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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释放云能量的战略视野 
简介：紧跟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下，唯有变化不变。要在竞争中保持领先，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之大，需要革新和适

应新的挑战和市场环境。在大多数企业，您需要适应新技术（例如，云、移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您的员工变

得越来越精通技术，并将其“私有云”带到工作场所。此外，万物互联 (IoE) 正在加快这些变化的步伐。所谓万物互

联，是指人员、流程、数据和事物集合到一起，使网络连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关和有价值。您的企业需要能

够应对数据激增的计算模式。 

这些挑战对您 IT 团队的角色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久以前，IT 致力于管理技术和保持企业平稳运营。现在，您的 IT 
部门需要扩展其职责范围，而不仅仅是运行整个 IT 环境。IT 需要支持更具战略意义的计划，例如发展业务、推动创

新和改善客户体验。要增值，IT 领导者必须要适应，尤其是在协作、创新和价值创造等领域。1 

这种动态环境也改变了您的业务线（业务部门）部门与  IT 部门的合作方式。业务部门领导者史无空前地引领着新技

术需求的发展方向。他们是技术的更直接使用者，而且敢于自主启动新的计划。 

IT 如何与业务部门保持紧密地合作并在新环境下保持控制权？要获得成功，您的技术团队必须重新定位，成为促成

变革的协调者，并通过以下方式成为战略性业务合作伙伴： 

● 更快地交付和提供商业价值。 

● 保持灵活性，协调业务和 IT 目标。 

● 通过自动化充分利用预算和技术投资。 

● 利用新的模式、流程和机会主动进行业务转型。 

● 假设在适合的情况下担当 IT 服务“代理人”的角色，现实情况是通常采用顶尖的功能会对保持竞争力有利，

即使这需要将 IT 价值链的某些部分外包出去。 

要实现这些目标，IT 团队和企业领导者需要迅速采用云。但不是“一刀切”方法。我们生活在一个 World of Many 
Clouds™（多云世界）。迁移到云需要跨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转型网络和数据中心环境。同时还需要创建新的业务

模式，改变组织对技术的思考、获得和部署方式。凭借正确的战略，您可以挖掘云技术的潜力，为您的组织释放巨

大的价值。 

让 IT 成为战略推动因素 
试想一下，具有灵敏性、灵活性的 IT 团队帮助您的组织抓住新的机遇的各种可能性。凭借云技术，您可以构建更具

关联性的 IT 部门，赋予其权利和控制权，使其成为对您的业务更具战略性和转型能力的合作伙伴。 

云赋予 IT 作为 IT 服务代理人的角色。思科® 与 Intel 的联合研究表明，76% 的受访者认为 IT 将作为云服务的代理人

或中介人的角色，跨内部和外部云为业务部门协调规划和采购流程。2 

云让您的组织变得更加主动和灵活。IT 可以为 IT 服务外包建议提出制定或购买决策，而不是在一个技术真空环境下

工作或掌握整个 IT 价值链。这使您能够聚集、集成和定制云服务的交付，通过多云世界来满足您的特定业务需求。 

 

                                                 
1 来源：2013 年 8 月思科与 Intel 的联合调查“Impact of Cloud on IT Consumption Models”（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 
2 来源：2013 年 8 月思科与 Intel 的联合调查“Impact of Cloud on IT Consumption Models”（云对 IT 消费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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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世界可视为是传统客户 IT 环境和公共云提供商服务交叉区域的发展结果（图 1）。 

图 1.   思科观点 (PoV) 

 

随着这两种环境的分割线越来越淡化，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混合云和范围更广的混合 IT（包括传统现场 IT 应用）

是新的常态。此外，在保持一致的网络和安全策略的前提下，将云工作负载跨异构环境转移的能力日益成为一项关

键需求。随着 IT 服务的代理业务推动云服务朝向云联盟的概念发展，云提供商将可以通过集聚来自多个同行提供商

的服务来构建全球市场。正如互联网发展自多个隔离网络的连接，InterCloud 代表着云发展的下一阶段：互联云中云

（图 2）。 

图 2.   Inter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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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机遇无限。万物互联 (IoE) 预计将创造 14.4 万亿美元的潜在价值 - 相当于 2013 年至 2022 年，各企业和各行业

将实现的收入增加和成本降低的总和 3。万物互联可将人员、流程、数据和事物联系到一起，使网络连接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重要。它将信息转化为创造新的能力、更加丰富的经验以及为企业、个人和国家创造重大经济机遇的行动。 

试想一下，如果您的 IT 部门能够获得以下优势，情况会如何： 

● 提高灵活性和效率：快速使业务和 IT 需求接轨，通过基于价值的服务导向型 IT 交付模式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 

● 通过自动化实现成本节约：自动化关键流程以充分利用有限的预算，重新平衡您的优先事项并将投资重新调

整用于最重要的事项。 

● 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充分利用结合私有云和公共云部署的传统 IT 环境 - 通过开放、安全的混合云环境， 
实现对传统 IT 环境的同时动态利用。 

● 负责外包：轻松适应新的多 IT 消费模式，同时提供制定或购买的 IT 服务外包建议。 

● 让员工按自己的方式工作：让员工、承包商和合作伙伴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时开展工作，不加以限制。创建符

合个人生活方式的移动工作空间，同时加强管理和安全性，并保留对影子 IT 应用的控制。 

● 作出更明智的决策：从一个全面的资源池获得数据和商业见解，作出实时战略决策。 

● 推动改变：每个企业都是一个技术型企业，或可以成为技术型企业，了解了这一点，您即可使您的企业自身

成为云服务提供商，从而彻底改变您所在的行业。 

您的云战略，我们的视角 
我们需要什么来帮助 IT 抓住这些新机遇？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多云世界中，可轻松从多个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处购

买云解决方案。但是，并非所有的云都相同。您需要能够为您提供战略灵活性的合作伙伴，您需要寻求您的云服务

提供商，同时充分利用您现有的 IT 投资。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充分利用云的各种优势来满足您的整体业务需求。 

我们的云战略始终专注于使云提供商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云服务，并使企业客户能够构建私有云。在我们拥有独有知

识产权的领域（例如，协作、安全和网络管理），我们还直接为客户提供 SaaS。通过万物互联，客户和合作伙伴现

在可以通过思科完成更多工作，帮助他们简化混合云环境的创建，将新的云服务引入市场。因此，我们正在扩展我

们的云战略。 

思科云战略旨在利用思科合作伙伴生态系统，通过将多云世界连接至 InterCloud，从而构建万物互联平台。为此，我

们通过提供公共云服务，并通过 Cisco InterCloud 解决方案套件跨公共云和私有云实现安全的工作负载迁移，从而使

得企业和云提供商可以构建混合就绪的私有云。我们可以调整战略来满足您的需求，帮助您借助思科云解决方案、

云咨询服务和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来提高效率、实现自动化和管理功能、增强安全性，并获得转型潜力和创新优势，

从而提高投资回报、减少总拥有成本、降低风险并获得业务灵活性。 

 

 

 

 

 

 

 

                                                 
3 
来源：“Embracing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to Capture Your Share of $14.4 Trillion”（采用万物互联，抢占您的 14.4 万亿美元份

额），思科 2013 年白皮书，在以下网址提供：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79/docs/innov/IoE_Economy.pdf 

http://www.cisco.com/web/about/ac79/docs/innov/IoE_Econom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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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略侧重于图 3 中所列领域。 

图 3.   思科云战略 - 重点领域 

 

选择消费模式 
云最具吸引力的优势之一是其交付和消费方式的多样性。一个成功的云战略可让您充分利用各种云服务的全部消费

模式，满足您的特定业务需求。云解决方案的最佳类型取决于您使用的应用、总拥有成本 (TCO)、安全需求和服务

水平协议 (SLA) 要求。 

我们理解您需要完全的自由选择权去构建您自己的私有云，同时需要拥有从公共云提供商合作伙伴处采购软件或基础设

施服务的选择权。甚至，您可能想要部署公共云和私有云组合，充分利用专为您的业务需求定制的混合云环境。 

思科提供全面的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云管理和自动化软件产品组合，用以构建私有云环境。我们还提供云咨询

服务，可帮助您规划、构建和管理您的云环境，并让其保持最佳运行状态。 

为帮助您选择公共云服务，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广泛的 Cisco Powered™（思科支持的）云和托管服务产品组合。 
作为云服务和托管服务的行业标准，思科支持的产品提供企业级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让您对迁移到云充满自信。

由于提供商必须经过严格的认证及第三方对解决方案的审计，思科支持的所有云服务均已经过认证，可以提供卓越

的服务、安全性，并可提供全天候的不间断支持。 

您信任思科数据中心。您同样可以信任思科云。当您选择思科支持的服务时，您知道您的应用将通过经验证的思科

架构进行交付。我们将帮助您更快实现价值，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性能，满足您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通过降低整

个技术生命周期的复杂性，思科支持的服务可降低您的运营成本和风险。利用思科的行业创新以及我们合作伙伴大

规模的研发投入及其在推动开放标准方面的领导作用，您还可以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所有这些能力可以让您的

组织得以专注于核心竞争力。 

思科支持的产品组合包括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可满足本地和全球云服务需求。思科支持服务的提供商将与您紧密

合作，了解您的业务并根据您的需求为您定制云和托管服务。 

您也可以直接从思科购买思科云服务和应用，支持您的特定需求。思科提供的云解决方案基于我们在协作、安全性、

网络管理和许多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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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loud 基础设施 
您的业务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支持您业务的技术必须要具有灵活性。为确保长期适用，云解决方案应基于模块

化、可扩展的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面向物理、虚拟和云服务提供基于交换矩阵的通用平台，结合通用的操作

模式，可为您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编程性使开发和运营 (DevOps) 流程及应用具备灵活性。我们的

客户和云提供商都希望获得一个开放、可编程的解决方案，掌握调配、自动化和管理其服务器的技术。此组合模式

可帮助实现自动化，使 IT 管理更容易、更高效，并帮助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 

我们的集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结合了业内最强大的数据中心技术，可轻松快速地推出您需要的应用。为避免受限于

某一特定的部署模式或公共云服务提供商，您还需要获得支持，以便跨异构和混合云环境进行开放和安全的 IT 服务

迁移。通过让您可以在公共云中部署您的应用和数据，然后根据您的策略和业务需求安全、完整地将其返回您的数

据中心，这样便可以让您保持控制权。您应选择使用开放、安全的 InterCloud 工作负载便携性。 

云技术在不断发展，并由诸如软件定义网络 (SDN)、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和网络可编程性等创新技术为其提供指

引。然而网络对于云而言仍然至关重要。无论何种云类型，没有网络，用户便不能访问其云服务。没有网络，应用、

数据和用户无法在云之间迁移。没有网络，基础设施组件无法协同合作以创建云。思科云战略使用最新的云加强技

术。我们的解决方案利用开放式 API 支持通用框架，跨企业和云服务提供商提供一致的可编程性模式，以便进行混

合云部署。 

InterCloud 应用 
当 IT 基础设施适应 InterCloud 时，应用也必须可以。云所具备的广阔前景，结合不断发展的用户需求，正在改变 IT 
看待应用部署的方式。企业希望有能力将现场解决方案的优势与云的优势结合起来。思科云战略可让您以您的方式 - 
跨多个应用和平台，使用任何消费或部署模式 - 进行连接和协作，让您充满信心，同时确保品质。我们独特的方法汇

集了云，以及基于云的应用与现场应用的结合应用。最后形成一整套安全、易于管理的应用，并以有益于业务的方

式进行交付。思科云解决方案结合我们的 InterCloud 应用，让您可以充分利用多云世界所具备的强大力量。 

我们基于云的思科网络安全和网络管理服务，提供了额外的软件即服务 (SaaS) 能力，帮助您控制风险并简化网络管

理。如果您想要支持特定的企业软件应用，如 SAP、Microsoft，或者其他 ISV，您可以与众多思科合作伙伴合作，

从而为您构建和交付定制的 SaaS 解决方案。 

互操作性和开放标准 
您的云环境并非孤立运行。它需要在构成当今更大规模的企业的广阔网络组件、应用和服务间实现顺畅的互动。 
没有理由受限于某一特定供应商的解决方案。因此，思科承诺提供一个开放、可互操作和基于标准的云方法。我们

的战略是支持多个云方法，让您可以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灵活进行选择。 

OpenStack，一个由开发人员和组织共同开发的国际性开源云操作系统，是我们为想要购买或交付云解决方案的组织

所提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OpenStack 的设计旨在使 IT 资源和应用的调配和向外扩展更简单。我们基于标准的开

源基础设施旨在与其他 OpenStack 开发环境顺利进行合作，并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的投资有所收获。 

此外，思科是领先的行业组织成员，如云标准客户委员会和云安全联盟，这些组织旨在推动云标准。 

安全 
身处威胁和新法规层出不穷的环境中，安全性、合规性和数据主权法律成为每个组织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无论其

规模如何或处于何种行业。无论部署何种解决方案，您和您的云提供商共同承担遵守政府和行业法规的责任（如健

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HIPAA]、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 [FISMA]、支付卡行业 [PCI] 要求和其他各种要求）。 

当您将数据移至云时，您需要深入了解数据隐私、数据主权，甚至是国际法等相关知识。云提供商的广泛选择可帮

助您满足您需要满足的合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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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您的敏感业务数据以及您与客户的声誉，您需要提供覆盖您的网络和云服务环境的端到端的全面安全性。 
在过去，传统的安全解决方案（如防火墙）可以保护您的网络边界并提供强大的安全性。但是，混合云环境需要覆

盖您的物理、虚拟和云域的全面保护。您还需要灵活和一致的安全策略。它们必须可以适应云的动态消费模式所衍

生出的不断变化的流量模式。 

万物互联平台与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运用战略性的云方法对于云部署的成功至关重要。要想将您的云愿景转变成现实，您需要与可以交付综合解决方案

和服务的公司以及了解您行业的专家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思科利用生态系统方法来提供云解决方案。我们的战略是根据您的优先事项（如成本、业务灵活性和风险管理） 
提供定制的完整云解决方案，并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补充和增加我们在组合产品、全球覆盖、开发专业知

识和客户关系方面的优势。 

万物互联要求数以万亿计的事物互相连接，能够支持成指数增长的流量，并能够将巨大的数据量转化成信息，同时

增加服务的交付速度和灵活性，因而将要求 IT 环境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能力。为便于实施所需的 IT 转型，思科构

建了不断增加的功能，使 InterCloud 通信成为可能，并承诺利用我们的合作伙伴的生态系统，将多云世界连接到 
InterCloud，领导构建一个值得信赖的万物互联平台。我们将按照与我们构建互联网时所采用的相同的流程和发展进

程。思科云目前专为万物互联而设计，所采用的分布式网络和安全架构非常适合高价值应用工作负载、实时分析和

出色的可扩展性。 

我们的产品组合所支持的这一框架为您提供了各种机遇，帮助您在部署云服务的同时，应对关键业务价值指标（通

常基于总拥有成本、灵活性和风险指标）。此外，该战略将使 IT 部门可以更加有效地转变为“IT 服务代理人”的角

色，同时更高效地准备就绪，以便抓住万物互联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由强大的产品组合进行交付和予以支持 
当确定您的云解决方案需求之后，您可以通过思科云咨询服务将您的计划付诸行动。通过此综合服务组合，思科和

我们的渠道合作伙伴可帮助您： 

● 制定战略性云方法。 

● 通过选择各种消费模式，增强您的业务灵活性。 

● 通过对云的使用、您的风险预测和云成本进行评估，降低整个过程中的风险几率。 

● 智能化保护和自动化您的云环境。 

据 IDC 调查发现，在以下三个云类别中，最常使用思科服务：云应用、应用平台和基础设施 4。在最新的“IDC 
MarketScape Cloud Professional Services”（IDC MarketScape 云专业服务）报告中，思科被评为云专业服务的 
“全球主要提供商”5。思科与渠道合作伙伴联合提供的服务已实现将创收速度加快 15-20%，将基础设施成本降低 
30%，并将灾难恢复速度加快 50%，以及将部署时间缩短 90%。 

我们之所以能够帮助客户取得这些成果，是因为思科有着超过 28 年的行业经验，5000 多万台部署设备以及每年超

过 600 万的新增客户，因此我们可以提供正确的人员、流程和工具。 

该生态系统的核心是我们整套云基础设施产品。Synergy Research 报告指出，思科是 IT 云基础设施方面的领导者，

占据领先的市场份额 6，同时支持构建公共云的服务提供商和构建私有云的企业。此外，在 Forrester Research 发布

的“The Forrester Wave: Private Cloud Solutions, Q4 2013”（Forrester Wave：私有云解决方案，2013 年第四季

度）报告中，思科在云管理（思科智能自动化云 [IAC]）和自助访问 (Cisco UCS® Director) 领域名列前三甲，报告还

对思科私有云软件解决方案中的战略愿景和蓝图战略给予高度评价。 

                                                 
4 来源：2013 年 IDC 服务团队调查。美国 云服务相关的专业服务机遇，文档号 239862，2013 年 3 月，对于应用，N = 223； 
对于应用平台，N = 173；对于基础设施，N = 178。 

5 来源：IDC MarketScape：“Worldwide Cloud Professional Services 2013 Vendor Analysis”（2013 年全球云专业服务供应商

分析），文档号 242401，2013 年 8 月。 
6 据 Synergy Research Group 报告称，思科在硬件收益上处于市场领先地位，2013 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硬件收益占 15%。 

http://idcdocserv.com/242401e_Cisco
http://idcdocserv.com/242401e_Cisco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netmgtsw/ps6505/ps11869/the_forrester_wave__private_cloud_solutions__q4_2013.pdf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netmgtsw/ps6505/ps11869/the_forrester_wave__private_cloud_solutions__q4_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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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以合作伙伴为中心的战略，来支持和交付我们的解决方案。凭借思科支持的解决方案，您可以从由全球 200 
家认证合作伙伴提供的超过 400 种独特的云和托管服务中灵活进行选择。思科支持服务包括云产品，如基础设施即

服务 (IaaS)、协作、桌面即服务 (DaaS)、网真技术和灾难恢复即服务 (DRaaS)。还包括各种托管服务。有关思科支

持的云服务和托管服务的完整列表，或需查找认证合作伙伴，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iscopowered 。 

云正在改变当今的企业，帮助您提高灵敏性、灵活性和工作效率，同时控制成本并降低风险。通过部署精心规划的

云战略，您可以赋予 IT 部门更多的主动性，帮助安排关键业务的优先顺序。与思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您进入当

今多云世界的极佳方式。 

更多详情 
如要了解有关思科解决方案如何帮助您释放云承诺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intercloudfabr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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