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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短短几年内，云已彻底改变了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信息技术环境，然而，真正的转
变才刚刚开始。最终用户对技术与体验日益增长的需求、技术的快速转变以及业务环境
的不断变化，都将进一步推动云的迅猛发展。此外，随着 IT 消费生命周期（见图 1）的
根本性转变，企业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一环境中，企业希望能够加快采用颠覆性的
云技术，同时有效地协调多种来源的服务和服务资产，实现架构模块化，并为各个部门
提供完备的服务。
互联网的空前发展是带来这一转变的另一因素。据思科推测，2000 年大约“只”有 2

《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这
一研究调查了 4,226 名 IT 领袖，
涵盖 18 个行业，涉及包括发
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
9 大主要经济体。

亿台设备与互联网相连。但是，随着移动技术的进步以及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
趋势的兴起，这一数字现已增长至大约 100 亿。到 2020 年，联网的人员、进程和事物
有望达到 500 亿。由此产生的由此产生的万物互联（IoE）将会带来互联网的新一轮增
长浪潮，而云将在这次转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这次范围广泛的研究中，思科® 咨询服务（CCS）与英特尔® 共同合作，力图查明以上
发展趋势将会给 IT 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探索了包括企业规划、购买、部署、运行和
管理 IT 服务在内，影响 IT 消费的巨大变化的各个阶段。此外，我们还重点研究了业务
部门（LOB）在总体 IT 消费方面的改变情况，这些部门包括人力资源、销售以及其他作
为 IT 最终用户的部门。
《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这一研究调查了 4,226 名 IT 领袖，涵盖 18 个行业，涉及包
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 9 大主要经济体，其中包括巴西、加拿大、中国、德
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3 月至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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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云”的世界中，企业具有多种选择来规划、采购和部署云解决方案，以
及部署、运营和支持云服务。无论是采用私有云功能组合、选择由公有云提供商以服
务形式提供的单一企业应用，还是采购特定服务资产以补充内部解决方案，IT 部门都
必须应对动态多变的云产品供应商环境和前所未有的众多选择。为此，本研究的总体
目标是确定云的发展全局，包括云当前的发展情况，部门领导者对未来 IT 消费方式
（购买、管理、支持）的看法，以及云对于其部门的影响。
简而言之，该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即：未来的 IT 部门是什么样，以及要在这
一环境中获得成功，部门领导者需要如何做。本文介绍了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的 10 大
洞察。
图 1. IT 消费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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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云给 IT 部门带来了重大
挑战，增加了管理复杂性，
但是大多数 IT 部门领导者认
为其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消
极影响。

运营
资料来源：思科，2013 年

洞察 1：
IT 决策者对云青睐有加。
尽管云给 IT 部门带来了重大挑战，增加了管理复杂性，但是大多数 IT 部门领导者认为
其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例如，83% 的受访者认为云对 IT 规划具有积极影响。
此外，81% 的受访者认为云对“IT 经费和采购”具有积极影响。类似比例的反馈也出现
在所有其他 IT 消费生命周期阶段中。
尽管被视为云的最大抑制因素，
“提升安全性和风险管理能力”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
济体中，仍旧被列入采用云的前三大业务驱动因素。随着大量第三方解决方案涌入企业
的业务部门，云无疑会使 IT 部门产生更多安全方面的顾虑，但与此同时，云也提供有
自身的安全解决方案，包括自动策略执行等下一代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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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2：
云已经出现……并且正在发展。
无论是私有云、公有云还是混合云，云已经在受访者的总体 IT 支出中占据了重要份
额 （23%）。未来三年内，这一比例可能会达到 27%。私有云是最普遍的云部署方
法，占 45%。

新兴市场更侧重于云的转型
潜力，而发达市场则主要希
望借助云来降低成本。

洞察 3：
新兴市场：云驱动型创新的新绿地。
总体而言，研究中涉及的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对云以及云可为企
业带来的积极作用充满信心。他们利用云的转型潜力正在大量投资。对于这些新兴经济
体而言，采用云的最大驱动因素是提升企业工作效率。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主要希望借助云来降低成本。

洞察 4：
对云提供商的满意度和期望值均较高。
51% 的受访者称自己对云提供商“非常满意”，35% 的人称自己“相对比较满意”。但是
伴随着高满意度的是 IT 领导者较高的期望值。安全功能、创建定制解决方案的能力以
及可靠的服务水平被认为是云服务提供商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总体而言，云提供商能够
较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他们将会发现客户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严苛。

洞察 5：
IT 希望提升在云中的安全性。
采用云的最大的障碍是安全问题，其次是管理第三方软件的复杂性，再就是内部系统和
提供商的系统之间缺乏集成和互操作性。
此外，强大的安全和数据保护功能被视为是云服务提供商成功赢得业务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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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6：
不存在“一刀切”的方法。
云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如今企业可从不同的方案中选择一款来购买、部署和运营云
解决方案。市场上不存在“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案可供企业选择。更确切地说，企业
需要制定一款可帮助其实现企业首要目标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希望借助
云解决方案实现以下一种或多种目标：
• 降低由于多种工作负载、多种系统和多个供应商导致的 IT 环境复杂性，同时保持服
务的可预测性
• 借助云解决方案提供的灵活服务能力和运营灵活性，推动企业进行转型，突破传统
的“支持”角色，从而创建新的创收模式，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IT 和业务部门领域将会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协作塑造 IT
消费模式。

• 通过“随增长随付费”服务模式和自动化等方法，降低总体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竞
争力
• 提高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特定应用的效率
在制定云战略时，IT 领导者应考虑如何更好地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合作（如业务部门和
第三方提供商），以获得根据其独特需求量身定制的方案。

洞察 7：
IT 部门将自己视作前沿和焦点……
调查中，IT 领导者认为他们将能够继续保持大部分的监督权力，这也是他们在最近几
年与业务部门形成的关系的重点。事实上，增强 IT 资源集中化与协调能力是受访者的
头等大事。随着业务部门对于 IT 消费的影响力的提升，56% 的受访者表示 IT 正日趋集
中化，而非更加分散（在亚太地区，这一比例上升至 79%）。他们认为，与更分散的
IT 功能（即业务部门拥有“自己的 IT 团队”）相比，增强的集中化将能够有效提升效
率，确保公司策略和用户体验的一致性。57% 的受访者表示 IT 部门的规模和员工数量
正不断扩大。在亚太地区，这一比例为 80%，在拉丁美洲是 69%。
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中认为 IT 部门的规模将扩大的受访者比例是欧洲和北美洲受访者
的两倍。在欧洲和北美洲受访者中，仅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云将会推动增加员工数量。
从受访者对集中化和部门规模等方面的态度来看，针对云对于 IT 部门监督的资源的影
响，与新兴市场的受访者相比，欧洲和北美洲的受访者明显更为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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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领导者需要重新思考与业
务部门合作及共同创造价值
的意义。

洞察 8：
……但业务部门正在增加 IT 影响力。
业务部门的影响将扩展到所有 IT 生命周期阶段，并在 IT 部门着力处理非业务部门的安
全问题和技术支持时，为其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挑战。总体而言，IT 资金中已有 44%
通过直接筹资或退款的方式从业务部门获得。69% 的受访者认为做出购买决策的权力将
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业务部门的手中。
考虑到业务部门对各个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与日俱增，IT 部门必须重新思考其战略。事
实上，他们不能再将业务部门单纯地视作购买中心。业务部门无疑正在规划和治理等领
域逐步产生影响，IT 部门也随即需要与之展开空前深入的合作。

洞察 9：
业务部门和 IT 部门的合作关系将继续。
集中化和扩大采购对于 IT 是否现实尚有待观察。但现在非常明确的一点是，IT 和业务部
门将开展跟更加紧密的协作，共同塑造 IT 消费模式。由于业务部门希望与灵活且极具
商业头脑的 IT 部门合作，因此采用单一自上而下的消费模式将不具有可行性（这一想
法指将购买全力从 IT 部门转移到到业务部门）。
尽管 IT 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作用不会减弱，但要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必须与业务部门在
IT 消费的各个阶段加强合作。参与调查的 IT 领导者指出，IT 部门将逐渐演变成业务部门
的服务经纪人，在企业内扮演关键中介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在监督服务、采购和交付的
同时，提供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76% 的受访者相信 IT 部门将越来越多地扮演业务部
门的内外部云服务经纪人角色。虽然这可能不是企业倚重 IT 的唯一方式，但由于今后
几年欺诈性采购和所谓的“影子 IT”可能将有所增长，IT 决策者明确表示他们的 IT 部门
将会通过这种协调作用来获得影响力。
这一合作关系是双向的：许多业务部门将直接采购云服务以满足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
避开 IT 部门。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会成为标准，甚至倍受欢迎。但业务部门
也应认识到 IT 部门在帮助采用战略性采购和管理方面可带来的价值，包括风险管理、
规模经济、较低的总体拥有成本和一致的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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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云战略时，IT 领导者
应考虑如何更好地与主要利
益相关者合作（如业务部门
和第三方提供商），以获得
根据其独特需求量身定制的
方案。

洞察 10：
为 IT 部门敲响警钟。
受访者预计业务部门的影响力以及 IT 部门的领导作用都将日益提升。他们还预计企业
将会更加关注投资回报比等指标，从而在最终提升业务成效。共同承担改善业务成果
的责任，如通过使用视频会议和协作工具降低出差成本等，将会成为一种 IT 部门的标
准。但是，许多 IT 领导者却希望维持（甚至是增强）对退款等传统筹资机制的依赖，
因为这可能会限制创新功能的采用，使 IT 部门不能充分发挥推动发展的作用，反而成
为传统的成本中心。这仅是传统运营模式与业务部门新兴预期相冲突的示例之一。
可以确定的是，IT 为企业提供价值方式的标准正逐渐提升。业务部门逐渐扩大的影响
力应成为 IT 部门警钟。加快企业运营速度，推动创新，带动新的最终用户体验，并以
可衡量的方式推动提升业务成效的能力对于 IT 部门将有着重要意义。如果 IT 部门不能
直面这些挑战，业务部门可能会独自投资开发其所需的云创新，从而为实现 IT 部门在
使命和性能指标中确立的效率和一致性目标带来更高的复杂性。
我们相信这些变化需要对 IT 部门提升价值的方式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为此，IT 领导
者需要特别关注以下领域，以确保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
• 协作：考虑到业务部门对 IT 生命周期的影响力日益提高，IT 领导者需要越来越多地与
业务部门领导者展开协作。这包括了解其主要业务问题并确保成功标准的一致性等。
• 价值创造：IT 领导者需要重新思考与业务部门合作及共同创造价值的意义。这包括筹
资机制、预算、指标、风险、规划和治理模式等。
• 创新：通过广泛提供曾经仅限于大型企业和专门职位的功能，云将会为员工主导的创
新带来大量机会。IT 领导者应积极寻求机会推动公司的业务转型，并使 IT 成为公司
发展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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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受访者阐述的这些洞察和全面的变化成为 IT 清晰的行动号召。云提供商应重点关注受访
者认为对其成功最为重要的领域，包括强大的安全性和数据保护能力；构建定制解决方
案的能力；以及服务可用性和质量的保证等。
同时，首席信息官（CIO）也应承担崭新的角色，包括促进提升工作效率；就复杂交易进
行协商；通过与业务部门在各个 IT 消费生命周期阶段的紧密合作来管理业务部门预期；增
强部门支持交付云服务的技能；并深入了解快速演进的 IT 环境。拥有所有这些必备技能
可确保企业获得成功。作为实现云驱动的价值的主要力量，思科和英特尔将不懈努力，
在此段旅程的每一阶段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鼎力支持。
如欲下载完整报告，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79/docs/re/IT-Consumption_PoV/
如欲了解有关物联网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rnetofeverything.com
如欲了解有关思科云战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loudstrategy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在云计算领域的作用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om/cloud

更多信息
在开发解决方案以提升企业 IT 对业务的价值方面，思科和英特尔有着超过十年的合作
历史。在一切就绪后，高度虚拟化的企业可通过部署灵活、高性能且安全的云解决方案
（构建于采用英特尔® 至强TM 处理器的思科 UCS 上），发展到数据中心演进的下一阶段。
我们还正努力通过与 Cisco Cloud Builder 认证的多家行业合作伙伴合作，来支持企业灵活
使用企业级云解决方案，并构建软硬件安全解决方案，以在使用托管云解决方案时确保
企业 IP 和数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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