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案例研究

营养、保健与健康

财富 500 强营养、保健与
健康公司
转型为混合 IT 模式，以提升业务竞争力
概述
需求
当前的两个全球数据中心关闭在即，亟需
为 250 多个业务应用程序工作负载寻找新
的托管环境，其中包括任务关键型交易系
统。此外，企业还需要通过 IT 提升业务竞
争力。

解决方案
企业采取了一种长期的战略方法，并采用
了混合 IT 模式，包括实施由顶级系统集成
商管理的 IBM cloudMatrix

优势
通过迅速转型为混合 IT 交付模式，这家公
司能够为其业务部门提供自助 IT 服务，从
而使速度和灵活性大为提高；从第一天起
便实现了成本和使用透明度；通过建立 IT
服务交付模式，竞争力大大提升

当一家领先的财富 500 强营养、保健和健康公司需要将应用程序从两
个即将关闭的数据中心迁移出来，借此机会评估了通过 IT 增强竞争
力的方式。企业发现转型为混合 IT 模式，即混合了私有云、公共云
和物理资产的模式，将有助于他们攻克阻碍竞争力的难题。
借助顶级系统集成商的专业知识，企业认为有必要实施云代理解决方
案。此解决方案将公共、私有、虚拟、托管以及本地/异地解决方案
的计划、消费、交付和管理无缝集成在一起。IBM® cloudMatrix 解决
方案是适用于混合 IT 的唯一专用解决方案。IBM cloudMatrix 让企
业能够将其 IT 服务模式从呆板的高成本物理数据中心模式转变为新
一代付费使用模式。

数据中心的战略评估即将结束
在数据中心的使用寿命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必须决定它的淘汰方式。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云和物理资产的组合（混合 IT）来替代其数据
中心。企业都认识到必须增强竞争力。亟待他们解决的基础问题有很
多：持续增长的成本、速度、自动化程度不足、退款准确性以及资本
支出。只要实施正确的专业技术和工具，Hybrid IT 就能帮助解决这
些问题并增强竞争力。

IBM cloudMatrix 专用的混合 IT 解决方案可
以整合“服务”模式下的公司资源，为企业提
供选择、经济性、敏捷性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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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软件
•

IBM® cloudMatrix

以这家财富 500 强公司为例，他们收到了托管管理供应商发来的通
知，告知两个全球数据中心即将关闭。数据中心的关闭，意味着这
家企业必须为 250 多项业务应用程序工作负载（其中包括任务关键
型交易系统）寻找新的托管环境。
企业藉此机会评估了自己的 IT 战略，结果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五大
严重制约其竞争力的问题：
1. 持续增加的成本 – 在物理数据中心环境下运营、维护和扩展应
用程序服务的成本，尤其是政治和地理边界之外的成本，会一直
增长下去。
2. 速度 – 内部的服务技术请求，平均需要四至六周进行审核批准，
经常使人受挫并导致业务部门敏捷性不足。
3. 自动化不足 – 履行应用程序服务请求需要过多的手动步骤，
必需的技术技能使这一情况愈发恶化。
4. 退款准确性 – 无论使用情况如何，业务部门都需支付一定比例
的 IT 成本。
5. 资本支出 – 构建和部署新数据中心需事先投入大量成本。

借助 IBM cloudMatrix 解决方案把 IT 作为
一种供应链
出人意料的是，企业没有一对一的替换数据中心，而是采用了一
种长期的战略方法，迁移到混合 IT 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私有云、
公共云和物理资产。尽管企业愿意实施这一新模式，但它并不想
彻底淘汰当前的系统。混合 IT 解决方案必须继续与现有的服务管
理系统相互操作，必要时还要与票务系统开展协作。
企业决定采用混合 IT 模式之后，他们聘请了第三方大系统集成商
对组织进行评估，以验证将实施正确的改变和工具。系统集成商
和企业达成一致，认为此次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云代理解决方案。
完整的云代理解决方案将公共、私有、虚拟、托管以及本地/异地
解决方案的计划、消费、交付和管理无缝集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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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解决方案进行评估时，系统集成商发现 IBM cloudMatrix
在将 IT 作为供应链方面是最全面的。系统集成商管理的
IBM cloudMatrix 让企业能够将其 IT 服务模式从呆板的高成本
物理数据中心模式转变为新一代付费使用模式。
IBM cloudMatrix 提供：
	1. 行业领先云基础架构提供商的种子目录，即开即用，无需支
付自定义集成的费用。
	2. 消费者可通过市场选择并比较供应商服务，或者添加 IT 批
准的服务供消费者购买和配置。消费者可以使用常见的工作流，
完成审批流程只需数分钟，而不是数周之久。
	3. 报告和监控功能，包括多供应商整合的费用估计、实际费用
以及使用预测，以实现准确性和成本分摊。
	4. 包含同步到发现功能的可视设计师，将资产 (VM) 整合到单个
架构视图与管理标准。
5. 通过 API 框架与服务管理和票务系统集成。

贴合业务部门需求的混合 IT 交付模式
六个月内，企业能够将工作负载从现有的数据中心迁移到混合
IT（私有、公共和物理）交付模式，为业务部门提供自助 IT，
并从一开始便确保成本和使用情况的透明性。
成本过去被作为整体 IT 支出分配的普通百分比，现在通过虚拟数
据中心、服务/应用程序和使用情况获得，能够在“业务部门成本”
级别报告和治理成本。
IBM cloudMatrix 让公司能够建立起长期（5-10 年）的 IT 服务交
付模式，有助于消费者更快、更安全地访问他们所需的服务并提
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同时提供 IT 批准的安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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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解决方案，轻松获得
云的到来，让技术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 IBM 是
促成这一变革的先驱者之一。IBM cloudMatrix 有助于企业
采用新的混合 IT 和多源运营模式。企业可获得个性化的
IT 服务消费，并通过 IBM cloudMatrix 自助服务商店、
动态市场以及持续的交付引擎实现统一交付。
IBM cloudMatrix 通过如下方式帮助企业 IT 组织交付
突破性成果：
• 将交付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分钟
• 降低基础架构和运营成本
• 借助从设计到订单的自动化自助服务模式实现敏捷性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ibm.biz/brokerag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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