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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不过，今天的混合云一般是通过将互不
相连的云孤岛拼凑而成的。互联也是通
过混合云的特定 API 和管理工具实现的。
因此，这种互联都是定制的，也都比较
脆弱！混合云模式能否成功，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企业对各类云环境中工作负载
和数据的迁移和整合能力……

本 IDC 信息简报探讨了实现跨多云环
境无缝互操作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条件，
以及企业可以怎样利用互联云架构释
放出多云未来的巨大潜力。

新冠疫情的影响颠覆了企业的技术发展路
线，引发了资源再分配，更加青睐支持弹
性和推动创新的云技术等。IDC 的研究结
果显示疫情急剧加快了非云端向云端的迁
移，云端相关 IT 的支出现已超过传统非
云端基础架构的支出。混合、多云世界即
将到来。

能够构建利用现代云原生技术（如容器和
云优先服务和创新-——且逐渐转向为仅
基于云的服务和创新）的应用程序，以支
持企业快速响应客户和最终用户的需求，
是云的一大魅力所在。容器使得工作负载
可以以更高的密度更加轻松地移植并部署
到现代基础设施中，同时可实现跨多云环
境移植和部署，由此突显了容器对于混合
云未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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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上一次全球经济危机，此次疫情发生后，人们对 IT 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新冠疫情的破坏力对企业运营造成重创。然而，2020 年的情况与 2008 年金融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2008 至 2009
IT 支出的下降率比全球

GDP 的下降率高 4%。2

2019 至 2020
但据 IDC 估计，2020 年，
全球 GDP 大幅下降 6%，远
超 IT 支出的下降率。2

来源：1) IDC 的 2021 高管技术调查，2021 年 2 月，n = 909；2) IDC 研究

55%
《2021 高管技术调查》
1的受访者表示自新冠疫
情爆发以来，IT 更具战

略意义。

全球危机期间全球 GDP 的下降与 IT 支出的对比结果

新冠疫情的影响：危机！然而，在此期间，IT 行业令
人耳目一新……

-4%
实际 GDP -6%

实际 GDP

-2.5%
IT 支出

-9%
IT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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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IDC 对亚太地区企业的一项调查发现：

新冠疫情是造成当下支出增长的最
主要驱动力，因为各大企业都在争
相利用云技术来支持远程办公、
开展多元化采购并提升运营弹性。

云支出意向领域 促使云支出超预算的三大驱动力

来源：IDC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450

新冠疫情加快了数据和应用向云端的迁移
IDC 发现，新冠疫情直接导致亚太地区企业增加了云支出。

金融服务 制造电信/IT 服务 批发/零售 专业服务公用事业

2020 年的实
际云支出远超
最初的预算

云支出的增长趋势
是持久性的，并且
覆盖所有垂直市场

93%
86%

93%

78% 78%

98%

新冠疫情

38%

提供商涨价 云环境的复杂度提
升

17% 13%

的亚太地区企业在疫情
影响下加快了其数据和
应用向云端的迁移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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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 IT 首要任务 (2021-2022)1

来源：1) IDC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450；2) IDC 的
2020 年第四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318

越来越多的云采用效益直接映射到了企业的
IT 首要任务上
IDC 对亚太地区企业的调查显示，云采用的效益与企业的 IT 首要任务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通过云采用获得的最大商业效益2

1. 支持业务增长

2. 控制成本、优化 IT 支出

3. 改善客户体验

4. 加快应用现代化和新应用开发

1. 改善了业务流程并增加收益

2. 降低了资本支出和 IT 成本

3. 提供了卓越的客户体验

4. 通过获取创新型新兴技术
缩短了应用开发周期

59%

58%

56%

55%

48%

44%

4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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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以云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正在成为企业 IT 蓝图中越来
越重要的一部分，促使混合
云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必然。

IDC 估计目前亚太
地区近 80% 的组
织 IT 支出用于不
同的云环境
（私有云和公共云）

未来几年内，预计超过 63% 的企业将改用具有
高度/完全数据和应用互操作性的混合云模式。

企业的云环境
(2021-2022)1

在多云环境中创建互操作
性在技术上过于复杂

在多云环境中创建互
操作性的成本太高

组织认为其之所以还没有清晰的
混合云战略的原因在于2：

来源：1) IDC 的 2021 年第一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1150；2) IDC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450

未来显然将创造多云和混合云的世界

80%

具有高度/完全互
操作性的多云

具有少量/一定互
操作性的多云

单云
11%

26%

63% 5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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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两年，您会怎样描绘您的组织对不同的内部和外部云环境的使用？

来源：1) IDC 的 2021 年第一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1150；2) IDC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452（日本）
*具有有限互操作性的单云或多云

亚太地区的混合云采用趋势：深入挖掘

在行业垂直市场中，
公用事业实体和金融
服务公司在混合云方
面的野心最大。

63% 的亚太地
区企业将在未来
两年内采用混合
云基础设施模式

按照地理区域划分的云资产1、2 按照垂直市场划分的云资产1

混合云

非混合云*

76% 52% 61% 51%

24% 49% 39% 49%

66% 61% 61% 59% 60% 70%

34% 39% 39% 41% 40% 30%

大中华区 印度 韩国 日本 金融服务 制造 电信和
IT 服务 批发/零售 专业服务 公用事业

58%

42%

新加坡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不包括新加坡）

其他地理位置1、2

新西兰

混合云 83% 62% 59%

非混合云 17% 38% 41%48%

52%

69%

31%

澳大利亚

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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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 IDC FutureScape：2021 年全球云预测——对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
的影响；2) IDC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450

混合云有望改善安全、运营和部署
混合云能够有效整合公有云和私有环境的优势——监管要求、合规性和低时延。

Q. 使用混合云和私有云环境的关键原因2：

32% 改善安全性 27% 简化管理/运营

26% 应用/数据可移植性 23% 简化实施/部署

18% 自动化和编排 18% 架构一致性

为实现业务敏捷性，到 2024 
年，企业将致力于使用统包式
云原生开发和部署服务，对其
现有一半以上的应用进行现代
化改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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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持续更新和正确配置应用
和基础设施软件费力、费时且容易出错。

今天的混合云一般是通过将互不相连的云孤岛拼凑而成的。
互联也是通过混合云的特定 API 和管理工具实现的。因此，
这种互联都是定制的，也都比较脆弱。

来源：IDC FutureScape：2021 年全球云预测——对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的影响

互不相连的云孤岛的分裂风险
随着企业分布式 IT 资产中不同的公共环境和私有环境的激增，可能会出现互不相连的云孤岛，
对无缝混合云的愿景造成威胁。

到 2022 年，所有企业都将努力穿越云孤
岛，实现应用现代化和数据集成，大约
20% 的企业将采用良好互联的云战略来
解决这些问题。

边缘云 传统 IT 超大规模
IaaS 云

专属
私有云

公共
PaaS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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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模式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对各类云环境中工作负载和
数据的迁移和整合能力。

这种分布式环境带来了重大 IT 运营挑战，提高了对更复杂管理服务的需求。

为实现这一愿景，企业需要在所有云资源中实施一致的自动化管理控制面板。

由此将实现对策略的一致应用，强大的治理，以及对配置、安全和合规性的有
效监控、分析和自动化。

IDC 称这一结构为互联云架构。以云为中心的技术

部署无处不在

自主运营

互联云架构：数字基础设施的未来
IDC 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未来”研究表明，企业在踏上混合云之旅时，将越来越多地
运用以云为中心的技术、更普遍的部署选项和自动化程度更高的 IT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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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云架构背后的驱动原则为：

• 采用跨所有云资源的通用自动化管理控制面板。这样
可在整个分布式云资产中实施一致的策略和治理。

• 通过一致的开放式 API 驱动管理层来统一跨云操作。
该管理层可跨所有互联云提供一致的性能。

• 通过确保必要的互联结构，无论企业做出怎样的云选
择，都能专注地实现预期业务成果。

策略驱动自动化、高级可观
测性和实时分析有助于保持
服务水平、安全性与合规性。

通过开放式跨云控制面板来连接混合云资产

控制面板
自动化

策略

开放式 API

模板

源控制集成

清单
和搜索

组织

自动化和编排

基于角色的
访问控制

配置合规性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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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变更控
制与合规性
(34%)

2.减少停机时
间/人为错误
(29%)

3.更加一致的
安全性/风险管
理 (38%)

4.减少云管理供
应商的数量
(31%)

5.更易于使用
最新创新
(34%)

6.更好地与
DevOps 工具链
集成 (33%)

目前推动您的组织选择数字基础设施
产品和服务的最重要属性是什么1？

您认为使用共享的跨云管理控制面板来整
合多个云环境的主要优势是什么2？

互联云架构的主要优势：
以超自动化和安全性为基础

来源：1) 2021 年 5 月 IDC 未来企业弹性研究 4，APJ n = 370；
2) IDC 的 2021 年第一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n = 565

企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互联云
架构对其云战略的价值。该等
方案的优势有很多……

在企业内部、公有云、托管
环境和边缘平台之间（通过
互联云架构）实现一致且统
一的可见性与控制。

41.8%

覆盖整个分布式产业的超级自动化和集
成安全有助于实现上述所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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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云和多云环境非常复杂，因而
几乎不可能通过人工方式有效扩展、
管理并保护资源与应用。

拥抱云互联架构的企业将在分布式 IT 环境中因受自动化水平提高而受益*。

*表中数字表示混合环境在多大程度上（程度范围：1-5）满足了企业对互联云架构的预期效益。

混合云环境的自动化成果

分布式资产中的超级自动化
在通用云架构中，相同的自动化策略、流程、
代码和结构可以应用到构成混合云资产的不同
环境中，实现操作的一致性、可扩展性和速度。

自动化的基础设施配置

自动化的配置管理

自动化的应用部署

复杂环境编排

安全自动化

更好地与 DevOps 
工具链集成

更易于使用
最新创新

减少云管理供
应商的数量

更加一致的安全
性/风险管理

减少停机时间/
人为错误

改善变更控
制与合规性

1 2 3 4 5 6

企业眼中互联云架构的优势（参见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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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的 2020 年第三季度 Cloud Pulse 调查显示，“安全问题”是阻碍企业采用
公有云服务的首要因素。事实上，调查数据表明，在以安全为关键考虑因素时，
52% 的受访者首选私有环境，另有超过 31% 的受访者首选公有云。

互联云架构提高安全性与可信度的方式如下*。

*表中数字表示混合环境在多大程度上（程度范围：1-5）满足了企业对互联云架构的预期效益。

互联云架构创建更安全环境的方式

更高的安全性与可信度
互联云架构通过提供通用的技术和管理控
制框架来保障分布式环境的安全，从而实
现更可信和更安全的混合云环境。

自动化的环境监控、合规性检查、基线和补丁

云环境的标准化、自动化和可重复部署

分布式 IT 环境的无缝互联（用于备份和冗余）

通用的容器平台，以实现安全的应用设计、
配置良好的部署和受保护的运行时

更好地与 DevOps 
工具链集成

更易于使用
最新创新

减少云管理供
应商的数量

更加一致的安
全性/风险管理

减少停机时间/
人为错误

改善变更控
制与合规性

1 2 3 4 5 6

企业眼中互联云架构的优势（参见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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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认为混合云是企业数字基础设施的未来。企业以可靠、标准化和自动化的方式在不同环境中无缝运用云资源
和云力量的能力将是从这种未来状态中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关键。IDC 为希望踏上混合云之旅的企业提供以下建议：

根据您的组织背景、数字
愿望和市场趋势设想您的
混合云未来。

关键考虑因素：

建立并优先考虑制定一组全
面的业务、运营和技术目标，
作为您的混合云旅程指南。

关键考虑因素：

根据先前确定和优先考虑的标准，
评估各项跨云管理控制面板选项。

关键考虑因素：

混合云不是最终状态，而是一个持续
性的升级过程。通过拥抱变化和采用
新的云结构来展现您的数字灵活性。

关键考虑因素：

设想 建立 评估 升级

基本指导

未来的创新模式

运营参数和服务水平协议治理架构

预期 IT 能力

创新愿景和目标

业务和财务指标

平台、工具和服务

合作伙伴和生态系统

架构和标准

质量和可维护性

强化社区和生态系统

平台创新与增强



携手红帽和微软 推动建设互联云架构

红帽和微软可为您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大的混合云部署灵活性，提供企业操作
系统、简化的容器技术以及严格的安全、管理和集成支持。

混合云技术通过统一不同的 IT 环境，可帮助您提高业务敏捷性、效率和竞
争优势。即便如此，实施混合基础设施战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选择和整合
正确的技术组合至关重要。

Azure 红帽 OpenShift 是通过创新方式将企业 Kubernetes 与全球领先的
企业 Linux 平台红帽企业 Linux（基于微软 Azure 的规模和力量）相结合
的典范。为简化多云环境，红帽和微软为互联云架构提供了一个通用的自动
化管理控制面板，其中包含 Azure Arc 和红帽高级集群管理。

这些技术共同实现了先进的自动化与可观测性，可轻松管理和编排混合云环
境中的云原生工作负载，全力为企业提供价值。

无论贵公司处在云旅程的哪个位置，红帽和微软都能帮助实现贵公司的数字
基础设施战略。

636%
红帽 OpenShift 的
5 年投资回报率*

Lufthansa Technik

VINCI Energies
客户案例

*来源：红帽赞助的 IDC 白皮书《红帽 OpenShift 的商业价值》，文档编号：US47539121，2021 年 2 月。

赞助商寄语

如想和我们讨论您的互联云战略，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 apac-ccsp@redhat.com。

https://customers.microsoft.com/en-us/story/lufthansa-technik-partner-professional-services-azure
https://customers.microsoft.com/en-us/story/1340822776599403898-vinci-energies-energy-microsoft365-en-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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