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制作机构：
数据新时代： 

“即服务”带来的种
种可能

改为采用订阅模式来存储、管理和保护数据并从数据中发掘
洞察信息有助于组织发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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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已经变为数据洪流
数据量和数据复杂度增长如此之快的缘由不难看出。
每个应用程序、每个小工具和每笔数字交易都会生成 

一个数据流，这些数据流汇聚在一起，会产生更多数据
流。Baker 描述了一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实体零售店场
景。一位客户手机上的会员应用程序跟踪到，这位客
户去了一家电子用品门店。该应用程序使用摄像头或
蓝牙近距离传感器来确定这家门店的位置，并利用零
售商手头已有的该客户的基本统计信息和既往购买行
为信息，预测她可能要购买的商品。在这位客户经过
某个特定的货架过道时，该应用程序会根据该客户拥
有的打印机，生成一项墨盒特别优惠，或者根据她的
游戏主机，生成一个升级控制手柄的特价优惠。应用
程序会记录哪些优惠能促成销售，将这些信息保留下
来以供下次使用，并将所有互动信息添加到零售商不
断增长的销售和促销数据之中，后续可利用这些数据
实现智能潜客锁定，从而吸引其他购物者。 
 

难以处理的海量遗留数据往往会进一步提高复杂性。
大多数组织承担不起从头开始建立数据系统的高昂代
价。这些组织可能有多年来积累下的大量数据，必须
进行清理后才能使用 — 用 Baker 的话来说，就是变成“
可以饮用的水”。即使是像客户出生日期这类简单数据，
也可能会使用多种彼此并不兼容的不同格式进行存储。
数百个数据字段对这样的“污染”产生了乘法效应，造成
获得干净、有用的数据这一目标似乎根本无从实现。 

但 Baker 指出，放弃旧数据就意味着放弃潜在的宝贵
洞察信息。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正在尝试打造更有效
的供应链，那么关于库房库存水平和客户订购模式的
历史数据可能至关重要。旨在整理不同的数据源并使
其相互兼容的高级提取、转换、加载功能是必不可少
的工具。

数字化转型提速
Dell Technologies 全球首席技术官 John Roese 指出， 
新冠疫情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提速幅度从三年
至五年不等。“如果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尚未爆发时进行

一次单词联想活动，提出当今盛行的‘无人机’、‘ 
机器人’、‘人工智能’这几个词语，那么当时的人们对于
它们的反应都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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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公司 IDC 估测，在 2020 年，全球生成的数据量为 
64.2 ZB，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以每年 23% 的比率增
长。1 ZB 等于一万亿 GB，这样的空间足以存储 600 亿
个视频游戏或 7.5 万亿首 MP3 歌曲。 

Forrester 研究表明，对于 70% 的业务主管来说，数据
积聚速度已经超出了其有效分析和利用数据的速度。
尽管高管们拥有海量数据，但他们无法从中提取洞察
或价值，Baker 称之为“老水手”悖论，源自塞缪尔·泰勒·
科尔里奇史诗中的名句：“水呀，水呀，处处都是水，
却一滴也不能入口。” 

当今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数据之于企
业，就如同水之于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企业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并据以采取
行动，从而推动业务增长，基于数据预测未
来趋势、辨别新商机，并更快地对市场变化

做出反应。 数据不足？企业会因缺乏洞察而倒闭。数
据未经过适当清理？项目会因“垃圾输入/垃圾输出”的
逻辑而受到污染。数据量超出了组织的分析能力？企
业可能会在竭力发掘数据潜力的过程中，被数据洪流
所淹没。 

Dell Technologies 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 Matt Baker 认为，
合理的数据量、数据清理和适当的数据引导能满足企
业对于洞察的渴求，为其业务增长提供动力，并推动
其走向成功。数据与水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没有好
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当前用途的区别。Baker 表示： 

“难点在于通过包容性的方式，采用通用格式来协调整
理数据。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对数据进行清理和整理，
以保证数据在创造良好成果方面的有用性、安全性和
可靠性。” 
     

Forrester Consulting 近期受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对 
4,000 多位决策者开展了一项研究，其结果表明， 
许多组织都因过多的数据而不堪重负。1 在过去三年
中，66% 的受访者察觉到其组织生成的数据量有所增
加，部分甚至达到两倍或三倍，75% 的受访者表示其
组织内部对于数据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 难点在于对数据进行协调整理。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对数据
进行清理和整理，以保证数据在创造良好成果方面的有用
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Dell Technologies 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 Matt Baker

BUSINESS LAB 播客 戴尔首席技术官 John Roese 介绍
运营自动化的需求，以及为了使其发挥作用，所需达成
的“人工-机器”之间的平衡。

图 1 

“ 与三年前相比，您的数字化
转型工作带来了以下哪些方
面的变化？”

资料来源：《Unveiling Data Challenges Afflicting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这
是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研究依据是 2021 年 1 

月到 4 月对全球 40 多个地区的 4,036 名业务决策者和 IT 决策者开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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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新冠疫情封锁令实施后，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生
活的其他方面都转移到网络世界，技术突然成为日常
生活的关键因素。Roese 表示，与此同时，在投资新
技术（特别是那些由海量数据提供支持的新技术） 
以推进业务目标方面，人们的“开明程度”有了很 
大的转变。 

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一度被普遍视为威胁，而
如今则被视为整体而言有积极作用的技术，“因为我们
已经开始看到，它如何推动了医疗转型、如何造就更
智能的通信系统、如何成就更出色的交通网络”。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数据必不可
少。但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如何整理和
引导其数据以推动业务增长。

随着海量数据流涌入企业，组织需要重新审视
其数据基础架构处理方法。为了从数据中发掘
洞察信息与价值，组织应该转向“即服务”模
式，从而使数据迁移更轻松，数据管理更便
利，操作响应更快捷。

组织的数据不断积累增加，这让有效使用数据
成为组织的头等要务。如果转为采用“即服务”
模式来存储和管理数据，即可让组织减轻处理
繁琐数据管理的负担，并释放出一部分资源来
获取由数据驱动的洞察信息，随后据以采取行
动。

在 

https://www.idc.com/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7560321
https://www.pcmag.com/news/seagate-is-the-first-company-to-ship-3-zettabytes-of-hard-drive-storage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2/13/1041888/to-accelerate-business-build-better-human-machine-partnerships/
https://www.dell.com/zh-cn/dt/perspectives/data-parado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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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即服务”战略意味着改变组织看待其数据、 
IT 基础架构和业务目标的方式：

新模式，新成果。组织不再需要购买和维护硬件、 
软件和存储容量，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可以调整 IT 
人员的规模和配置，可以减少员工总数，或者改变技
能组合。组织可以转为直接购买所需的成果，即可以
快速调配、按需扩展的技术环境。通过为 IT 团队配备
适当的工具，让他们能腾出时间来处理更有价值的工
作，例如为企业提供创新建议，组织即可将 IT 从成本
中心转变成收入来源。 

为投资提供更广泛的商业论据。  
“即服务”模式能够通过可预测的成本提供必要的数据技
术和服务，并允许轻松扩展以适应组织需求变化。从
短期来看，这种模式的成本或许并不比将相应职能保
留在内部更低，但它能释放资源，从而支持更好地利
用数据，并提供了在新工具和功能出现时灵活加以采
用的能力。这些因素提供了更广阔的获利前景，能够
证明前期投资的合理性。此外，这种模式可以减少 

（有时能够大幅度削减）必要的资本投资，让组织能够
将预算中更大的比例分配给运营开支。 

重新审视文化与人才。“即服务”方法会消除一些职能，
例如不必再维护服务器，但也会带来其他职能，例如
更复杂的分析。Roese 表示：“您不必组建一支庞大的
数据科学团队来开发整个工具链，而是可以通过一支
规模小得多的数据科学和分析团队，利用市面上现有
的各种平台和功能达成目的，而且坦率地说，他们所
取得的成效差不多要比两年前的各家公司还要好。”这
样的变化将为员工带来技能升级机会，也能促成工作
流改变，从而让企业充分从中受益。

改变 IT 安全性等式。网络安全性依然是所有组织都在
面临的挑战。2021 年全球数据保护指数显示，超过五
分之三的组织认为其当前数据保护方法无法应对未来
的全部挑战（请参见图 3）。四分之三的组织认为， 
随着居家办公的员工数量增加，组织面临的网络威胁
也在增加。 

Dell Technologies 首席安全官 John Scimone 表示，考虑
到可观的潜在回报以及网络犯罪者被抓获的较低可能
性，网络犯罪是“人类历史上利润最丰厚的犯罪行为”。 

“我还没有遇到过哪个客户在受到勒索软件或其他重大
数据保护威胁的打击，无法快速从容地恢复数据时，
仍然能够顺利执行其业务战略。” 
     

Forrester 研究表明，企业在其数据使用方面正在取得
进展：72% 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在数字化方面的工作，
其数据的整体有用性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请参见图 1）。

有一点可以预见，随着技术以及相关配套系统的加速
发展，数据只会进一步泛滥。要跟上新技术和分析工
具的步伐，企业需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此外还
要考虑到，找到足够多的合格信息技术 (IT) 员工来处理
这种量级的需求，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任
务的规模超出了您的 IT 组织的人力和您的预算， 

”Roese 表示。组织必须转而采用相应技术来应对这些工
作，“以确保稀缺的人力仍能跟上高层级的目标、决策，
以及有效地应对您希望人工处理的任务”。 

重新审视数据基础架构实施方法
所有这些因素都为采用“即服务”模式（早已在软件领域
十分盛行的一种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以便运
用这种灵活的模式来取代在内部维护全部数据基础架
构的做法。Forrester 研究表明，57% 的决策者预计会
在未来 1 至 3 年内转向“即服务”模式，22% 的决策者已
经完成了这一转型。2 组织提到的好处包括：更轻松的
数据迁移、通过单一接入点进行更好的数据管理， 
以及更快的操作响应速度。 

Dell Technologies 的“2021 年全球数据保护指数”对 
1,000 位 IT 决策者开展了调查，结果表明，“即服务”解
决方案在组织中的采用率正在提升，其中存储、备份
和灾难恢复“即服务”解决方案最受欢迎（请参见图 2）。

Roese 表示，由于疫情促使大多数员工队伍分散化，
因此速度变得愈加重要。“如果您的所有 IT 都位于一个
数据中心或一个云环境中，那么将员工安排在附近非
常容易。在这类一切聚于一处的环境中，即便您采用
了大量高级自动化技术，也能很轻松地扩展人工工作
量”。分布式员工队伍还可以充分利用边缘计算的优势，
即根据数据生成的位置就近处理和分析数据。

“ 我还没有遇到过哪个客户在受到勒索软件或其
他重大数据保护威胁的打击，无法快速从容地
恢复数据时，仍然能够顺利执行其业务战略。” 

  Dell Technologies 首席安全官 John Scimone

图 3 

不断增长的 
网络攻击威胁
当今的许多业务领导者对于其组织防御网络安全威
胁以及从中进行恢复的能力缺乏信心。

资料来源：《全球数据保护指数》，Dell Technologies 于 2021 年发布的基于全球 

1,000 名 IT 决策者的调查报告

图 2 

“即服务”模式的
增长
组织正在寻求通过一系列
服务来改善数据保护。

资料来源：《全球数据保护指数》，Dell Technologies 于 2021 年发布的基于全球 

1,000 名 IT 决策者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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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部分数据最终都源自正式数据中心以外的地点，
用户也要在这类正式数据中心以外的地点对数据进行
操作。Roese 表示，这就对基础架构提出了要求， 
而没有一家组织能有效地建立或维护这样的基础架构。 

62%
的受访者担心， 

其现有数据保护措施可能不足以应
对恶意软件和勒索软件威胁。 74%

的受访者表示，随着远程工作者的增加，
网络威胁导致其数据丢失的风险也在

增加。

67%
的受访者对于在发生网络攻击时恢复所

有业务关键数据的能力缺乏信心。

转而采用“即服务”方法并不能彻底解决安全性问题， 
但确实会带来一些改变。“许多人对于数据备份的看法
依然停留在为应对龙卷风和洪水灾害而备份的时代，
如果备份所在位置与您的数据存储位置距离 300 英里，

BUSINESS LAB 播客Dell Technologies 的 John Scimone 

表示，组织无法仅依靠技术来抵御网络攻击。他们需要
借助员工之间的强大网络安全文化来实现这一目标。 

https://www.dell.com/zh-cn/dt/data-protection/gdpi/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data-protection/gdpi/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data-protection/gdpi/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data-protection/gdpi/index.htm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1/22/1040358/security-is-everyones-job-in-the-workplace/


1.在选择供应商之前，应该评估您当前的需
求并预测未来的需求。您组织的数据将以多快的速
度增长，这些数据来自哪些类型的来源？  

2.了解您的潜在供应商为实现您预期需要使
用的功能而制定的路线图。从长期角度来看，哪
家供应商的发展路线与您理想中的合作伙伴较为契合？ 

3.谨防供应商锁定。许多云服务与其他服务不兼
容，这制约了在多云环境中运营的能力。  

 

挑选一家能让您完全控制自己数据的供应商，这家供应
商应该采用简明易懂的收费方式，每月收取一次费用，
并提供您信任的技术。

4.提升您的员工的数据能力，从而助力业务
决策和创新。  
开展一次数据素养审计，以评估您的员工的技能水平及
其信心。 

5.评估和加强您的网络抗风险能力。您如何保
护组织抵御勒索软件，以及如何应对攻击？与那些拥有
内置安全功能，可实时监控威胁和攻击并能按需触发自
动响应的供应商合作，这有助于保证您的重要数据安全
无虞，并尽可能减少业务中断。 

数据竞赛中的致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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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一切都好；您的备份安全无虞，”Scimone 说道。 
“但如今，只要您的备份被勒索犯罪者盯上，那么无论
它们存储在何处，犯罪者都会找到并企图销毁这些备
份，从而加大其勒索计划的得逞几率。”  
 
在 2021 年全球数据保护指数中，五分之一的受调查者
并未保护整个公有云范围内的数据，这样的统计数据
让 Scimone 十分担忧。3“他们基本上就是将所有业务数
据复制到一个他们自己也不太信任的计算环境中”， 
他表示。部分组织选择使用多家数据保护服务提供商，
希望借此保证安全性，但 Scimone 表示，采用这种方
法的组织在过去一年间的平均数据损失成本是使用单一
供应商的组织的四倍。 

7

Scimone 建议维护一个与网络隔离的数据存储区， 
通过不可篡改的形式存储最重要的数据的最新版本，
保证此类数据一经写入就无法篡改，并运用智能技术，
确保数据在恢复之前是干净的。Scimone 表示：“这些
系统必须被设计为与那些必定会出现的威胁一样智能，
甚至要更加智能。”

转变为数据驱动型组织      
无论一个组织如何处理数据收集、存储、清理、保护
和分发的后勤工作，有效使用数据都必须成为组织中
每个人的核心技能。转移到“即服务”模式可以减轻大量
繁琐的工作负担，并腾出组织资源来发掘和利用由数
据驱动的洞察信息。 

全球疫情造成了重大转变，如果说这其中有些许令人
慰藉的方面，那就是：由数据驱动的洞察已成为日常
生活的一项常规特性，人们已经学会跟踪自己所在区
域的感染率和住院率，以决定是否要休假、出席会议
或举办节日聚会。新闻媒体中存在大量有关数据质量
以及如何解释数据波动的讨论。 

“观察曲线已经成为我们的常用词汇，”高新技术撰稿人、
顾问兼教授 Sally Eaves 在近期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这样
说道。“人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数据在工作中的作
用，而是已经认识到了数据在其生活中的强大力量。” 

组织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整体“数据素养”来建立这种新
型认知：为员工开展数据评估和分析培训，并提升他
们对于自身技能的信心。在 Forrester 调查的受访者中，
数据就绪性较为滞后：54% 的受访者用“数据新手”来描
述自己的组织，也就是说，这些组织既不具备技术基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够“
从根本上让您更快地采取
行动。而只要您的行动速
度比竞争对手快，您就不
会淘汰出局，而且有机会
获胜。”
Dell Technologies 全球首席技术官 
 John Roese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洞察 

这里有一些提示，可供您在过渡到“即服务”
模式时借鉴，以便按照这种模式存储和管理
数据，并从数据中获得价值。

图 4 

数据就绪性评估 

资料来源：《Unveiling Data Challenges Afflicting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这是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 Forrester Consulting 开展的一项研究，研究依据是 2021 年 1 月
到 4 月对全球 40 多个地区的 4,036 名业务决策者和 IT 决策者开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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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架构，也不具备先进的分析技能来优化数据使用方
式（请参见图 4）。只有 12% 的受访者（“数据拥护者”）
同时具备这些能力。

Eaves 建议开展数据素养审计，以确定组织的数据就绪
度，并制定一条成为数据拥护者的路线。她表示：“您
需要寻找机会来实现数据技能的普及，帮助组织中的
每个人提升技能和学习新技能，而不仅限于面向技术
的角色。将这些技能与晋升和进步的机会相挂钩，并
围绕数据建立一个实践社区。”  

当务之急十分明显：组织必须使用这些方法和技术来
疏导数据洪流，并利用数据洪流来实现更有效的运
作，Roese 表示。他将这项挑战比喻成一场打造“更智
能、更高效、更有效的业务”的竞赛。 

毕竟，组织需要自动化系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
原因并不是“这些技术非常有趣”，Roese 指出。“而是
因为它们能从根本上让您更快地采取行动。而只要您
的行动速度比竞争对手快，您就不会淘汰出局，而且
有机会获胜。”

的全球公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H4f8wphxvg&t=10s
https://www.dell.com/zh-cn/dt/perspectives/data-parado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perspectives/data-paradox.htm


插图
封面设计和小插画由 Chandra Tallman Design LLC 创作，并由 The Noun Project 编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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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Technologies 帮助组织和个人打造数字未来，实现工作、生活和娱乐方式的转变。我公司为客户提供业界较为
全面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和服务产品组合，助力客户为数据时代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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