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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重要的 

关键数据植根于智能核心，用以创建、执

行敏捷流程和智能流程。基于数据的洞察

可以反哺应用程序，以优化流程。支持新

型智能应用程序的数据管理平台对于成功

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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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全球最大的 IT 市场调研机构之一，IDC 每年都会调研成百

上千位 IT 人和商业决策者，并与数百位决策者进行访谈。虽然

我们偶尔会遇到把数字化转型 (DX)看作“伪潮流”的人，但大

部分企业都将 DX 视为变革的一种结构性方法，乃为保持各成

员重要地位、创造价值。 

在 IDC，我们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企业利用

数字优势开发融合数字及实体、业务及客户体验的业务模型、产品及服务，以此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

场变革。这一定义帮助我们跳出炒作，真正理解转型所需的能力。 

开始(或继续)数字化转型已经变得非常紧迫。我们发现，大多数企业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会实现实

质性变革。在当今数字化环境下，满足客户需求面临着极大挑战，如果企业忽视变革，就有落后的风

险。 

近期，我们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来更好地了解数字化转型路径，有管理者对其企业能否坚持这些倡议表

达了担忧，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感觉缺少授权来完成这些任务。他们看到 CEO 们并没有开展艰

巨的组织层面的行动，企业部署了多个战略，也看到短期的资金分配决策。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在于确保企业繁荣昌盛。 

一项关键使能技术则是由数据管理驱动的数字转型平台。 

因此，数据管理在确保数字化转型成功中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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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扪心自问贵企业是否实现了数字化决策。请参考图 1，看看你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位于哪

个维度。这一成果来自 IDC 2018 年的一项研究，凸显了数字化决策型企业与数字化落后型企业之间的

差异因素。例如：  

» 当我们谈论企业架构时，贵企业是否有独立的数字化小组，或者你是否充分利用了所有权和预算？ 

相比其它企业，决心数字化的企业在整个组织嵌入 DX（数字转型）的可能性高两倍之多。 

» 在整个企业中，数字化策略是一个、还是由多个策略构成？所有决心数字化的企业都有一个数字 

化转型策略。 

» 在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企业是否会坚持长期投入？决心数字化的企业大多会通过资本预算投资 

其数字化转型方案。 

» 贵企业是否会通过单一集成平台来整合自身数字化技术创新？数字化决策型企业已经或正朝着 

单一数字化平台努力。 

 

图 1：数字化决策因素 

 
n = 1,987 

来源：IDC 全球数字化转型领导者调研，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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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决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推动企业转型。IDC 研究显示，四分之三的企业处于“数字僵

局”，既无法打破既有惯例的“天花板”，也无法实现满足新市场需求的转型。 

很多企业都陷于“数字僵局” ，因为他们没有遵循图 1 所示的基于四个因素的蓝图。数字化转型需要

的不仅仅是技术转型，持久变革应来自企业的各个方面。不过，在这份 IDC 技术聚焦中，我们仅关注

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平台。  

数字转型平台 

IDC 描述的数字转型平台采用图 2 所示的概念模型。我们有意采用了无限循环路径，以帮助我们摆脱

传统技术栈的思维模式，并强调集成的必要性。 

我们将数字转型平台定义为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方案的技术架构，支持快速创建面向市场的数字化产

品、服务和体验，同时积极将内部 IT 环境现代化，使其成为将数据运用于业务的智能核心。 

图 2：数字转型平台 

 

来源： IDC, 2019 

 

在新平台上，万事万物互联互通。企业数据来自资产、员工和流程，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机器人、移动

设备和各种外部数据源采集数据。 

关键数据植根于智能核心，用以创建、执行敏捷流程和智能流程。基于数据的洞察可以反哺应用程序，

以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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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核心是指数据、算法、代码和模型之所在，这些数据、算法、代码和模型使您能够收集见解并执

行智能操作（通常是实时的）。有些见解和操作涉及业务层面的决策（例如，我们应该借钱给客户吗？

这是欺诈性交易吗? 我们下一最佳行动［next best offer］是什么?），但也有一些关乎数据管理流程本

身的决策——应该怎样对数据进行监控、处理、存储、分析、可视化，

或嵌入其他应用中？  

如今，这些决策通常由开发者和管理员做出——绝大部分原因在于，在

操作分析系统中，企业缺乏从确定性方法到概率方法所需的数据和基础

架构。但是变革正在进行，新一代的技术已经出现，它融合了集成、事

件和事务处理、分析和机器学习，在考虑到所有可用的相关数据的基础

上，赋能新型智能应用程序。 

对数据采用更全面、更具战略性的管理——大型通信服务提供商的 CIO 及其他行业同仁在评论这一概

念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业务高管们已经涉足数字化转型之路。作为 IT 领导，我可以继续按单个独

立的请求支持业务信息需求，或者我可以更积极主动地转化企业数据管理架构和解决方案为一个敏捷、

可伸缩、可拓展的平台。” 

考量 InterSystems  
InterSystems 是一家数据管理软件供应商，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全球 80 多个国家的 150,000

个产品上部署采用其技术。 

该公司的旗舰产品 InterSystems IRIS 可作为智能核心，为一系列数字化转型举措提供动力。据该公司

介绍，InterSystems IRIS 是单一的集成技术平台，能够提供以下功能来以加速并简化数字化转型解决方

案和举措： 

» 数据和应用程序集成。InterSystems IRIS 提供一系列完整的集成和互操作能力以支撑复杂的集成应用场

景。它内置一系列软件应用套件、数据库、行业标准、协议和技术，具有“开箱即用”的连接和数据

转型功能，并能够处理全新的或者自定义的集成。 

» 合成业务流程。应用程序开发者能够无缝创建连接内外数据源、应用、服务和微服务的复合型业务流

程。用基于角色的人工工作流引擎代替业务流程中的手动交互，自动向用户分配任务，并将决策与行

动相整合。 

» 混合型分析-事务型数据库。平台同时内嵌了高性能分析-事务型数据库引擎，以支撑大规模操作和分

析工作负载，同时支持对数据的关系型和非关系型访问。 

新技术融合了集成、

事件和事务处理， 

以及分析和机器 

学习，促成新型 

智能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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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分析。嵌入式分析能力可以支持将复杂的数据驱动分析（包括商业智能、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和预测分析）集成到业务流程中，集成数据、元数据、实时事件和事务数据。 

» 扩展性。InterSystems IRIS 的横向扩展和资源效率,使其适用于那些必须支持高速数据摄取、多并发业务

流程、经济高效分析大数据集的应用程序。 

» 报告和可追溯性。所有数据（包括动态数据、元数据，以及长时间运行的异步事务关联数据）都会被

自动存储在内嵌的数据库中，可用于实时报告与分析。可视化追踪功能可以对实时和历史数据、集成

和业务流程的状态进行精准的可视化处理和诊断。   

» 较少的代码开发。图形工具让开发人员和业务用户得以可视化地定义流程、转换、规则和工作流，从

而使他们能够关注系统之间的逻辑交互，而非代码。图形化模型的设计初衷在于鼓励业务线和 IT 之间

的协同，以加速开发符合业务需求的解决方案，简化对现有应用程序的修改。 

» »灵活的部署方案。InterSystems IRIS 致力于简化在虚拟和物理集群上提供和部署应用程序的过程。它支

持在所有主要企业级操作系统和商业云平台的部署。它还支持本地与商业云平台中混合、主动－主动

部署。 

» 安全性。InterSystems IRIS 基于传输和静止数据的身份验证、授权、审计和加密，提供了稳健的安全特

性。 

因此，InterSystems IRIS 具备了数字化转型平台所需的所有关键功能，在 SQL 和 NoSQL 数据库和数据

湖的托管数据服务上，基于其对分析、决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支持，提供数据驱动的见解

和行动。 

挑战 

许多企业正朝着基于平台来汇聚和管理企业数据的方向发展，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相应的，许多

供应商正推出企业级数据平台来应对这一需求。大多数供应商更关注程序开发或数据管理的某一方面。 

InterSystems 需要证明的是，与竞争对手的方案框架相比，InterSystems 解决方案具备的集成性、平衡

性和全面性，极其灵活的数据处理框架，克服低程度集成方法所带来的限制，能够提供更高效、更具

性价比的数据管理能力。InterSystems IRIS 应随着数据组织、定义和访问模型的进步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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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当企业开始克服当前数据系统的僵化和烟囱结构时，需要考虑以下建议： 

» 识别企业关键数据，以及它位于何处、当前如何管理、以何种格式存储，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最大

化业务收益。 

» 研究那些能够挖掘数据、归类数据、定义数据、访问数据的技术。 

» 研究那些能够合并数据、在操作程序和分析中利用数据的技术。 

» 列出需求单，包括应用程序开发和数据管理技术。 

IDC 相信，当企业寻求利用数据集和工具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时候，在全球拥有丰富经验的供应商

InterSystems 提供的稳健、集成的平台 IRIS 是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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