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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 



云让 IT 领导者及其团队在各个方面遭遇了不小的冲击，也为一些业务团队和个人带来了

机遇，让他们可以亲自着手处理技术问题。眼光长远的 IT 部门会以云为变革动力，帮助

自身完成从战术系统管理者到战略服务代理人的转变。他们也因此能够借此机会，重新定

义自己与业务团队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能对业务收入及业务增长发挥更强影响力的

主导角色。

云：破坏者 

灵活性、敏捷度及成本效益是构建成功业务的新基石，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云解决方案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市场主力。云技术借助互联网与专用网提供计算、存储及应

用资源，为 IT 服务交付和消费带来了诸多新的可能。

企业能更方便地使用和选择 IT 服务，在管理资本支出 (CapEx) 和运营成本 (OpEx) 时 

拥有更多选择。由于能随时紧急部署或购买这类服务，云计算有助于加快业务与市场变化

速度。

出于以上原因以及更多因素，目前，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在广泛采用云技术。但出人意料的

是，带来这一变化的主力通常是业务团队和个人。由于必须快速调整业务优先事项并及时

适应市场环境，业务团队和个人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要想方设法

自行解决 IT 问题。随着选择面的扩大和必要资金或手段的到位，业务团队和个人能轻松

选购属于他们自己的云计算服务和应用，很多情况下，只需按一下按钮或刷一下信用卡就

能完成购买操作，因此，他们不必再花时间等内部 IT 部门来完成相关流程。

这种情况无疑给 IT 领导者和业务部门都带来了问题。当“恶意应用”和“影子 IT”问题

日渐凸显，企业便会面临以下挑战：

•  安全与合规性方面的漏洞

•  各种系统、策略及管理方式交杂，不统一 

•  服务级别协议 (SLA)、采购合同以及账单管理之间发生冲突

•  难以掌握和控制各类系统的情况及成本

•  规模经济效益更低

随着业务团队采用的云计算服务种类越来越多，而 IT 人员对相关内容的掌控度变低，云

技术正在大规模改变业务计算局面，同时也使内部 IT 部门在处理本职工作时的相关地位

面临危机。但也并非全是坏消息。实际上，在压制和放任不管之间，IT 团队还有另一种选

择，他们可以选择借助云技术取得成功。

实现“万物互联”

近年来，互联网爆炸式增长为 IT 领
导者创造了非凡的机遇，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挑战。不过，一场更大规

模的变革将以“万物互联” (IoE) 
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所谓“万

物互联”是指人员、流程、数据以

及事物的网络连接。

思科曾预计在 2000 年时约有 2 亿

设备或“事物”连接到互联网。随

着包括视频、移动、社交媒体以及

云在内的众多领域不断取得创新，

这一数字现已达到近 100 亿，预

计互联设备数量在 2020 年时将达

到 500 亿的惊人高峰。通过联所未

联，万物互联将在未来几年为企业

创造新的价值来源。

作为推动 IT 主导价值实现大众化

的力量，云将成为万物互联的主要

推动力之一。

万物互联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思科

预计，未来十年全球各大企业及各

行业的万物互联潜在价值将达到 

14.4 万亿美元。说得更具体点，未

来十年，全球企业将可借万物互联

潜在价值之力增加近 21% 的利润。

换句话说，2013 至 2022 年间，由

万物互联推动、通过云实现的14.4 

万亿美元价值（净利润）将“人人

有份”。

详情请访问： 

www.internetofeveryt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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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救星

尽管云对 IT 部门形成巨大冲击，但不可否认，云其实也是救星。只要管理使用得当，云

计算通常能帮助 IT 团队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对于业务团队而言尤其如此。云计算还能

提升 IT 部门在本职工作方面的关系地位和影响力。

云计算推出时的初衷是为了降低企业成本，但之后人们发现这项技术最大的特点和价值在于

其非凡的速度和灵活性。企业可以快速部署云计算服务与应用（可以构建，也可以购买），

来应对以下情况：

•  新的业务优先级别

•  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

•  客户或合作伙伴反馈意见

•  竞争性动态

•  意料之外的创收机会

企业还可通过云来扩展业务，加强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企业越来越多地选用云计算

应用来交付新的客户体验与支持服务、提高供应链效率，以及创造更多销售和营销机会。

除了能实现整体整合和降低成本，云技术还有助于平衡资本支出和运营成本。灵活的采购

选项意味着企业能通过更多途径来控制和调节成本。例如，企业可选择使用外部云服务，

从而腾出更多资本和 IT 资源，专注于业务创新。

随着 IT 部门更充分地采用云技术，因此得以享受这些好处、重新定义自身角色，并转变

其与业务团队之间的关系。

云模式定义

根据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NIST)1 
的规定，以下是三种最常见的云部

署模式：

•  私有云：专供有多名用户的单个

机构（例如，业务部门）使用的

云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可由相关

机构、第三方或两者组合拥有、

管理以及运营，可本地提供或异

地提供。

•  公共云：面向普通大众提供的云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可由企业、

学术或政府机构、或者这些实体

的联合机构拥有、管理以及运

营。基础设施在云提供商所在地

提供。

•  混合云：这种云基础设施由两个

或多个不同（私有、社区或公

共）云基础设施组成，这些子基

础设施仍保留其独特实体，但根

据标准化技术或专有技术结合到

一起，支持数据移植和应用移植

（例如，针对云之间负载均衡的

云爆发）。

到 2020 年，云将占用全部 IT 开支中近 30% 的费用。2 

到 2015 年，大多数企业或机构的企业 IT 支出中将有 35% 的费
用不在 IT 部门预算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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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角色与关系

IT 部门通常职责明确，其中包括系统管理与维护、政策与法规遵从，以及成本削减与控

制。许多 IT 人员处理本职工作的方式都相当被动，他们会先等收到故障通知单然后再去

想解决方法；先等业务团队选好计算服务或应用然后再去想如何对它们进行配置、管理以

及保障其安全；等出了新补丁或系统更新后再去实施。

如今，IT 领导者需要处理更多方面的工作。他们要为业务增长提供支持、设法提高收益、

加快创新步伐以及提供新的客户体验。他们要学会充分利用自带设备 (BYOD) 的趋势，充

分利用社交媒体以及大数据。他们还得在业务流程转型和推动实现新业务成果方面出力。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他们必需提升战略意识水平，在工作中更为主动积极。IT 领导者必须

了解业务目标，表明自己已规划实现目标的战略，向外界展示他们将能以极具成本效益的

方式迅速克服种种挑战并把握商机，从而为业务优先级别提供决策支持。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云计算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云计算不仅有助于重新定义 IT 人员的

角色和效率，还有助于重新定义 IT 部门与业务伙伴之间的关系。

借助云技术，IT 团队能顺利从系统管理员的角色转型为增值服务代理人。IT 团队可以建

立一个灵活的基础设施和配套的云服务菜单，让使用者从中挑选自己需要的内容，而不是

劳心劳力地为每个人解决所有难题。他们可以就合作伙伴、解决方案、模式以及策略进行

协调并提出建议。他们还可在需要作出技术决策时发挥自身作用，抛却按逐项服务操作的

被动方式，采用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框架和管理模式。

这样一来，IT 团队就能越发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战术变为战略，变为举足轻重的顾问和有

影响力的业务领导，而非按部就班的命令执行者和问题解决者。他们能预见业务需求，提

供主动积极的建议，快速高效地为新请求和新商机提供有力支持。此外，他们还可借此改

变自身与业务团队之间的关系，转变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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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最重要的特征就 
是能在公共云和私 
有云之间迁移工作 
负载。4 

北美 46% 的 IT 领
导者都遇到了因业 
务团队未经 IT 许可
购买解决方案所引发
的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一数值在亚太地区
攀升至 73%。5 



云模式演变

发生改变的并非只有 IT 部门的角色、职责以及关系。云模式也在不断演变。

在考虑和决定是自行构建还是购买，使用私有云还是公共云的过程中，混合云模式应运而

生。由于不存在“一刀切”的云模式或解决方案，企业逐渐了解到最适合的方案就是选择

融合了物理、虚拟以及云环境的混合模式，其中包含多租户和多云部署。在逐步商讨的过

程中，企业不再断然寻求“哪一种云适合我们？”，而是以更开放的心态讨论“哪种服务

或应用最符合我们的业务优先级需求？”。

这一转变突出了企业对灵活基础设施与可靠监管模式的需求，从而为不同的云环境和服务

提供支持。这对 IT 领导者无疑是一则喜讯，使他们有望重新获得对本职工作的掌控，能

更主动地重新界定他们与业务团队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IT 领导者将有机会在企业过渡期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完成从旧模式向服务代理模式的转

型，充分利用混合云环境提供的支持。他们的工作不再是被动地构建维护 IT 系统，而可

从更高更具战略意义的水平提出建议，帮助达成以下目的：

•  使新服务和新投资变得更合理

•  协助制定构建或购买决策

•  对各类应用和服务进行自定义

•  集成不同云环境

•  管理整体策略和位于底层的基础设施系统

有了更全面的云战略与监管模式，IT 人员不再需要参与到每一项新服务、新应用以及新请

求的新活动中。他们可以根据每项服务、应用或请求与整体模式的契合程度，来规划实施

具体解决方案。他们还可帮助业务伙伴就部署了哪些服务和应用、从何处采购这些服务和

应用以及使用方式等问题作出更具战略意义的决策，与此同时还兼顾到： 

•  业务重要性

•  部署速度

•  性能需求

•  安全与控制

•  管理与支持

•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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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高管将 IT 开支推

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 

2014 年，以及未来直至 

2017 年，IT 部门以外的

其他部门（营销、客户服

务以及销售团队）IT 支出

将超过每年 6% 的增幅，

这一比例几乎是 IT 部门

内部相应支出增幅的  

2.5 倍。7 

57% 的 IT 领导者见证了

在实施云部署之后，IT  
机构规模的扩大以及员 

工人数的增长。而在亚太

地区，该数值达到 80%；

拉美地区则为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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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 75% 的 IT 领导者均认为 IT 部门今后在业务活动中
将更多地扮演“服务代理者”的角色。这一数值在亚太地区攀
升至 92%。8 

2015 年时，云业务将发展成价值 1 千亿美元的市场。9 

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

在一项大范围调查研究中10，思科®咨询服务携手 Intel® 设法弄清楚云是如何推动 IT 变革的。以下是来自 18 个行业的 4226 名 IT 领
导者的意见：

对于 IT 决策者而言，云是个好东西。尽管云带来了挑战和冲击，但决策者基本上仍将云视为 IT 部门应积极发展的对象。（例如，

安全问题是抑制云部署的一大因素，但人们又将云视为安全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总的来说，80% 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云对其所在机

构会产生积极影响。

云计算时代已经到来，并且在不断发展。无论是公共云、私有云还是混合云，云时代已经到来。目前，云解决方案在 IT 开支中占据

了 23% 显著比例，受访者认为此份额将在 2016 年增至 27%。私有云是最普遍的云部署方式，占总体比率的 45%。

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对云持不同看法。尽管整体上受访者对云解决方案持积极态度，但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二者之间，他们的看法

有着重大分歧。新兴国家的 IT 领导者对云更为乐观，非常关注云的变革和创新潜力；在发达市场，云则被视为降低成本的工具。

IT 对云提供商持有很高的期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云提供商既需要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也需要协调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因

此，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在对云提供商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还提出了高要求，涉及安全能力、自定义解决方案和服务级别保证

等方面。

IT 希望在云中获得安全感。无论是在哪个行业或地区调查，安全和隐私问题都排在最前面，这两大问题被视为抑制云发展的潜在因

素。此外，强大的安全和数据保护功能也被视为选择云服务提供商的最重要因素。

单一方案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面对多种云模式：公共云、私有云以及混合云，企业必需规划出能满足总体发展目标的方案。IT 领导

者需要考虑如何通过针对具体需求量身打造的方式与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业务团队和第三方提供商）开展最佳合作。

IT 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尽管受到行业影响，但受访者，尤其是来自新兴市场的受访者，均表示 IT 将发挥核心作用并获得有

利的资金支持，借助云解决方案来实现统一一致的策略与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在预计 IT 部门规模扩展方面，亚太地区和拉丁美

洲的受访者给出肯定答复的人数几乎是欧洲和北美地区受访者的两倍。）

业务团队正在受到影响。业务团队的影响力将扩展至 IT 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在 IT 部门应对安全和技术支持时，带来前所未有

的复杂性。随着 IT 转型为“即服务”模式，IT 和业务团队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改变。



对 IT 领导者的建议

变革是困难的，尤其是对于已经根深蒂固的各类系统、操作模式以及行为而言。幸运的

是，我们不需要放弃现有投资或彻底重建现有基础设施系统。IT 部门可以逐步过渡到受混

合云环境支持的服务代理模式。

通常我们会建议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从不属于任务关键型的程序和服务起步。在任何

情况下，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准确访问现有系统和服务

2.  致力于实现标准化和一体化

3.  部署混合云战略时要考虑到：

A.  策略与监管

B.  架构

C.  安全

D.  集成

E.  管理

F.  支持

4.  制定决策框架时，要掌握以下方面的内容：

A.  如何选择正确的服务

B.  有助于判断是否构建或购买解决方案的条件

C.  如何基于成本效益对新服务进行高效集成与管理，并保障安全

5. 让业务领导参与讨论

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IT 领导者必须对业务优先级别和需求有更深刻的理解

并展开深入讨论。通过让业务领导参与讨论并在整体战略和决策框架中赋予他们一定权

力，IT 和业务团队就能更好地合作，在工作中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创造更大价值，发挥更

大影响。

总结

随着业务团队和个人对云计算服务和应用的使用日趋方便，而对应的必要资金或手段也能

更快到位，他们越来越多地设法自行解决 IT 问题。这一变化为 IT 领导者及其团队的工

作带来了冲击和不确定性，他们常常发现自己难以掌控公司中的技术系统状态和成本情

况。“恶意应用”和“影子 IT”问题的凸显还对 IT 团队竭力维护的安全、完整性以及规

模经济效益产生了诸多威胁。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云技术又是 IT 领导者和 IT 部门的救星。只要采用的基础设施和监

管模式得当，云就能帮助 IT 团队完成从战术系统管理者到战略服务代理人的过渡。如此

一来，他们即可重新定义自身角色，转变其与业务团队之间的关系，并帮助推动企业优先

要务的发展。

1  来源：《云计算的 NIST 定义》，NIST，2011
2  来源：《IDC 黑皮书 2013》，IDC，2013
3  来源：《Gartner 预测》，Gartner，2011
4  来源：《北美 CloudTrac 调查》，IDC，2012
5  来源：《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思科咨询服务，2013
6   来源：《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思科咨询服务，2013
7  来源：《IDC 预测 2014》，IDC，2013
8   来源：《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思科咨询服务，2013
9   来源：《云规模调整》，Forrester Research，2011 
10  来源：《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思科咨询服务，2013

有关详情，请访问：www.cisco.com/go/cloud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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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一词并不意味思科和任何其他公司存在合伙关系。(1007R)

思科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思科选择以“值得信赖的顾问”这一

身份，来帮助那些希望提升 IT 服务

灵活性、价值以及影响力的企业。通

常，只要结合业务部门和 IT 部门的优

先要务与活动计划，就能通过混合云

和服务代理模式达成这些目标。通过

为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云计算服务、

合作伙伴以及专业技能提供全面且可

靠的产品组合，思科能帮助企业：

•  解决关键难题，把握商机

•  转变 IT 部门与业务团队之间的合作

伙伴关系

•  追求创新和增收

• 为持续变革提供支持 

有关详情，请联系您的思科销售代

表。如需从更多视角了解云解决方

案，请访问： 

cisco.com/go/cloud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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