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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已成为 IT 行业的常态。
在已将传统基础架构和云基础架构结合一起的
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已因其混合环境获取
了相应的优势。不过，除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
率等优势外，这些企业的领导者还可利用混合
云助力完成数字转型。
此外，这些领导者正在利用混合云实施旨在颠
覆和开发新市场的下一代计划，如物联网和认
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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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已成为新标准
四分之三的企业已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云功能。

1

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传统 IT 系统。事实上，根据我
们对全球 500 位混合云决策者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企
业正在集成云资源和传统 IT，以便适应动态需求和具体的
业务优先事项。2
2-3 年以前

对于一些公司来说，混合云是一种战略转型，并具有全面、

目前

传统 IT

私有云

2-3 年以后

公有云

统筹安排的混合环境管理。但其他公司可能基于 IT 基础架
构的考虑而采用混合云，它们可能没有全面的战略，也可

图 1. 混合云随着云应用的增加而不断演变

能无法全面控制其混合环境。
无论他们采用混合云的理由为何，大部分企业对混合云的
未来都充满信心。其中 70% 的企业宣称，他们将始终坚持
传统 IT 与云平台的结合。随着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私有云
和公有云来管理越来越具备数字化特征的动态业务优先级，

70% 的企业
宣称，他们将始终坚持传统 IT 与云平台的结合。

这种组合将会继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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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s 对全球 500 位 IT 决策者进行了调查。该研究聚焦于已实施

IBM Center for Applied Insights 负责引进新的思维、工作和领

了混合环境的企业，其中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均来自员工超过

导方式。通过基于证据的研究，该中心可用务实指导和变化案例

1,000 人的大型企业。

来武装领导者。

所调查的成熟市场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芬兰、
挪威、瑞典、日本和澳大利亚。所调查的增长型市场为中国、
印度和巴西。为了理顺可能的市场变化，基于 IBM 针对每个国
家/地区的总 IT 支出评估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权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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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竞争优势作为目标
为了了解公司如何采用混合云及对于业务结果的影响，

全面

我们对已实施混合环境的全球企业 500 位 IT 决策者进

领跑者 26%

行了调查。
我们的研究表明，提高效率是首要目标，因为公司希望
将部分 IT 资源和管理复杂性转移到云上。其次是提高安
些工作负载和数据迁移至云，将哪些工作负载和数据维
持在内部。采用混合云的四个主要动机包括：降低成本、

管理混合云

全性和降低风险，利用混合云的灵活性明智地选择将哪

挑战者 52%

从固定 IT 成本转变成按需型云服务、可扩展性以及处理
动态工作负载。
为了分析混合云的不同方法和各种方法的价值，根据企
业混合管理功能的成熟度以及是否从混合云中获取了竞

追随者 22%

有限

争优势，我们对企业进行了分组。
领跑者通过混合云已经取得了竞争优势，而且正在以一
种集成、全面的方式管理他们的环境，进而可提高可视
性和控制（如通过单个仪表盘）。
挑战者也将逐步获取竞争优势，但并未完全同意管理其
混合云环境。
追随者还未利用混合云来驱动竞争优势，而且处于综合
控制混合环境的初期阶段。

认可度低
企业：

通过混合云取得竞争优势
追随者

挑战者

认可度高

领跑者

图 2. 领跑者具有全面的混合管理而且已获取了竞争优势

90%
的领跑者表示，与全传统或全云环境相比，
他们可通过混合云实现更高的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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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业务结果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近 90% 的领跑者认为混

塑造数字未来
混合云可为领跑者带来哪些竞争优势？首先，他们已通过混
合云以远超其他企业的速度达成了基本成果，即：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并实现现有基础架构的价值最大化。

合云对于其业务战略和成功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并不奇怪。
从根本上说，领跑者正在将混合云作为数字变革的驱动因素，
而且 85% 的领跑者表示，采用云促进了其所在企业的数字转
型。

除效率优势以外，领跑者还可更加高效地利用混合云来推动
数字业务发展、实施产品和服务创新以及扩展至新的市场。
但这些领导确实在以下方面领先于其他群体：使用混合云来
提倡可能会形成新的数字市场和业务模式的下一代计划（如
认知计算和物联网 (IoT)）。

85%
的领跑者表示，混合云促进了其所在企业
的数字转型。

下一代计划
混合云有助于实现颠覆

数字业务
混合云有助于实现新的业务增长

效率和生产力
混合云有助于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

混合环境
可进行全面的混合云集成和管理

图 3. 混合云在数字转型的每个阶段均可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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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尽管所有实施者均希望获得类似的基本成果，但领跑者表
示他们已从混合投资中获取了更多回报。他们擅长利用混
合云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而且其中八成均达成了这些目标。
在其 IT 组合中纳入云有助于领跑者通过将固定成本转变
成灵活的“即付即用”云交付模式降低支出。云还具备可
扩展性优势，可提供能够支持动态需求的弹性计算功能。

降低成本、加快部署
Cxense ASA 总部位于挪威，全球各地均设有办事处。它
可为全球 6,000 多家媒体、金融和消费者站点提供实时分
析、数据管理和个性化技术。为了拓展全球市场，Cxense
需要一种可在保护客户数据的同时进行高效扩展的托管平
台。
Cxense 实施了一种混合云解决方案，该方案有助他们将数
据中心扩展至欧洲和日本的其他地方，同时还可利用云的
灵活性快速、轻松地支持不断增长的需求。

与此同时，混合意味着企业可选择何时使用云、何时保留

结果是，Cxense 的部署速度提高了 98%，而且完成配置

部分传统 IT 基础架构，进而可在满足速度和灵活性以及

所需的时间从三个月缩短至不到一天，这有利于公司提高

弹性、安全和监管要求的同时展现最佳功能。

其全球性影响力和敏捷性。3

领跑者实现其现有 IT 价值最大化的可能性是其他群体的
两倍，进而可使传统系统在混合环境下工作。通过整合传
统 IT 和云的优势，有助于企业通过标准和自助服务 IT 提
高生产效率，进而优化整个价值链的业务流程。

85%
的领跑者已利用混合云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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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混合云达成的百分比

领跑者和追随者

追随者

挑战者

领跑者

50%

69%

85%

1.7 倍

43%

64%

82%

1.9 倍

提高效率

46%

72%

82%

1.8 倍

改善业务流程和工作负载

46%

64%

81%

1.8 倍

可扩展性

51%

66%

75%

1.5 倍

弹性

55%

64%

75%

1.4 倍

通过将固定成本转变成可变
成本降低成本
最大化现有传统基础架构的
价值

图 4. 助混合云，领跑者在效率和生产力方面领先于其他实施者

“混合环境的最大优势在于
它可解放员工去做其他事情，
而非一直忙于监控环境。”
- 金融市场 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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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业务
不过，领跑者并非因其生产力而裹足不前。他们正在使用
混合云来拓展并重塑业务。

领跑者还可利用混合云来扩展市场。四分之三以上的领跑者
表示，混合云有助于他们扩展至新的市场和客户群，而且能
够灵活、快速地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客户需求。更重要的
是，其中八成领导者表示，混合云已帮助他们发展其生态系
统。

借助可影响各个行业的业务的数字模式，很多企业正转向
为 Web、移动和其他设备提供可接触新客户的产品。因为
已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领跑者使用混合云提供新的数
字服务的可能性是追随者的四倍，这些数字服务可增加价
值并为各个平台的用户提供一种无缝体验。
82% 的领跑者正在使用混合云迅速创新产品和服务，而且
经常将可组合 API 作为构建模块。混合云还可通过简化工
作负载改善创新流程。

尽管其中很多优势来源于云计算，但混合环境的灵活性更佳。
因为安全或合规性问题，有时需要将高度敏感数据保留在内
部，尤其是受监管产业。在其他情况下，现有传统系统可提
供难以复制的服务。
进军数字娱乐
俄罗斯著名的 Mariinsky Theatre 希望通过歌剧、芭蕾和
管弦乐队表演直播来扩展其全球影响力。流式内容的质量问
题至关重要。

可考虑将这种创建创新功能的示例用于心脏监测。在过去，
病患通常需要穿着用于收集数据的监视器，待设备返回到
医师办公室后，医师可对此类数据进行分析。但在混合环
境中，新的监视器和应用可实时将数据上传至云上，这些
数据可迅速提供给心脏病专家，以便发现问题。

领跑者利用混合云推出新的数字服务的

4 倍。

可能性是其他群体的

通过将现有基础架构连接至可扩展、高性能的云托管解决方
案，该剧院可在其数字内容流平台上赢得新的观众并容纳不
同数量的观众。
因为部署了这种混合云，该剧院可将资本支出减少 20,000 美
元，性能提高 30% 并将基础架构的部署速度提升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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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混合云达成的百分比

领跑者和追随者

追随者

挑战者

领跑者

产品/服务创新

42%

64%

82%

2.0 倍

扩展至新市场、客户群和产

36%

59%

79%

2.2 倍

38%

50%

79%

2.1 倍

37%

70%

76%

2.1 倍

28%

48%

4.0 倍

34%

4.3 倍

品
扩展生态系统
市场响应能力
数字服务

12%

通过集成 API 来整合新产品

8%

18%

图 5. 领跑者在利用混合云实现业务增长和开发新市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混合环境的最大优势在于
所有业务计划都可在一个环
境中成为现实。”
- 消费品 IT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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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计算是领跑者的最大区别因素，他们利用混合

快速启动下一代计划

云启用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是追随者的五倍。从利用
预测智能帮助做出决策到医疗保健、商务或教育等

考虑到未来，领跑者已经在利用混合云来驱动有助于他们
在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下一代计划。这些开创性计划可利用
新兴技术来挖掘新的业务机会。

行业的更为高级的适应性和机器学习功能，这些计划可能大不
相同。
运用认知洞察力

物联网 (IoT) 是很多企业的一种高速增长的跨

芬兰的最大航空公司 Finnair 致力于改善客户体验，可提供

行业机会，在这一领域，领跑者使用混合云的

新的数字服务并同时管理成本和日益增长的收入。

可能性是同行的近两倍。无论是否连接智能手

该航空公司可利用混合云平台的灵活性将新的云服务与其

表、智能汽车或智能家居，混合云的灵活性有助于这些企

现有基础架构相结合。作为其数字转型的一部分，它开始

业无缝连接设备并实时与客户和合作伙伴共享分析洞察力。

利用认知功能来提高员工生产力，有助于代理更快地找到

用智能数据将家庭和企业连接起来
Shaspa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居家和办公产品智能解决方案供
应商，可从居住空间和商业空间收集传感器数据。为了进
行复杂的数据分析，需要存储信息并进行无缝处理。
构建基于混合云的 IoT 平台来连接和控制各种环境后，Sha

针对客户需求的响应方案。
Finnair 正在实施数字转型，希望提高运营效率、降低复杂
性并为新的增长计划奠定基础。6

领跑者利用混合云推动认知计算计划的

spa 即可连接全球数百制造商的构建自动化系统、家用电
器和移动平台。
因此，Shaspa 可提供实时智能分析，进而在通过智能自动
化降低成本的同时优化生活和工作条件。5

可能性是同行的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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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洞察力也是领导者感兴趣的另一新兴领

充分利用虚拟数据

域 - 自行将大量数据转化成业务资产或通过合

位于瑞士的 nViso 开发了一种可实时捕捉并破译人类情感

作和客户互动使该数据货币化。领跑者利用混

的面部成像解决方案，可利用来自网络摄像头、移动设备和

合云管理数据流和应用的可能性是追随者的近三倍。

店内摄像头的视频流。

对于所有这些战略性下一代计划，混合云可带来更无缝的访

nViso 认识到了在零售领域变革客户情感分析的机会，因此，

问和更佳的数据和应用管理，这与平台、终端和数据源的数

它采用了一种混合云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提供了能够分析

量无关。除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外，另外 40% 的领跑者计划

从客户视频中提取的实时数据的新方式。

在未来三至五年运用 IoT、认知和数据商业化计划，以便继

可在混合环境中灵活运行面部成像解决方案，nViso 的客户

续在与其他实施者的竞争中处于领导地位。

端可充分利用客户数据（无论此类数据存储在何处），并了
解影响其购买行为的客户身体反应。7

利用混合云实现的百分比

追随者
商业化洞察力

认知计算

物联网

14%
7%
21%

图 6. 混合云是领跑者的战略性下一代计划的公共业务引擎

领跑者和追随者

挑战者

领跑者

16%

40%

2.9 倍

15%

36%

5.1 倍

36%

1.7 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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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如何实现发展？

谨慎、全面的混合战略

领跑者已对其混合云的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进行了评分，但
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发展方面的困难。四分之一的领跑者认
为传统 IT 和云环境的集成困难是一种挑战。内部技能并非
现成可用，而且三分之一的领跑者认为技能差距是其所在企
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尽管很多公司转向混合云希望
增强安全，但安全仍是他们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事实上，与其他企业相比，领跑者更有可能将管理复杂性和

领跑者不会被动地等待混合云。他们具有混合云的全面、企业
级战略的可能性是追随者的三倍。他们知道，专注于战略有助
于提高从混合投资中获取的价值。他们的战略观点还可扩展至
移动开发和交付，而且 83% 的领跑者表示，混合云对于其移
动战略和计划来说至关重要。

安全视为问题。四分之三以上的领跑者表示，混合云使其环
境的 IT 管理更为复杂，而且 70% 的领跑者认为，其混合环
境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安全问题。
这些领导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利用混合环境来实现竞争优
势？他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谨慎、全面的方法来实施和管理他
们的混合环境。

领跑者具有企业级混合战略的可能性是同
行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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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改变文化

高级混合管理

领跑者也理解，可通过一种协作性的 IT 决策方法很好地处理

领跑者知道，集成、一致的托管混合环境是克服 IT 复杂性的

混合环境的复杂性问题，进而带动 IT 和业务领导者。在近四

关键。他们利用复杂的自动化来管理和协调其混合环境以及提

分之三的领跑者企业中，混合云已扩大了 CIO 对于企业的影

供和配置系统和工作负载的可能性是追随者的近三倍。而且他

响范围。混合云还有助于高层和 IT 人员共同做出影响业务目

们利用高度集成的服务管理来提高质量和服务的可能性是同行

标的关键 IT 决策。这种高度协作的模式凸显了影子 IT 问题， 的 2.6 倍。他们非常认同采用一种开放式的基础架构方法，而
这也是各个企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可

且 85% 的领跑者表示，开放标准和技术对于便携性和互操作

能正在使用 IT 部门未授权或不支持的应用和服务。高达 81%

性至关重要。

的领跑者表示，混合云有助于减少其所在企业的影子 IT。

综合性战略

领跑者和追随者

挑战者

领跑者

35%

57%

3.0 倍

46%

69%

83%

1.8 倍

推动 IT 和业务线之间的协作

49%

68%

85%

1.7 倍

减少影子 IT

38%

59%

81%

2.1 倍

的作用

44%

53%

76%

1.7 倍

提高 CIO 对于企业的顾问作用

47%

59%

73%

1.6 倍

具有一种企业级混合战略
认为混合是其移动计划的关键
要素

追随者

19%

混合改变文化

提高企业领导者在 IT 决策方面

图 7. 全面的战略和协作式决策有助于使领跑者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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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和追随者

高级混合管理

追随者

挑战者

领跑者

认为开放式技术对于对于便携性

40%

60%

85%

2.1 倍

利用云管理越来越多的平台

50%

65%

84%

1.7 倍

可进行高度集成的服务管理

32%

53%

82%

2.6 倍

可实现能够管理云的高级自动化

26%

51%

76%

2.9 倍

51%

5.1 倍

和互操作性至关重要。

可进行能够管理混合的指导性或

10%

21%

预测性实时分析

改善安全和数据保护

50%

73%

79%

1.6倍

混合云可提高安全性并降低风险

50%

63%

78%

1.6倍

混合云有助于满足合规性要求

38%

49%

62%

1.6 倍

混合云有助于达成数据保护目标

25%

46%

61%

2.4 倍

混合有助于确保关键数据的可用
性和访问

图 8. 领跑者可采用更为高级的混合管理功能而且擅长缓解安全问题
领跑者在利用复杂分析来管理其混合环境方面也处于领先
地位。尽管大部分混合云实施者正在利用一定程度的实时

改善安全和数据保护

分析来管理其混合环境，但领跑者在以下方面采取行动的
可能性是追随者的五倍：利用更为高级的预测性分析和指

尽管领跑者比其他实施者更有可能将安全作为首要问题，但

导性分析来预测可能的结果并生成对于接下来的步骤或行

现实是他们更有可能正在应对这一挑战。78% 的领跑者表示，

动的建议。

混合云改善了安全并降低了风险。将他们已有的传统 IT 的相
同级别的安全控制和最佳实践扩展到云上是他们在其混合环
境中降低风险并提高应用和数据的安全性的一种方式。将关
键业务工作负载分配至预置型资源是控制信息访问并确保安
全的另一方式。

15

领跑者的战略：
在混合环境中发展无疑是复杂的，因为很多企业均在努力寻找与他们的业务需求相配的传统 IT 和云服务的平衡点。根据领
跑者的经验，我们知道，转型至混合云必须是具战略性、谨慎的。在混合环境，对于混合环境管理评价较高的那些人可从
其现有 IT 投资中获取更大价值并运用颠覆性业务和技术计划。

从大处着眼

将愿景转变成现实

在整个企业内开展协作，并开发可利用现有基础架构投资

运用高级技术来降低管理复杂性并确保混合环境。

和云的灵活性的全面的混合战略。

•

•

您的 IT 和业务领导者是否考虑了企业需求？

•

您的战略可以说明您的混合环境的具体实施和集成计划吗？

预测性或指导性分析可提供能够改善您的混合环境的运营
的洞察力吗？

•

您是否正在利用开放式技术来提高您整个混合环境的便携
性和互操作性？

高级数字创新

塑造未来

将效率和生产力方面的基本成果扩展至具备高价值的数字

试行可形成各个行业之间的差异并颠覆市场的新兴技术和

业务优势上，如加快创新和增加客户互动。

下一代计划。

•

混合功能如何帮助您加快开发可扩展业务的数字服务？

•

混合云能帮助您采用认知计算来创建智能系统吗？

•

您如何扩展和连接您的合作伙伴和客户的生态系统？

•

混合云能利用您的 IoT 计划来连接设备和数据并实现业务
成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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