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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多个云供应商的力
量，显著提高业务优势
采用多云服务的企业在众多业务指标方面都显著优于同行，而且
他们实现了引领其建立云服务模式的诸多关键目标。
目前，大多数企业的 IT 生态系统都采用多个云服务提供商的产品。IDG Research 最近开展的一项调研显
示，在员工超过 500 人的大中型企业中，大多属于这种情况。
这项调研采访了 100 名高级 IT 专业人员，59% 的受访者表示已经采用多云服务，也就是说，使用来自两个
或更多云服务提供商的计算和存储服务。另外 3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 1-2 年内成为多云企
业，而仅有 10% 的受访者仍处于“考虑”阶段。
调研结果还深入揭示了采用多云服务背后的一些推动因素。降低 IT 成本一直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但受访
者认为另外两个因素更为关键：一是提高运营的速度和敏捷性，二是进一步促进 IT 与业务的协同一致。
受访者认为，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架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此外，为了提高 IT 自动
化计划的投资回报率 (ROI)，企业不仅采用数据分析技术，还加大力度实施基于人工智能 (AI) 认知技术的计
算解决方案。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通过本次调研，人们能够了解目前多云部署的成熟度，其中包括从初步规划到完整优
赞助内容

化的多个进展阶段。最重要的是，本次调研证实了那些采用多云战略的企业已步入正轨。与那些仍处于“考
虑”和“早期 规划”阶段的同行相比，已实施整合式多云解决方案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广泛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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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多云计划需要不同的方法
尽管近 60% 的受访企业已部署了整合式多云解决方案，但他们的部署成熟度差异较大。为弄明白这些差异，
本次调研询问了受访者处于五阶段多云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与那些仍处于“考

绝大多数多云项目处于部署的前三个阶段之一：

虑”和“早期规



62% 规划和设计（了解哪些云解决方案可获得最大的成功）

划”阶段的同行相



79% 构建和配置（协调部署，迅速应对应用需求和使用方面的变化）

比，已实施整合式



60% 迁移（以可控、高效的方式将工作负载迁移到云端，同时最大程度减少迁移期间的业务中断）

多云解决方案的企
业更有可能实现广
泛的效益。

相对较少的多云计划达到了多云生命周期的两个较高级别：


29% 监控和管理（捕获并管理有关云部署的成本、效率、表现等方面的数据)。



22% 优化 (优化云服务的使用和支出，实现更出色的业务成果）

当被问到五个部署阶段中的哪一个最具挑战性时，37% 的受访者认为是“构建和配置”阶段。虽然这个结果
可能令人吃惊，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处于该阶段的受访者多于处于其他阶段的企业。此
外，构建和配置多云环境所带来的实际挑战不容小觑。
*由于同一企业中的不同

受访者还指出了在多云环境中部署和管理工作负载时所遭遇的更细化的挑战。首要挑战：调整 IT 流程以满足

云项目可能处于不同阶

动态需求。然而，受访者指出了更多的多云挑战，包括为业务线 (LOB) 经理提供财务透明度，以及管理由多云

段，因此百分比总和超
过 100%。

环境创建的数据，如图 1 所示。

图 1: 与多云服务相关的最主要挑战：
问题：在多云环境中部署和管理工作负载方面，贵组织所面临的具体挑战有哪些?（请选五项） 资料来源：IDG Research

37% 调整 IT 流程以满足动态需求

26%

管理工作负载依赖关系的复杂性

32%

为业务线领导提供财务透明度

25%

IT 技能差距

31%

管理由多云环境所创建的数据

25%

管理文化转变

29%

管理云部署，最大程度减少业务运营中断

25%

管理云环境中的安全性

29%

确保 IT 流程合规，受到有效监管

24%

确保可扩展性，能够灵活应对 IT 需求和使用方面

27%

充分了解整个环境中 IT 资产的状况

的变化

27%

影子 IT（公有云中未知的 IT 支出）

21%

适应由敏捷/DevOps 方法驱动的 IT 使用

19%

优化工作负载，实现可靠性/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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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的主要优势：与 LOB 更紧密地协同，加快应用开发工作
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构建多云生态系统，降低 IT 成本仍然是这些努力背后的核心推动因素。但是
节约成本甚至并未进入受访者提到的多云推动因素的前三之列（图 2）。位于榜首的因素是：利用多云部
署，帮助 IT 与企业的核心业务目标保持一致。紧跟其后的是：提高应用开发的速度。

图 2: 迁移到多云战略的主要动机
问题：贵组织迁移多云战略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资料来源：IDG Research

45%

使 IT 与核心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36%

提高数据/应用的可用性

42%

加快应用部署的速度

36%

提高运营效率/节省更多成本

37%

通过多样灵活的选择，改善用户体验

25%

增强竞争优势

36%

提高敏捷性，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25%

使用多个提供商，“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

里” (灾难恢复速度更快)

这些原因都合乎逻辑。简而言之，通过依靠云服务提供商处理诸如基础架构部署、维护、管理和安全之类的任
务，企业的 IT 部门可消除这些负担。调研结果显示，IT 专业人员可将更多时间花在战略性任务上。

最主要的优势 —

这直接反映了 IT 的需求：超过三分之一 (3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忙于管理基础架构，无暇关心战略性的创

IT 和 LOB 更为协

新项目。另有 3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这类关键项目上分配一些时间，但不会如预期的那样多。

同一致 — 也是迁
移到多云的最大动
力。

重要的是，与多云部署相关的优势与当初催化多云计划的推动因素非常吻合。最主要的优势 — IT 和 LOB 更
为协同一致 — 也是迁移到多云的最大动力。快速启动和运行应用的能力位居多云推动因素的第二位。
至于降低成本，虽非首要目标，也仍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样，优势与最初的推动因素完美匹配。受访者表示在
多云 IT 环境中，成本平均降低了 11%。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兴起，自动化成为一个关键推动因素
最终，与多云部署相关的诸多优势，无论是加快运营速度，还是降低成本，都依赖于核心 IT 流程的自动化。
调研表明，大多数企业在自动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


9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许多日常基础架构运营活动，如事故管理、变更与请求任务以及预防性维
护，已经全部或部分实现自动化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基础架构实现了完全或部分自动化的配置、统筹和/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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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服务部
我们的使命是提供基础架构和技术支持服务，帮助企业通过基础架构转型实现业务创新，从而实现
数字化重塑。通过涵盖解决方案设计、构建、迁移、管理和优化的整个过程，无论企业有什么样的
云迁移目标，也无论企业选择哪家云供应商，IBM 服务部都能帮助企业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提高灵
活性，增强工作负载的敏捷性，从而加速上云之旅。

通过涵盖解决方案
设计、构建、迁
移、管理和优化的
整个过程，，无论
企业有什么样的云
迁移目标，也无论
企业选择哪家云供

在 IBM，我们看到组织通过三个途径实现 IT 转型：


迁移和现代化：要享受云计算带来的更高的敏捷性，首先需要登上云端。IDG 发现，目前 60%
的企业正在迁移到云端。同样重要的是，为了上云，需要对传统的原有应用进行现代化改造。



整合、管理与优化：通过将现有基础架构和应用与云整合，有助于实现 IT 稳定性，优化日常运
营，从而可以省出更多时间用于创新工作。



打造云原生环境：通过成功上云，借助 IT 创新创造业务价值。利用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云服务，
进一步加快产品面市速度，推动形成全新业务模式。

应 商 ， IBM 服 务
部帮助企业最大程
度降低成本，提高
灵活性，增强工作
负载的敏捷性，从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 IBM 如何帮助您完成上云之旅：http://ibm.biz/BdYdCr

而加速上云之旅。

随着提升 IT 自动化程度成为普遍的目标，众多企业采用各种战略来提高自动化投资的回报率，也就不足为奇
了。最有效的途径是采用分析技术。90% 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或非常重要的目标。成熟的分析技术不
仅可以帮助企业确定需要自动化的流程，还有助于衡量自动化工作的有效性。
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样比例的受访者 (83%) 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运用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提高 IT 自动化的
投资回报率。这些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模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仅有 1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正在生产环境中运用人工智能，但 15% 的受访者表示已处于人工智能的
试点/测试阶段，64% 的受访者正在考虑或评估为此目的而使用人工智能。

在采用多云服务方面滞后，收获业务效益也会滞后
调研表明，只有少数企业达到了五阶段多云生命周期的最后两个阶段，由此可知，向优化的多云环境迁移是一
个循序渐进、有时颇具挑战性的过程。尽管如此，IDG 的调研结果也表明，值得为这段旅程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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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如何付出努力？已经开始实施多云计划的企业与仍处于考虑或规划阶段的企业在已取得的业务效益方面有
显著区别。
如图 3 所示，拥有整合式多云解决方案的企业表示，他们在实现一系列优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相比之下，
处于考虑和规划阶段的同行则落在了后面。

图 3: IT 在实现关键业务效益方面的进展
问题：您如何描述 IT 团队过去 1 年在以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资料来源：IDG Research

已整合多云

使 IT 与核心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正在规划/考虑多云

提高敏捷性，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增强竞争优势

提高数据/应用的可用性
加快应用部署速度
提高运营效率/节省更多成本
提高缓解风险的能力
改善用户体验

这种差异在最主要的目标，也就是“使 IT 与核心业务目标保持一致”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已整合了多云
部署的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表示在实现这个优势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进展，而仍在考虑或开始规划的受访
者中，只有五分之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希望实现多云环境的全部愿景的众多企业纷纷寻求外部专业机构的帮助。这些合作伙伴有助于加快多个云服务
的部署与整合，确保这些部署表现出最理想的效率、性能、安全性与可用性。对于踏上多云之旅的许多企业而
言，IBM 服务部已成为首选合作伙伴（请参阅侧栏“关于 IBM 服务部”）。

要了解 IBM 服务部如何在多云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支持多云战略，请访问
http://ibm.biz/BdYd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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