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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要点

核心工作负载
虽然过去十年云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
大多数企业仅将 2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了
公共云，而且这些还不是企业核心的任务关
键型工作负载。剩下 80% 的工作负载才是
企业真正的价值所在。而现在，我们正处于
转折点上。

混合云
混合云使公共云、私有云和本地 IT 能够无
缝地进行互操作。尽管复杂性日益提升，但
这三种环境的标准技术接口使企业能够大规
模地开展敏捷创新，提高响应速度，同时控
制成本。

多个公共云
企业平均至少使用五个云环境，每个都有不
同的管理流程和接口。在许多情况下，本应
简单的操作却变得非常复杂。企业需要一站
式的云管理方法，无论使用的是何种云平台。

第一章：云无处不在

中国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云服务市场。1 不久，
中国云服务市场体量有望达到 274 亿美元。 2
大多数企业已对容易实现的公共云机遇加以利用。客户查
询（比如查看账户余额）、社交媒体和数字购物车等“前台”
应用在迁移至公共云的工作负载中占了很大比重。
这些初步机遇已经证明了云架构的优势，包括快速部署、
动态资源获取、应用弹性和工作负载中的服务复用。由于
云技术的出现，企业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思考创新、速度、
部署、新市场和行业颠覆。

众多高管指出，他们利用公共云计划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尤其是在扩展业务和实现增长方面（见图 1）。
与此同时，具有高度安全要求的任务关键型应用（比如客
户数据库、交易处理、财务和会计、供应链以及制造应用）
迁移到公共云的速度非常缓慢，或者根本没有迁移。受到
高度监管的行业（比如银行业和医疗保健行业）尤其如此，
这些行业中尚未迁移到云的流程比例最高。3 在许多情况
下，这些工作负载更适合于私有云，或者公共云、私有云
和传统 IT 的混合环境。
要想实现下一阶段的云优势，就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处理
剩下的这些工作负载。

安全与保障
安全是卓有成效的云部署的核心要素。混合
云能够确保在最符合特定安全、监管和治理
要求的 IT 环境中运行应用和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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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支持公共云和私有云
通过标准技术接口与本地
IT 进行无缝互操作。

图1

建立多云环境的多个战略理由的重要性排名
最成功的云计划：全球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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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6 年全球混合云调研。

云计算的新时代

未来几年，中国企业有望广泛采用云技术。在接受调查的
中国企业中，近 70% 计划未来 10 年将全部数据迁移到
云中。所有受访企业纷纷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使用多混合云
环境。 4

混合云使公共云、私有云和本地 IT 可通过以下三种标准
技术接口无缝地进行互操作：Linux、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 和 Kubernetes。尽管复杂性日益提升，但这
三种标准技术接口使企业能够大规模地开展敏捷创新，提
高响应速度，同时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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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使企业能够将工作负载部署到最合适的环境中：

– 公共云 非常适合于许多前台工作负载

– 私有云 更适合许多任务关键型工作负载，这种环境既

可以提供云环境的众多优势，又具有私有环境的高度安
全性

– 传统 IT 环境 适合于本质上不需要利用云优势，而需要
专用计算资源的工作负载。

超过

此外，随着混合云日益普及，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不同企业，
在采用方式上也是千差万别。在监管较为严格的行业，比如
银行业、医疗保健行业、电信行业和政府部门（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一半），混合云中私有云的比重要大于公共云。在监
管不甚严格的行业，混合云中公共云的比例更大（见图 2）。

纵观全球，

混合云内在的互操作性和可移植性意味着，企业不会被一种
环境或一家公共云供应商套牢。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工作负载
部署到最合适的位置，并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公共云供应
商之间实现互操作性。

的企业工作负载尚未迁移到
或利用云环境

然而，所有企业都普遍需要公共云、私有云和传统 IT 之间
实现互操作。

图2

法规是影响基础架构选择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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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2016 年全球混合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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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企业使用五个云环境。5

超过

80%

的新应用将利用容器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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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制造商：混合云采用 6

一家中国大型客车制造商见证了互联汽车、智能旅行
和电子商务领域的蓬勃发展。上述发展与新型数字技
术（比如智能工厂、智能制造及新互联网和服务业务
模式）的进化历程十分吻合。
该制造商现有的 IT 系统既不符合苛刻的功能、扩展
和快速迭代要求，又无法满足持续扩展的行业生态系
统需求。
在 IBM 的 帮 助 下， 该 企 业 打 造 了 集 成 云 数 字 平 台
(CDP)。他们实施了 Docker、微服务、DevOps、敏
捷技术和自动化测试，帮助指导 CDP 平台从私有云
转向混合云。
鉴于上述变化，该汽车制造商：

– 加快了 IT 组织响应业务变化的速度
– 降低了系统构建总成本
– 缩短了上市周期时间

– 构建了更灵活、更标准、更开放的系统功能
– 更全面地集成外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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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武装到核心

混合云有助于消除会影响云成功部署的安全问题和其他障
碍。我们的研究表明，安全性与治理是不将核心应用迁移
到公共云的两大理由。7 借助混合云，企业可以在最符合
安全、监管和治理要求的环境中运行应用和存储数据。

混合云还支持企业动态管理云迁移，选择可接受的宕机程
度，克服原有系统和孤岛系统的各种限制。

混合云将数据的可移植性和互操
作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帮助
企业实现“一次编写，随处运行”
的优势。

第二章：行动时机已经成熟

云计算故事之下一篇章：企业打开新收益的大门，尤其是
与任务关键型应用“上云”相关的收益。混合云将可移植
性和互操作性提升到的新的高度，帮助企业实现“一次编
写，随处运行”的优势。开始行动的四个主要步骤包括：

1. 设定目标。 构思开放的混合多云环境。现在所做决策

将决定企业未来多年的发展。仔细考虑哪些工作负载
最适合公共云、私有云和传统 IT 环境。避免被限制在
三种环境中的任何一种，避免被供应商套牢，随着标
准和技术的发展，重新评估可能会被淘汰的方法。

2. 按照顺序踏上旅程。 执行顺序不能错位。认真规划明

确的路线图，确定待办事宜和完成顺序。如果没有打
下坚实的基础，所盖的大楼肯定不会坚固。顶住压力，
迎难而上。

3. 动员适当的技能和资源。发挥企业内外部人才的作用。

培养并保持内部技能非常重要，但也不可忽视与值得
信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合作，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
互操作性，有助于弥补短期技能不足，同时降低成本。
在中国，计划未来三年通过供应商帮助管理多云环境
的企业数量预计将增长 49%。

做好充分利用混合云环境的准备
了吗？
– 贵公司的员工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新一代
云对贵公司和竞争环境的影响与机遇？

– 贵公司和竞争对手如何利用混合云，尤其
是针对过去难以迁移的数据和流程？

– 贵公司在招聘和培训方面进行了哪些调

整，以便能够在由混合云支持的动态生态
系统中，适时安排合适的人员处理恰当的
工作？

4. 设法达成明确的成果。 制定富有意义的定性和定量指
标，并坚持执行。保持灵活，及时采用新兴技术。始
终坚守自己的业务、架构和技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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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IBM 如何提供帮助

从应用商店下载免费“IBM IBV”应用，即可在手机和平
板电脑上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执行报告。

基础架构安全灵活，而且具有很高的扩展性，可提供
量身定制的企业解决方案，正是这些解决方案使得
IBM Cloud 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先者。如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

欲获取 IBM 研究报告的完整目录，或者订阅我们的每
月新闻稿，请访问：ibm.com/iibv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 :

https://www.ibm.com/ibv/cn

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进的研
究方法与技术，帮助他们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
特的竞争优势。

IBM Cloud 能够无缝集成到公共云和私有云环境中。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发布了 2019 年 8 月版本的
研究洞察报告：Keverian Ken、Arvind Krishna、
Steve Robinson 和 Anthony Marshall 合著。“新
一 代 混 合 云 助 力 新 一 代 企 业 ”https://
www.ibm.com/downloads/cas/PKRBKNXL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隶属于 IBM Services，致力
于为全球高级业务主管就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关键问题提供
基于事实的战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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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组 建 云 端“ 管 弦 乐 队 ”： 多 云 管 理 实 战 指 南。

https://ibm.biz/multicloudstudy

致胜的云战略：领先的企业如何赢得胜利。https://ibm.

biz/winningcloud

为银行业量身定制混合云：兼顾创新、效率和增长，实
现合理的组合设计。https://ibm.biz/hybridcloudbank
多 云 世 界 数 据 蓝 图： 计 划 周 详 的 数 据 战 略， 应 用 三
大 基 本 原 则， 全 面 控 制 成 本， 助 力 驾 驭 多 云 环 境。

https://ibm.co/multicloud-data-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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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洞察

研究洞察致力于为业务主管就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关键问
题提供基于事实的战略洞察。洞察根据对自身主要研究
调查的分析结果得出。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iibv@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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