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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分析助力
业务技术决策值得信赖
简介
我们导致 IT 服务日益复杂，IT 服务运维因此深受其苦。这种困境已蔓延到整
个服务生命周期。复杂性削弱了这些服务管理的可见性，严重限制了 IT 开发
和维护值得信赖的业务功能的能力。这些监测方面的限制进而妨碍公司采取
更先进的方案，如云计算、持续性交付和移动性。若没有稳健的监测基础，
组织则无法实现这些高级方案的价值。
组织正在不断改进其 IT 监测工具，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新出现的复杂性。
一个重大而长期未决的趋势是在统一的组织实体协助下，将工具集中于统一
的组合之中。运维监测已发展成熟为商品，对洞察提出更高的要求。更深刻
的洞察将通过根植于算术算法的分析技术而得。
这一由 IBM 委托编制的说明书以 Forrester 自身有关同一受众的市场数据和
定制研究为基础，以美国、英国和德国企业公司中的 IT 运维决策者为对象，
评估 IT 运维分析的采用、益处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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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是企业软件的重中之重

监测处于应用和分析重点大转向之中

一般来说，分析软件是企业的重中之重。这种软件形式多

监测工具是 IT 使用最为普遍的软件产品。在二十年左右时

样，针对各种不同需求。方法和算法类似，所交付的洞察
都是前所未有的。

间里的重点基本一直是考察技术基础架构的基础可用性和
性能：

我们 2012 年第 4 季度的 Forrsights Soft ware Survey 数据
显示，对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企业 IT 决策者而言，2013

›

根 据 我们 2012 年 第 4 季 度的 Forrsights Software
Survey，监测软件的采用计划显示基本基础架构监测出
现饱和情况。超过 70% 的受访者已对物理服务器 (74% )
实施基础架构监测，对企业网络和 WA N (71%) 实施网

年 IT 软件的重中之重是增加商业智能和分析工具的使用。
这是排名最高的紧要优先级，26% 的 IT 决策者将其排为
紧要优先级，另外 51% 的人将其排为高度优先级（详见图

络监测（详见图 2）。但是，受访者认为扩大和升级这
类监测软件仍存在价值：34% 的受访者计划扩大或升级
物理服务器的基础架构监测 (74% ),32% 的受访者正扩大

1）。
大力采用分析获取商业智能是大数据行为的核心。很多这
种精炼智能供业务领导者使用，但是 IT 领导者意识到 IT
自身内部分析存在同样的潜力。挑战是类似的 - 解决方案

企业网络和 WAN 的网络监测；33% 的受访者也在计划
扩大或升级其数据库监测。虽然基础需求到处都有，但

也一样。

是显然这些工具必须进一步发展。

图1
软件技术重中之重：增加商业智能分析是重中之重

“以下哪些方案可能成为您 IT 组织未来 12 个月内软件技术的重中之重？”
紧要优先级

高优先级

低优先级

51%

19%

投资用于员工、客户或合作伙伴的移动应用

44%

18%

增加技术部署和使用

来源：Forrsights Software Survey, Q4 2012, Forrester Research,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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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群：960 位美国、英国和德国企业 IT 决策者

25% 6%

47%

17%

增加开放资源的使用 4%

18% 4% 1%
29% 6% 1%

50%

18%

升级打包应用至更新版本

增加企业应用商店的使用以改善终端用户服
务和支持

不知道

26%

增加使用商业智能、分析和决策支持工具与服务

使用定制开发来优化业务支持和/或差异化

不在议程之内

11% 2%
21%

3%

3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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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监测软件的采用计划显示基本基础架构监测出现饱和情况

“贵公司如何计划采用以下种类的应用性能管理和监测软件？”
扩大/升级实施

已实施，不扩
大

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实施

计划在 1 年或
以上实施

感兴趣但无
计划

没兴趣

不知道

物理服务器的基础架构监测
企业网络和 WAN 的网络监测
数据库监测
企业内部应用监测
虚拟化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监测
事务监测 （例如关于企业内部中间件）
终端用户体验监测
云供应商连接的网络监测 (IaaS, PaaS 和 SaaS)
SaaS 应用监测
监测分布于多个云的商业智能

调查群：386 位美国、英国和德国企业 IT 决策者
来源：Forrsights Software Survey, Q4 2012, Forrester Research, Inc.

›

基本基础架构监测已成为商品，使云和应用监测成为下一
个重点。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能够监测云供应商的网络
连接 (23%)、S aaS 应用 (20%) 和分布于多个云的业务应
用 (15% )。但是，他们对于这类监测有很大的兴趣。42%
的受访者正计划实施或有兴趣采用 SaaS 应用监测，40%
的受访者正计划实施/ 有兴趣采用云网络监测，38% 的受
访者正计划实施/有兴趣监测分布于多个云的应用。

目前使用中的大部分监测工具只对以前的 IT 需求有效。这
些工具无法应对近在眼前的挑战。已经出现新的工具方法，
可以保全已有投资，并且可以扩大以应对新级别的复杂性。

复杂性压垮员工拖慢执行速度
IT 声誉面临不可逆转的危害风险，除非立即采取大胆措
施。罪魁祸首即复杂性，很多复杂性是因为规划不佳和技
术扩张而自己造成的。这种复杂性毫无休止地肆意扩张，
而管理这种复杂性的能力提升速度却大幅落后，二者之间
的鸿沟越来越大。
需要新主意和新技术来管理这不断扩大的差距 - 差距越
大，越迫切地需要行动起来。差距快速扩大，因此迅速采
取行动至关重要。
这些关于复杂性的断言已经过研究数据验证：

›

服务复杂性造成有问题的时间陷阱，增加 IT 员工的压
力。服务复杂性导致的三大挑战是“员工过劳” (66%)、
“变更耗时过长” (58% ) 和“解决事故问题耗时过长” (51%)
（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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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据令人担忧，原因有多个，包括：

›

分析的例子包括问题事故的根源分析以及可以预示事故的行
为模式的预测算法。这些分别可以加速对事故作出响应，发

当过劳员工被逼得更紧，他们将会离开、消极低沉或无

起行动提前避免事故发生。

法交付。即使是最精明最有抱负的人也有自己的限度。
人员伤亡可能导致组织产生死亡漩涡。

›

所有这些处理都是为提供可见性和收集洞察。它表明了复杂
性的本质挑战 - 复杂性导致模糊性。它模糊了作出值得信赖

在速度要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变更执行、事故问题处理

的决策所需的事实。若没有可见性，您的系统毫无信任可

和软件发布缓慢造成延迟是不可容忍的。复杂性升高自
然加剧了这些问题，使情况恶化。

言。若没有信任，未来前景也不明朗。
数据表明有必要提高可见性，可见性是 IT 分析技术的关键

分析将根据决策可见性需求而扩展

驱动力（详见图 4）：

›

关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通过筛选海量原始数据，从中
收集珍贵可行动信息用于 IT 运维，以此提供助力。您需要

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实施了性能分析 (44%)、嵌入式分析
(41% ) 和 OLAP (37%) 。他们对这三方面具有极大的 兴
趣。这些是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代表了目前已安装工具
中较小的一部分，但是 IT 领导者计划大力扩展。

在极其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无数决策，这要求的洞察比您不
经协助而可获取的洞察要深刻。
分析工具能够浏览数据，发现可以从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
的模式，将大量无用的信息剔除在外。

图3
服务复杂性造成不需要的时间陷阱，增加 IT 员工的压力

“贵组织服务复杂性造成的以下问题多么具有挑战性？”
非常具有挑战性 — 5

4

3

员工过劳
变更耗时过长
解决事故问题耗时过长
版本管理
服务（包括基础架构或应用）工程无法解决业务需求
应用开发人员和业务客户绕过 IT 获取技术服务
对业务利益干系人造成不好的声誉
技术能力不足，无法应对业务需求
变更执行有欠缺
发生过多未知的或无常的变更
调查群：105 位美国、英国和德国 IT 决策者
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受委托代表 IBM 开展调研，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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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挑战性 — 1

不知道/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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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析采用计划凸显了对于可见性的需求

“贵公司计划如何采用以下商业智能和分析技术？”
扩大/升级实施

已实施，不扩
大

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实施

计划在 1 年或
以上实施

感兴趣但无
计划

没兴趣

不知道

报告
仪表板
Web 分析（如互联网/网页流量分析）
性能分析
嵌入式分析（如在 ERP、CRM 内）
OLAP （又称为“交叉分析”）
调查群：679 位美国、英国和德国企业 IT 决策者
来源：Forrsights Software Survey, Q4 2012, Forrester Research, Inc.

›

前两大分析技术是报告和仪表板。虽然这些并未被视为分
析功能，但却着实是分析工具最常见的输出结果。毕竟，
人们仍在执行绝大部分的行动，将报告作为窗口来获取用
以决定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所需的信息。

报告和仪表板已使用了几十年。大部分未能如期交付真正的
可见性，结果转向五颜六色的美学，却很少能产生真正的洞
察。真正的价值来自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对报告工具中的图

组织变更必须整合工具职能
关于管理软件优先级的调查结果既有对创新的乐观态度，
也有对阻碍进步的潜在担忧（详见图 5）：

›

形进行解读，就像心脏病学家查看病人心电图上的神秘图
形。
新时代的复杂性要求更多，因为无人具备解读甚至是最形象
的报告所需的极致技能。此外，报告不可能会以视觉形式呈
现数据障碍。简单地说，我们不再能够在不借助一些专门算
法的情况下，对数据进行解读。

改善已搜集数据的报告以大比例成为 IT 运维管理软件的
重中之重 (44% )。这与早前关于可见性的数据一致。仅
仅改善报告收效有限。报告之前的处理流程是进步的关
键所在。该研究明确表明，真正的问题是需要提高可见
性。

›

您可能惊讶地发现分析在该列表中排名最低。当您了解
IT 管理软件的变化过程时，就不会这样惊讶了。首先，
过去的分析工具大部分以事件关联为目标 - 这种做法已
被证明难度过高，因此基本算是失败。第二，更精密的
分析工具 以高数 和更丰 富的上下 文为基 础，较 新。因
此，人们对其认识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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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分析采用计划凸显了对于可见性的需求

“您的 IT 运维管理软件的三大重点是什么？”
（最多可选择 3 项）
改善已收集数据的报告
将工具所有权大部分或全部整合进单一组织实体中
增加应用监测工具
将更多（不一定全部）工具迁移至单个战略供应商
以 ITIL 或类似服务管理实践为基础开发工具
增加会使用来自其他工具信息的工具，以提供更加广泛的洞察
增加基础架构域中的工具
通过组合管理项目，减少工具数量
增加使用创新型第三方专业工具
增加算法分析技术以获取关于服务器行为的额外洞察

调查群：105 位美国、英国和德国 IT 决策者
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受委托代表 IBM 开展调研，2013 年 12 月

典型的 IT 组织仍然陷于目前已过时的实践当中。过去几十
年里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停步进行适当规划的空间已经很
小。基础架构、应用和流程激增，但相互协调不够。目前看
到的是存在显著惯性的旧体系，妨碍了对更优方法与技术的
利用。
变更对于这些组织来说是痛苦的，但大部分都理解其中的紧
迫性。他们越来越激烈地破除这些问题。他们知道自己必须
大胆快速地推倒阻碍进步的障碍。
研究数据得出关于这种进步的良好迹象：

›

管理软件的第二项重点是组织方面的而非技术方面的。这
是向前的一大步。34% 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将工具所有权
整合进单一组织中。这是改进任何工具的前提。您需要一
体化工具组合，而您只能通过整合管理软件工具的职能来
实现这种组合。

›

增加应用监测工具紧随其后，比例达 33% 。若没有应用
上下文，单是基础架构可见性并不足够。如果您希望提
供值得信赖的服务，则需要了解应用层的情况。事实证
明，分析技术在服务栈的所有级别都有价值，但是业务
的大部分相关技术层是应用。应用必须是管理软件关注
的重点所在。

分析将推动管理工具演进 - 而非变革
本研究证实了其他关于管理工具未来的实证和轶事研究。
处于原有及新兴分析技术核心的高级算法令人振奋 - 这些
创新将对 IT 管理软件工具产生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工具
的用处越来越大，因为它们能够交付关于技术服务日益上
升的复杂性的更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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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之处在于信赖。复杂性会侵蚀信赖。您需要信赖自己的

鼓舞。主动性功能如自动化技术交付 (56%) 和服务工程指

决策，以便您的客户可以信赖您！管理软件存在即是为增强
信赖 - 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已安装工具组合需要不断演进以
实现该目标。

导 (53%) 排名最后。它们的预期增长仍令人印象深刻，但
是它们的排名反映了现在的优先级。所有种类都在增强，
而其排名基本未变。

本研究力求对分析将如何在未来两年里影响 IT 管理工具加
以量化（详见图 6）。结果令人鼓舞；但是，预期进步也显

分析将率先证明其之于被动流程（如事故问题管理）的帮
助价值，而其中的痛苦也是最大的。大部分 IT 组织无法大

示出阻碍进步的惯性证据：

胆地从旧实践中迈开，但是显然他们必须采取更加激进的
措施来应对复杂性难题。他们将更加有计划地实施行动，

›

预计 2016 年每一个功能都将发展良好。人们相信分析将
为软件领域带来重大创新。

›

容量管理排名最高，70% 表示乐观（分析将可能或很可能
影响这一类）。一方面，容量管理可视为从旧容量规划迈
出的一大步。另一方面更加不凡。它力求根据业务需求和
资源供应，灵活调整虚拟资源和云资源。这更加进步的功
能需要高速度大量处理大数据集。它位于清单之首 ，令人

这是明智的。行动快速是好事。不过一味求快则不然，欲
速则不达。
最后，最大的价值位于服务生命周期初期，分析将改进应
用和服务设计，更加精妙的自动化将简化整个生命周期。
目前这些位于图 6 列表中的低位，但是确凿数据仍很客观
（ 如 53% 可 能 或 极 可 能 提 供 智 能 以 指 导 服 务 工 程 流
程）。

图6
IT 管理软件工具将增强，但是预期进展将与现今的优先级一致

“您认为 IT 管理软件工具能够在 2016 年交付以下分析功能的可能性有多大？”
极可能 — 5

4

3

更加有效地管理技术能力
利用“知识库”进行服务管理
自信地变更应用
更加有效地管理业务需求
更加快速地发现事故和问题根源
自信地变更基础架构
针对业务需求而定制的自动化技术交付
提供智能以指导服务工程流程
调查群：105 位美国、英国和德国 IT 决策者
来源：Forrester Consulting 受委托代表 IBM 开展调研，2013 年 12 月

2

极不可能 — 1

不知道/NA

7

看起来是 IT 新变革的终将在 一系列快速演化革新中结束。
这些自然将是技术方面的，但是不可避免地需要流程和行为
的相关创新。业务技术的工业化模式是最终结果。
分析对于这种 IT 工业化革新至关重要。每一种工业化业务

不久，它们将为我们作出决策，接着在没有人工干预的
情况下触发后续行动。这不是什么未来派的科幻小说场
景 - 它已经在发生。您的业务也将坚持采用这种工业化
模式，因为整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即系于此。

都由设计良好的流程的高度自动化驱动，一切皆由丰富的信
息反馈指导。信息通过分析技术实时生成，分析技术经智能
编码，协助我们进行决策。

方法
该技术采用说明书由 IBM 委托编制。在编制过程中，Forrester 利用了其 2012 年第 4 季度的 Forrsights Soft ware S urvey。
Forrester Consulting 针对 105 位所在组织员工规模超过 500 人的美国、英国和德国 IT 决策者开展专门调查，对数据加以
补充。调查受访者包括至少直接负责以下其中一种软件工具的 IT 决策者：监测工具、分析工具和应用生命周期管理工具。
辅 助 性 定 制 调 查 执 行 时 间 为 2013 年 12 月 。 有 关 Forrester 数 据 面 板 和 技 术 行 业 咨 询 服 务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访 问
www.forre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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