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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发现自身面临的挑战日益复杂，保持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包括亟需加快发展步伐，适应客户
需求、法律法规、竞争格局、技术等方面的快速变化，以及应对一如既往的预算不足方面的挑战。目前，
企业纷纷尝试开发更全面的方法，充分发挥 IT 资产及相关人员和流程的价值，满足关键的业务目标，包
括提高投资回报 (ROI)、增强生产力以及开发更多创新产品和服务。企业不断加大混合云服务的使用力度，
探索云计算使用模式，保障持续运营，获得创新成果。本 IDC 白皮书研究并重点揭示企业在利用混合云
服务方面的主要需求，包括迁移到云端、云环境（私有云和公有云）持续管理以及利用此类服务所面临
的关键挑战。此外，本白皮书还探讨了基于“选择一致性”价值主张的 IBM 混合云服务战略与框架。

市场概述
企业不断想方设法提升敏捷性，更迅速地响应客户需求，以及优化 ROI。眼下 CIO 面临重大挑战，因为
混合云模式的实施不仅技术复杂，而且过程颇为困难 — CIO 和 IT 职能部门必须推行整合机制，以便与
企业中的所有其他高管和职能部门全面协作。为实现这些目标，企业开始寻求服务机构的帮助，由后者
支持转型为混合环境，并对这种由私有云、公有云及传统环境构成的组合进行持续管理。IDC 研究还表
明，服务机构必须满足以下需求，才能帮助企业实现业务和技术目标：
▪

满足技术咨询需求，帮助制定混合云战略。如图 1 所示，在转向管理服务的过程中，企业希望
服务提供商运用以下主要的技术专业服务技能，培养一系列强大的混合能力：应用组合合理化
与现代化、设计强有力安全蓝图的丰富经验，以及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设计与优化。以上需求表
明提供商需具备广泛的能力，足以支持不同企业所采用的独特应用和基础架构，解决不断变化、
层出不穷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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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路线图偏好与能力。如图 2 所示，企业迁移到云端的主要优先任务包括运用现有资产将原
有系统升级到私有云；将原有应用或打包应用的运行平台更换为私有云或公有云；将现有基础
架构替换为公有云基础架构即服务 (IaaS)。此外企业表示，为支持此类转型，希望服务提供商
具备以下主要技能：公有云专业知识（例如，AWS、Google、Azure、Alibaba 和 IBM
Cloud）、传统技术应用知识（例如，COBOL、SAP、Oracle 和 Microsoft）及基础架构技术
和工具知识。

▪

管理云的推动因素和制约因素（运营/治理）。利用管理服务持续管理云环境的主要业务推动因
素（见图 3）包括：企业希望在 IT 的帮助下提高敏捷性和运营速度；需要帮助企业加速打造新
型创收产品和服务以增加收入。然而，客户仍然有所顾虑：担心云服务无法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害怕无法满足关键应用（如 SAP 和 Oracle）的运行及性能要求，如图 4 所示。对于在多云环境
中部署应用的客户而言，此类制约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在多云环境中，合同的管理分好多层次，
服务级别协议 (SLA) 和管理需要具备各种云平台的技能。服务提供商有责任实施一系列能力，帮
助企业实现成果及消除风险。能力必须涵盖以下技术：认知/人工智能 (AI)、高级安全检测和分
析技术（例如，行为分析、威胁黑名单与白名单关联、沙盒），以及云管理平台 (CMP)、容器
和开放源码的使用。

图1
迁移到云管理服务的转型需求
问题：为支持您转而使用云管理服务，需要提供商提供以下哪两项专业服务？
应用组合合理化与现代化

37

设计强有力安全蓝图的丰富经验

36

数据中心基础架构设计与优化

29

网络设计与优化

24

迁移和更换平台功能

23

确保将多个公有云应用整合至内部企业系统

18

实施业务连续性计划

15

测试服务

10

能够将迁移到公有云的应用恢复至客户 IT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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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受访者的百分比）
n = 1,500
资料来源：IDC 全球管理云观点调研，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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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云管理服务现代化和转型
问题：现代化：使用云管理服务时，以下哪一种现代化战术是您的主要目标？
将原有基础架构升级到私有云基础架构 (IaaS)

22

将原有应用（例如，自定义编码 — COBOL）或原有打包应用

21

（例如，SAP、Oracle 和 Microsoft）的运行平台转换为私有云
和/或公有云基础架构 (IaaS)

将现有基础架构替换为公有云基础架构 (IaaS)

19

将自定义开发的原有应用（例如，COBOL）迁移到新开发语言（例如，

17

Java 和 PHP），以便在私有云和/或公有云基础架构 (IaaS) 上使用
开发新的应用代码，延长现有自定义编码应用（例如，COBOL、
C++ 和 Java）和/或打包应用（例如，SAP、Oracle 和 Microsoft）

11

的使用寿命，将使用范围扩大到私有云和/或公有云环境 (IaaS) 中
将现有的自定义开发应用（例如，COBOL 和 Java）和打包应

9

用（例如，SAP、Oracle 和 Microsoft）替换为 Saa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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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受访者的百分比）
n = 1,500
资料来源：IDC 全球管理云观点调研，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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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管理服务的业务推动因素
Q.

业务推动因素：您认为以下哪两项是使用云管理服务的主要业务推动因素？
企业希望在 IT 的帮助下提高敏捷性和/或运营速度

39

通过打造全新收入流，增加收入

31

希望将 IT 与业务绩效挂钩

24

获取所需的安全和灾备能力

23
20

要求节省内部成本
需要降低 IT 资本支出

19

供应商展示的业务案例

13

监管要求

12

并购和剥离

9

新管理团队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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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

40

n = 1,500
资料来源：IDC 全球管理云观点调研，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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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云管理服务制约因素
Q.

制约因素：以下哪两项（如果有）是可能妨碍使用云管理服务的主要问题或担忧？
缺乏有效的安全保护

28

担心云无法满足关键应用的性能要求

28

无法满足关键 SLA 要求（例如，可用性、配置速
度和响应能力）

23

成本失控

21

IT 管理失控

19
18

云不够成熟
缺乏特定于行业/专业领域的服务提供商知识

15

缺乏服务提供商技术知识

15
12

影响员工士气

11

知识产权损失
10

人才损失
0

10

20

30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
n = 1,500
资料来源：IDC 全球管理云观点调研，2018 年

制定混合云服务战略
为确保企业在服务机构的帮助下顺利将运营迁移至混合云，并确保云环境持续运行，同时充分发挥相关
服务的价值以实现业务和技术目标，需要定义并管理一系列复杂因素。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划分为以下
六类元素。不过，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所处行业和地域，针对具体业务情况进行量身定制。
▪

确保实施最优转型流程。成功的转型流程必须符合以下两项标准：推动创新，这是最关键的因
素；同时，提供技术洞察和能力，确保供应商项目团队与客户内部团队实现有效整合。然而，
服务提供商必须克服一些关键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限制企业利用第三方的转型能力。
制约因素包括：提供商无法转变关键业务流程；无法提供相关行业洞察和能力；无法提供端到
端服务套件，比如业务和 IT 咨询、应用开发 (DevOps) 及管理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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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混合云服务确立关键业务和财务目标。要绘制混合云服务路线图，首先要确定企业希望实现
的关键业务目标：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促进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推动产品创新，以及确立市
场思想领导地位。此外，财务目标同样至关重要，大多数企业认为 ROI 和生产力（例如，员工
人均产生的收入）是利用混合云服务的关键。

▪

按云类型转变应用组合，使之合理化。为充分实现混合云支持服务的价值，必须按云偏好（例
如，本地私有云、托管私有云和公有云）调整工作负载类型（例如，ERP、SCM、CRM 和生
产力工具）。此外，务必确定哪些应用需通过云原生架构维护、重构或彻底重写并替换。但企
业表示，评估各项标准对于确定最佳应用托管环境（私有云和/或公有云）平衡点至关重要。
影响因素包括：加强安全性、满足关键法规要求、帮助打造标准化 IT 环境、优化 ROI、优化
利用率及降低 IT 预算。通过明确规划路线图，有助于提高云环境性能，推动业务绩效。

▪

确定关键技术和能力的作用。要实施混合云，还必须根据转型以及持续运营各个阶段的要求，调
整关键技术和能力。在转型阶段，平台即服务 (PaaS) 将在重构应用及开发云原生能力方面发挥
关键作用。然而，随着 PaaS 使用范围的扩大，还必须迁移到适当的 DevOps 模式，以便在云
端开发、测试及管理应用。这需要大范围统筹协调各个组织单位和业务流程，还可能需要进行组
织重组。此外，进入云环境持续管理阶段后，企业必须以 CMP 形式进行治理和控制，这样可以
对所有云提供服务保证和财务管理。为此，需要配合使用 AI、容器和开放源码，以便确保能以
更细的颗粒度，高速灵活地提供服务。

▪

定义安全性与连续性需求。由于在使用混合云时，安全始终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因此企业必须
广泛采用各种能力，解决数据泄露、系统漏洞及恶意软件攻击等主要问题。首先，企业需要确保
提供商能够面向各种云（私有云、公有云和混合云）提供安全战略、规划、策略评估和开发能力，
从而满足合规、法规要求和 SLA 等关键因素。此外，服务提供商还必须支持安全技术的功能测
试和性能测试以及高级分析（例如，漏洞预测功能及身份和访问管理数据）。在开发混合云解决
方案的过程中，要从设计路线图的初级阶段就开始实施这些安全要求。在多云环境中，管理应用
的服务供应商应设法提供标准化服务以及内置的安全措施，确定一致的交付方法，按服务质量
（例如，可用性、配置时间）进行衡量。

▪

确立战略性关键绩效指标 (KPI) 和定价偏好。企业需要明确定义战略性 KPI。此类 KPI 应包括
SLA，侧重考查系统和应用的可用性与响应时间，以及配置应用所需的时间，范围可能从几分钟
到数小时不等，具体取决于行业和业务流程。与服务级别一样，企业必须明确定义希望使用的定
价方法 — 是采用固定价格还是可变价格模式，但务必按特定的应用和业务流程进行定价，因为
定价受到不同类型的云（私有云和公有云）和应用（例如，ERP、SCM、CRM 和生产力）中各
种因素的影响。最终，这些 KPI 将有助于确定提供商需要部署的重要能力，包括关键技术、管
理流程和治理机制等。

©2019 IDC

#US45012319

6

IBM 混合云解决方案
IBM 混合云服务战略以“选择一致性”总体价值主张为核心，实现企业所期望的可移植性和灵活性，
利用多种云资源满足业务需求。图 5 重点展示了该价值主张的关键构成要素。

图5
根据五大关键原则定义 IBM 方法

2

4

5

混合

多云

3

支持企业覆盖
公有、私有和
传统环境

管理其他供应商的
云，承认客户环境
采用异构模式的现
实

在设计中就融入
“开放”的
DNA，为客户带
来灵活性，降低
被供应商“套牢”
的风险

保障客户环境
的可靠性和持
续安全性

面向整个云环境提
供一致的服务级别、
支持、日志记录、
管理和交付

1

安全

开放

管理

资料来源：IBM，2019 年

价值主张和差异化因素
在实现“选择一致性”的过程中，IBM 混合云服务旨在为企业创造以下优势和价值：
▪

满足客户的转型需求，无论他们处于转型的哪个阶段；同时帮助加速业务转型，提高敏捷性

▪

尽量降低风险和成本，充分利用新投资和现有投资，帮助开展创新，实现差异化优势

▪

确保运行时系统选择与云部署模型选择分离，实现灵活性

▪

简化并强化多云部署中现代基础架构能力的实施与管理

▪

通过高度安全的公有云和私有云提供服务保证

▪

通过混合整合与多云管理，确保跨云控制和可视性

▪

通过有保证的 SLA、内置安全措施和统一管理门户，管理多个云环境中的 ERP 应用

混合云产品和功能概述
为支持客户完成混合云环境实施和管理之旅，IBM 充分利用自身庞大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包括 90,000
位云专家、将 100,000 项工作负载迁移到云端的丰富经验，以及通过遍布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个
IBM Cloud 数据中心管理 30,000 家客户的雄厚实力。为提供这些能力，IBM 不但充分整合自身的

©2019 IDC

#US45012319

7

行业专业知识，还面向整个服务生命周期提供公认的方法和技术，涵盖从咨询、构建、迁移到管理混
合云的整个流程，重点提供以下能力：
▪

多品牌多云架构

▪

咨询、迁移和现代化服务

▪

自动化工具，用于评估现有应用和工作负载，确定要迁移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容以及最佳运行位置

▪

转变技能、文化和流程的方法

▪

采购和管理多品牌环境的服务管理和代理业务

▪

在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环境中管理 SAP 和 Oracle 等 ERP 应用

▪

端到端治理、安全及合规专业知识，消除不必要的风险

IBM 服务战略的基础是企业在业务转型、应用现代化和云管理服务方面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支持同
步执行多种转型方法（例如，直接迁移、容纳/扩展、重构/云原生/微服务及数据分类/移动/治理）。
此外，IBM 混合云支持包括私有云和公有云在内的所有云环境（PaaS、IaaS 和软件即服务 [SaaS]）、
促进持续转型的 DevOps、推动持续运营的管理服务（例如，统筹管理、服务管理和数据治理），以
及实现服务保证和灾备能力的安全措施。

IBM 方法：价值驱动式转型
图 6 重点展示了 IBM 所提供服务的生命周期及各种核心能力，旨在帮助企业顺利转型为混合多云环境。
这些产品包含以下服务。
▪

业务驱动式转型：IBM 将自身定位为转型代理，我们不仅可以帮助企业使现有应用/基础架构实
现现代化，还能从紧密整合的架构转型为模块化组合式架构。IBM 可以利用内部数据湖中数十
年积累的相关项目知识和经验（可追溯到使用云作为 IT 交付模型之前），帮助客户推进转型议
程。

▪

应用现代化：IBM 作为企业的多云整合者，利用各种关键技术和能力（例如，Kubernete、微
服务、中间件库和 PaaS），转变可在任何云中运行的工作负载、流程、业务逻辑和用户体验。

▪

多云部署：IBM 通过自身的多云控制解决方案，提供实现多云部署的方法，统筹多个云的工作
负载和服务。

▪

服务管理和代理服务：IBM 的 AI 驱动型多云管理服务成为解决方案的支柱，旨在多云环境中
划分各种工作负载标准化、管理、治理、统筹、安全、洞察和建议任务的优先级。

▪

DevOps：IBM 通过 IBM Cloud Tooling 推动 DevOps 转型，实现持续交付，提供平台管
理，以及支持开发人员工具。

▪

数据治理和安全：IBM Services Platform with Watson 提供底层数据管理和 AI 平台，用于处
理数据治理领域所支持的各类云中的数据和信息。IBM 运用自身广泛的安全实践、检测能力和
自动化策略，保护数据、平台及所有云环境的安全。

▪

业务关键型应用：IBM 针对在全球支持的私有云、IBM Cloud 和非 IBM 云平台上运行的
SAP、Oracle 和 Commerce 等应用提供持续管理，实现标准化交付。

©2019 IDC

#US45012319

8

图6
IBM 业务价值驱动型企业混合云转型

通过专用于简化流程和化解风险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加快数字化转型过程

IBM 能够在云迁移

建议

之旅的各个步骤中

针对云迁移之旅的各个

迁移工作负载和应用

步骤提出建议

并实现现代化

创造价值

迁移

构建

管理

构建创新应用和体验

管理、治理及
优化混合多云

云

安全

数据

行业

• 90,000 位专家

• 内置安全措施

• 20,000 位数据

• 深入 20 个行业

• 对开放创新的承诺

• 每天管理 600 亿个

• 100,000 项迁移工作
• 38 个全球工作室

安全事件

科学家、开发人

• 每年研发投入达 60 亿美元

员和顾问

• 连续 26 年荣膺专利冠军

资料来源：IBM，2019 年

挑战和机遇
虽然企业承认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在支持混合云环境转型和持续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他们实现业
务目标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指出，所有服务提供商（包括 IBM）仍需要满足某些关键需求，解决
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
▪

提供证据点和案例参考。为向企业保证他们可以使用混合云服务满足各项需求，服务提供商必
须提供客户案例参考。然而，客户参考案例应提供能够反映混合云价值的关键证据点，包括混
合云可以加快转型进度、提高服务提供商及其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云资源灵活性、确保控制端
到端运营以及促进持续创新。

▪

满足关键业务需求。客户的基本要求是确保实现业务目标。就混合云服务而言，这意味着需要
优化 ROI、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促进供应链优化、实现成本降低目标、推动产品创新以及奠定
市场思想领导地位。为此，服务提供商需要投资发展各类技术（例如，AI、云管理平台和容
器）、交付选项（例如，公有云和私有云）和流程（例如，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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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转型路线图。为实现业务目标，必须绘制转型路线图，为不同的工作负载（例如，ERP、
CRM、SCM 和生产力工具）确定最合适的云解决方案（例如，私有云和公有云）、最恰当的转
型需求（例如，更换平台、重构和重写）以及最有效的架构（例如，容器/无服务器计算）。所
有这些组件必须与最终用户的关键需求保持一致，如财务管理和 SLA 要求（例如，可用性和配
置时间）。

▪

确保云选项的灵活性，包括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选择。鉴于敏捷性是使用混合云服务的主要推
动因素，因此服务提供商不仅要提供各种云选项（例如，私有云和公有云），还要能够灵活地
利用各类资源运行云环境。为此，服务提供商采用的方法必须独立于供应商，不仅可以运用自
身云资源，还可以利用其他技术（硬件和软件）供应商和云提供商（例如，AWS、Azure、
Google、Alibaba 和 IBM Cloud）的技术。

▪

支持保持控制权。失控依然是令许多混合云服务买方担忧的重大隐患。虽然通过管理工具和
平台，能够实施云管理平台层面的监控，帮助缓解这些隐患，但这些管理平台还必须满足更复杂
的需求，比如提供预测性分析，以便在强大的安全与灾备能力的支持下确保实现卓越运营。

▪

确保提供强有力的安全和服务保证。客户始终将安全视为利用混合云服务时最担心的问题。此
外，对于许多企业而言，满足严格的 SLA（例如，可用性和配置时间）要求也是确保服务质量
的一个重要部分。为缓解这些风险，提供商需要提供完整的安全能力，尤其要关注高级安全技
术，整合高度冗余的云环境，以及提高自动化水平（包括 AI）。

总结
随着云迁移成为部署 IT 资产和资源的事实标准，企业越来越渴望采用混合云服务，在保持竞争优势的
同时实现关键业务目标，如敏捷性和创新。为此，企业需要充分考量以下因素：
▪

了解服务提供商的混合云战略和框架。这一点对于以下领域至关重要：混合云采用的架构和技术
类型、现代化选项、与技术公司和公有云提供商的合作广度、控制和治理类型，以及为确保获得
创新能力而实施的投资战略。

▪

制定强有力而且高度整合的转型计划和治理结构。形成的混合云解决方案必须充分考量内部和
第三方的所有相关人员、流程和技术资产，而且必须与总体业务目标保持一致。主要因素包括：
确保关键业务成果与不同类型的云环境中运行的各种工作负载保持一致；确保通过项目管理办
公室 (PMO) 和管理平台等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全面掌控运营情况。

▪

确保服务提供商不仅独立于供应商，又能彰显特色。企业必须有权使用各类技术（软件和硬件）
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公有云提供商（包括 IaaS、PaaS 或 SaaS 提供商）的产品。与此同时，提供
商还必须提供规范性指导，明确定义最优混合云解决方案的构成要素。究其根本，最重要的是适
时获取适当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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