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混合多云环境的 
十大注意事项

如何简化 IT 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云环

境的优势



2概述

概述
对于许多组织来说，通过云计算加速数字

化转型都是首要任务。他们需要努力提高

现有基础架构的 ROI，还要创建云环境，

为创造收入来源和更高价值的业务模型，

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大多数企业都认为，混合多云是未来趋

势。在混合方法中，客户会在传统 IT、 

私有云和公有云基础架构之中运行应用。

在多云方法中，他们使用多个云提供商来

支持企业工作负载。

混合多云环境让企业能够大规模地敏捷创

新，进而提高响应能力并控制成本。

但是，混合多云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复杂

性。组织需要努力无缝地管理传统环境和

云环境，包括数据中心、公有云以及私有

云中的应用和数据。

组织需要借助外力来构建和管理全新的多

云环境，同时兼顾传统环境和迁移后环境

编排下一代企业应用。在这本电子书中，

我们分享了有关实现可见性、安全性、 

自动化和治理的注意事项，帮助您管理 

混合云环境复杂性。



3概述

26%

1 
提高效率，加快创新

成功实施混合云战略通常意味着，要与供应

商和服务提供商密切合作，让他们为您的企

业提供技能、流程和技术，帮助您大刀阔斧

地行动起来。通过与单个管理实体合作，组

织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和成本效益。

VE Commercial Vehicles (VECV) 在  

IBM Services™ 的帮助下，实现了商用车

辆制造现代化，获得了所需的速度和效

率，让 VECV 能够大胆创新，备战未来。

借助 IBM 强有力的基础架构支持和管理服

务，VECV 简化了跨地区的多厂商环境的支

持工作，加快了问题解决速度，提高了生

产效率和可用性，并通过改善 IT 运营实

现了更出色的业务连续性。

观看视频，了解 VE Commercial Vehicles 

如何携手 IBM 减少停机时间。 26% 的 IT 领导者表示，他们可以跨

应用、云环境、服务器、大型机、网

络和存储单元有效地监控和管理自己

的 IT 环境。1

https://youtu.be/aKoGtEJ3xCg
https://youtu.be/aKoGtEJ3x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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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 
制定网络安全永续战略， 

助力减轻风险

采用混合云时，安全性既是动力，也是阻

力。必须根据治理要求来保护关键数据，

但这在云环境中可能颇具挑战性。

网络安全永续战略有助于确保数据和应用

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如果没有适当的网络

安全永续能力，组织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

易遭受攻击，而这可能导致运营瘫痪。

除了恶意攻击，随着覆盖不同地区和行业

的法规不断出台，如果没有持续的认证控

制措施，组织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处罚风

险。如果具备安全永续能力，组织就可以

有效防御攻击，也能在遭遇攻击后快速恢

复过来。网络安全永续现已成为一种竞争

优势。

阅读 IDC 报告，了解建立网络安全永续框

架所需的五项关键技术。

现在，50% 的安全专家需要花费

大部分时间来保护云环境。2 

https://www.ibm.com/account/reg/us-en/signup?formid=urx-3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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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 
通过联合运营模式，为消费者

提供期望的服务

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云战略。同时，由于大

多数组织将采用多个云，因此他们需要一

个一站式云管理平台来管理多云环境。

集中式 IT 运营通常需要严格的控制措

施，而这与开发人员驱动的 IT 模型相

悖。但是，企业及其服务提供商需要在云

环境的运营、合规和治理方面步调一致。

否则，就无法扩展数字业务。拥抱“在云

中诞生，在企业中运行和管理”的理念至

关重要。

最佳实践就是，创建一个由开发人员驱动

的云运营模型，同时联合处于堆栈各个级

别的不同提供商提供的服务和功能。这种

方法可为企业开发人员、DevOps 和 IT 运

营团队提供选择权利和一致性，同时避免

提供商锁定困局。

23% 的 IT 领导者表示，他们可以横

跨传统 IT、公有云、私有云以及不同

服务提供商，有效地查看和管理端到

端的 IT 运营情况。1

了解 IBM Multi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 如何简化混合云管理。

https://youtu.be/tyoIdI6l4sI
https://youtu.be/tyoIdI6l4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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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4. 
驾驭云环境的复杂性，为客户

提供期望的服务

兼顾传统环境和迁移后环境编排下一代企

业应用和全新定制版本可能是一项复杂任

务。根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的一项研

究，超过 60% 的受访者没有在复杂多云 

环境中进行管理和运营的工具和程序。4 

在这方面，管理云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帮

助，他们能够成为您在数字化转型旅途中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新型管理云服务提

供商应运而生，他们不仅提供维护和优化

服务，还提供咨询建议服务。

在本报告中，Frost &Sullivan 分享了最

近的 IT 决策者调研成果，揭示了企业如

何依靠管理云服务提供商实现数字化转型

战略。

阅读 有关管理云提供商的 IT 决策者调研

结果。 76% 的 IT 领导者表示，管理云服务

是他们 IT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

https://www.ibm.com/account/reg/us-en/signup?formid=urx-3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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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5 
增强基础架构永续能力和可靠

性，加快云计算之旅

传统企业需要对本地基础架构进行现代化

改造，这样才能实现混合云架构。许多企

业可能已对本地基础架构进行了数十年的

投资，因此最好是继续利用现有系统，以

便最大限度地提高 ROI 和避免供应商锁定

风险，同时优化变革管理。

通过与 IBM Services 合作，土耳其的 

İşbank 在九个月内便将自己的服务器、应

用和运营数据统统迁移到了一个四级数据

中心，期间没有对客户所依赖的服务造成

丝毫中断。新数据中心可帮助确保为客户

提供 24x7 全天候的银行服务。

通过使用旨在提高安全性、永续性和可靠

性的基础架构来支持银行运营，新数据中

心提供的平台可加速 İşbank 的云计算之

旅，这也是该银行下一个重要 IT 战略。

41% 的组织希望云管理平台能够帮助

跨传统数据中心和多云 IT 环境一致

地管理 IT。1

观看视频，了解 IBM 如何帮助 İşbank 建
立永续的 IT 基础架构和数据中心，从而

最大限度地降低业务连续性方面的风险。

https://youtu.be/oF9VPT9WAfs
https://youtu.be/oF9VPT9WA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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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6 
跨地点和提供商监控和管理混

合 IT 环境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选择部署混合多云基础

架构，对跨平台一致管理的需求日渐高

涨。这涵盖整个现代企业架构的管理、 

治理、编排和安全保护。

即使迁至云端，工作负载稳定性问题依旧

存在。实际上，如果您自己不拥有基础架

构，并且您的应用工作负载分散在公有

云、私有云或混合云环境中，那么这个问

题可能更加难以解决。

这时，您就需要横跨这些环境的全面综合

管理和优化方法，以便发挥云环境的规模

优势，以及现有基础构架的可靠性优点。

IBM Integrated Manage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可以通过按需付费的模块化服

务，帮助简化混合基础架构管理。IBM 可

以使用高级自动化和分析技术，在全球范

围内为广泛的传统和云基础架构提供动态

远程管理服务。

98% 的组织计划在三年内采用多 

个混合云。4 

观看演示，了解 IBM Integrated Managed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如何帮您管理

混合多云环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8VHHH-fPQ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8VHHH-fP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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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7 
自动执行多云管理，全力开拓

创新

多云部署可以带来诸多效益，包括改善运

营和降低成本，但这些都依赖于自动化核

心IT 流程。在多云环境中，企业需要一个

自动化管理层，以便随着服务的扩展而扩

张业务。

提高 IT 自动化水平是组织共有的目标，

因此，毫不奇怪，组织会实施多种战略来

提高自动化投资的 ROI。最佳做法之一就

是利用分析技术，这不仅可以帮助组织确

定有待实现自动化的流程，而且可以帮助

评估任何自动化工作的成效。

有关自动化和多云管理的直观统计信息，

请查看此信息图。 51% 的多云组织太过忙碌，

无暇创新。5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BEQ5P8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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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 
改变企业连接性，简化 IT 基

础架构管理

随着业务需求的发展，传统的广域网变得

越来越迟钝，就绪性能降低，并且日渐复

杂和昂贵。

无缝的混合/软件定义广域网可改进的全局

敏捷性，并简化管理，帮助您的网络做好

支持云环境的准备，推动数字化转型。

混合/SD-WAN 会动态地路由网络流量，与

传统网络相比，可以显著较低的成本提供

更多的可用带宽。

观看演示，了解 IBM Services 如何为您

的 WAN 环境提供有效的管理和运营。

79% 的 IT 领导者表示，跨传统环境

和云环境的 IT 运营可见性是管理混

合多云环境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1 

https://www.ibm.com/account/reg/us-en/signup?formid=urx-3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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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9 
竭力为云环境打造一流的管理

基础架构

StarKist 是包装食品行业中规模最大、 

最知名的企业之一，公司的业务运营依赖

于复杂的全球供应链。StarKist 与  

IBM Services 携手，在 IBM Cloud 上管

理其 SAP 环境，利用有限的 IT 内部资 

源扩展和优化供应链运营。

“为建立更卓越、更智能的业务，选择合

适的合作伙伴十分重要，他们的专业知

识、经验、技能以及创新能力，都可以帮

助我们实现业务转型，”StarKist 的 IT 

主管 Peter Caldwell 说道。

了解 IBM Services 如何帮助管理 

StarKist 的 SAP 工作负载，从而使 

StarKist 能够专注落实战略业务重点。 60% 的 IT 领导者目前正在或计划与

管理云服务提供商开展合作。1

https://youtu.be/vnLWI9Mg7BY
https://youtu.be/vnLWI9Mg7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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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 
确保网络不断演进，满足云转

型需求

传统网络技术和架构由于自身局限性，让

企业难以满足客户期望。企业网络容不得

丝毫停机，需要永续可用，这样才能支持

混合多云环境。

为提高可用性，传统网络必须进行转型升

级，以便满足混合云需求。它们需要变得

可靠、灵活、可扩展且安全，需要通过虚

拟化和自动化技术简化管理。

不要让网络成为您利用云计算进行数字化

转型的障碍。

观看此网络研讨会，了解网络转型如何支

持永续运行的混合云环境，帮助企业大胆

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36% 的 IT 领导者表示，IT 运营依赖

于多种工具、系统和流程，导致成本

居高不下，这是在管理混合环境时面

临的主要挑战。1

IBM 可帮助客户在混合环境

https://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EventLobbyServlet?target=reg20.jsp&referrer=&eventid=1929362&sessionid=1&key=1BEC0DCE785AB4BB87DA8FAF1757BEAA&regTag=&sourcepage=register


利用安全且一致的方式管理传统和云基础架构，包

括应用和数据。了解有关 IBM Services for 

Cloud Management 的更多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安排免费咨询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
盘古大观写字楼25层
邮编: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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