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确保成功踏上“IT 即服务”之旅
由 VMware 赞助发行的管理层简报
现代企业需要全天候运转。更好的连接性、更强的全球交付能力以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经
济体系促使全球竞争加剧，企业需要在有限的潜在客户市场上与全球各地的其他企业展开
竞争。这增加了当前 IT 部门的压力，要求他们用所提供的应用和解决方案来推动营收业
绩的提升，但 IT 部门却面临着诸多难题：预算紧张、员工更喜欢采用过时的 IT 模式工作，
以及培训新技术的时间或资源有限。IT 变革势在必行；当前的确存在一些技术可以帮助
IT 获得颠覆性的业务成效。

全球各地的 IT 主管深感压力，在预

虚拟化是当前数据中心的基础，云计算的优势已日趋
明显。这些技术不仅可在当前提供切实的优势和效率， 算紧张、员工更喜欢采用过时的 IT
而且随着业务需求的增加它们所产生的效益也会随之 模式工作，并且培训新技术的时间或
增大。未来的 IT 部门需要一种全新的运营模式，即从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还需要帮助
后台的调配和管理组织转变为企业的以解决方案为导 组织实现卓越的营收业绩。
向的战略型技术领导者。通过利用虚拟化和云计算的
优势，IT 部门可以将自身转变为业务部门的服务提供
商，以服务的形式为员工、合作伙伴及客户提供所有 IT 资源的使用权。如此一来，IT 部
门便从过去的被动型调配和管理组织转变为主动型组织，专注于开展创新并提供可提高工
作效率的解决方案。
让这一转变成为现实的底层数据中心体系结构就是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简称 SDDC。
SDDC 体系结构使企业 IT 部门的大部分计算、存储、网络连接、安全性和可用性基础架
构及资源可以：
•
•
•

以软件形式抽象化和定义
作为企业级资源汇集在一起，形成资源池
以服务的形式交付，由自动化、智能和策略驱动的软件进行管理

对于刚踏上 IT 转型之旅的企业而言，如果现在就选择合适的数据中心体系结构，那么它
们在迈向“IT 即服务”(ITaaS) 的转型之路上就会走得更顺畅。
在本白皮书中，Stratecast 探讨了业务部门如何推动数据中心摆脱传统模式，迈向有助于实
现“IT 即服务”的 SDDC 体系结构。我们从技术和运营模式的角度深入分析了 SDDC 体
系结构，展示了基于软件的数据中心体系结构如何为 IT 组织提供必要的颠覆性的效率、
敏捷性、控制力和选择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 ITaaS 交付模式所带来的业务盈利能力
和运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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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IT 转型的挑战
为了提高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实力，企业必须应对诸多具有挑战的趋势和现实。这些
业务趋势包括：
•

•

•

•

•

全天候业务 – 工作日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因为不论客户还是员工，都希望无间断
地开展业务。这意味着 IT 部门必须确保 IT 基础架构、应用和服务顺利运行，最大
限度减少中断或停机。
团队、合作伙伴和客户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 – 相关人员期望可以通过任意设备和
网络随时随地工作。这就为 IT 部门增加了负担，不但要支持来自不同操作系统的
移动应用，还要确保应用性能一致。
社交业务 – 员工、合作伙伴甚至客户都期望 随着业务迅速发展并走向全球，业务经
可以随时与同事在线进行互动。IT 部门借助 理越来越精通 IT，“企业内部客户”
更强的协作和通信工具，如统一通信、状态 经常需要 IT 部门在越来越短的时限内
呈现和视频会议来实现这一点。
完成新技术的部署和交付。IT 部门不
精通技术的员工 – 随着员工接触到各种新的
仅需要灵活而敏捷地响应这些要求，同
消费类技术，他们对于技术的访问和使用有
着越来越高的期望。IT 的这种消费化趋势提 时还要关注隐私、安全和合规性。
高了员工的预期，也推动 IT 部门提供新的
解决方案和方法来访问这些技术，同时还要
关注安全、隐私和监管合规。
激烈竞争的全球市场 – 由于企业当前希望提高敏捷性和削减业务成本，IT 在响应
业务线日益紧迫的需求的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尽管这些改进已帮助弥合了业务需求与 IT 功能之间的差距，但负担仍然存在。技术必须
要能够支持下列业务驱动因素：
•
•
•
•
•

创造新的收入
使企业更有竞争力
让企业更加贴近客户
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使员工的工作效率更高

尽管需求有所增加，但总体来看，IT 预算在过去五年中并无太大变化。2013 年 5 月
Stratecast 对 IT 决策者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受访企业预计他们来年的预算会
保持不变或有所减少。资金开销当前面临着最严格的限制，而运营预算受到的审查也越
来越严。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在过去的每一年里，企业仍期待 IT 部门可以帮助推动业
绩提升，同时保护客户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并遵守监管规定。尽管业务需求日益增加，
但大家都期待 IT 部门能够克服这些挑战，这一状况也就成为了 IT 始终面临的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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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变革之旅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IT 部门开始认识到需要将人力和资本密集型的传统运营模式转变为
更高效的模式。为了降低成本并提高运营效率，许多企业已将目光转向更加新颖的 IT 模
式，如虚拟化和云计算。这些模式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可以在整个数据中心内发展和扩展，
从而能够支持未来的业务需求。
在本节中，我们将为大家勾画成功企业为了在全球市场上蓬勃发展而必须踏上的 IT 变革
之旅。

奠定基础：虚拟化
虚拟化数据中心的基础架构，尤其是对服务器实施虚拟化，通常是企业在迈向 SDDC 体
系结构的 IT 变革之旅中踏出的第一步。
在虚拟化的服务器环境中，应用和基础架构工作负载部署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虚拟机
(VM) 上，虚拟机在一个独立的软件包中包含了应用代码、操作系统和配置说明。由于操
作和部署逻辑与应用代码保存在一起，而不是单独保存在服务器中，因此通过管理控制台，
可以轻松移动虚拟机并加载到任何配备了虚拟化管理程序的服务器硬件中。
安装在物理服务器上的虚拟化管理程序使每台虚拟机都认为自己可以全权访问服务器处理
器和内存。这样就可以优化服务器容量，因为多台虚拟机可以共享一个物理服务器。一流
虚拟化管理程序消耗的服务器资源极少，使物理服务器可以支持最大数量的虚拟机。
借助适当的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即可开始转变数据中心，使 IT 部门可通过较少的预算
和技术资源取得更多成果。更重要的是，虚拟化解决方案可帮助 IT 部门应对诸多基础架
构挑战。在虚拟化基础架构中，IT 可以根据需要部署服务器容量，从而可以更轻松地扩
展应用。由于虚拟机的复制和部署非常容易，因此利用虚拟化可以方便地进行应用测试和
调配。此外，虚拟化有助于优化并增强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环境，因为应用可以在数据中
心服务器之间轻松、快速而经济高效地移动，甚至可以移到远程中心内。
在迈向虚拟化数据中心的过程中，服务器虚拟化因其成本低、速度快和易于实施的特点而
成为热门之选。Stratecast 在 2013 年进行的 IT 决策者调查显示，58% 的企业已实施服务器
虚拟化或计划近期实施，以此作为 IT 变革之旅的第一步。但是，在服务器虚拟化模式中，
诸如网络连接、安全性和存储基础架构之类的其他 IT 组件通常仍然是物理的，这些功能
中已实施虚拟化的还不到 10%。
此模式不仅可节约成本并提高运营效率，还可以进行扩展以增加潜在的业务优势。

向更先进的模式发展：云计算
对于已体会到虚拟化益处的企业而言，IT 变革之旅的下一步自然是云计算。
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私有云，以期获得更高的效率和业务敏捷性。私有云体系结构基于虚
拟化基础构建，在其上叠加了服务管理平台和自助服务功能，通过自动化和实施自助服务
数据中心环境帮助企业进一步减少运营支出。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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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企业对采用私有云非常感兴趣，即使这意味着长期效益。尽管只有 10% 的
企业采用了私有云，但 30% 的企业预计会在未来两年内实施云计算，另外有 27% 的企业
正在考虑实施私有云。
图 1：私有云的实施情况和计划
已经实施
私有云，10%
对私有云
不太了解，16%

已经实施虚拟化
并计划在 2 年内
实施私有云，
14%

暂时不需要
私有云，17%
尚未实施虚拟化
但计划在 2 年内
实施私有云，
16%

正在考虑实施私
有云但要等到
2 年以后，27%
N=407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

正如调查结果所示，不同的企业在 IT 变革之旅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对云计算的采用取决
于每个企业的需求和文化。尽管大多数企业预计会在未来采用云计算，但他们的计划表明，
推动此进程的紧迫程度各不相同。
对于想要或需要更多优势的企业而言，适当的云计算基础架构使其能够向混合云模式迁移，
这是一个私有云与包含多个租户的公有云一同运行的模式。在此模式下，部分工作负载
（通常是那些更具任务关键性和访问敏感性的私有数据）仍处于私有云环境中，而不太重
要的工作负载则被推送到公有云中。

在云端眺望：“IT 即服务”带来新的业务成效
尽管虚拟化和云计算（无论是私有云、公有云还是混合云）也许可以充分满足当前不断增
加的业务挑战，但 IT 部门仍需要继续发展，以更好地达成当前和未来的业务目标。图 2
标明了企业在管理数据中心时面临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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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美国 IT 决策者心目中的首要数据中心挑战
Capital budget资金预算限制
constraints

35%

数据存储需求增加
Growth of data storage
requirements

31%

缓慢/低下的应用性能
Slow/poor performance
of applications

30%

Keeping up with跟上新技术的步伐
new technology

30%

高昂的维护成本
High maintenance
costs

28%

老旧、低效的基础架构
Aging, inefficient
infrastructure

28%

最大限度减少停机/提高可用性…
Minimizing downtime/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apps

25%

Managing multiple data 管理多个数据中心环境
center environments

16%

向远程用户交付应用
Delivering applications
to remote users

16%

管理复杂性
Administrative complexity

15%

基础架构不够灵活
Lack of infrastructure
flexibility

15%

动态应用的可扩展性
Scalability of dynamic
applications

11%
0%

N=407

5%

10%

15%

20%

25%

30%

35%

40%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 2013 年用户调查

云计算、移动性和大数据的发展将在访问和存储方面继续推高数据需求，而预算和资源限
制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为了创造企业期望的成效，未来的数据中心需要一种全新的服务交付模式，名为“IT 即
服务”(ITaaS)，它将以服务的形式向企业交付能在各种硬件上运行的各种计算、存储、
网络连接、安全性和可用性资源。
SDDC 体系结构会对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内计算功能之外的其他要素实施虚拟化，如网络连
接、存储和安全性。在 ITaaS 模式下，自动流程会取代手动流程，IT 服务则通过自助服务
目录或门户提供给员工，这样就可以将 IT 人员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创建可提升工作效率
和业绩的新型解决方案。当 IT 部门成功转变为 ITaaS 模式时，业务线也不再将 IT 部门视
为成本中心，而是视为企业内的价值缔造者。
业务成效的衡量指标不仅包括收入和盈利的增加，也包括对创新的推动作用以及 IT 部门
与战略业务目标的契合度。

转变技术模式
要将 IT 部门转变为服务导向型模式，离不开技术转型。IT 部门不再依赖于主要的物理资
产，而是必须将所有可用的资源汇集起来，实现自动化并管理这些资源，从而自动提供新
的数据和应用，这可以将 IT 团队解放出来，专注于那些与企业战略目标更贴近、价值更
高的任务。实现这种 IT 服务交付模式需要一种新的数据中心体系结构，即软件定义的数
据中心 (SDDC)。在 SDDC 中，基于软件的基础架构平台对所有基础架构资源（计算、存
储、网络连接和安全性）进行配置、协调和分配，以使数据与应用具有充足的容量、可用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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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响应时间，且不会出现系统停机或无法访问关键应用或数据的情况。SDDC 体系结构
还包含全面的虚拟化和云计算管理工具，有助于将云计算的复杂性降至最低。当企业构建
自己的云计算功能时，能够有效利用现有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连接资源。通过在软件层
更有效地管理整个数据中心，IT 能够提高效率并节约成本，同时将管理复杂性降至最低。

转变运营模式
SDDC 体系结构对数据中心环境的虚拟化和自动化程度远胜以往。这样，精明的 IT 主管
就可以将资源从通常的服务器管理和维护中解脱出来，更多地集中用在新型解决方案的创
新上，从而推动业绩提升。因此，IT 部门即可从管理固定资产的组织转变为以交付能够
推进业务目标的关键服务为主的组织。
例如，ITaaS 组织会促使各项关键指标实现重大突破：
•

•
•
•

ITaaS 使 IT 部门可以提高 IT 员工的工作效率，这可通过部署新应用、服务和容量
时所节约的时间来衡量，而工作效率的提高又进而提升了总体业务成效。在最近一
次调查中，VMware 客户称，在部署 ITaaS 模式后，新的业务机会增加了 30%，业
务收入则增加了 20% 以上。 1
VMware 调查的 ITaaS 组织同样表示可靠性得以提高，安全突发事件和停机大幅
减少。
VMware 的研究显示，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基础架构并减轻维护负担，IT 部门可将他
们的高可信计算成本降低 50%，一般计算成本降低 70%。
由于管理工作的简化以及各项 IT 资源的自动化，IT 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这使 IT
部门可将 IT 资源从手动任务转移到更具战略意义的投资上。

正确实施 SDDC 给 IT 部门带来的益处
此外，ITaaS 组织还指出，他们的速度和敏捷性都有所提高，而且现在能够对业务线的请
求有求必应。企业 IT 组织表示，速度和敏捷性比以前提升了十倍，而 IT 部门工作效率提
升了 67%，管理人员对服务器的比率提升了 60%。 2
IT 资源管理与编排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控制力的提升。通过对 IT 基础架构和应用
资源利用率设置可预测、可强制实施的规则，IT 组织可减少停机，为业务线提供更好的
洞察力、预测能力及费用控制力，并确保遵循安全标准和行业规定。
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体系结构还可帮助组织在其选择的环境中获得更高的灵活性，这些环
境既包括在数据中心内运行的环境，也包括来自公有云提供商的环境。借助软件定义的数
据中心，IT 部门可在多个基础架构资源间实现更高的互操作性，并且能够继续利用现有
投资。
最终，SDDC 体系结构为 IT 组织提供了控制力、自由度和选择权，使其能以更高的敏捷
性、速度和服务质量部署和交付关键业务应用，而不论底层硬件和软件基础架构如何。
1
2

VMware，《通往“IT 即服务”之旅》(Journey to IT as a Service)，2012 年研究报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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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想的 SDDC 合作伙伴来实现“IT 即服务”
对于正在向“IT 即服务”转型的 IT 组织而言，VMware 是上好的合作伙伴人选。VMware
在虚拟化和云计算领域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在 Frost & Sullivan 最近的一次调查中，
近一半的受访者将 VMware 作为他们首选的虚拟化提供商。VMware 不断扩展的产品组合
可运用抽象化、池化和自动化等经过实践证明的虚拟化模式来执行计算、存储、网络连接
和安全功能，从而帮助建立 SDDC 体系结构。
正如客户调研所示，VMware 客户通过采用 VMware 技术组合成功不但节约了大量成本，
而且还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例如，有用户称：
•
•
•
•

构建和调配新应用所需的时间缩短了 50%
数据中心运营成本降低了 30%
安全突发事件减少了 41%
第一层应用停机时间减少了 37%

随着 VMware 客户在虚拟化的使用上日趋成熟，并且采用了“IT 即服务”的 IT 模式，他
们就能更快速地为业务部门交付新的应用和服务，提高业务线对 IT 的满意度，并凭借有
助于实现业务目标的应用和服务更直接地影响业务部门的创收能力。
为了帮助客户通过这一转型获得最大的优势，VMware 还提供一整套的咨询、支持、培训
及顾问服务。此服务组合不仅能帮助客户成功部署 VMware 的技术，还有助于构建新一代
的数据中心、开发新技能，并采用新流程和组织结构，使 IT 部门能够从 IT 投资中获得最
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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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行业当前正处于转型期。转型之旅将要通往何方？IT 部门必须成为业务驱动型的组
织，推动创新、竞争与创收能力的提升。在整个转型之旅中，IT 部门都将继续面临挑
战，即如何利用比以往更少的资源满足新的服务需求，同时确保现有业务的顺利运营。
“IT 即服务”可帮助 IT 部门实现这一目标。软件定义的数据中心，顾名思义，计算、存
储、网络连接和安全性资源都是用软件定义和管理的。如今的 IT 组织若能充分利用软件
定义的数据中心内的虚拟化和云计算组件，就能沿着正确的道路迈向 ITaaS 目标。然而，
技术转型只是这次旅程中的一站。
技术为采用新的 IT 方法打下了关键的基础。但 IT 组织需要新的运营模式来配合新的技术
以便实现目标，必须从一个只从事系统维护和管理的部门转变为一个与业务目标保持紧密
一致的组织，通过打造以技术为依托的新服务来朝着这些目标迈进。
在 SDDC 体系结构中，数据中心体系结构的资源都将经过虚拟化，并以自动化、自助
式、基于使用情况的服务形式交付给业务部门，为 IT 组织提供了实现 ITaaS 及新一代 IT
技术的路线图。
ITaaS 成功部署后，企业即可在大幅提升 IT 服务质量，并加快创收速度的同时，从 IT 投
资中获得显著回报。ITaaS 还能提升效率和敏捷性，加强对所有 IT 服务的控制能力，并增
强必要的安全和监管控制措施。取得上述成效并不需要牺牲自由选择权；您不必局限于一
小部分特定的服务提供商或服务交付方案。IT 部门可整合来自各种提供商的服务，包括
内部和外部提供商，并通过多种渠道（公有云、私有云或混合云环境）提供这些服务。
尽管有许多提供商的软件都可以虚拟化企业数据中心内的大多数组件，但就综合性、专业
技术或服务而言，很少能与 VMware 相提并论。VMware 专门针对“IT 即服务”以及软件
定义的数据中心开展的调查及其业务案例可证实这一模式及相关技术的有效性。

Karyn Price
行业分析师 – 云计算服务
Frost & Sullivan
karyn.price@fr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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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tratecast
Stratecast 与我们的客户携手合作，以便能在快速发展、竞争激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市场作出明智
的商业决策。通过参与各种行为导向的订阅研究和定制咨询活动，Stratecast 可为您提供只有通过
多年的业界真实环境与客户合作才能获得的知识和观点。今天的伙伴可能是明天的竞争对手，灵
活和创新是成功的基本要素。请与 Stratecast 客户代表联系，我们将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您实现增
长目标。

关于 Frost & Sullivan
Frost & Sullivan 是一家成长伙伴公司，我们与客户通力合作，利用富有远见的创新来应对全球性
挑战并把握相关的增长机遇，这些挑战和机会决定着当今市场参与者的成败。从业 50 多年间，我
们为众多全球 1000 强企业、新兴企业以及公共事业部门和投资机构提供了成长策略。面对下一波
影响深远的行业融合、颠覆性技术、不断加剧的竞争强度、“大趋势”、突破性的最佳实践、不
断变化的客户动态以及新兴经济，您的组织是否做好了准备？有关 Frost & Sullivan“成长合作服
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frost.com。
2013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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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ratecast.com，致电 877-463-7678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inquiries@strateca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