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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报告依据来自全球 800 位 CIO 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组织在倾其全力以满足变化越来

越快的数字化创新需求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现代组织的成败取决于他们在新的企业云环境下的创新速度。然而，即便是在几年前，

不断加快的变革脚步就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以往组织交付创新产品需要一个季度

甚至一年，如今数字化服务的终端用户和客户则希望能源源不断地“推陈出新”——这

一更频繁地交付最新、最好产品的需求加大了 IT 部门的压力。大量的报道指出，Amazon 

每秒钟都在发布新的软件更新，这给那些全力以赴的追赶者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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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世界发展变化的速度

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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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不到一次 

1% 

变革造就了当今的数字化企业，这也迫使他们追求周而复始的创新。

不断地更新应用和系统、为终端用户和客户打造新体验成为新常态。

随着各种新型创新产品的推出，我们反而更加得陇望蜀。因此，企

业如今需要开创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智能新纪元，以确保他们

能够在云计算和其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组织针对生产系统和应用发布新软件更新的平均速度 

每 24 小时一次 

15% 

每 6 小时一次 

12% 

每小时一次 

9% 

每 12 小时一次 

9% 

每月一次 

9% 

每两周一次 

7% 

每周一次 

15% 

每周两次 

15% 

每分钟不止一次 

2% 
每季度一次 3% 

每分钟一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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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变化的

速度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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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的 CIO 认为，他们今后必须以更

快的速度发布新更新 

3 
次/工作小时 

104 
次/周 

组织针对生产系统和应用发布新软件更新的平均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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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二：客户体验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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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部门不仅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加快创新速度的压力，他们的混合

云环境也日趋复杂化。而 IT 资源始终维持不变更是让他们雪上加

霜。因此，CIO 们担心会出现为了最后期限和用户体验而牺牲质

量测试和性能保障的情况。 

64% 
的 CIO 表示，他们比以往更需要在新的创新需

求与确保通过整个测试之间进行取舍 

73% 
的 CIO 表示，数字化创新过程中对速度

的渴求使得客户体验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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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三： 

驾驭云计算和微服务是极其艰

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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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迁移到混合多重云环境，一直被认为是打造敏捷性的最可

靠途径，而这种敏捷性是加快创新所不可或缺的。最近以来，一

些企业走在了前面，他们着手重新设计应用，让这些应用能以微

服务和容器的方式运行，从而实现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快的速度。

但是，这些云原生架构以及动态的分布式环境需要采用全新的一

体化模式，我们将依托这种新模式来为终端用户打造、交付软件。  

将服务迁移到云计算的过程中组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确保向云计算迁移时不会给应用性能带来负面影响 

 

67% 

辨别将应用迁移到云计算是否实现了预期的效益 

 

57% 

了解某个应用是否适合于云计算  

 

55% 

针对云计算重新构建遗留应用 

 

51% 

确保迁移过程中用户体验不受影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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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四： 

孤岛式工具和团队

对开发运维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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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式组织架构经常会约束 IT 职能部门间的协作，其原因在于各个

团队的工作目标并不一致。通常这意味着新特性和更新的发布被迫延

期，因为代码在开发团队与运维团队之间被踢来踢去；甚至还会出现

更加不利的情况，即不良代码发布到生产环境后使客户体验变差。 

人们越来越重视开发运维模式对于提升 IT 部门内部协作的潜力。一

些先行一步的组织甚至采用业务开发运维模式，建立敏捷型团队，并

具备了 IT 和业务职能部门内部以前各个孤岛式团队的各种技能。但

是，要想推动组织和架构实现这种程度的变革绝非易事。 

CIO 们在推行开发运维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各个部门孤岛式团队之间的优先级差异 

 

56% 

采用不同工具开展工作的团队难以进行协作 

 

55% 

文化变迁以及员工接纳这种文化的意愿 

 

50% 

难以实现联系密切的反馈回路 

 

40% 

团队使用不同的语言沟通，或者采用不同的成功指标 30% 

 

74% 
的 CIO 表示，由于缺乏共享数据和

工具集，IT 团队难以获得唯一的“真

相”视图，因而通常会影响开发运维

工作 

68% 
的组织已经推行开发运维文化或者正

在着手尝试运用这种文化，由此可增

进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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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五： 

计划外工作阻碍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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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部门在业务转型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同时也担负着“确

保正常运转”的巨大压力。IT 部门总是既要想方设法交付创新产

品，又要解决各种性能问题、排除故障并发布维护更新。这其中有

许多都是计划外工作，需要 CIO 们从数字化转型项目中调走资源；

这样就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并阻碍了创新。而不充分的开发过程会给

创新带来更多的障碍。 

CIO 们认为最常见的、会打乱数字化转型项目的计划外工

作 

 
由外部问题导致的 IT 故障 

 

55% 

解决因数据库变动导致的性能问题 

 

51% 

由内部变动导致的 IT 故障 

 

50% 

解决因安全性和合规性变动引发的性能问题 

 

49% 

对经由流程发布的不良代码进行纠错 

 

45% 

解决因应用变动导致的性能问题 38% 

 

78% 
的 CIO 遇到过 IT 项目延误，但如果开发团队和运维团

队能够更便捷地协作这些延误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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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企业力图在加快创新的同时避免将客户体验置于危险的境地，因此

建立起业务开发运维模式对 CIO 们而言至关重要，这种模式能赋

予 IT 团队实时反馈、协作工具及软件智能。这些信息的使用必须

做到民主化，以便促进紧密合作并形成这样一种文化：无论是打造

数字化服务还是运营数字化服务，团队都要一视同仁；要让他们以

自己为企业及客户的付出所获得的成果而感到骄傲。  

方法论 

本报告基于一项针对大型企业（员工人数超过 1,000 人）的 800 

位 CIO 所做的全球性调查，由 Vanson Bourne 受 Dynatrace 委

托完成。 

受访者样本包括：美国 200 人，英国、法国、德国及中国各 100 人，

澳大利亚、新加坡、巴西及墨西哥各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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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trace 能为您提供哪些帮助？ 

如今，世界发展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客户期望与日俱增，Dynatrace 致力于帮

助组织更快速地推出创新、交付完美的软件体验。  

随着组织为了提升创新速度和敏捷性而转向云原生开发运维模式，要想成功交付

应用，速度、风险及复杂性都呈现出指数式飙升。传统应用监测工具并不是针对

这种新常态而配备的。Dynatrace 的软件智能平台专门为支持加快创新、降低风

险、驾驭云计算复杂性而打造。借助人工智能功能，Dynatrace 可为业务开发运

维团队提供实时、高逼真度的数据；它不仅奠定了一种更加便于协作的组织架构

基础，为敏捷性和灵活性的提升敞开了大门，还能通过自动化和自主管理 IT 实

现无限创新。  

如需获得有关 Dynatrace 和开发运维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Dynatrace 重新定义了您监测当今数字化生态系统的方式。Dynatrace 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全栈式、全自动化解决方案，能够深入分析每一个用户、每一个交易，

涵盖所有的应用。它不仅能给出数据，还能找到答案。全球领导品牌都依靠 Dynatrace 优化客户体验、加速创新、实现 IT 运营现代化，其中包括财富 100 强中的 72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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