索我们的即服务产品组合，敬请
访 问 ： ibm.com/cloud-computin
g/us/en
如欲阅读我们提供的所有行业定
制云执行摘要，敬请访问：
ibm.com/business/value/cloudindustry-series
如欲获得我们调查研究的完整目
录，或订阅我们每月的新闻稿，
敬请访问：ibm.com/iibv
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从应
用 商 店 中 免 费 下 载 iPad 或
Android 可用的“IBM IBV” 应
用，即可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
究院的执行报告。

云计算实现。调整预算，将现有系统及新网络带宽考虑其中。
• 重新评估位置战略，以实现最优的云采用并提升客户体验。废

弃或合并技术资产。
• 促进企业文化变革。就组织变革对员工进行培训，以克服来自

于 IT 及其他职能部门的阻力。
IBM 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在咨询服务及企业级云产品领域，IBM 在市场中独树一帜。我
们致力于与客户展开对话互动，识别云采用的起点，从而通过
以下云功能达到降低成本并实现业务模式转型的目的：
• 业务和技术战略咨询服务，可帮助客户充分利用云技术制定可

执行的战略，同时通过技术实现业务价值，从而实现业务、运
营和组织的转型。
• 作为下一代的企业级云服务交付平台，IBM Cloud 解决方案可

为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级别控制。该款对于私有云、公有
云和混合云均适用的通用 IBM 架构基于 IBM 的硬件、软件、
服务及最佳实践而构建。
• 一整套强大的 IBM 云服务，包括：计算、存储、备份、SAP、

安全及统一通信。
• 咨询、设计、实施与基础架构组件管理服务，可用以创建动态

的 IT 环境，为云计算部署提供高效的支持。
• IBM 的下一代云网络技术，包括 SDN 和 NFV 以及 IBM 云视

频交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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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的力量：推动业务 模式创新 (The power of cloud: Driving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3 年 1 月.http://www-935.ibm.com/services/us/
gbs/thoughtleadership/ibv-power-of-clou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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