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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业务高管多次表明，各企业的当务之急集中于财务绩效指标，这涉及到优化利润，增加收入和降低成
本。紧扣这些需求的是确保客户满意度和市场占有率。不过，各公司也表示，它们需要在优化人才利用
率和工作效率的同时，确保 IT 与业务协调一致，这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挑战。此外，移动、社交媒
体、云计算和分析等新技术，彻底颠覆了最终用户（无论是商业用户还是消费者）与企业交互的方式。
这可能涉及到实时比较价格或现用现付的消费模式，也可能包括对买家的即时响应，或在关键的情况下
提供即时反馈。例如，企业需要增加容量以满足市场需求，或因医疗状况、停电或安全漏洞而引发的紧
急支持等。总而言之，这将会带来一系列新的业务和新的 IT 挑战。为此，企业使用管理服务，以帮助其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实现业务转型，确保竞争优势。对于期望利用管理服务来支持向混合 IT 转型的买
家，IDC 市场研究强调以下三个基本领域：


实现业务敏捷性和适应性。管理服务已被证明是一种战略手段，帮助企业通过云服务快速获取
新功能，无论是平台即服务（PaaS）、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还是软件即服务（SaaS），从
而帮助企业更为迅速地适应市场变化。此外，企业通过获取分析能够更轻而易举地评估当前和
未来的需求。



优化生产效率和性能。管理服务可以使企业获得特定的人才，而云功能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员工
的工作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此外，云功能还可用于按照业务部门的需求和特定的互动参与体系
(如销售、客户支持、市场营销）来将企业需求本地化。



确保集成、端对端的“混合型”IT 服务交付和管理。管理服务也可作为在混合 IT 环境中获取支持
的一种手段，混合 IT 包含传统交付模式（例如，更多地以人力为导向）和新兴的云方案（自动
化程度更高）。此外，新的功能，如“代理 (broker)”选项，可以让买家通过单一的管理系统控
制管理第三方管理服务提供商组合。

企业转型

关键业务和技术挑战
企业业务目标的实现涉及一些关键业务和技术挑战。具体而言，企业表示要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卓越运
营需要更大的业务敏捷性。


培养更迅速的市场反应能力。近 25％的美国企业表示，它们需要在 24 小时内应对最紧急的事
件（如产品召回、自然灾害、安全漏洞），超过 50％的企业表示需要在 48 小时内做出反应。
归根结底，组织需要培养应对此类紧急情况的能力。



确保业务流程的集中管理。IDC 研究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管理其
业务流程和 IT。图 1 进一步强调，仅三分之一的公司部署了集中式管理功能支持应用组合管理
及现代化。总的来说，企业在跨越其所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方面显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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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用组合管理与现代化的方法（美国）
问：

请说明贵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的业务应用（客户服务、销售、市场营销、财务、物流、通讯、生产
力等）管理及现代化方法的成熟度水平。

(%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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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组合现代化
应用组合管理
portfolio
portfolio
modernization
management
整个公司没有正式程序和特别方法
No
formal process(es) and an ad hoc approach across the company

在不同业务单位的不同
IT 部门内有正式程序和方法
Formal
process(es) and approach
within separate IT departments across different business
units
在整个公司有由单一、集中的
IT 部门管理的正式程序和方法
Formal
process(es) and approach that
is managed by a single, centralized IT department
across our entire company
不确定
Unsure
n = 454
资料来源：IDC《美国应用开发，测试和管理服务调查》，2014 年

技术转型：复杂性、步伐及风险
复杂性
企业想要更迅速地将重心转移至前线业务的这一需求，使企业实现业务目标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这要
求企业改造复杂的技术环境。


重新聚焦前线业务环境。由于采用了新的数字化功能（例如，移动、云、社交），企业表示它
们对前线业务流程(例如，销售、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愈加关注。例如，美国企业表示，到
2019 年，应用组合中将有 47%的应用侧重于前线业务环境，而在 2014 年这一比例为 40%。



消费和交付的复杂性。IDC 研究表明，北美和西欧的企业都在全方位地利用 IT 功能，包括传统
的 IT 和新方案（例如，云）。然而，在未来两年内，云方案的使用份额会有所增加。



应用环境的复杂性。美国企业表明，到 2019 年，组合中的应用数量会大大增加。但是，39％的
受访者认为，使各企业无法实现其应用组合管理目标的最大挑战是拥有极其复杂的技术应用环
境（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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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未来 12-24 个月实现应用组合管理目标的障碍（美国）
问：

无论您是否拥有用于管理业务应用的正式管理及治理流程，以下哪项最符合，或将最符合贵组织目
前或在未来 12-24 个月内在执行其应用组合管理目标方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Have a very complex technical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that

技术应用环境非常复杂，我们无法实现应用组合管理目标
prohibits us from achieving our applic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goals
Believe current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leads to a
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创造了多个难题，阻碍了组织实现
combination of challenges that prohibit the organization's
其应用组合管理目标的能力
ability to reach its applic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Lack the proper sponsorship, governance model, and/or
leadership缺乏适当的发起者、治理模式和/或领导能力
capabilities to achieve our applic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goals

来实现我们的应用组合管理目标

Lack the proper strategy and vision to accomplish our
applic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goals

缺乏正确的战略和愿景来实现应用组合管理目标

Lack the requisite skills to accomplish our application
portfolio management goals
缺乏必要的技能来实现应用组合管理目标
Lack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address our application
缺乏财政资源来实现应用组合管理目标
portfolio management goals

其他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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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454
资料来源：IDC《美国应用开发，测试和管理服务调查》，2014 年

快速的转型步伐与风险
公司向“数字化”企业（即使用 SaaS、云、Web 应用及移动的企业）转型的步伐将如弩箭离弦。


移至“数字化”的量级。图 3 中，美国公司的转型步伐一目了然：基于 Web 的应用所占的份额将
从 2014 年的约 44％增长至 2019 年的 52％，而使用 SaaS 功能的应用的份额将从 2014 年的 29％
增长至 2019 年的 44％。



转移至云为“主”的策略。图 4 突出显示，在未来两年内，38% 的北美和西欧公司有望实现“最
优”的云使用水平，这意味着企业转向“云优先”战略，而 2014 这一比例仅为 15%。

IDC 的研究不断表明，随着企业转向使用更多的云功能，它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的企业表示，它
们缺乏有效的资源来支持云环境所要求的高水准服务（例如，99.999％的正常运行时间）。这些资源涉
及财务、人力和物力资源（例如，冗余数据中心、运营中心和电信管理）。70％的美国公司预测，到
2018 年左右，其 50%的内部 IT 环境将类似一个私有云环境，届时企业需要扪心自问，何时才会出现“转
折点”，迫使它们考虑使用服务提供商来支持云需求，进而缓解此类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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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向“数字化”转型的买方量级，2014 年和 2019 年（美国）
问：

如今，贵组织有多大比例的应用组合已经数字化（例如，基于 Web 的应用、云/SaaS），有多大
比例的企业应用已转移至云服务模式（例如， Salesforce.com、NetSuite、Workday、
SuccessFactors）？五年后，这两项百分比又分别会是多少？

基于 Web 的应用（例如，网站、
Share of Web-based applications
(e.g., Web移动性、云/SaaS）的份额
sites, mobility, cloud/SaaS)

Share of applications
using SaaS cloud
使用 SaaS 云的应用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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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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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n = 454

资料来源：IDC《美国应用开发，测试和管理服务调查》，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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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未来 24 个月主要云战略（北美和西欧）
以下哪种说法最符合贵组织当前的云战略以及 24 个月后所需的云战略？

(% 受访者)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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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未来
12-24
个月
Next
12-24
months

临时
Ad
hoc- 主要集中在由个别决策者和团队需求推动的试点项目和验证活动
— focused primarily on pilot projects and validation activities driven by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decision makers and teams
机会主义 - 由个别工作组和部门的业务需求所驱动，并未共享资源或创建可扩展、可重复的实施
Opportunistic
— driven by the business needs of individual workgroups and departments with no effort
to share resources or create scalable, repeatable implementations
可重复 - 坚持不懈地跨多个组及部门利用并重复使用最佳实践和资源
Repeatable — consistent effort made to leverage and reuse best practices and resources across multiple
groups and departments
管理 - 云被广泛使用，并得到积极主动的业务和 IT 领导支持，推动有关云应用、业务政策、
Managed
— widespread use of cloud supported by proactive business and IT leadership driving decisions
IT 架构和合同谈判及监督的决策
about cloud use, operational policies, IT architectures, and contract negotiation and monitoring

Optimized
— have broadly implemented a cloud-first strategy that is proactivelyITmanaged
优化 - 已广泛实施了云优先策略，并主动管理，明显地推动业务创新，同时提高
运营效率 and is clearly
driving business innovation while improving IT operational efficiency
尚不清楚
- 我们仍处在定义云战略的初期阶段
Too
soon to
tell — we ar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defining our cloud strategy

n = 1,581
资料来源：IDC《全球云景调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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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对管理服务的要求

需要管理型“混合”IT，以满足关键业务需求
企业越来越倾向购买管理服务作为单一的、混合型合约。该合约既包含传统类型服务（如，更基于人
力）又涉及基于云的服务。如图 5 所示，截至 2015 年，45%的美国企业希望采用始终与传统外包服务解
决方案绑定的管理型云服务（例如，SaaS、IaaS、BPaaS），而 2012 年这一比例仅为 34％。
此外，大多数（约 40%）北美和西欧的云服务买家表示，它们将混合云视为一种混合使用公共云服务和
专有 IT 资产（包含虚拟化及私有云在内）的 IT 环境。总的来说，这将需要 IT 管理服务提供商不仅能够
支持各种云功能（包括私有云和公共云），还要支持各种各样 IT 功能的“混合”（例如，传统类型和
云）。

图5
管理型云服务的捆绑偏好（美国）
问：

购买管理型云服务（例如，SaaS、IAAS、BPaaS）时有何偏好？
作为一套独立的

部分捆绑于传统的

服务，不捆绑于传统

外包服务合约内

的外包合约内

（如, 基于人力），

（如, 基于人力）
(24.0%)

另一部分作为一套
独立的外包云服务
(31.2%)

总是捆绑于传统的

外包服务合约内
（如, 基于人力）
(44.8%)
n = 410
资料来源：IDC《美国外包和管理服务调查》，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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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提供商的业务模式
为满足买家针对混合合约中云支持的期望，云服务提供商必须能够满足一系列广泛的需求（参见图
6）。这些要求的关键要素如下：


云服务的管理功能。在提供为实现云环境全天候运营方面，买家希望提供商至少具备管理一些
（并非所有）技术元素（例如，应用、服务器和存储）的能力，不过这必须符合买家预期的服
务质量（如响应时间、可用性、可扩展性）。



实现云服务交付的技术资产。提供商至少需要开发一些（并非全部）自己的知识产权，包括软
件和硬件，这必须更多地涉及自动化和认知功能。



云服务的应用功能。虽然买家希望提供商至少支持若干（并非所有）应用（例如，CRM 和
SFA），另外的 IDC 研究则表明企业期望在单一合约内捆绑 SaaS 功能（如 CRM、ERP、SCM）。



云服务技术基础架构。提供商需要至少支持若干（并非所有）类型的云服务架构（如 SAP 和
OpenStack）。此外，美国买家表示向 Web 功能转型时偏好两大平台：业务应用平台（例如，
Oracle、SAP、Microsoft）和云平台（例如，IBM BlueMix、Google Apps、Microsoft Azure、
salesforce.com Force.com）。

图6
配置云服务的首选业务模式标准—美国
云服务的管理功能
提供商有能力（7 x 24) 至少 能够
管理云服务的一些（并非所有）
元素（例如，应用程序、服务器和
存储）。

实现云服务交付的技术资产

运营

IP资 产

功能

云服务的应用程序功能
提供商至少 能够支持一些（并非所有）

提供商至少 能够交付一些（并非所有）
自有技术的云服务和产品（例如，硬件或
软件）。

基础架构

应用程序（例如，CRM和SFA）。

云服务的技术基础架构
提供者至少 能够支持云服务的一些
（并非所有）类型的基础架构（例如，
SAP和OpenStack）。

n =410
资料来源：IDC《美国外包和管理服务调查》，2015 年

关键的提供商能力
为满足买方在管理服务中支持混合 IT 环境的需求，服务提供商应具有一系列重要的能力。为了实现 IT
现代化，获得新功能，半数以上（51％）的美国买家希望提供商在管理服务中能够支持这些需求，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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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升级基础架构（重新托管旧的打包应用、或更换其平台至更新的基础架构）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将现
有的定制开发应用（例如，COBOL、Java）迁移为打包应用（例如，Oracle、SAP、Microsoft），然后
将打包应用升级为最新或更新版本。
对于云等的新功能而言，北美及西欧买家提出了广泛的需求，其中包括：


服务本地化。使用（公共）云服务的首要驱动因素之一就是让业务部门（如销售、市场营销、
企业传讯、客户支持）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 IT 解决方案采购。从本质上讲，各组织都希望将云
作为其互动参与体系的本地化手段（例如，按区域），这与协调业务需求和 IT 需求的要求一
致。



跨云迁移。图 7 显示，71％的北美及西欧企业强烈同意或同意，鉴于业务和 IT 需求，它们既需
要将应用和数据从其数据中心迁移至公共云的能力，也需要在多个云提供商之间迁移应用和数
据。最终，这将要求提供商能够支持各类应用和基础架构的能力。



集中管治和治理。图 7 还显示，64％的企业强烈同意或同意，希望作为 IT 服务代理 (brokers)来
动态聚合、定制和整合公共云和私有云服务，从而满足企业需求。同样，这将需要提供商支持
广泛的应用和基础架构功能，并集中管理支持面向云和传统方案的混合 IT 环境所需的所有 IT
资源和第三方服务。

图7
买家对将应用迁移至云的期望和对代理功能的需求（北美和西欧）
前两位（净）
Top 2 (net)
我强烈同意
I agree
strongly
我同意
I agree
Neither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agree nor disagree

不同意
Do not
agree
Strong
disagree
强烈反对

Bottom 2 (net)
末两位（净）
0

20

40

60

80

(% 受访者)

需要内部“代理”功能
Need
for internal "broker" capabilities
将应用迁移至云的能力
Ability to migrate applications to clouds
n = 1,581
资料来源：IDC《全球云景调查》，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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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进入市场和可靠性。在北美和西欧，使用公共云和私有云的首要驱动因素是能够更快地获取
最新的功能和能力，加速进入市场（见图 8）。此外，使用这些服务的两大顾虑之一就是提供商
无法确保运营效率（“服务可用性的可靠性”），因而提供商需要实施各种功能来消除这一顾虑。



服务保障与合规性。如图 8 所示，北美和西欧买家对云服务的首要要求包括灾难恢复（DR）和
信息保护。总的来说，这些都需要“服务保障”和合规性。

图8
买方将工作负载迁移至云的主要选择标准（北美和西欧）
需要快速获取新功能
Need to quickly access
new capabilities
Disaster recovery and灾难恢复和备份
backup concerns

新应用开发
New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信息保护和保密性要求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s
为支持工作负载而更换现有硬件的需求
Need to replace
existing hardware supporting a workload
针对特定工作负载运营的生命周期成本
Life-cycle cost
of operations for the specific workload
业务部门偏好
Line-of-business
preference
应用开发人员偏好
Application developer
preference
顾问或第三方推荐
Consultant or third-party
recommendation
We do not
plan to move or replatform existing workloads
尚未计划迁移现有工作负载或为其更换平台
0

10
(% 受访者)

20

30

n = 1,581
资料来源：IDC《全球云景调查》，2014 年

IBM 集成基础架构管理服务（ INTEGRATED MANAGE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IBM IMI 服务概述
IBM 的 Integrated Managed Infrastructure（IMI）服务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顺利过渡至新兴和颠覆性技术和服
务，同时还可帮助企业有效管理所有传统和云等新资源。通过利用其庞大的资源，积累了超过 20 年的管
理服务经验，遍布世界各地数以十万计的专业服务人员，IBM 可帮助组织实现其业务和运营需求，既可保
证财务绩效和客户满意度，又能使 IT 与业务流程协调一致。

战略独到之处
凭借一系列关键构建模块，IBM 的 IMI 服务脱颖而出。这些构建模块可以帮助买方实现它们在全方位企
业级 IT （包括传统和基于云的消费和交付解决方案）中所追求的价值水平。如本节所述，每个构建模
块均提供关键功能，这些模块合力确保企业能够支持业务需求和战略计划。


对创新和认知自动化的持续投资。IBM 在创新和认知自动化领域持续投资，满足企业不断增长
的动态和实时的需求。特别是 IBM 正在对重要云功能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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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支持应用的连续测试、集成、发布、部署和监控。



管理型 PaaS，仅在数小时（而非数月）内即可为客户部署面向复杂中间件技术的应用。以
IBM 一流的管理服务为支撑，不仅可以提供高可用，而且还提供集成服务管理层以获得单一
管理平台。



自动跨云编排是一种集中化编排引擎。它以 OpenStack 和 Chef 自动化技术为基础，运用软
件定义数据中心（SDDC）和软件定义网络（SDN）等新功能，部署工作负载，并支持整个
企业 IT 环境的自动扩展和灵活迁移。



通过“服务目录”实现模块化。IBM 通过服务目录将 IMI 服务作为一组模块提供给企业。凭借 IMI
服务，企业可以只选择它们所需的元素来满足业务和 IT 需求（见图 9）。这可能涉及监控、管
理和报告 IT 环境的各个元素（例如，存储、网络、服务器、安全性），包括云管理，如配置、
计量和计费，或云性能和容量。



功能的深度和广度。IMI 服务可以跨云平台，为各种多供应商环境提供支持，包括 IBM 的云平台
（SoftLayer），Amazon Web Services 和 Microsoft Azure，以及从网络到存储、服务器、中间
件和应用的整个技术堆栈。IBM 的服务还覆盖了整个服务生命周期，从设计、构建/过渡，到管
理和托管。此外，IBM 还纳入关键功能，以满足当今企业所面临的更加严苛的要求，包括安全
性和为确保“服务保障”的业务连续性/灾难恢复（BC/DR）。



注重 IT 与行业业务流程的协调。IBM 利用其在业务流程方面（如人力资源、F＆A、ERP、采
购、客户服务）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其行业专业知识，来确保管理服务解决方案可帮助企业
优化其 IT 技术支持业务运营的方式。



全球交付和本地化。IBM 遍布全球的足迹可确保交付始终一致的服务品质。IBM 不仅具备传统基
础架构环境的管理能力，还包括云环境的管理能力，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位于五大洲 、由
IBMSoftLayer 云平台提供技术支持的 40 多家 IBM 托管中心。

©2015 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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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IBM Integrated Managed Infrastructure —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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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BM，2015 年

挑战
虽然企业指出管理服务能够帮助其实现业务目标，但是买家却表示存在关键的要求和顾虑，需要包括
IBM 在内的所有管理服务提供商处理。具体如下：


满足关键业务要求。管理服务买家的基本原则是确保它们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率，并能降低成
本。然而，越来越多的买家表示对管理服务有所担忧，如第三方对业务变化的响应速度，或提
供商能否跟上变化的步伐，包括新的交付模式，这两者都可能损害企业业务的有效运行。管理
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功能需能加快进入市场时间，同时还有进行关键投资，持续满足不断变化的
技术和服务交付需求。



确保可靠的安全性和服务保障。在利用管理服务时，无论是传统 IT 还是基于云的交付模式，买
家一直将安全性排在首位。此外，其它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潜在下降的 IT 系统性能和无法确保
服务质量（例如，可用性、响应速度）。为了缓解这些风险，提供商需要提供包括安全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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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管理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防护）、业务连续性和灾难恢复，以及高度可靠的交付方案
（例如，云）在内的全套功能。


帮助企业保持控制力的能力。失去控制仍然是管理服务买家们主要关注的问题。随着管理服务
扩展至包含基于云的解决方案，这更是关注重点。企业保证控制力的关键是掌握可对所有第三
方提供商管理服务(包括传统 IT 和云)提供可视性和控制的管理工具和平台。



保护关键知识产权免受损失。在使用管理服务时，各企业都十分担心因重要知识产权丢失而导
致的损失。为了缓解这些问题，服务提供商需要实施强有力的管理和控制系统，提供适当的管
理服务结构，与买方知识产权敏感度和风险相协调（私有/专用与公共/共享，现场与托管），
并明确定义合约，以保护其重要的知识产权。

结论
在社交媒体、移动、云和分析等新技术和功能的驱动下，企业必须更迅速地适应市场需求，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全球局势中保持竞争力，并满足不断扩展的全球业务需求。这一快速变化的步伐迫使企业在业务
转型中实施更多的战略方法。
这种方法的关键因素之一涉及到管理服务的使用。买家表明管理服务可为它们提供功能，确保它们拥有
能够适应市场变化所需的敏捷性和优化工作效率和性能的能力。最终，买家需要获取包括传统 IT 和云的
全方位交付方案，帮助企业优化混合 IT 功能，并实现业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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