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敏捷集成推动数字化转型
所谓敏捷集成，是指融合集成技术、敏捷交付技术和云原生平台， 

以便提高软件交付的速度和安全性。敏捷集成是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

的重要基础。当前自称集成战略能较好或非常好地支持其敏捷交付团

队的公司 - 表明在需要之时总能进行集成，故而视为“成功”；而当

前集成战略对其集成战略的支持低于平均水准或毫不支持的公司， 

则视为“不太成功”。研究表明，取得成功的公司已采取各种措施 

来营造一种专注于敏捷实践的文化，并通过敏捷集成战略，即融合 

新老应用程序和架构，来支持敏捷交付团队。

主要发现

Forrester 的研究得出以下几项主要发现： 

 ›  敏捷集成方法非常重要。 敏捷开发人员可以创建独立的集成流， 

例如微服务、开发运营和最有助于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实践的 
API。只有在公司培育了支持各种新老应用程序集成的文化时，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  专注于能加快交付和开发速度的 API。凭借精心设计的业务 API  
可以快速重构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API 提供基于软件的业务 

构建块，能够快速重构业务。在取得成功的公司中，其开发团 

队在外部 API 方面的专业水平也更高。 

 ›  制定未来路线图。 成功的公司已投资于革新集成战略，以获取客户

满意度。这个过程包括保持其集成战略与整体数字化转型相一致。

如此一来，他们所衡量的指标就能将集成与业务成果相挂钩。

1  |  敏捷集成推动数字化转型

由 Red Hat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撰写的理念先导执行摘要

2018 年 10 月

受 Red Hat 委托而开展的理念先导

研究——“敏捷集成对成功实现数

字化转型至关重要”的结果摘要。

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Forrester 对北美、

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和中国的 
300 名敏捷开发战略决策者开展了

在线调查，以评估 API 集成战略。

在调查中对参与者进行了提问， 

询问他们当前对 API 敏捷集成战略

所采取的方法、成熟度级别以及未

来的计划。这项研究从 2018 年 4 
月开始，于 2018 年 5 月完成。

单击此处阅读完整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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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群：144 名全球企业敏捷开发
战略决策者
来源：Red Hat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在 2018 年 5 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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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集成推动迈向成功
公司需要采取与业务变化速度相称的敏捷集成方法。为满足广大客户不 

断扩展的期望，企业必须灵活应变，并在所有数据源和系统之间进行深 

度集成。成功的公司将集成与业务成果相挂钩，而不太成功的公司则专 

注于战术性需求 - 增加数据量和实时刷新数据。成功的公司通过多种方式

为组织上下的敏捷性进行投资：

 ›  专注于 API。成功的公司构建的 API 数量超过不太成功的公司 - 从事 

件驱动的 API 到外部 API，再到向第三方开发人员收取使用费的 API。
另一方面，不太成功的公司只专注于使用 API 的开发人员门户中的内部 
API 和文档，他们尚未构建外部 API。这不仅限制了这些公司必须使用

的大量数据，而且还在内部妨碍了他们的开发人员。更多的 API 能让 

成功的公司更加敏捷 - 这些公司的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跨越多种技术、

基础设施和环境构建应用程序 - 并破除内部业务孤岛。 

 ›  敏捷软件开发实践。在取得成功的公司中，其开发团队有 75％ 或以上实

施敏捷软件开发的可能性，比不太成功的公司高出一两倍（参见图 1）。 

营造一种优先考虑敏捷性并接纳新技术和数字化颠覆的文化，有助于所

有开发人员都采用敏捷实践。培育了敏捷实践文化的公司将各种各样的

新老应用程序与传统集成架构融为一体。文化发展涵盖投资于支持敏捷

开发实践的适当技术。选择和使用支持敏捷交付团队的技术，对于成功

实现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  运用微服务。成功的公司更有可能使用微服务（与不太成功的公司相比

分别为 44% 和 31％）。微服务可以与定制代码相结合，来实现混合式

开发集成项目，这可以在遗留应用程序之上增添新的业务逻辑，进一步

开辟公司所能访问的数据阵列，从而在应用程序开发和集成生命周期中

为开发人员提供支持。成功的公司中的敏捷开发战略决策者将此视为其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成功的公司中，有 49% 赞同未来的集成

战略应当融合传统集成产品与新的云端集成平台，以此来实现应用程 

序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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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衡量集成战略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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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成功企业勾勒的路线图  
通过融合敏捷集成与敏捷开发，成功的公司能够更好地为开发团队提供各

种新技术支持，包括多种容器平台和云战略。他们的客户进而会对与相关

数据一起呈现的经常更新的应用程序和/或信息感到满意。

取得成功的公司：

 ›  衡量集成战略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成功的公司更有可能衡量其集成

战略的方方面面，来评估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是，他们将集成工作与业

务成果联系起来。这些成功的公司专注于营造数字化颠覆、重新设计业

务流程、创建新的业务模式/开拓新市场；而不太成功的公司则更注重

战术性工作，例如提高软件部署速度。 

 ›  保持集成目标与数字化转型目标相一致。成功的公司懂得，集成战略是

整体数字化转型战略的一部分而已。这些公司已确定了关键的能力， 

包括可扩展性、安全通信渠道以及快速部署新 API 或服务的能力， 

来作为其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他们进而利用自己的能力推 

动集成战略，打造技能与优先工作的良性循环。 

关于 FORRESTER CONSULTING

Forrester Consulting 提供独立、客观且基于调研的咨询服务，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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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会议甚至定制的项目让您与调研分析师直接交流，让他们针对 

您的具体业务挑战提供专家见解。如需详细信息，请访问 forre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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