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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综合报告

主要研究结果
Forrester 的研究得出了以下三大结果：

长期以来，对于使用 Linux 环境的企业而言，x86 服务器都
是合适的基础架构之选。这类服务器能够提供许多企业级硬
件的强大功能，而且价格适中。然而，由于应用在工作负载
方面对于基础架构的要求越来越高，选择 x86 服务器的企
业开始更加审慎地考虑他们的战略。在 x86 Linux 上运行更
新、性能要求更高的业务关键型应用时，性能、可靠性和安
全性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x86 服务器的管
理和支持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尤其在 IT 领导者要考虑总体
拥有成本的情况下。

› IT

专业人员开始认识到商用运行环境的局限性。问题
主要在于应用的可扩展性、敏捷性以及将事务性数据与
其他分析相结合的能力。运行环境影响应用的可扩展性
和数据基础架构。并且，由于应用数据的复杂性和数量
不断增加，企业急需一种能够持续运行、更为强大灵活
的硬件环境。

›

需要高性能和灵活性的应用越来越多，而这使得 IT 领
导者发现现有的服务器基础架构实在差强人意。因此，
IT 领导和技术合作伙伴需要培育强大的应用开发和交付
生态系统。这项任务需要整体观念和方法。依靠硬件解
决问题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

IT 专业人员仍然面临着成本控制和变更管理的挑战。
商用硬件节省下来的费用已经无法掩盖总体拥有成本
的问题，尤其是在应用、数据和硬件数量和复杂性不
断增加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稳定灵活并具有发展空
间的环境成为颇具吸引力的选择。运行 Linux 的 RISC
平台极具性能优势，有可能解决整体性能问题，尤其
适合混合工作负载。

希望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必须开始考虑 x86 的替代产
品，不然，他们就会受到基础架构的严重拖累。由于应用
和数据的深度和复杂性日益增加，性能和灵活性需要能够
实现扩展，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服务器的数量。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查尔斯·达尔文

2015 年 1 月，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研究和评估
企业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环境是否面临着来自应用和数据的日
益严峻的工作负载挑战。
Forrester 采用定量调研方法，访问了 150 位来自北美的应
用开发人员、IT 架构师和战略制定者。调研发现，虽然这
些企业在对生态系统进行重大调整时都十分谨慎，但是他们
认识到，由于对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他
们必须制定清晰的策略来获得更为强大、面向性能的架构。
与 6 位高级 IT 决策者的定性访谈证实了这种趋势，并提供
了这些措施调整的具体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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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业务部门对更复杂、高耗能应用的需求越来越高，

IT 与总体拥有成本

同时还要求能够利用不断增长的大量数据。这意味着，
技术基础架构必须更加强大和灵活，以便满足这些需
求。受访的 IT 专业人员表示，虽然他们利用 Linux 运行
基础的应用，例如网站、电子邮件和会计应用，但是不
会用来运行诸如移动应用等高性能计算或新型技术（请
参阅图 2）。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x86 服务器价格低廉，易于管
理，这导致服务器数量的泛滥。如今，这些服务器仍在运
行许多基础的应用。上述想法至今仍有市场，但是负责管
理日益复杂基础架构的 IT 专业人员开始怀疑持这种观点的
人是否估算过技术生态系统的总成本。

› IT

专业人员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物理基础架构。虽然在
当今的 IT 领域成本管理是一大难题，但同时 IT 专业人
员还必须跟上业务发展的步伐。60% 的受访者表示，在
过去两年，他们的应用发布速度有所上升，这就造成了
软件许可费用、服务器数量和公用事业成本的增加。一
家数字内容公司的网络运维副总裁观察到：“公司成立之
初，整个生产和登台环境只需披萨盒大小的服务器，逐
渐变成两个冰箱大小，接着更是不断增大。我们的占地
面积需要不断增大，才能满足计算性能的需求。”

Forrester Consulting 对 150 位来自北美的 IT 决策者开展
一项调研（他们所在企业的员工数都超过 1000），询问
他们对现有基础架构的看法，以及在由大数据和多渠道、
多设备工作环境构成的新世界中所看到的机遇与挑战。这
些 IT 决策者对现有环境的看法如下：

›

Linux 是许多服务器生态环境中的主力。虽然大多数企
业都在运行混合环境，但是他们表示，仍在使用运行
Windows 或 Linux（通常称为“Lintel”系统）的 x86
系统来支持业务关键型应用，例如网络管理实用程序、
生产力应用（电子邮件）和应用开发解决方案。3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应用有一半以上在 Linux 上运
行；36% 的受访者采用的是 Windows 系统（请参阅图
1 ）。

图1
Lintel 服务器在混合生态系统中运行基础应用

“现在，贵公司希望在哪些平台上运行复杂的业务关键型的业务部门应用？”

无业务关键型应用

少量的业务关键型应用

一半以上的业务关键型应用

所有业务关键型应用

运行 Unix OS 或 Linux OS 的 RISC 服务器 5%
4%
融合式基础架构或硬件计算设备

一半以下的业务关键型应用

45%

34%

38%

44%

16%
15%

4%
运行 Linux 或专有操作系统的大型机级别的服务器

39%

38%

19%

1%

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x86 服务器

19%

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的 x86 服务器
受访人群：北美负责公司基础架构的 150 位 IT 决策者，公司规模在千名员工以上
来源：2015 年 4 月， 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

44%
63%

36%
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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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intel 只运行少量的高性能或新技术应用
“贵公司在 x86 服务器上的 Linux 中运行哪些类型的应用？”
（请选出所有适用选项）
69%

数据库

65%

网络应用、网站、网络应用服务器
软件开发和测试工具

55%

电子邮件、日历、协作应用

46%

会计/财务

45%

分析

39%

文档和内容管理

39%

行业专用应用

37%

HR/CRM/ERP 应用

35%

高性能计算

25%

第三方移动、社交应用

25%

这些应用类别大多数与高性
能有关或是“新技术”（例
如移动）。

受访人群：北美负责公司基础架构的 150 位 IT 决策者，公司规模在千名员工以上
来源：2015 年 4 月， 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

› 大多数

Linux 服务器只运行少量新型的高性能应用。图
2 不仅显示了许多企业在 x86 系统上运行的核心应用，还
说明 IT 领导者越来越不想依赖 x86 Linux 系统来运行新
型的高性能应用。一家大型医疗卫生企业设有医院、医
生办公室等医疗卫生事业部及研究部门，他们的 CIO 明
确表示，研究应用和工具越来越依赖性能，x86 基础架构
已不能满足要求，因此需要在其他计算环境中运行。

在当今环境中，现有基础架构
已不堪重负
由于实时通过多渠道、多设备以创新方式收集、分析和利
用数据的要求不断增加，IT 领导者确实需要考虑灵活性、
安全性和高性能需求。IT 部门必须成为更出色的业务合作
伙伴，同时还要保证系统日常运行正常，面临的挑战不可

谓不重，这就需要许多企业的技术生态系统不断发展完善。
生态系统中的变化带来以下挑战：

› 灵活性和性能问题会妨碍敏捷性和可扩展性。当被问
及他们对当前的系统功能是否满意时，受访者明确指
出，灵活性和性能、应用的敏捷性、可扩展性和分析能
力是他们最不满意的地方（请参阅图 3）。有一位受访
者的企业目前正在 x86 服务器上运行面向客户的应
用，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说：“从性能的角度来看，我们
无法在现有的基础架构上实现扩展。这都是因为 x86
的速度太慢。”

› IT

领导发现应用对于高性能、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的要
求越来越高。他们在对灵活性和性能感到不满意的同
时，预计在未来一两年内，工作负载需求将主要来自远
程应用和/或计算密集型应用，包括云管理应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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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应用以及移动应用。这些应用在用户/文件/数据层
面对虚拟化管理、数据库处理、安全性和实时可扩展性
提出了更高要求。

›

增加尽管可以保证较长的正常运行时间和高安全性，但
也会抬高监控和维护成本，同时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更
换任何部件都会更加艰难。各种生态系统的寿命都到达
了临界点，受访的 IT 领导者则密切关注所有因素。

困难确实存在，同时支持原有系统和满足新的业务需求
会让计算环境变得极为复杂。如何利用现有计算架构满
足所有不断增长的需求是很多受访者所关心的问题。
61%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计算环境过于复杂。复杂程度

› 这不只关乎技术，还关乎人员。除了要面对新增或更换的
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的高成本问题，IT 领导者还要考
虑维持或更换计算生态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52% 的受
访者将培养员工的新技能视为一种风险；此外，70% 的

图3
分析、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对目前的运行环境提出挑战
“整体而言，您在以下方面对当前的系统性能是否满意？”
[从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和有些不满意）到满意排序]
非常不满意

有些不满意

应用敏捷性（按照业务要求的速度响应应用需求）
可扩展性（按需/实时向上和向下缩放，满足处理 1%
速度要求，而不会影响服务水平）

一般

很满意

12%

非常满意

29%

46%

12%

1%
10%

分析[结合事务性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大数据），
获得分析洞察]

21%

11%

48%

19%

33%

38%

15%

1%
运行自动化（实现无人值守运行）

9%

29%

48%

11%

1%
性能（亚秒级响应时间，同时处理 X TPS）
法规要求的安全性（PCI、HIPAA、FedRAMP、EAL
认证等）

5%

29%

50%

15%

1%
5%

30%

40%

17%

2%
一般安全性（针对用户、文件、数据等） 4%

24%

54%

14%

1%
可靠性（年计划外宕机率小于 0.001%） 4%
虚拟化管理（容量利用率等） 5%

21%

24%

55%

17%

48%

21%

55%

21%

1%
数据库（事务性数据库处理）

20%
2%

受访人群：北美负责公司基础架构的 150 位 IT 决策者，公司规模在千名员工以上
来源：2015 年 4 月， 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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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还考虑到了移植应用所耗费的精力和成本。一家医
疗卫生企业的 CIO 表示：“我们所有的支持员工都在现
有生态系统中无法脱身，我们还如何重新培训员工以支持
新的服务器呢？”然而，数据分析、云端整合和不断扩大
的服务器资源占用让现有的能力不堪重负，使得现有生态
系统出现成本风险，同时也对传统思维提出了挑战。在这
次对话中，这位医疗卫生企业的 CIO 还表示：“我们正
在扭转局势，投资全新的性能结构才是促进企业未来发展
的正确选择，而不是每隔两三年就对现有系统进行修修补
补。”

性能和混合工作负载需要更加强大的
运行生态系统
随着复杂性和性能要求的增加，IT 专业人员必须通过深思
熟虑、全面的方式来响应业务需求。这种持续了二十多年
的“修修补补”模式，即购买大量价格低廉、两三年就需
要更换的 x86 服务器，可能不再是最有效的策略了。一位
来自北美生产商的 IT 主管说道：“对我们而言，最近四
代的 x86 服务器已经属于商用服务器。这种服务器只能运
行三四年，出现故障后，我们就会将其扔掉，然后再购买
新的服务器。”IT 专业人员需要稳定全面的服务器策略，
一种 x86 无法实现的策略。

“对我们而言，最近四代的 x86 服务
器已经属于商用服务器。这种服务器
只能运行三四年，出现故障后，我们
就会将其扔掉，然后再购买新的服务
器。”
—一家北美生产商的 IT 主管

参与本次研究的 IT 领导者关注以下考虑因素和机遇：

› 由于高性能和灵活性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企业更加
需要强大稳定的技术生态系统。70% 以上的受访者
认为，利用资源的动态再分配应对用户需求的高峰是
一个关键要求。高水平可持续的容量使用率问题随之
而来。一位使用商用 x86 服务器的 IT 主管告诉我
们：“我希望 x86 也能够[和其他服务器技术]一样强
大，可以运行虚拟机管理器、实时分区以及分配
CPU-RAM 资源等等，同时拥有高度互操作性......”
这并不是说改变轻而易举。这种灵活性不仅需要硬件
的改变，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实现企业管理变革。幸
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习惯了混合环境，能够
支持变革，推动业务发展。

› 技术决定未来，能力和灵活性意味着必须平衡标准化
和个性化。可扩展性和变革速度不断对基础架构施
压，这是五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IT 专业人员必须在
移动能力和大数据主导的超级动态环境中设计和支持
面向客户的服务。这就迫使基础架构设计人员将变革
的矛头指向一些系统工程的基本原则，包括更加实用
的标准化概念。就最佳平衡效果而言，答案既不是完
全标准化，也不是零标准化。令人惊讶的是，许多 IT
组织严重依赖现成的配置，很少使用系统工程实践来
优化和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效用。在未来，技术管理
1
的业务技术需要关注系统设计和工程。

› 随着生态系统规模的扩大，IT

团队必须管理重要的成
本动因，同时支持灵活性和变革管理。参与调研的 IT
领导者清楚地知道扩展应用的优先工作 - 软件许可成
本、工作负载的精确预测、I/O 率和应用响应时间。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稳健的计算环境和高水平的员工队
伍。这就要求在较长时间内谨慎考虑如何投资高性能
计算环境，而运行 Linux 的 RISC 服务器很明显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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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受访者的考虑范围。这些受访者更注重环境，而不
是高性能、可扩展性、可靠性和运行性能要求非常高的应
用（请参阅图 4）。RISC 供应商已经意识到这些挑战，
许多供应商开始开发或完善渐进式支持服务，例如软件移
植、数据管理和混合环境支持。

›

本次调研的受访者比较关心迁移和变更的成本问题。从
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可以更加平衡全面地看待未来。
受访的 IT 领导者慎重地审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如果不
能节省 25% 的总体拥有成本，他们会坚持“一次性服务
器战略”(x86)。但是，我们所访问的这位医疗卫生公司
的 CIO 很清楚地破与立的界线，这由总体拥有成本决
定。他的方法是将许可成本、开发和支持团队的技能水

平与灵活响应业务合作伙伴需求的能力进行权衡。
由于企业需要快速敏捷地抓住新机遇，企业的 IT 组织无法
保持一成不变，包括所运行的服务器生态系统。高性能、灵
活性和正确看待企业的盈亏，能够为实现更完美、更强大的
运行平台创造契机，从而帮助企业赢得客户、服务客户并留
住客户。

图4
RISC-Linux 服务器在灵活性和高性能方面极具吸引力
“通过使用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的 RISC 服务器，贵公司在以下哪些方面已经获益或预期会获益?”
（请选择所有适用选项）
性能

41%

可扩展性

36%

可靠性

36%

数据库（事务性）

35%

应用敏捷性

35%

虚拟化管理

33%

分析

32%

法规要求的安全性

22%

一般安全性
运行自动化
受访人群：北美负责公司基础架构的 88 位 IT 决策者，公司规模在千名员工以上
来源：2015 年 4 月， IBM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研究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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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先进敏捷的技术基础架构。随着企业越来越以客户为中心，技术领导者必须建立和支持性能驱动型
基础架构，提供最佳的客户体验。这意味着，IT 主管必须更加全面地看待他们的系统和实践，并做足准备掌控灵活
性、敏捷性和变更管理。Forrester Consulting 针对 150 位北美的应用开发人员、IT 架构师和战略制定者开展的调研
提出了以下重要建议：

›

总体拥有成本不只是考虑硬件成本。在过去，许多 IT 专业人员会根据硬件和操作系统的标价作出决策和估算成
本。如果业务需求相当稳定，而且 x86 Linux 系统的价格仍然低廉，这种方法当然行得通。但是现在，实时分
析需求增加，移动设备激增，业务需求不断增长，这造成了成本和复杂性的增加。不能再坚持采购运营寿命只
有短短两三年的硬件，而是要更加注重敏捷性、灵活性和变更管理。

›

业务技术需要更具灵活性和总体性能。反过来，业务需求会对技术生态系统造成压力。本次调研的受访者认
为，他们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复杂，同时对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的服务器必须相应地变得更为复杂，提供
更多的分布式服务。这就会终结“一次性”服务器战略，要求 IT 领导者从更全面的视角进行决策，考虑总体拥
有成本。

›

IT 领导必须对自己负责的领域进行企业式管理。成功无一定之规。本次调研中的大多数受访 IT 领导者运行混合
环境，并希望在满足成本和业务需求的同时进行技术变革。使变革符合成本和管理要求，并大胆向服务器供应
商寻求满足这些需求的良方妙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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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方法
在本次调研中，Forrester 针对 150 位来自北美的应用开发人员、IT 架构师和战略制定者进行网上调研，了解他们所用的
计算机操作系统、如何使用操作系统，以及有关改变或更新系统的考虑因素。此外，Forrester Consulting 采访了 6 位高
级 IT 决策者，询问他们关于公司工作环境如何支持其技术和业务目标的意见和见解。这次调研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分别是
2015 年 1 月和 2015 年 4 月。

附录 B：补充资料
相关的 FORRESTER 研究
RESEARCH
“Optimize Scalable Workload-Specific Infrastructure For Customer Experiences ”（优化特定于工作负载的可扩展型基
础架构，提供优质客户体验），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4 年 8 月 11 日
“Brief: The Virtualization Conundrum — Don’t Plan On Getting Rid Of Your Physical Servers”（简报：虚拟化之谜 请勿放弃物理服务器），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4 年 12 月 11 日
“Create An Infrastructure An Operations Transformation Road Map”（创建基础架构 - 运营转型路线图），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4 年 7 月 25 日

附录 C：尾注
Endnotes
1 来源：“Optimize Scalable Workload-Specific Infrastructure For Customer Experiences ”（优化特定于工作负载的可扩
展型基础架构，提供优质客户体验），Forrester Research, Inc.，2014 年 8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