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Cloud ® 引领您迈向数字化转型
2020 年代迎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飞速的时代变化，不仅改变了市场动态，也颠覆了旧的商业模式，
导致数字化投资和客户需求之间出现巨大脱节。
您的企业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具备技术和战略能力、能够主动重新思考核心业务概念并赶在竞争对手之前实施
变革的企业，增长速度已达行业平均水平三倍以上。 要跟上时代脚步，现在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利用云、
人工智能以及自动化技术来加速创新，加快产品上市速度，并满足客户日新月异的需求与期望。

IBM Cloud Paks 能引领您迈向数字化转型。 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新时代，了解 IBM Cloud
Paks 如何帮助您参与竞争。

IBM Cloud Paks 是什么？
IBM Cloud Paks是基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混合云软件，旨在通过预测、安全、自动化和现代化功能来帮助您推进
数字化转型。 借助这些软件，您可以在开发应用程序后将其部署在任何地方，在整个 IT 环境里集成安全性能，
并通过智能工作流实现操作自动化。 跨云端部署这些软件，以便加速开发、无缝集成并提高协作性和效率。

轻松实现现代化
通过任何云端在任何地方
开发和使用云服务。

预测结果
收集、组织和分析任何类型
以及任何存储位置的数据。

大规模自动化
在您的企业里使用基于人工
智能驱动的自动化操作，实
施智能工作流。

保护您的企业
对混合多云端环境的威胁和
风险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利用人工智能来促成更明智的业务成果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人工智能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 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并获得竞争优势，他们就必须应用人
工智能，开始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扩展部署人工智能技术。 这就要求构建一个能够链接多个数据源的信息基础架构，确保
数据质量并完全支持自身的人工智能数据需求。 随着人工智能价值的不断提高，克服这些挑战将成为企业的首要任务。

在接受调查的企业领导人中，60% 以
上认为人工智能相关举措对数字化转
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⁶

调查显示，与没有扩展部署的公
司相比，扩展人工智能部署的公
司的增长速度高了近七倍之多。6

58%

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数据质量是一大问题。⁶

若数据缺乏适当整理，
人工智能举措就注定以
失败告终：⁶

>50%

以上接受调查的企业在数据集成方面遇到困难。⁶

52%

接受调查的企业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人工智能数据需求。⁶

提升数据价值， 解锁可靠人工智能技术在数据、应用和技术等各个
领域给企业带来的效益。 发挥 IBM Watson® 优势来理解商业语言和
代码，解释人工智能成果并建立信任关系。 为客户创造个性化更强
的体验，让人们可以从事价值更高的工作，并基于深入的数据见解来
协助预测和构建未来成果。

关键在于对自动化的投资
智能自动化旨在帮助企业大规模高效运营。 随着工作流不断变化、数据流增加以及需要混合工作模式的员工日益增多，
这一点也变得尤为重要。 采纳自动化技术的企业能够更好地与客户互动，并始终保持竞争优势。

到 2021 年，四分之三以上接受
调查的企业会将数字化转型的重
心放在自动化上。⁴

自动化行政管理工作：

企业自动
化时代：⁷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55%
接受调查的企业计划加大对自
动化的投资力度。9

自动化部门工作：

34%

31%
一项面向全球 1,500 名高管的
调查显示，智能自动化的影响
将在未来三年内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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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跨企业和
专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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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进步，五分之一接受调
查的企业会加大对文件智能提取的投资。⁴

IBM 基于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计划，能够帮助您在企业里全面实施智
能工作流，不管您要自动化执行的是重复性任务，还是覆盖整个企业的复
杂操作。 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您就能轻松了解流程的运行状
况，并基于数据见解来决定要在哪些方面实施自动化。

智能安全有助于促进未来增长
IBM认为，多云端混合环境的发展趋势以及远程工作模式的兴起，让企业在数据安全保障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但是，数据安全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或成本也从未如此高昂。 跨基础架构部署智能安全解决方案的企业，
更能缓释威胁、降低成本和实施转型。 ⁸

2020 年数据泄漏平均成
（百万）

2020 年，数据泄漏的平均成本高达 $386万。
而在科技行业，平均成本达到 $504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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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遏制数据泄漏事件的
平均时间达 280 天。⁸

使用人工智能平台来协助管理数据安全，能够带
动数据泄漏平均成本下降 $195,562。 ⁸

保护企业免受威胁，同时还能管理整个企业的风险与合规性。 IBM 的
安全功能采用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且独立于基础架构的公共运行环境
，致力于帮助您快速集成现有安全工具，对多云端混合环境的威胁和
风险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您可以搜寻威胁、统筹行动并自动响应，同
时数据仍会保留在原地。

云转型正在进行之中
公共云和混合云一度被视为数据中心的替代方案，但最终却因为它们的全部潜力而得到认可。 云的速度和敏捷性正
帮助企业紧扣客户需求，构建并提供创新的新技术和服务。 容器等云原生工具已帮助公司更轻松地对应用程序实施
现代化改造，而人工智能则有望进一步实现差异化。 IBM 认为，随着创新步伐的加快，这些趋势只会越来越强。

多云端混合平台带来的价值，
比单云端高出 2.5 倍以上。⁵

60%

仅仅在未来三年里，混合云应用
率预计将增长 47％，且每个企
业平均使用近 6 个混合云。⁵

87% 接受调查的全球软件决策人
士报称，当务之急是要将现有应用
程序迁移至云平台。

到 2021 年底，60% 接受调查的公司会使用公共云平台上的
平台，25% 的开发人员会使用无服务器功能。

60

IBM Cloud Paks是基于 RedHat® OpenShift® 构建的预集成容器化
软件，旨在帮助您随时随地在任何云端开发和使用云服务，这样您
就能够轻松实施现代化转型，让数据随时随地为您服务。 借助受管
控、受保护、且实现跨软件工具一致性和持续可用性的统一平台，
可以灵活、快速地使用和管理所有部署——从数据中心直至边缘。

IBM 在关键业务领域拥有数千名合格且经验丰富的技术与行业专家，可以在任何数字化转型环节提供支持，帮助您增
创关键业务流程的价值。 无论您是在业务环境里现代化改造、集成或扩展应用程序和数据，IBM Cloud Paks 都能帮
助您改变业务运营状况、工作方式以及最重要的客户服务模式。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IBM Cloud Paks 来加速实施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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