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Ops：智能监控和前瞻性管

理混合多云

更清晰全面的可视性可帮助企业先人一步

管理错综复杂的 IT 运营事务并提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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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与复杂间找到平衡

当今企业若想满足客户需求，长期占据竞争优势，必须先加快

创新速度。如果贵公司整天忙于停运诊断和修复，那您的潜在

客户有可能就会向您的竞争对手抛出橄榄枝，到了这一步，贵

公司的收入和品牌忠诚度恐怕就会双双受损。要是您能在问题

出现之前预先揪出潜在问题并实施解决方案，情况会怎样呢？

曾经有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就这么做了。这家航空公司在发现航

班可能会受天气情况影响之后，近乎实时地提前向乘客提供了

重新预订的建议。将可视性和前瞻性维护功能融入基础架构，

可帮助企业推动持续创新。然而，在混合多云环境中构建这些

智能管理功能并非易事，初始实施阶段可能会遭遇重重挑战。

IT 基础架构对多数企业运营至关重要，现代 IT 负责人通常

依赖相互独立的系统跨中间件、服务器、存储以及网络设备进

行监控及管理。混合云环境的纷繁复杂让传统系统难以应对，

这样一来，在团队的眼中，基础架构不是驱动力，而是绊脚石。

为了攻克这些挑战，实现现有投资回报最大化，企业认识到自

己必须对 IT 基础架构进行优化，使之既能随机应变又能灵活

扩展，否则有可能就会被对手甩在身后。最终，他们转用管理

控制台，这些控制台不仅可跨混合多云环境提供端到端可视性，

还可提供切实可行的洞察。

调研方法

IBM Services 委托 IBM 市场研究发展部 (MD&I) 深入探究 

混合多云环境监控及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带来的收益。在  

105 位受访的业务和技术领导者中，首席信息官 (CIO) 或首

席技术官 (CTO) 占比为 24%，IT 总监或 IT 经理占比为 67%。 

从这些管理者的反馈可看出，跨传统与云环境及云提供商实现

可视性至关重要，IT 组织期望某种云管理平台能提供这项功

能。借助更全面透彻的可视性功能，企业可提升整个 IT 环境

的统筹化管理水平，提高成本和使用的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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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趋势

随着企业纷纷将各自工作负载迁移至云端，为优化这些负载，

他们通常依赖多个平台，这会导致运营变得更加复杂。此外，

若企业疏于整合每个单独系统所提供的数据洞察，拥有多个系

统只会加剧原有的复杂程度。既要采用新系统，又要设法实现

集成化管理，为了实现二者平衡，技术团队常常陷入两难境

地。据 MD&I 调研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 IT 领导者表示他们

可以对端到端 IT 运营进行有效监控及管理。

AIOps 可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它通过多源数据聚集、自动化、

高级分析与人工智能 (AI) 技术，可提升传统 IT 运营水平。 

AIOps 可更有效地提供可视性，主动识别并解决问题，提升  

IT 环境性能与客户体验。它可分析数据，识别关联、模式、 

趋势和潜在风险，并在单一界面中同时显示这些发现结果与原

始数据。通过向用户提供查看先前隐藏洞察的功能，相较之前

的方法，AIOps 更不易受资源约束的影响，可成为企业的战略性

差异化武器。它可以为用户提供一项资源，在问题出现之前，

为用户判定运营状况，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和成效。

IT 领导者认识到提升复杂混合多云环境可视性的价值所在，

并将在合适的时机，采用精准的解决方案，设法解决特定问

题。不幸的是，这些单点式解决方案无法为企业提供必需的混

合多云基础架构可视性，可能没什么效果。

企业管理复杂 IT 基础架构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跨多个工具、系统与流程管理格外复杂的混合多云环境是受访 

IT 领导者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半数受访者将其列为主要挑

战。MD&I 调查表明的主要挑战可划分为三大方面：

 –缺乏可视性

 –过于复杂，成本过高

 –无法洞察 IT 运行状况与问题 

缺乏可视性

支离破碎的 IT 运营可视性

 44%

缺乏多云环境中成本与资产利用率的实时可视性

 37%

使用多种工具、系统与流程所导致的云服务订购与供应延迟

 11%

过于复杂，成本过高

使用多种工具、系统与流程所导致的复杂性加剧

 50%

为管理云部署、使用、运营以及治理所需的多用户界面导致的

复杂性问题

 47%

使用多种工具、系统和流程所导致的 IT 运营成本过高问题

 36%

无法跨多云环境控制和管理支出

 17%

无法洞察 IT 运行状况

跨云提供商监控和管理不一致

 38%

问题识别和修复较慢导致解决时间较长

 25%

无法借助数据洞察提升运营水平

 18%

由于问题分类延迟和低效，导致面临高昂宕机成本的风险升高

 17%

图 1. 整体 IT 环境管理面临的 

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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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其重要

 非常重要

 一般重要

 不是很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

跨传统环境与云环境的  

IT 运营可视性

借助金融、安全与合规策

略建立及巩固治理管控点

集成现有 IT 服务管理 

(ITSM) 订单追踪与批准工

作流程

跨多家云提供商的 IT 运营

可视性

借助预测性分析挖掘省钱

机遇

通过单一应用跨所有主要提

供商控制云服务访问

21 %
2 %

19 %

58 %

79 %

41 %

33 % 22 %
4 %

67 %

43 %

13 %
8 %1 %

35 %

86 %

2
49 %

20 %
3 %

29 %

72 %

45 %

24 %
1 % 4 %

27 %

76 %

35 %

14 % 9 %1 %

41 %

85 %

图 2：混合多云环境管

理的关键能力

重要 重要重要

重要重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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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视性

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系统让企业无法全面总览运营状况。 

MD&I 调查报告指出，44% 的大型企业组织在为支离破碎的 IT 

运营可视化信息忧心忡忡。随着行业走向混合多云环境，透明

度不足问题将会持续恶化。企业若无法透彻全览云平台，也就

无法有效维护日常系统监控流程，同时还会遭遇跨云提供商监

控不一致的问题。这种状况会降低提供商利用效率，38% 的受

访 IT 领导者将其视为主要挑战。

IT 领导者认识到，混合多云环境完全可视化所产生的价值对他

们的有益影响。如图 2 所示，在评估管理解决方案时，受访者

将全面洞察传统环境与云环境的能力列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过于复杂，成本过高

跨传统 IT 与多云环境管理多项工作负载的需求会提高日常运

营复杂度，增加间接成本。在受访 IT 领导者中，有 36% 的受

访者表示，工具、系统和流程多样性所导致的成本和复杂性问

题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曾经只要 10 个人来管理 10 种不同 

IT 运营系统的公司如今可能得聘请 50 个人来管理 500 多种不

同的系统与连接。结果，47% 的受访领军企业指出了为管理云部

署、消费、运营以及治理所需的多用户界面导致的复杂度变高问

题。这种转变让跨系统识别模式与趋势变得更加困难。此外， 

团队培训和维护所需的额外成本也会让企业头痛不已。

无法洞察 IT 运行状况与问题

无法洞察 IT 运行状况与问题是 IT 企业的心头大患。企业若

无法及时感知系统状况，就会导致问题分类不及时、效率低

下，这有可能会增加高昂停机成本的风险。在管理当今复杂 

IT 环境过程中，25% 的受访企业将问题识别和修复速度较慢

以及由此导致的客户服务水平不高问题，视为他们所面临的主

要挑战。若无适当的 AI 与数据洞察运用之道，这些问题会导

致静态性能问题，妨碍您预见性地管理您的工作负载。

企业若无法透彻全览云平台，也就无法有效维

护日常系统监控流程，同时还会遭遇跨云提供

商监控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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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AIOps 实现云赋能转型

对日常运营的价值

日常 IT 运营专员希望把更多时间花在战略而非战术上，从而

产生更多有益影响。若有一套解决方案能够实现跨系统最佳可

视性、前瞻性解决问题以及更快捷的洞察 IT 运行状况与问

题，定能有效控制“战术行动”所需时间，为您留出时间制定

更具战略意义的措施。

提升传统环境与云环境的可

视性

监控基础架构与应用的运行

状况

通过机器学习与 AI 技术，

揭示切实可行的洞察

管理传统基础架构与云基础

架构

最佳可视性

通过 AIOps 提升可视性，可帮助 IT 领导者提升整个 IT 环

境的统筹化管理水平，提高成本和使用的管控能力。这些领导

者意识到，提供跨系统凝练纵览功能，由此得出结论并开展创

新，实属必要。78% 的受访企业将跨多个云提供商实现 IT 运

营可视性视为一项重要的混合多云管理能力。在机器学习 

(ML) 与 AI 技术的加持下，AIOps 可让企业环境的可视性与

数据利用效率更上重楼，助力企业排忧解难。此外，MD&I 还

发现 79% 的企业将跨传统环境与云环境的可视性视为云管理

提供商应具有的一项重要能力。拥有融入 AIOps 的系统，借

助相关情报与数据洞察，您可轻易完成这些任务，并且能够更

快、更高效地预先制定决策。

41% 的受访者预计通过使用云平台，持续提升跨传统数据中心

与多云 IT 环境的 IT 管理效率，有效管控成本，并从中受

益。一旦实施完毕，就立即能为您带来高效的新流程，并且支

持日常 IT 运营专员通过一份易于获取的报告，掌握大型机、

应用、中间件、服务器、存储与网络的当前状况。

将问题扼杀于摇篮之中

若您能借助 AI 与数据洞察持续主动提升性能，减少反复出现

的问题，便能为贵公司的品牌认知、性能与间接成本带来有益

影响。AIOps 可助您打造先发制人的问题解决之道，从而掌握

战略性差异化优势，35% 的受访领导者预计可通过使用云管理

平台，利用主动监控规避高成本 IT 停运事故，并从中获益。

企业采用 AIOps 策略可享受前摄警报功能，借助此项功能， 

IT 组织可提前预见停运风险，或者在磁盘空间即将受到限制

时，及时通知团队并提升系统性能。

更快捷的 IT 运行状况洞察

快速有效解决问题是 AIOps 的另一项战略性优势。通过实施

云管理平台，22% 的受访企业预计能够通过快速识别故障设备

提升可用性并缩短问题解决时间，29% 的受访企业则预计能够

提升服务管理水平和改善客户体验。在 AIOps 技术的加持

下，云管理平台可借助 ML 和 AI 技术，前瞻性分析您的 IT 

基础架构的数据模式，找出问题根源，然后向您的团队传达解

决方案，并学习识别未来实例的模式。这样一来，团队便能够

快速识别问题根源，而不必再耗时耗力遍查整个数据集，寻找

并解释异常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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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字化转型后的企业

根据 MD&I调查显示，89% 的企业预计会在未来两年内增加或

维持自己的云提供商数量。毫无意外的是，调查报告指出，随

着合作云提供商平均数量增加，云管理服务使用量有望在未来

一年内实现两倍增长。具备 AIOps 洞察能力的多云管理平台

可帮助您高效利用现有的各类云提供商，始终如一尽享多种选

择。拥有了供应商自主选择权，您便可以按照需求，灵活自如

地选择合适的云资源，满足业务需求，根除供应商套牢问题。

现在，企业就可以根据自身团队技能集的独特特点定制适用的

工具，通过一个直观易用的仪表板全面管理所有提供商。通过

使用智能平台整合整个混合多云环境中的数据，IT 运营团队

就能借助 AI 与数据洞察持续提升性能，减少反复出现的问

题，实现跨传统数据中心与多云 IT 环境的全面化 IT 管理。

为何选择 IBM？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通过云计算加速数字化转型都是开展创新

的主要战场。大多数企业都认为，未来的云环境将是混合多云

环境。通过混合方式，客户可跨私有云、专属云和公有云基础

架构运行应用。通过多云方式，他们与多家云提供商合作， 

为大量企业工作负载提供支持。

在 IBM 看来，混合多云 IT 环境管理基于这样一种策略， 

即借助 Kubernetes 和基于容器的技术，为客户提供一致的多

样化选择。借助 Red Hat，通过采用标准化容器方式实现应用

可移植性，客户可避免供应商套牢问题。此外，他们还可以访

问一个自助平台，其中具备多个控制台，着重关注消

费、DevOps、运营与治理等必要领域。

通过几乎在任何公有云上支持任何基于 Kubernetes 的托管环

境，该策略可以实现多云模式。无论客户处于数字化转型之旅

的哪一阶段，IBM 借助其服务与解决方案，均可帮助客户加速

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并通过云转型、风险最小化以及利用现

有投资，为客户创造业务价值。

IBM 的集成多云管理平台 (MCMP) 可帮助客户跨多个云与现有

数据中心管理工作负载，为他们带来以下优势：

– 数字化自助用户体验，实现跨云与数据中心的使用、部

署、运营与治理。

– 通过现代化技术、自动化和自助服务实现更高敏捷性和更

快速度

– 通过集成治理和管理降低风险

– 通过利用云与自动化技术降低成本

– 从传统信息技术基础构架库 (ITIL) 到现场可靠性工程师以

及 DevOps 驱动的云原生方式的全面可视性及完全掌控。

帮助企业管理多云环境的方式就在于为他们提供跨混合多云环

境的可视性、治理以及自动化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多集群管

理、事件管理、应用管理与基础架构管理，以及与现有工具和

流程的集成。

AIOps 洞察可帮助您高效利用现有的各类云提

供商，始终如一尽享多种选择。



了解更多信息

若您有意了解 IBM 多云管理平台如何帮助您在开展创新的同

时，保持对混合云环境的治理与掌控，以及维持混合云环境

的敏捷性，敬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

者访问 ibm.com/services/cloud/multicloud/management。

若想实现丰硕业务成果、压缩成本并降低风险，IBM 云管理

服务可助您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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