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大最佳实践  
助您优化 IT 运营，
加速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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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企业纷纷追求简化 IT 运营、提高灵活性

和降低成本，这推动了企业云迁移的进

程。但是，大多数云迁移计划都是针对新

的云原生应用和面向客户的应用。

如今，只有 33% 的工作负载已迁移到 

云中，这意味着剩余 67% 的工作负载 

（大多数是企业应用）仍在传统基础架构

上运行。1 

我们调查的大多数企业都计划在未来三年

内使用多个云环境；2 新出现的混合多云

与现有 IT 基础架构之间的冲突，给 IT 

领导者带来了新挑战。许多企业内部缺乏 

IT 技能来管理复杂的多云环境。

今天，云迁移行动持续高歌猛进。为了 

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构建新的数字化

服务，并在横跨公共云和私有云的安全、

永续、可扩展且开放的平台上推动创新的

业务流程。他们需要合适的工具和技能，

才能设计、部署和管理覆盖多个供应商和

平台的复杂多云环境。

但是，迁移关键核心应用和负载时，需要

兼顾现有 IT 基础架构、技能组合以及风

险和成本控制。简而言之，要成功实现云

迁移，就要确保业务目标与传统 IT 环境

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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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目标

51%

在云中部署新应用并迁移面向客户的工作

负载之后，企业就进入了云迁移的第二阶

段：迁移传统应用，这给许多企业带来了

挑战。

将传统工作负载移至云端，可以提高灵 

活性、控制成本并更好的满足客户期望。

但这需要经过仔细规划，同时还要最大限

度降低风险和提高成本效益。

了解 Broadridge Financial（一家每天 

处理数万亿美元交易的公司）如何与  

IBM Services 一起确定目标并以可控方 

式执行云迁移。业务成果？零宕机， 

无业务中断，并且批量处理流程性能 

提高了 30%。2

阅读成功案例， 了解更多信息。

51% 的 IT 领导者表示，尽可

能提高可用性和正常运行时间

是执行云迁移的主要原因。3

https://mediacenter.ibm.com/media/1_40oov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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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 
了解并解决云采用
的障碍

云迁移几乎是任何数字化和业务转型战略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云可助力企业加快创

新速度、更有效地进行扩展、成本控制、

更充分地利用数据，并提供更完善的客户

体验。它还可以让企业更加接近前沿技术，

如人工智能 (AI)、物联网 (IoT) 和区 

块链。

云采用和云迁移过程可能十分复杂，而且

充满风险。安全问题、业务永续问题、 

云之间的数据共享以及内部云部署和管 

理技能缺乏等问题，都会让企业领导者 

踌躇不前。

了解将企业应用从过时的传统基础架构 

迁移到云端时会遇到的风险（以及如何 

避免）。

阅读 IBM 思想领导力报告： 云迁移势在

必得。

59% 的 IT 领导者认为传统系统

是个挑战，会阻碍工作负载云迁

移进程。1 

https://www.ibm.com/account/reg/cn-zh/signup?formid=urx-4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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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3. 
为企业工作负载迁移
制定详细的路线图

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将工作负载迁移到云

中。但是，许多企业采取的是零散方法，

而非实施协调一致的策略。SaaS 和云原生

应用是首选的云端部署对象；而企业应用

要复杂得多，迁移过程也更漫长。

这令 IT 领导者十分头疼，因为他们还要

部署和管理运行不同工作负载的多云环境。

影子 IT（未经 IT 部门知晓或批准， 

内部使用公共云应用和服务）让事情变得

更棘手。

IBM 拥有丰富的云迁移规划和执行经验。

经过精心策划和协调的部署可以满足企业

的总体需求。

观看视频，了解如何实现云迁移的安全 

可控。

93% 的公司会聘请第三方专

家指导云迁移。4 

https://mediacenter.ibm.com/media/1_7e9wuzq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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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除安全和业务永
续战略中的盲点

42%

随着云迁移的进行，安全和业务永续模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那些了解如何部署

和管理基于云的安全标准的企业，也会发

现传统应用不一定符合这些标准。

影子 IT 不断发展，IT 领导者认为的网络

安全保险范围与实际的保障范围之间可能

存在差距，这些都会给保护措施不足的  

IT 部门带来严重后果。

“福布斯”全球洞察调研揭示了企业安全

和网络安全永续方面的潜在盲点。

阅读”福布斯”全球洞察调研 – 网络安

全永续方面的认知差距

只有 42% 的 IT 高管认为，

他们的企业可以从严重的网

络攻击中恢复过来，而不会

造成重大业务影响。5

https://www.ibm.com/account/reg/in-en/signup?formid=urx-3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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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
通过云迁移，提高
业务敏捷性

过去，企业采取云迁移和应用现代化措施

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现在，

情况发生了改变。企业业务目标不断演变，

涵盖范围越来越广，包括加快业务速度、

提高敏捷性、推动创新以及真正实现 IT 

性能优化。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云架构的业务价值， 

IDC 建议企业围绕三大方面制定迁移方法：

• 制定成功战略

• 与第三方合作，避免危险，更快获得成功

• 通过迭代和规范的方法来规划预期风险

IDC 报告了许多兼有传统 IT 环境和多云

环境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了解如何提高业

务绩效并利用成功的云战略所提供的优势。

阅读 IDC 报告。

企业计划将自己的应用组合规模增

加 40%，以实现业务敏捷性。5

https://www.ibm.com/account/reg/signup?formid=urx-4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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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

6.
利用先进技术， 
释放数据的价值

数字化转型始于坚实的基础架构和经过整

合的数据。

作为美国领先的医疗保健公司之一， 

Anthem 通过迁移传统应用并创建单一的数

据视图，奠定了坚实的云迁移基础。

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他们将自动化和预测

性分析集成到了系统中。这让他们能够提

高运营效率，获得更深入的洞察，从而改

善会员的健康状况，并节省资金，用于创

新投资。

阅读成功案例， 了解更多信息。

Anthem 公司超过百万的客户问题

通过动态自动化得到了解决。2

https://www.ibm.com/case-studies/an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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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最近的一项调研6 显

示，98% 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采

用多云架构。

这种多云网络必须始终可供使用。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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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要通过虚拟化和 

自动化技术简化管理。

注册以观看网络研讨会， 了解软件定义网

络如何简化传统 IT 环境，并将其转变为

始终在线的混合云下一代网络。

7.
确保网络满足云转型
需求

98% 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采用多云架构。6

98%

https://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EventLobbyServlet?target=reg20.jsp&referrer=&eventid=1929362&sessionid=1&key=1BEC0DCE785AB4BB87DA8FAF1757BEAA&regTag=&sourcepage=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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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8.
通过多云管理， 
充分发挥云优势

管理多云环境的不同应用工作负载可以带

来诸多益处，但也存在大量挑战。

IBM 最近针对 IT 领导者开展的调研发现

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既揭示了多云为

早期采用者带来的优势，又说明了多云战

略所带来的挑战。

查看信息图， 详细了解实施综合多云战略

的企业如何获得比未实施多云战略的企业

更多的优势。 59% 的 IT 决策者表示，他们的

企业已经集成了来自两个或更多

供应商的云平台和存储系统。7

https://www.ibm.com/downloads/cas/VZK8WW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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