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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随着企业 IT 部门对公有云技术的日渐采纳，本地部署和私有云使用都 
在不断增长。本地部署是 IT 基础架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未就 
此淡出人们的视线，相反，组织正在极力融合不同类型的 IT 基础架构 
以满足各自的需求。战略性地将本地云和公有云融合在一起的组织， 
在卓越运营方面将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

2019 年 8 月，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评估组织如何制定并实施 
各自的 IT 基础架构战略。Forrester 针对来自不同行业的 350 位全球企业  

IT 决策者开展了一份在线调查，共同探讨这一话题。我们发现，组织正在 
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努力“混搭”公有云、托管私有云以及本地基础架构
中的各种技术。

重要发现

›  本地基础架构是企业混合云战略的关键。企业正在制定战略决策， 

决定将哪些类型的 IT 基础架构用于哪些用途。本地部署继续发挥 
重要作用，90% 的 IT 决策者同意本地基础架构是自身混合云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IT 决策者根据所要开展的工作选择适当的 IT 基础架构战略。技术专业
人员在设计 IT 基础架构战略时，会充分考虑工作负载、安全需要以及 
实现价值的时间。在工作负载方面，IT 决策者预计：在两年之内，半数
以上的任务关键型工作负载和 47% 的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将在本地或
在外部私有云中运行。

›  向公有云的倾斜并不意味着组织停止了对本地部署的投资。受访的大 
多数 IT 决策者预计，公司的公有云资金在未来 24 个月内会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80% 以上的受访者则表示，他们的组织将继续加大对公有 
云之外的 IT 基础架构的投资。

›  中断更新和升级会付出代价。延迟 IT 基础架构更新和升级会让企业面临
代价惨重的漏洞，并严重影响客户体验。安全漏洞、软件合规问题以及
因为延迟 IT 基础架构更新而无法满足客户预期，是压在 IT 决策者身上
的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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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部署和私有云投资的 
增速与公有云旗鼓相当
过去几年里，对公有云趋势的报道屡见不鲜，但人们对过渡到云以及 

数据中心之外的扩展的日益关注，却没有说明组织 IT 基础架构战略 

的全部情况。除了要处理好如何向公有云转变以及决定将哪些内容 

迁移到公有云，企业 IT 部门还要想方设法解决现有 IT 基础架构不 

断增加的需求，最终的结果就是，本地部署和私有云开支以及使用 

都在继续增长。在参加调查的 350 名 IT 决策者中，我们发现所有 

组织都在不约而同地：

›  增加公有云的涉足。62% 的组织已拥有某种形式的公有云，82%  

的技术专业人员期望在未来两年内增加用于公有云的资金（参见图 

1 和图 2）。这项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云已成为大势所趋。

›  处理对现有基础架构的高需求。IT 三大优先事务之一，便是处理对 

现有 IT 基础架构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在云时代，如果不进行必要 

的更新和升级，则很难扩展基础架构。事实上，61% 的受访者在 

过去的五年里至少有过几次延迟基础架构升级的行为（参见图 3）。 

IT 部门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力求在不让现有技术堆栈面临风险的 

情况下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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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本地部署及其他非公有云的投资。公有云外部基础架构 
的投资与预计的云增长大致相当：85% 的组织在增加用于基 
础架构的资金（不包括公有云）。同时，半数以上的组织计划 
在未来 12 个月内更新现有基础架构或购买新基础架构（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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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投资不足会让组 
织不堪一击
在组织向混合多云环境过渡的过程中，那些不能以高屋建瓴的视角看 
待其 IT 基础架构（包括本地部署）的组织会面临安全漏洞、破坏并 
最终失去客户信心和忠诚度。即便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 
但要实施广泛的基础架构战略也并非易事。75% 的调查受访者表示， 
他们在倡导云环境之外的战略时遇到了重重阻力（参见图 4）。因此， 
由于基础架构更新和升级的延迟，IT 决策者不得不疲于应对各种成 
本和战略挑战，其中包括（参见图 5）：

›  安全漏洞。当组织优先考虑的是其他 IT 计划而不是基础架构更 
新时，安全风险就会如期而至。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名最 
高的影响是安全漏洞，高达 44%。

›  无法满足日益提高的客户和员工期望。组织延迟基础架构更新， 
无异于是在为改进客户和员工体验设置障碍。43% 的调查受访 
者表示，不能满足客户和员工日益提高的期望是延迟基础架构 
更新的五大后果之一。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客户体验和评估 
产品的方式，在当今这个过度采用又过度抛弃的时代，投资于 
客户体验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1

›  兼容性限制。43% 的调查受访者将兼容应用程序、软件、服务 
和集成方面的限制作为基础架构更新延迟造成的五大后果之一。

›  降低市场竞争力。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39% 的受访者感觉 IT  
组织丧失了竞争优势。因为不重视基础架构更新，组织不仅给自 
身招致了内部漏洞，更是让他们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  绩效降低。除了让组织丧失竞争优势之外，基础架构更新延迟还 
会降低组织的绩效。38% 的调查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组织因为 
延迟更新而出现绩效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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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面的 IT 基础架构战略： 
因地制宜，灵活变通
组织用本地基础架构来补足云战略，让它们各司其职。本地基础架构继 
续发挥基础作用，90% 的受访者同意它是混合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见图 6）。2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制定基础架构决策时必须考 
虑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参见图 7）：

›  工作负载类型。组织正在提高任务关键型工作负载的百分比，这些工 
作负载在速度相当的公有云和内部私有云中运行。与此同时，他们希 
望增加在托管的私有云环境中运行的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组织还在 
利用本地部署以提高应用程序或基础架构性能，这是组织将本地部署 
资源用于处理某些工作负载的三大主因之一。

›  合规性和安全性。确保更高的合规性，是将本地部署资源用于处理某 
些工作负载的主要原因。受访者表示，无法满足安全需要，是在公有 
云平台之外部署基础架构的主要原因。托管的私有云在安全私密环境 
下提供传统本地基础架构的种种优势，同时又能让组织实现成本节省 
和灵活性。3

›  成本和实现价值的时间。在组织看来，摒弃耗时的预算审批和用更简 
洁的流程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是他们利用本地部署资源的主要原因。 
这一需求显著推动了对私有云的投资，大多数组织都将内部私有云 
视作开发人员环境。这些发现表明，组织利用本地部署和私有云绕 
开繁琐的流程，立即着手开发工作。

组织的公有云和非公有云都在不断发展，对本地部署的持续投资仍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大多数组织都制定了基础架构战略，以解决不断增加的 
工作负载需求、安全合规性以及发展需要，这一主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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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在云备受关注的当下，人们很容易犯下这样的错误，即在无法清楚地解释 

迁移可以带来的优势的情况下，盲目地移动应用程序工作负载。我们的调 

查发现了这种向云转移的压力，还发现一点：许多组织有意对多元化的业务

和技术要求驱动的混合云战略来战略性地加以利用。

Forrester 深入调查了 350 名关注 IT 基础架构的全球 IT 决策者，从中整理 

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

利用符合自身情况的战略投资于云。首先，确定您是希望在应用程序级别 

还是在数据中心级别寻求收益。然后，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制定自身 

的采购框架，这些因素包括：云就绪性、位置挑战、合规要求、数据类型、

额外支持需求以及预期的使用寿命等。4 必要时可设计多云部署和架构以规 

避云供应商锁定。5

云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其他基础架构投资。认为公有云以外的基础架 

构投资已经停止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作为一名基础架构专业人士，还是 

觉得预算严重不足。大多数 IT 领导者会继续投资。 

警惕延迟投资。延迟或停止投资的组织都遇到了安全漏洞、软件兼容 

性问题，并且也无法满足客户期望。汲取同行的教训，积极主张更 

新和升级。

构建无懈可击的商业案例。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组织很可能使用更高的 

绩效作为论证新投资合理性的证明（参见图 8）。绩效问题尤为重要，因为

它对客户体验 (CX) 和品牌认知有着重要影响。不能实施全面更新的管理者

可选择基于订阅的基础架构更新选项，这样一来，即便战略有变，也能灵 

活应对。

为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探索其他环境。公有云可处理多种工作负载，但有 

些用例成本极为高昂，或者容易引发风险。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是混合云 

战略的绝佳示例，可优化所有 IT 基础架构选项并确保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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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方法
在本研究中，Forrester 针对 350 位全球 IT 基础架构环境决策者开展了一份在线调查，以评估组织如何 
制定和实施基础架构战略。调查参与者包括负责基础架构和运营、应用程序管理或维护，和 / 或软件开 

发的 IT 决策。向参与者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用于不同工作负载的环境以及基础架构投资。受访者都得到了一 

份小小的奖励，以感谢他们完成调查问卷。该研究发起于 2019 年 8 月，完成于 2019 年 9 月。 

附录 B：人口统计资料 /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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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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