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
执行摘要

技术战略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T 基础架构对话
新内容，新成员，新语气
今天，关于

概述

IT 基础架构的话题日新月异。具体来讲，话题内容在不断变化。传统的

与计算速度和可靠性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但是，云计算、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以及业
务分析等技术的持续演进和交汇融合正在明显改变这场讨论。

IT 基础架构话题在各行各业的对话中持续发酵升
温，有关这些对话的内容、成员和基调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已经认识到强大的 IT 基
础架构与实现竞争优势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他
们也非常了解，随着大数据和分析、云、社交和移

参与

IT 对话的成员也在改变。这场讨论不再局限于 IT 架构师和数据中心主管之间。
IT 基础架构 – 关心它能否适应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业

业务部门也越来越密切关注
务环境需求。

动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这种相关性还会继续增强。
尽管许多组织还只是刚刚开始利用 IT 基础架构的强
大力量，但是我们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还是发现了

最后，谈话的基调也在发生改变。信息技术逐渐成为当今组织的核心，系统中断和安
全漏洞问题常见报端，这给高层管理者和利益相关方带来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些敢为人先的 IT 领军人物。他们积极应对新一代

IT 基础架构带来的挑战，在公司内引领适当的对
话，提升 IT 基础架构的重要性，为未来做出正确的

IT 的对话集中在市场成败上
IT 主管都将 IT 基础架构视为获得竞争优势或优化收入和利

对话除了涉及管理系统成本或操作系统选择之外，围绕

投资，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以顾问的身份服务于

面。70% 以上的高级

企业并展开协作。

润的关键因素。
要了解

IT 基础架构对话如何一步步发生改变，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联手牛津经济
Economics） 对 750 位 IT 主管展开了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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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公司都只是刚刚加入这一系列对话，少数领先的组织已经开
始与业务主管协力应对新一代

IT 基础架构需求所带来的挑战。这些高瞻远瞩的公司展

现的不仅仅是值得称赞的做法，他们更有可能超越同行，获得更多优异的业务成果。

许多组织都毫无准备
根据对首席执行官(CEO) 的调研结果发现，在当今的业务环境下，技术对企业获得竞
争优势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2012 年和 2013 年，CEO 把技术作为影响企业的主
1

要外部因素。

同时，我们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今的组织并不认为其

IT 基础架构能够适应因技术

突飞猛进而不断增长的需求（参见图 1）。在我们的调查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组织
认为他们的

IT 基础架构能够适应这些全新的趋势，仅有不到 10% 的组织表示他们已

做好充分准备。

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IT 基础架构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停留在认知上，更有三分之二的公司计划在未来
几年来增加在 IT 基础架构方面的支出。在预算和资源日益紧缺的当下，IT 组织为何
都在努力投资新的基础架构？降低基础架构的总体成本是首要原因，33% 的调研参与
公司对

者如此回答。但是，成本并非唯一的主要推动因素。紧随其后的答案是更快速的应用促
程序开发/部署（29% 的调研参与者），然后是收入机会的增加和更有效的灾难恢复
（选择这两项的调研参与者比例均为

28%）。

现有 IT 基础架构为应对以下趋势所作的准备程度

3% 32%

26%

29%

9%

社交媒体和协作平台日益流行*

使用云计算*

智能化移动设备日渐普及，支持随时随地的信息交流和商务活动

整合、利用和分析数量越来越多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
（“大数据和分析”）

18%

23%

2% 28%
1% 14%

没有准备

23%
31%

47%

略有准备

25%
35%
38%

适当准备

基本准备好了

7%
4%
0%

完全准备好了

图 1: 不到 10% 的调研参与企业为应对移动、社交、大数据/分析和云趋势做好了充分准备。
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IT 基础架构研究。问题

2.为应对以下趋势，您现有 IT 基础架构的准备程度如何？（评分从 1 到 5，没有准备为 “1”，略有准备为 “2”，适当准备为 “3”，基本准备好
了为 “4”，完全准备好了为 “5”），n=750;
*注：1% 的受访者对社交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知道”；4% 的受访者对云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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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组织并没有计划过度投资基础架构的某一个领域。排在首位的是安全解决方案，
以及针对大数据/分布式分析处理的服务器和存储 — 约有三分之一的公司会在这两个

主要联系人

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基于开放标准和开源的基础架构也是组织的重点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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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技术被人们视为潜在的突破性力量，可为企业带来显著的优势，帮助企业获得强劲
的计算能力和创新动力，且无需投入资金用于改进基础架构。虽然企业已经认识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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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但并不确定哪种形式的云可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不确定如何将云方法与运行
大多数

IT 资产的现有 IT 基础架构进行整合和协同。

在被问及他们对新工作负载的计划时，一半以上的调研参与者（56%）给出的答案都
是 “不知道”。另外，当被问及未来投资的大致方向时，例如私有云和混合云技术等领
域，近乎半数的公司都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建议
为客户主导的议程提供平台。 随时提供支持并创造平台，组织可利用这一平台发展有
别于同行的新能力，例如将后端事务系统与前端 “参与式系统” 连接在一起。

IT 基础架构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业

要阅读此白皮书的完整版本，请访问

为异常情况（或更糟的情况）做好准备。

ibm.com/systems/infrastructurereport. 要了解更多有关 IBM 商业价值

务需求，随时可以解决各种可导致数字企业运营的宕机情况。

研究院的信息，请登录以下网站与我们联

消除围绕云计算的疑惑 让企业知道云技术所创造的商机，说明在私有云、公共云、混

系： iibv@us.ibm.com.

合云或社区环境下管理应用程序所面临的技术和文化现实情况。

若想第一时间收到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的最新成果，请订阅我们的每月电子快
讯 IdeaWatch，其中包含执行报告，
这些报告基于研究提供了战略分析和建

IT对话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它在讨论IT这一基石促进企业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
要性。对数据这一自然资源的日益依赖以及当今客户不断变化的期望都在促使企业努
力寻求创新的方法使用硬件、软件、网络和存储。

议： ibm.com/gbs/ideawatch/

subscribe

IBM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更多有关 IBM 系统与技术集团的信息，请

在云、大数数、分析、移动和社交大行其道的时代，您的 IT 决策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

访问： ibm.com/systems

亡。IBM 可根据您对计算、网络和存储基础架构的需求提供基础。我们帮助客户创建
高效、弹性的 IT 环境，配备智能服务器和存储系统，让员工共享信息，确保交易安全
并获得实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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