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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时代，华为与埃森哲携手
助力企业转型
◎ 埃森哲大中华区高科技与电子行业董事总经理余鸿彪  战略咨询顾问 单玉  战略咨询分析员 孔辉 / 文

云计算与数字化转型

现今，商业领域正全面转向数字化，所

有企业都需要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格局和巨大

的内部创新压力。这种情况下，众多企业都期

望能借助云计算，转型成为敏捷的数字化组织，

从而增强企业的弹性，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最

少的资源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

根据 Gartner 的报告显示，2016 年全球云

计算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040 亿美元，与 2008

年的 470 亿美元相比，短短 8 年间全球云计算

市场增长了 4.3 倍，且未来仍将持续扩大。很

多人认为云计算的发展仅仅只是 IT 科技的一

种进化，但事实上，云计算带来的是一场根本

性的变革，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其 IT 与商业发

展战略 ；正因如此，由云计算所带来的商业奇

迹在我们身边不断上演。例如，优步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却无需耗资购买交通工

具 ；与之相似，世界最大的在线旅游房屋租赁

公司 Airbnb 也没有任何不动产。

进入云时代并不意味着企业需要不顾一切

地将业务和应用等都迁移到云上。在正式迈出

云转型第一步之前，企业必须清楚地了解促使

其转型的原因以及渴望获得的结果。根据埃森

哲最新的研究发现，企业可以从 7 个角度思考

这个问题 ：

•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云是否能帮助员工

提升工作效率和表现？

• 从团队合作的角度来看，云是否能提升

员工沟通效率、帮助员工实时获得信息并实现

无缝协作？

• 从数据收集与分析的角度来看，云是否

能帮助企业更高效地收集情报、为决策的制定

提供帮助？

• 从维护业务关系的角度来看，云是否能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渠道、帮助企业更快更好

地与客户和伙伴进行互动并提升其满意度？

• 从员工的角度看，云是否能给予他们合

适的工具和渠道、帮助其有效使用企业资源？

单玉

孔辉

通过签署“华为 -
埃森哲战略联盟协
议”，华为与埃森
哲 结 成 战 略 联 盟，
共同面向电信运营
商和企业 ICT 两大
市场，充分利用各
自优势，为全球客
户提供一体化企业
云解决方案，帮助
客户早日融入云时
代。>>

余鸿彪以便用户可以尽可能访问就近的数据中心 ；

应对云中心带来的延迟则需要对基于分层的

云计算软件栈进行垂直整合，当前云软件栈

主要面对高吞吐设计，在低延迟尤其是尾部

延迟方面有明显不足，因此技术上还有很大

发展空间。

更“强壮”则体现在更好的可靠和可用

性保障。云计算的规模和复杂度的快速增长要

求更为全面的质量保证 ：首先，数据中心规模

不断增长，规模部署成为事实，高度集成的云

计算环境故障越来越多，故障带来的损失也越

来越大 ；其次，虚拟化构成的弹性资源池快速

增长且组织复杂，增加了管理的复杂度 ；最后，

越来越多的机构计划采用云计算平台，持续发

展的业务种类导致了需求多样性。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实现高可靠和高可用的云计算系统成

为一个重大挑战，当前已有各种技术研发和尝

试，诸如采用非易失性内存来提升内存计算中

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使用分布式 UPS 替

代传统集中式 UPS 以保证电源供给、在系统

级支持虚拟机 / 容器的状态同步和动态迁移，

以及在应用层次上的数据并行计算和图并行计

算系统和机制等。

北京大学基于网构软件模式的云计算实践

互联网已经逐步演化成一个全球泛在的

计算平台，其开放、动态和难控的特性对软件

技术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我国学者从软件

角度探讨互联网计算，提出了一种互联网软件

新范型——网构软件（Internetware），并在国

家“973 计划”项目支持下，针对互联网应用

的自主性、协同性、演化性、情境性、涌现性

和可信性等新特性，构造了一个开放、协同的

网构软件模型 ；进而提出了支持按需协同和在

线演化的容器系统结构和相关机制，支持系统

自治管理，为网构软件提供运行时的支撑 ；提

出了全生命期软件体系结构驱动的网构软件开

发和演化方法 ；建立了一套网构软件技术体系。

近几年，北大软件团队基于网构软件模式在混

合云管理、数据互操作平台和基于云的大数

据处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

在混合云管理系统方面，采用“管理功

能 API 化 + 管理任务可编程”的“软件定

义”思路，研制了混合云管理系统——燕云

IaaS，实现了对服务器、存储、网络和软件平

台等基础软硬件资源的集成与配置管理，支

持公有、私有和混合 IaaS 云的按需构造与管

理。燕云已成功转化为多个 IT 企业的云管理

产品，应用于政务、交通、电信和医疗等多

个行业领域，相关技术成果还获得了 2015 年

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数据互操作平台方面，面向互联网环

境下数据孤岛阻碍大数据互操作问题，研发

了燕云 DaaS（Data as a Service）系统，基于

体系结构恢复技术来抓取应用系统及其构件

的 API、实现应用和数据的互操作，同时可

基于 API 形成新的运行管理逻辑。该系统

可以在没有系统源码和文档的情况下，将各

种 Web 系统、移动 App 和 PC 应用的数据封

装成 API，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系统内部数

据的开放共享。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政府、

金融、交通和能源等上百个应用系统的数据

开放共享项目。

在基于云的大数据处理方面，开发了轻

量级数据管理与处理平台 Docklet（https://

github.com/unias/docklet），其面向小型数据

中心，支持多用户和多框架共享资源，通过

容器技术和软件定义技术等将物理集群虚拟

化为虚拟集群，支持用户按需共享资源，支

持 Spark 和 MPI 等各种计算框架，可运行现

有的各种 Python、R 和 Java 等语言的数据分

析与处理程序。Docklet 提出了云化的“工

作空间”概念，用户通过浏览器进入工作空

间，在云端完成所有数据分析工作，包括编码、

测试、运行和结果可视化等。Docklet 已在北

京大学计算中心进行了部署，为学校师生在

线提供科学计算、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以及

虚拟实验环境等云服务。

互联网已经逐步
演化成一个全球
泛在的计算平台，
其开放、动态和难
控的特性对软件
技术提出了一系
列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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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企业 CFO 和 CIO

应对云计算转型带来的一系列艰巨挑

战。首先是在压缩 IT 总成本的同时提

高投资回报率 ；其次是解决 IT 环境过

于复杂、孤立资源和分散化管理工具

的低效配置导致的资源利用率过低问

题 ；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借助更为

智能的基础设施辅助其关键业务的运

作，以避免出现为客户提供服务时频

发中断和安全性不足等问题。

企业云解决方案整合了一系列高

度集成的端到端的管理方案，充分利

用了埃森哲的智能基础设施规划、云

服务能力和广泛的行业技术经验，同

时融汇了华为业界领先的数据中心技

术方案。不仅能帮助企业提升数据中

心性能、降低经营成本，更可精简 IT

环境，令其业务在全球化的市场格局

中更加敏捷且更具竞争力，从而满足

企业对灵活、可拓展的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的迫切需求。

目前，华为 - 埃森哲战略联盟可

以为客户提供 4 套应用云化与行业云

化方案 ：

• SAP 企业私有云解决方案 ：为

客户提供一个平台，将 SAP ERP 核

心 组 件 和 业 务 数 据 仓 库（Business 

Warehouse）环境部署和迁移至托管的

私有云基础架构之上，从而为企业打

造精简、低成本、高性能的系统，并

且支持 HANA 和 Fiori 等 SAP 全新解

决方案。

• Oracle 企业私有云解决方案 ：借

助丰富的行业知识和经验，帮助企业

显著提升 Oracle 运行环境的效率并

安装新的业务系统和模块。同时支持

Oracle 其它组件，例如 Oracle 电子商

务套件、Oracle Fusion 应用，以及数

据分析和移动应用。

• S/4 HANA 迁 移 ：针 对 客 户 需

求和业务情况，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

配置完整的系统迁移方案，快速实现

迁移过程，同时显著降低企业业务的

迁移风险和成本。

• 运营商企业云解决方案 ：结合华

为云基础设施和埃森哲的云服务目录，

推出针对运营商 B2B 市场设计的预集

成解决方案，使运营商具备利用自身

IT 资源为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云服务

的能力，拓展其业务范围，帮助运营

商云转型取得成功。

过去两年，依托优质服务和一流

技术，华为 - 埃森哲战略联盟已经为

来自金融、能源、通信、传媒、制造、

航空和政府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

客户提供服务，帮助客户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迈出坚实的一步。

在中国，华为与埃森哲通力合

作，为国内最大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之

一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了企业云解决方案，为其部署了

一站式预算管理规划和支持系统，帮

助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运营质

量，改善业务效能，并加强公司整体

运营的风险管控。

在能源行业，双方帮助某国有大

型能源企业制定了数据中心战略，以

保证其 IT 系统能满足企业“十三五计

划”的实施。通过云解决方案，企业

可以根据业务需要灵活运用其服务器

和存储等资源，具有更快速的容灾恢

复能力，并且通过集中部署和运维为

企业节约了大量 IT 成本。

随着华为 - 埃森哲战略联盟国内

业务的多点开花，双方公司高层已不

满足于中国市场，更希望将业务拓展

到海外。2015 年，在双方专家小组的

共同努力下，华为埃森哲战略联盟成

功拿下了第一笔海外业务——帮助马

来西亚一家通信服务供应商改进其活

动管理系统，使之具有实时管理绩效

和业务表现的能力，助力客户更高效

地开展业务活动。

由此开端，华为 - 埃森哲战略联

盟利用双方公司丰富的国际资源进一

步将业务扩展到了欧洲、东南亚、中东、

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时，为了更好地

支持全球业务的开展，2016 年，华为

埃森哲战略联盟还建立了 3 个解决方

案支持中心，分别位于米兰、马尼拉

和深圳。利用这些支持中心，华为与

埃森哲的云专家们可以针对客户需求，

为客户研发新的解决方案、概念验证

和应用实例，第一时间解决客户问题。

拥抱云时代

回顾云计算的发展，很多公司

最初因为担心数据安全问题而对云服

务敬而远之。但随着云计算技术的不

断发展，其蕴含的巨大潜力日益凸显，

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会在数据处理和信

息分析等环节运用到云。云计算也不

再单单是大型企业独有的优势，以

云计算为基础的商业生态正逐渐建立。

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能在云生

态系统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收获云

计算带来的福利。商业领域的数字化

大潮为云计算搭建了宽广的舞台，华

为与埃森哲将不懈努力，帮助客户早

日融入云的时代。

云计算不再单单是大型企业独
有的优势，以云计算为基础的商
业生态正逐渐建立。不管是大
公司还是小公司都能在云生态
系统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收
获云计算带来的福利。 >>

•  从业务的角度来看，云是否能

帮助企业提升业务的敏捷性和适应性、

及时满足客户新的需求？

•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云是否能助

力企业与员工进行业务、产品和流程

等的创新？是否能优化之前提到的 6

个方面？

通过对以上 7 个角度的考量，可

以帮助企业更清晰地了解自己对云的

需求，同时正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云

战略和技术。除此之外，企业想要

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将 3 项以

云为基础的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

敏捷性、一切皆服务、集成。一方面，

企业需要具有快速测试、适应、分析

和合作的能力，建造适配自身业务需

求和外部客户需求的云环境 ；另一方

面，企业需要将“一切皆服务”应用

贯彻到整个业务环节，上至为客户提

供的方案，下到对基础设施服务提供

商的需求 ；而关于集成，企业在设计

进入云时代并不意味着企业需要
不顾一切地将业务和应用等都迁
移到云上。在正式迈出云转型第
一步之前，企业必须清楚地了解
促使其转型的原因以及渴望获得
的结果。>>

或重构其应用的过程中，应始终将云

放在第一位进行考量，以便可以通过

云实现资源的快速调配，且无需前期

大量的成本投入。

华为结缘埃森哲

随着云时代的到来，企业运用云

计算进行数字化转型已不是做与不做

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做？应该怎么

做？为解决客户日益增长的云计算方

面的需求，帮助企业提高敏捷性并降

低运营成本，华为与埃森哲正式签署

“华为 - 埃森哲战略联盟协议（Huawei 

Accenture Strategic Agreement）”，双方

共同面向电信运营商和企业 ICT 两大

市场的客户需求开发并推广创新解决

方案，充分利用华为领先的软硬件产

品和丰富的解决方案组合，以及埃森

哲在战略、咨询、数字技术和运营领

域的能力与经验，为全球客户提供基

于埃森哲“基础设施即服务”解决方

案和华为云计算基础设施而预先设计

的一体化企业云解决方案。

通过战略联盟协议，华为与埃森

哲得以优势互补。华为的优势体现在

其产品技术研发能力和多年深耕新兴

市场积累的经验，而埃森哲作为全球

一流的咨询公司，则以咨询服务、落

地实施和在发达国家市场的稳步发展

见长。对于双方而言，这是拓展业务

范围的绝佳契机。

借“云”之力，华为与埃森哲合推
企业云解决方案

华为与埃森哲联合推出的企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