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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周詳、執行有力的數據戰略
有助於避免多雲環境中出現令人
措手不及的意外情況。

談話要點

管理多個雲端環境中的應用程式和數據的戰
略與架構
對於當今在多雲環境中營運的企業而言至關
重要。
業務驅動的數據戰略應當與企業不斷發展的
多雲架構全面整合

防止出現數據孤島，避免應用程式難以訪問。
強大的數據戰略應專注於業務轉型機遇
強大的數據戰略應專注於業務轉型機遇避免
被任何特定的雲“鎖定”，並使用 DataOps
方法，自動為數據科學家執行準備工作，從
可用數據中獲得盡可能多的資訊。

在多雲世界中移動數據

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從初步嘗試轉為深入採用雲技術，他們
都體驗到了多雲環境的優勢與挑戰。多雲環境的優點顯而易
見：有助於提升創新能力，改進產品和服務，並實現敏捷的
業務流程。1

事實上，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 (IBV)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示，
全球 85% 的受訪企業已經在多雲環境中開展營運。2 到
2021 年，96% 的受訪企業計劃使用多個雲端環境。3 眾多
業務正在將自身重塑為“數位化”企業，將人工智能 (AI) 置
於重要業務流程的核心。隨著數位化的不斷推進，業務重心
會逐漸向多雲環境偏移，因為通常需要從不同的雲端供應商
那裡獲得以雲端為基礎的服務。但是這種遷移絕不僅僅是將
現有架構遷移到雲端的新位置那樣簡單。

每個雲端供應商都有自己的架構方法。每個供應商組織數據
的方法可能與其他雲端環境並不兼容。如果精心設計的戰略
沒有考慮到解決這種不兼容問題，那麼企業可能會遇到性能
不理想以及成本高於預期的情況。
挑戰的根源在於數據的性質及其快速增長。當企業增加所使
用的服務和應用程式的數量時，數據會呈指數級增長。但真
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數據的數量，而在於數據所在的位置。而
通常數據的收集與創建之時，就決定了數據所在的位置。

1

Data Fabric 有助於在整個企業範
圍實現更理想的數據可視性和可
用性。

這種由不同的業務單位或職能部門創建的分散數據被稱為
“數據孤島”。孤島的存在嚴重影響了數據的易用性。數據
可能重複，但以不同的方式組織，因此很難相互關聯。由於
收集數據的方式不同，可能導致數據出現不一致。企業中其
他部門的應用程式可能不知道這些數據的存在，或者無法訪
問這些數據。
由於幾乎所有企業很快都將開始在多雲環境中營運，因此隨
著企業將流程、應用程式和數據包分散到多個雲端環境中，
內部數據孤島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會不斷加劇（見圖 1）。

圖1

98% 的受訪組織表示，他們計劃在未來三年內使用混合雲
環境
0-1 個雲端環境

24%
2%
2-9 個雲端環境

68%
70%

超過 10 個雲端環境
9%

28%
目前

未來 3 年

來源：IBV 2018 年多雲管理調查，Q2 和 Q3。

Q2 你們整個企業目前使用多少個雲端服務和平台？
Q3 您計劃未來三年內在整個企業中使用多少個雲端服務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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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新情況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企業如何才能成功地應對
多雲環境營運所帶來的複雜性、高成本和延遲問題？
答案是什麼呢？那就是在多雲世界中定義“Data Fabric”，
也就是“數據藍圖”。

Data Fabric 幫助企業輕鬆駕馭多
個雲端環境

Data fabric 是數據資產組織方式的概念性表示或架構。這種
藍圖是正式的結構，用於在整個企業中定義和查看數據，並
且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基礎架構或雲計算需求。
Data fabric 有助於在整個企業範圍實現更理想的數據可視性
與可用性。它用於指導如何維護和監管數據。它基於這樣一
個概念：業務流程可能隨時發生變化，但支撐它們的數據一
直保持穩定。

數據被分組到稱為“中心”或“湖”的集合中，以實現可視
性與可訪問性。Data fabric 有助於避免或緩解數據孤島、低
可靠性和低可擴展性、依賴於原有系統以及成本效率低下等
問題。但是要再多雲環境中有效展開工作，Data fabric 必須
能夠適應不同的使用模式。
以下我們舉三個例子，展示企業如何在不同的雲端環境中分
配工作負載、應用程式和數據。

範例 1

在第一個例子中，一家公司希望使用 AWS 中已有的數據來
運行 IBM Cloudpak 中提供的分析包。它的數據收集和管理

服務位於一個雲端環境中，只有一個特定的分析服務從
另一個雲端環境調用這些數據（圖 2）。

圖2

通過架構組件在整個多雲環境中管理數據

管理平台

部署平台

安全

用戶體驗服務
統籌服務
內容服務
洞察服務

數據管理服務

IBM Cloudpak

數據中心組件
使用層

統一層

原始數據收集層
快速採集服務

即時數據收集

AWS
Relational

HDFS

Parquet

Hive

Mongo Columner

批量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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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多雲環境中有效開展工作，
Data Fabric 必須能夠適應不同的
使用模式。

範例 2

在第二個例子中，企業既被 Azure 上低廉的應用程式價格所
吸引，同時又希望其他現有流程保留在 AWS 上。因此，該
公司的原始數據收集功能以及數據統一功能和使用功能被分

散到不同的雲端環境中。該公司還訂購了 IBM Cloudpak 上
的分析服務（見圖 3）。

圖3

通過數據中心層在整個多雲環境中管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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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al

HDFS

Parquet

Hive

Mongo Columner

Azure
批量收集

範例 3

在第三個例子中，該公司出於獨特的需求，要求各業務部門
在不同的雲端環境中營運，但同時選擇將涵蓋所有其他雲端

環境的關鍵跨業務職能（例如，資安）保留在 Azure
中（見圖 4）。

圖4

管理多個雲端環境中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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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數據戰略能夠預測變化，幫
助企業保持靈活性。

正如上面三個例子所示，這種新的多雲環境實現創造了更多
新的選擇和機遇。但同時也給 IT 領導者帶來了新的挑戰。近
期市場情報顯示，82% 的 IT 領導者擔憂如何將這些雲端環境
與傳統 IT 環境銜接。4 7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需要採用更
好的方式，更有效地在多個雲端環境中移動應用程式、工作
負載和數據。67% 的受訪者擔心如何以一至性的方式管理這
種新的多重雲端廠商與環境組合，而不會帶來新的安全與合
規風險。5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推出了三項指導原則，幫助企業制
定和執行數據戰略，以便順利遷移到多雲環境並在其中營運。

原則一：業務轉型之時，向雲端遷移之日

我們的數據顯示，降低成本仍然是對多個雲端環境投資的重
要戰略考量因素。然而，一些企業在從多雲投資中實現成本
節省的方面遇到了困難，遲遲無法看到成果。根據我們與客
戶合作的經驗，許多企業都面臨著成本上升的問題，在某些
情況下，甚至高達 300%。為什麼會這樣？

遷移到雲端會有放大原有 IT 格局的現有缺點。雲端供應商對
數據傳輸與網路使用的收費比大多數內部 IT 組織高得多。因
此，孤島型數據（大多數原有系統無法避免的現實）在從一
個雲端環境遷移到另一個雲端環境以供各種應用程式使用時，
會產生巨大的成本和性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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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向雲端遷移之時，需要審視當前的業務流程和數據管
理，評估哪種改變方式有助於控制成本以及最大程度發揮新
多雲環境的潛力。這不是簡單 IT 討論或者重組當前數據的
問題。業務部門和 IT 部門必須密切協作，一切以業務需求
和價值為導向，並由業務部門的高階主管負責帶頭進行。
但也存在一個挑戰，那就是快速變化的技術格局：今天是用
的工具可能明天就毫無用處。此外，轉型機遇還意味著，遷
移原有系統可能需要採用的新技術，而不是繼續重複使用現
有技術，比如 Hadoop。

原則二：預測並規劃未來發展、變化和創新

在遷移到多雲環境時，企業應避免“供應商鎖定”。雲供應
商和產品在不斷的快速變化，他們所支持和提供的技術也是
如此。因此，最適合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而不斷改變。

合適的數據戰略能夠預測變化，幫助企業保持靈活性。在某
種情況下，企業可能希望將數據和應用程式從一個雲環境遷
移到另一個，擴展儲存和處理能力而不產生負擔，並將數據
儲存在最適合數據科學和工作負載的位置。

為了預測變化，企業的數據戰略必須包含三個關鍵組成部分：
容器化、無伺服器能力和實用的數據設計。

“容器化”是指企業將數據應用打包成不依賴於單一上雲端實
施的“容器”。容器化的應用可在多個雲端環境和操作環境中
運行。這樣，企業就能隨著生態系統的發展而遷移應用程式和
數據，特別是在各種流程越來越多跨雲互動的情況下。企業也
不會完全依賴於特定的雲端環境來運行業務的某些部分。
變化的另一個方面是新應用程式和服務產生的海量數據。企業
基本上不可能擴大數據管理團隊的規模以及增加儲存和處理數
據相關的成本，而無伺服器戰略可以提供幫助。
企業不需要保留一定規模的資源（例如：1000 台伺服器），
而是由雲端供應商負責數據和使用需求的逐漸增加、使用高峰
或減少而縮放資源。企業為所使用的資源付費，可以將主要精
力放在支持營運所需的業務案例和代碼上，而無需關注運行所
需的 IT 資源。無伺服器戰略與容器化一起，有助於降低新部
署在複雜性、技能和成本方面的風險。這種方法幫助企業既不
受雲端供應商的限制，也不受技術的限制。

預測變化的第三個要素是適當的數據結構設計。在為傳統報告、
數據科學、數位化和營運範例等設計數據結構時，務必將工作
負載部署在靠近相應數據的位置，以便減少網路流量並降低成
本。數據設計還應包含多個雲端供應商的數據策略，以確保安
全性、合規性以及數據生命週期管理。這些數據設計要素可整
合為一系列統籌管理的數據工作流程，覆蓋多個雲端供應商。

Yara：數據和多雲數位農業平台

總部位於挪威的 Yara 是全球最大的化肥生產商之一，該
公司願景是幫助全世界可以永續的方式消除饑荒。為了
通過數位化引領核心業務模式創新，Yara 著手建構世界
領先的數位農業平台。

在建構該平台的過程中，Yara 集中精力制定並實現獨立
於雲端平台的戰略，確保能夠對所有環境實施一至的數
據監管和數據安全策略。該公司還專注於 DataOps，自
動執行數據功能，讓數據科學家能夠專心從事數據模型
和創新工作。

該平台為全球農民提供整體數位化服務和即時農事建議，
通過增加現有農田的糧食產量，最終避免毀林開荒。Yara
數位化平台的目標是覆蓋全球 7% 的耕地。
獨立於雲平台的數位農業數據平台採用按使用量付費的
商 業 模 式， 並 且 為 Yara 提 供 兩 項 數 據 服 務：Weather
Data 和 Crop Yield as a Service。這些加速器是眾多創新
中的第一批；開放創新層使 Yara 能夠創建突破性的新算
法，為農民提供知識和決策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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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三：將 DataOps 添加到 DevOps

企業應當借鑑 DevOps 如何在過去十年左右給應用開發帶
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部署自動化可以幫助開發人員加速測
試和證明自己的工作。數據科學家現在需要一場類似的革
名，他們發現 DataOps 就是自己所要的：讓拖慢進度的
工作實現自動化。
目前，數據科學家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準備、驗證和清理數
據源，然後使用這些數據源訓練數據模型。他們花在數據
模型設計上的時間少得驚人，而這是數據科學家工作中價
值最高的部分。如果能夠自動執行數據準備和訓練工作，
那麼就可將數據科學家解放出來，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多洞
察，最終實現新的價值。

數據戰略、文化與人員

如果沒有閱讀文化，即使汗牛充棟，也毫無用處；同樣道理，
有了海量數據和最具創新的數據工具，仍須具備適當技能的
人來使用它們，而企業文化必須提供這方面的支持。人們需
要數據以及從中獲得的洞察，也需要在工作的特定環境中使
用數據。相同的數據可能對不同的用戶有著不同的意義。科
學家認為有用的洞察，可能與開發人員、產品經理、營銷人
員或流程專家需要的洞察完全不同。
特別是當人工智能應用於超大數據集時，意義和上下文就
變得至關重要。應該提出的正確問題是什麼？這些適用於
提供答案的正確數據嗎？如果這是正確的數據類型，我們
能否信任它？我們能否相信針對該數據運行的人工智能算
法，以及人工智能正在接受的訓練（包含它正在接受的實
際訓練數據）？
成功的數據戰略應包含所需技能和培訓的清單，以及旨在培
養充滿活力的數據文化的長期計畫：激勵人們有能力從數據
中獲得最大價值，並且企業也同時支持這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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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開始

制定與多雲計劃整合的數據戰略並應用以上列出的原則，
這看似頗具挑戰性，但可採取一些步驟加以應對。
1. 制定業務轉型戰略，明確考慮並利用多雲能力，有效
管理數據以充分發揮這些能力的作用。
2. 考慮多種技術，確保讓數據儲存位置靠近使用位置，
並且在多雲環境中妥善監管數據。
3. 確定耗費數據科學家大部分工作時間的低價值任務，
並使這些任務實現自動化。這樣就可以將數據科學家
解放出來，有更多時間從事更有價值、更具戰略意義
的工作。

準備好了嗎？

― 貴企業對哪些核心業務流程進行了優
先級排序，並研究了轉型可行性？
― 貴企業採取了哪些措施以營造適合多
雲環境的數據文化？
― 貴企業將如何應對位於不同雲環境中
的數據相關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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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家洞察

專家洞察代表了思想領袖對具有新聞價值的業務和相關技術
主題的觀點和看法。這些洞察是根據與全球主要的主題專家
的對話總結得出。要瞭解更多訊息，請聯繫 IBM 商業價值
研究院：iibv@us.i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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