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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分析师看行业云使能：

行业云专业服务，激发商业潜力

华为人才生态战略：

如何破解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 ICT 人才困局？





为
客户创造价值，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

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的发展日新月异，以云

计算、大数据、AI、IoT 为代表的第三平台数字

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以智能化平台和工具资产为核心的

数字化服务将重塑共享服务经济模式，这是一场颠覆性的

变革，谁在这次变革中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谁就会成

为未来的王者，华为企业服务致力于成为客户数字化转型

的最佳合作伙伴，成为客户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多年来，华为企业服务持续聚焦安平、金融、能源、

交通、制造等行业，追求技术领先、平台领先、生态领先，

发展行业人才产业链，为客户提供无处不在的服务体验。

当前，华为企业服务已经在罗马尼亚、墨西哥和中国

建设了 7*24 小时的覆盖全球的三大服务共享中心（GSC），

涵盖 17 种语言，GSC 引入了大数据智能分析、智能调度、

AR 等新技术，使作业效率提升 20%，并于 2017 年通过国

际技术服务行业协会 TSIA 的卓越认证。

面向新技术、新场景，华为企业服务作为开拓者，

持续创新投入，5 年投资 5 亿美金，联合伙伴打造行业

云使能服务、行业解决方案服务、行业运维服务等三大

产业体系以及企业工具云化平台，涵盖规划设计、集成

实施、客户支持、智能运维、性能提升等端到端的服务

能力。

华为行业云使能服务已经为金融、政府、制造等全球

秣马厉兵，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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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 家不同行业客户提供云咨询、云化评估、云规

划设计、云迁移、云灾备以及大数据规划设计等云化转型

服务，帮助客户缩短业务发放时间、提升 IT 资源利用率达

50%、总体拥有成本降低达 40%。

华为平安城市服务解决方案已应用于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城市；数字银行服务解决方案在 300

多家金融机构商用，包括全球 Top50 银行中的 20 家；电

力服务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全球 190 多个电力客户；在

交通领域，华为已服务全球 23 万公里的铁路和高速公路、

70 多条城市轨道、60 多家航空客户。

华为行业运维服务已经在政府及公共事业、交通、能

源和金融等 9 大行业具备成熟的应用实践，为 400 多个客

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体验。

随着数字化全面进入各行各业，ICT 人才已成为产业

链竞相争夺的关键资源。华为正在持续构建面向数字时代

的新型人才产业链，发育云计算、大数据等融合技术认证，

以及安平、金融等 ICT 行业认证，引领人才从产品技术型

向行业高端人才转变。截至目前，全球已与 600 所院校展

开合作，认证讲师 1200 名，每年培养学生 45000 名，共

同打造未来人才标杆！

华为企业服务秉持“智慧服务，体验未来”的价值主张，

立志为我们客户的数字化转型、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保

驾护航！

文 | 华为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总裁  孙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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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世易，
未来服务的“德”与“智”
文 | 华为企业服务高级战略与规划经理  赵志松

时代在改变，世界在改变，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技术的革新！

时移世易，未来服务的“德”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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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开始取代人力，进

入“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电

力广泛应用，进入“电气时代”；第三

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开始解放“脑力”，

进入“信息时代”；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

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接期，以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 等技术正

在改变未来，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万物感知、万物

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世界。

相应地，IT 服务也正在被数字化转型、智能自

动化、云优先等相关联的力量推动和重塑，IT 服务

必将从面对面的“人 -人”服务模式，发展为云端的，

越来越智能的，越来越“软”的“物 - 物”服务模式。

未来服务之“德”，越来越厚的云与
平台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正在高

速推进，根据 IDC 的预测，2019 年底，全球数字化

转型领域的支出预计将达 1.7 万亿美元，相比 2017

年增加 42%。而云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已经

从云优先（Cloud First）演进到了唯有云（Cloud 

Only）的 2.0 阶段，云已经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

功与否的关键。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

将长于云（Grow with Cloud），云将成为各行各业

的基本能力，预计到 2025 年，所有企业信息技术解

决方案都会云化，85%以上企业应用会部署到云上。

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混合云 /IT 异构网

络环境（涵盖公有云、私有云、传统 IT 架构等），

指数级爆发的各种行业应用（涵盖物联网、AI、

SaaS 等），以及越来越庞大的行业生态（涵盖行业

内和跨行业的业务协同与创新），传统的运维、开发、

运营、安全等管理方法越来越无法胜任。此时此刻，

数字化平台日益成为支撑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运营

的核心。企业倾向于将自身打造为向行业提供服务

的平台型企业（如GE面向制造行业的 Predix平台），

或者聚焦基础设施，以技术优势提供一个开放、灵

活、安全的 ICT 基础设施平台（如华为的行业使能

平台），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专注自身优势的

发挥与业务创新，无需关注下层复杂的 ICT 软硬件

系统。同时，数字化平台也是生态的“黑土地”，

以开放和共享的姿态，联合行业伙伴，推动整个行

业做大做强，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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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说道：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只有越来越厚的云和平台才能

支撑未来智能社会的蓬勃发展。而面对

越来越厚的云和平台，未来的 IT 服务

企业必须在云规划设计、云应用迁移、

云安全、云运维管理，以及行业数字化

平台服务能力等方面构建优势，以帮助

行业客户完成数字化转型。

未来服务之“智”，
越来越智能的业务与“物”

以宽带，云，物联网，大数据构

成的 ICT 基础设施，作为智能世界的

基石，随着人工智能的加持和推动，

逐步从支撑系统，转变为生产系统，

甚至是决策系统，并激发新的增长空

间。到 2025 年，随着人工智能的普

及与发展，将撬动 23 万亿美元的数字

经济空间（来源于HUAWEI GCI数据）。

而行业系统与业务应用的智能化发展，

也日益推动服务变得越来越智能，越

来越“软”，包括客户服务，网络自

动部署，网络故障的预测与自动处理，

自动分析等，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消除

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服务的可预测

性和可靠性，同时降低交付成本。到

2021 年，使用智能自动化的服务提供

商能够将其服务的交付成本每年降低

15% 至 25%。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就是人工智能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应用

程序和服务的主界面 (UI)，根据 IDC

的预测，到 2022 年，30% 的企业将

利用对话式语音技术开展客户互动；

到 2024 年，支持人工智能的用户界

面和流程自动化将取代目前三分之一

的基于屏幕的应用程序。

而物联网作为智能世界的基石

之一，推动联接从人走向“物”，联

接数也呈现指数级增长，截止 2015 

年，联接数达到了 160 亿，预计到

2025 年，这一数据将会达到 1000 

亿，在不久的将来，万物互联终将成

为现实。而随着云基础架构以及企业

时移世易，未来服务的“德”与“智”

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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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与服务向终端侧 ( 传感器、

电话、摄像头等 ) 和数据源的边缘位

置转移，“数字覆盖面”也正在大规

模扩张。如此海量的终端，海量的联

接，以及对边缘计算的需求，导致物

联网的运维管理和智能化能力面临巨

大的挑战，亟需基于综合分析能力的

物联网平台，安全和管理服务解决方

案以及终端的自适应、自部署、自优

化等智能化能力。根据 IDC 的预测，

到 2021 年，企业物联网项目投资的

85%（1 万亿美元）将用于新技术的

开发，同时，到 2021 年的三年期间，

全球至少有 31 亿美元的 IT 咨询服务

和 112 亿美元的系统集成服务用于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我们正面临滚滚向

前的时代巨轮，它不会为

任何人停留和等待，我们

必须与它一同前进！

建和实施物联网解决方案。

面对越来越智能的企业业务，行

业应用，以及物理联接，未来的 IT 服

务企业必须在对行业数字化场景的适

配（包括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平安

城市、以及金融、交通、能源电力等

行业场景），业务应用的数字化改造

和集成，以及海量物理联接的运维运

营管理和智能数字化平台方面构建能

力，支撑智能化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

结语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兴技术为基础的行业数字化转型驱

动企业从基础设施转型向业务转型发

展，从基于硬件的服务向越来越“软”

的服务转型，从传统的商业模式向智

能经济、平台经济发展，整个过程中，

受硬件产品的弱行业匹配度影响，都

对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华为企业服务经过多年的 ICT 产

业经验积累，通过面向企业云化的行

业云使能服务，面向行业场景的行业

解决方案服务，以及基于云原生的数

字化智能平台 ServiceTurbo Cloud，

同时通过联合行业合作伙伴构筑的庞

大生态，为助力行业客户实现数字化

转型和商业持续变现提供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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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 ICT)，助推 ICT 产

业蓬勃发展，并成为驱动社会和经济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然而，ICT

产业发展、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机遇与

挑战并存，其中一大挑战在于优秀 ICT

人才的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相当的

鸿沟。如何破解这一人才困局？成为横

亘在产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如何破解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 ICT 人才困局？

全球视野

如何破解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
ICT 人才困局？
文 | 华为人才生态发展部品牌传播总监  李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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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技术的进步，未来二三十年，人类将

会进入一个以“万物感知、万物互联、

万物智能”为特征的智能社会。据华为

发布的《GIV2025 打开智能世界产业版图》白皮书

指出：到 2025 年，万物感知唤醒 400 亿终端，即

个人智能终端数将达 400 亿，个人智能助理普及率

达 90%，智能服务机器人将步入 12% 家庭；万物

互联激活 1,000 亿联接：全球 1000 亿联接将泛在

于公用事业、交通、制造、医疗、农业、金融等各

个领域，推动数字化转型；万物智能点亮 1,800 亿

TB 数据：届时企业应用云化率将达 85%，AI 利用

率达 86%，数据利用率将剧增至 80%，每年 1800 

亿 TB 新增数据将源源不断地创造智能和价值。

ICT 产业繁荣加大了人才需求缺口

ICT 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ICT 产业存在强烈的

人才资源依赖性，而 ICT 生态的持续繁荣又加大了

人才需求的缺口。通过对行业人才需求结构的分析，

华为认为 ICT 人才供给中存在三个主要挑战：

首先，人才总体供需存在巨大鸿沟。基于中国国

家统计局、教育部等数据分析，2017 年信息技术产

业人才总体需求缺口达 765 万，但每年 ICT 相关的

毕业人数不超过 100 万人，人才供需存在巨大鸿沟。

随着 ICT 产业的高速发展，这一缺口还将继续增大，

预计 2020年，整体的 ICT人才缺口将达到 1246万人。

第二，人才素质与产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差

距。随着 ICT 产业的发展，产业链精细化分工成为

一种新趋势，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产生新的挑战。人

才需求呈现出类型多样化、需求结构多元化等特点。

ICT 人才的能力要求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ICT 产

业对人才技术、产品、市场、业务、协同等多方面

综合性的要求替代了依靠单一技能即可完成任何工

作的传统人才观念，有应用能力，能复合创新，有

跨界思维、互联网意识的人才严重短缺。

第三：产业对人才的需求集中在新兴领域。ICT 

产业发展具有典型的先进带动后进的特点，新兴技

术的成功应用决定了 ICT 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增速，

未来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将主要集中在新兴领域，如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方向，同时，

对于人才技术能力、应用门槛、综合能力均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据《中国 ICT 人才生态白皮书》调查

显示：云计算方向，企业更为关注能够帮助用户实

现“业务上云” 的咨询引导型人才；大数据方向，

懂数据更懂业务的双料人才受热捧；物联网方向，

具有综合知识体系的场景应用型人才炙手可热；人

工智能处于场景应用突破阶段，因此与产业深度融

合的引领型人才成为促进产业繁荣的关键所在。

那么针对以上现状，如何制定 ICT 人才培养的

完善标准，快速培养信息技术产业急需的大量人

才？如何使培养的 ICT 人才更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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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推出新认证架构，制定 ICT 产业
人才培养标准

在人才培养方面，华为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经验，

基于“平台 + 生态”战略，围绕“云 - 管 - 端”协

同华为新 ICT 技术架构，华为制定出 ICT 行业人才

培养标准。同时，基于多年在认证领域的实践经验

与探索研究，为了更加匹配当前 ICT 技术的层次和

企业 ICT 技术人才架构的布局，华为认证架构在原

先基础之上做了升级重构，推出“ICT技术架构认证、

平台与服务认证、行业 ICT 认证”三类认证，是业

界唯一覆盖 ICT 全技术领域的认证体系，新的认证

架构对于 ICT 人才培养更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更加

适应产业不断发展的用人需求。

致力于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华为认为，面对新 ICT 时代的数字化转型，依

靠任何一项单一的技术是不可能完成的。云的技术

要靠在端的联接来实现，端联接的数据要靠云端的

处理来实现价值，而端和云之间需要网的联接。而

华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和创新中，积累下来强大

的“云 - 管 - 端”协同能力，将其赋能于新时代的

ICT 人才中，正好契合 ICT 产业对复合型、创新型

人才的要求。

三类认证基于角色 各有聚焦

华为 ICT 技术架构认证、平台与服务认证、行

业 ICT 认证针对不同角色不同需求打造，为企业提

供从 ICT 基础设施、到 IT 云平台建设与应用开发、

再到深入理解行业应用的层次化人才培养解决方案。

 » ICT 技术架构认证聚焦培养基础架构专业人才：

在数字化平台逐步成为企业业务中生产系统的

核心基建的今天，业务成为决定 ICT 需求的主

动力，ICT 技术架构又反过来成为定义业务形

态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华为 ICT 技术架

构认证聚焦 ICT 基础软硬件设施，培养具备基

础设施规划、建设和维护能力的专业人才。

 » 平台与服务认证聚焦培养平台建设与服务应用

人才：在强调资源开放共享的新 ICT 时代，使

用开放技术架构，应用开放平台是所有企业必

如何破解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 ICT 人才困局？

全球视野

华为认证架构图

HCIE

HCIP

HCIA

ICT Vertical Certification
行业 ICT 认证

Platform and Service
 Certification
平台与服务认证

ICT Infrastructure 
Certification

ICT 技术架构认证

华为认证

Finance Public Safety

Big Data AI IoT Enterprise Communication

Cloud Service

Cloud Computing

Data Center

Routing & Switching WLAN SDN

Storage Server (In Progress)

Transmission Access LTE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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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道路，华为平台与服务认证聚焦云技术及

云上应用，培养具备业务、技术、应用融合能力，

能进行云平台架构、建设和运营，并在平台基

础上进行新技术应用和开发创新的人才。

 » 行业 ICT 认证聚焦培养行业专家：在 ICT 技术

与各行各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 ICT 产

业转型甚至提出了人才必须要有“要么跨界、

要么等死”的新思维，这种情况下，既懂行

业，又懂技术的融合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华

为行业 ICT 认证面向垂直行业，聚焦行业认知

和 ICT基础架构在行业的典型应用和最佳实践，

把功底扎实的技术专家转变为既懂技术又懂业

务的“行家”，培养其创新能力及跨界整合能力。

紧随技术趋势 推出新技术方向

正如前文分析，ICT 人才需求缺口将集中在新

兴生态领域，华为认证顺应技术趋势，应需而动，

近两年连续推出云计算、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认证，这些认证产品根据产业需求而设

计，高度契合人才市场需求，例如华为云计算认证

聚焦华为云产品和解决方案，融入 Open	Stack 及

容器等业界主流通用云技术，帮助学员获得云计算

规划、设计、开发、运维以及故障处理的知识技能，

培养云基础设施平台人才，解决企业“建云”人才

匮乏问题。华为云服务认证培养掌握公有云最前沿

知识技能，能利用华为软件开发云从事开发工作的

DevOps 融合工程师，以解决企业”用云“的人才

需求；大数据认证培养系统掌握大数据前沿和主流

技术、具备大数据思维和解决行业问题能力，能进

行大数据平台构建、开发和运维的人才；物联网认

证培养掌握华为物联网解决方案基础知识，并能进

行二次开发的人才；人工智能认证旨在培养具有人

工智能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应用业界通用人工智能

框架进行应用开发、创新的专业人才。

华为希望通过制定完善的人才标准，联合教育

主管部门、院校、教育机构、合作伙伴等各方生态

角色，共同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良性 ICT 人才

生态，希望到 2023 年累计为产业输送 70 万 +ICT

人才，破解 ICT 产业繁荣背后的人才困局，助力行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 ICT 产业的持续稳健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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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简介 — 行业云专业服务，激发商业潜力

特别报道

【白皮书简介】

行业云专业服务，激发商业潜力
文 | IDC 服务业务领域资深分析师 Gard Little

      华为企业服务高级战略与规划经理，行业协会 TSIA 会员  初新俊

市场趋势

虽
然关于客户向云交付模式的迁移以及

行业云出现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了解

驱动当前市场的三大趋势非常重要：

 » 买家会持续对离散的云专业服务进行排名，这

有助于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创建更高效的业务

 » 客户对以混合云的方式管理 IT 运营的接受度

正在增加

 » 一支恰当和高质量的团队已经成为专业云服

务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IDC 2018 年数字转型企业调研显示，超过

52% 的企业表示，混合云方法是他们的主要交付

模式；而在 2015 年，这一比例刚刚超过 14%。专

业服务供应商正在响应这一趋势，创建越来越复

杂的交付方式，为客户集成和编排使用多个云服

务。例如，华为为一个电子商务客户提供了这种

支持灵活度的混合云解决方案。在波谷期，应用

在华为的私有云上运行，但是在波峰期，客户可

以向华为的公有云申请资源，以避免私有云无法

应对激增的业务需求。如果客户需要，华为的混

合云方案也可以整合其他公有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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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云生态系统中成员的数量和

类型越来越多，生态系统也变得越来越

复杂，客户需要找到能够帮助他们管理

这种复杂性的专业服务供应商。当云

生态系统中有新成员加入，客户如何

受益？除了使用标准 API 进行云服务连

接以外，服务供应商还使用他们的创

新和研发功能，或使用风投业务单元，

或二者联合使用来感知和响应客户。

领先的服务供应商已经开始通过

创建云平台来集成多个云服务，从而

简化部署和运营，尽管这些平台的组

件随着每个供应商策略不同而有所变

化。平台的好处在于，通过标准化和

创建关于云服务运营的元数据来更好

地编排多个云服务，这些元数据还可

用于管理云服务消费的计量和规划后

续的改进。有趣的是，云服务的规划、

设计、构建和部署也道出了云服务该

如何运营；同样，因为有了新的业务

需求、云服务的技术升级或外部法规

变化会产生部署变化，服务供应商代

理用户进行云服务运营也因此更好地

了解如何进行后续的这些部署变更。

下图展示了华为云使能服务的体系结

构，它覆盖了从实施到运营相关服务

端到端的生命周期。

挑战与机遇

无论是直接获取或是通过战略合

作伙伴所得，华为必须超越其在电信

行业的基础，继续增长更多的行业知

识，帮助更多类型的客户充分实现部

署行业云的业务价值。华为正在扩展

其在政府、公共安全、金融和高科技

制造业方面的经验。截至 2017年底，

华为认证服务合作伙伴（CSP）已达

到 2900 多家，具备跨国服务能力的

Global CSP 已认证 3 家，具备解决方

案服务能力的 CSSP 已达到 34 家，

有超过 129 家服务伙伴达到了五星级

CSP 级别。其中所有的解决方案服务

伙伴以及五星级 CSP 都具备实施多云

/ 混合云解决方案的能力。

结论

云解决方案的端到端服务将越来

越重要，以满足部署云应用程序和基

础设施以及云迁移和云运营的需要。

如果供应商行业知识深厚，能够提供

有行业特性的云服务和产品，并且具

有从咨询到管理服务的广泛技术服

务，市场将对他们的需求将很稳定。

华为具有这些属性，只要它能够帮助

客户应对本文所描述的挑战，公司就

有巨大的成功机会。 

华为的云使能服务架构

云咨询

服务

大数据工程 大数据管理 AI 使能服务

1000+ 成功案例

政府 金融 公共安全 交通 制造

100+ 场景服务 30+ 工具平台 400+ 软件模型

云运营支撑服务

云迁移服务
应用云化
使能服务

大数据
服务

云运维管理服务

云化评估
服务

云规划设计服务 /
智能安防 /EC&IOT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集成服务

云灾备
服务

行业云系统
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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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企业服务：
数字化运营新主张，企业上云新标配
文 | 云科技时代  吴云川

华为企业服务：数字化运营新主张，企业上云新标配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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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科技时代

2 018 年 7 月，工信部发布的《推动企业上

云实施指南（2018-2020年）》（以下简称：

企业上云指南 2018），指出：到 2020 年，

力争实现企业上云环境进一步优化，行业企业上云

意识和积极性明显提高，上云比例和应用深度显著

提升，云计算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广

泛普及，全国新增上云企业 100 万家，形成典型标

杆应用案例 100 个以上。

从去年的《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

年）》到今年的《企业上云指南 2018》，国家大力推

动企业运用云计算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升级。然而，企业上云，这仅仅是一个开始。IDC 在

2018年 9月发布的《行业云专业服务，激发商业潜力》

白皮书中指出：当云被成功的部署投产之后，各种变

化并不会结束；一旦组织上了云，历程就会继续。

“云上的生活远非静态的，并且很有可能，组

织低估了将基于云的软件引入组织并管理那些连续

不断的变化所需投入的精力。”IDC《行业云专业

服务，激发商业潜力》专门强调了数字化运营和运

维的重要性。2018 年 10 月初，在华为全联接大会

2018 上，华为企业技术服务部发布了凝聚华为 30

年数字化运营实践经验的统一运维平台 I•MOC。统

一运维平台 I•MOC是华为内部 IT 运营工具 SmartIT

的对外版本，让所有企业都可以共享华为的数字化

运营经验。

华为企业服务：数字化转型引擎

华为基于客户运维转型需求，结合多年行业服

务经验，利用大数据和 AI 等新技术，联合合作伙伴

生态，帮助企业制定平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运

维服务解决方案，如云 DC 运维、远程管理、订阅式

优化、智能维保等；同时深耕政府、金融等重点行业，

面向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平安城市、金融云大数据、

政务云大数据等典型场景，提供从 IT 基础设施到应

用的行业云运维服务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降低故障

率 70% 以上，缩短新业务的上市时间 50%。

华为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总裁孙茂录在华

为全联接大会 2018 华为服务分论坛上表示，“以

客户为中心，发扬工匠精神”是华为始终秉承的服

务理念，让客户满意是华为服务的起点。过去几年，

华为已经逐步建立可信任、领先和创新的领导者品

牌形象，全球化的技术支持和自主自助服务平台，

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的高品质服务。截至 2017 年，

全球 170 多个国家、超过 45000 家客户选择华为作

为战略转型合作伙伴，包括跨国汽车、银行、电力、

物流等世界 500 强中的 211 家，服务全球超过三分

之一的人口。

华为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云使能服务部部

长周义林在大会上分享了华为企业服务如何在智能

时代帮助客户进行数字化运维转型。他表示，在支

撑客户云化转型的过程中，华为提供全场景运维服

务解决方案，帮助客户管好云、用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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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企业技术服务已经在亚太、

拉美、欧洲、中东 & 非洲、俄罗斯 5

大区域建立了技术支持中心及资源共

享中心， 提供 20 多种语言接入，覆

盖全球，并通过引入大数据智能分析、

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NLP）、

深度学习等 AI 新技术，使作业效率

提升了 20%、事故率降低了 15%，

并于 2017 年率先通过国际技术服务

行业协会 TSIA 的卓越认证，成为全

球为数不多的获此认证的公司之一。

华为技术支持网站亦于同年入选全球

“十佳技术支持网站”，注册用户数

已超过 120 万，日均在线用户数超过

7 万，80% 的技术问题将可通过在线

支持平台自助解决。

如今，华为专业服务已在全球建

立多个集成验证实验室，分布于 7 个

国家、涵盖 50+ 种场景，形成“开发、

交付和维护”的全程验证能力；创新

开发的行业云使能服务解决方案，基

于“业务运维”思想，消除业务与 IT

断层，为客户提供云规划设计、迁移、

云运维等全生命周期服务，已在全球

成功部署项目达 5000 多个。

华为数字化运营实践对外
输出

华为企业服务的数字化运营经验

来自于华为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作为

全球大型高科技企业之一，华为 IT 在

云化、数字化转型过程，曾面临与大

中型企业相同挑战。

华为云云数据中心管理部总监张

鹏表示，随着华为全球化业务高速发

展，华为 IT 面临的挑战加剧：华为在

2017 年的营收超过 6000 亿人民币；

业务涉及 To 企业、To 运营商、To 消

费者以及云 BU 四大业务线；在 170

个国家有 20 多个运营中心；除全球

运营外，还有 15 个研发中心、36 个

联合创新中心；以及 18 万员工、6 万

伙伴和 900 个办公地点的全球协同。

华为从 2016 年开始进行数据

中心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打造

“建设标准化”、“运营可视化”、

“运维自动化”、“服务自助化”的

Smart IT 智能管理平台，提供“监、

管、控、营、服”全栈服务。实际上，

华为早期也是“小作坊”式的 IT 运

营，每个业务系统独立运维，缺乏统

一的流程与体系支撑。随着华为业务

全球化发展，华为的用户数量越来越

多，这就要求数据中心业务永远在线。

华为从 2014 年开始，每年投资超过

1000万美元，建设内部 IT运维平台，

成效十分明显：2016 年到 2017 年，

华为的全球资源利用率中，计算资源

的利用率提升近 3 倍；800 多个应用

访问性能从 10 秒降到了 3 秒，全球

用户效率提升了 3 倍。

华为企业服务：数字化运营新主张，企业上云新标配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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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华为 IT 在全球运营 200+

数据中心、30 万 + 服务器、1000PB+

数据、百万级 VM、800+ 业务和多个

异构的云环境，通过“监、管、控、营、服”

理念的 SmartIT，以 1：8000 的人机

维护比实现了核心业务“0”中断。通

过落实运维标准、固化专家经验、基

于 AIOps让机器运维机器，运维人员

终于实现“优雅”地“喝着咖啡做运维”。

华为在全联接大会 2018 上正式

发布了基于 SmartIT 的可销售版本：

统一运维平台 I•MOC，支持本地部署

以及云服务模式，是跨混合云的统一

运维平台。I•MOC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和企业上云，构建了“监、管、控、

营、服”一体化全方位的可视、智能

运维管理体系。I•MOC的卓越性能可

高效解决大规模云架构的运维难题，

可实现 1000 万级对象监控（“监”）、

100 亿级关系管理（“管”）、100

万级自动化任务调度（“控”）、毛

细血管级度量体系（“营”）和规范

化的运维管理流程（“服”）。在 I•MOC

之上，可对外提供的服务包括 ITO服

务、RMS服务、云 DC 运维服务、平

安城市运维服务以及联合运维服务等。

统一运维平台 I•MOC带来了“可

视、智能、易用、开放”的数字化运

维新体验。在“可视”方面，I•MOC

提供了 6大运营专题、全域度量体系，

让用户对海量资源了如指掌，支持毛细

血管级可视；在“智能”方面，I•MOC

固化了专家经验、让机器运维机器，实

现智能平台安全高效；在“易用”方面，

I•MOC内置了全域标准、运维场景快

速编排，让数字运维化繁为简，特别是

内置了 20+ 类标准、支持业务拖拽式

“私人定制”；在“开放”方面，通过

微服务化架构和整合生态方案，以开

放架构与合作伙伴共同提供 IT 数字化

运维的全面解决方案，涉及平安城市、

智能城市、警务大数据、智慧园区等。

从 SmartIT 到 I•MOC，一方面体

现了华为数字化运营实践的大规模对

外开发，另一方面体现了整个运维的变

化趋势：从人工运维到自动化运维再到

智能化运维。在人工运维阶段，实际是

依靠人工和标准化的 IT运维管理工具，

特别是基于 ITSM方法论的标准化运维

软件工具，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

HP	OpenView和 IBM	Tivoli；在自动化

运维阶段，主要是因为整个 IT 系统的

规模扩大，特别是 DevOps的模型流行

后，更加依赖事件触发的自动化运维

脚本，代表的开源产品包括 Ansible、

Puppet、Chef 等；而到了智能化运维

阶段，主要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

习，让机器自动化分析问题的故障并自

动编写解决方案，Splunk是这方面的

代表，而 I•MOC则是更全面的兼具“监、

管、控、营、服”以及本地和云端部署

方式的全场景统一运维管理平台，更能

满足企业级用户的需求。

华为发布统一运维平台 I•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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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运营运维为重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网络运行部副总经理李

培旺在华为全联接大会 2018华为服务分论坛上表示，

有了先进的云基础服务平台，并随着 PaaS 层大数据

平台的建设，以及 SaaS 层应用业务的上线，商务部

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愈发完善。然而，随着业务规模的

扩大以及政府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给统一平台的运维

运营带来诸多挑战，特别是业务上云的挑战。

统一平台的运维运营面临诸多挑战：统一管理

挑战——“两地三中心”多数据中心的集中监控、

多云管理、异构平台资源统一管理；多厂家设备统

一接入、集中监控、集中管理；多租户的分区分域

的自管理、自服务。商务部传统应用上云面临体系

重构的问题，应用间逻辑关联性强，数据交互量大，

上云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准备和

策划，以及有计划的分步实施，特别是要面临安全

运维的重大挑战。

商务部数据中心在运营运维双平台基础上，实

现了多中心、多厂商、多用户的集中监控、统一管理

华为企业服务：数字化运营新主张，企业上云新标配

特别报道

和分区分域的多租户自管理。在统一管理上，依托华

为eSight统一网管平台和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通过部署统一用户认证平台，提供了统一认证服务、

统一门户、业务大厅、帐户管理和信息接口等服务，

成为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的运营管理中心。在统

一运维上，建成了以配置数据库 CMDB为核心的统

一运维管理平台，提供从数据中心机房动环、网络、

服务器、存储，到云平台、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

件，直至上层应用的集中监控管理、集中告警和配置

管理，成为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的运维管理中心。

据了解，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与华为的合作

非常深入：通过华为大数据服务，包括规划设计、

开发支持与管理服务，商务中心建立了五个大数据

平台和统一资源库，并完成指标体系建立、数据资

源梳理，逐步实现多个数据平台的对接；通过华为

上云迁移服务，实现 100 多个业务系统上线与统一

管理；还与华为分别在云运维、云安全与云人才培

养等领域展开合作，现已实现商务中心集中化运维、

7×24 小时平台安全与稳定运行，自身运维团队的

技能也得到大幅提升。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网络运行部副总经理 李培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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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与华为的合作，将在

如下方面迈入新的台阶：

 » 更加完善的云运维制度和流程，制定并完善运维规章

制度及灵活可定义的服务流程

 » 构建云时代智能化的运维体系，降低运维成本，提升

运维效率

 » 建设运营大数据，支撑运营的可视化和精细化管理，

实现运营对商务中心业务的持续提升

相信随着统一运维平台 I•MOC 的推出，I•MOC 将成为

企业上云的新标配，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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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行业云使能服务的征途：
云转型要趟过哪些坑
文 | 科技正能量  郑凯

距今为止，云计算的发展已有超过 10 年的历程，应该说过去十多年的云计算发展，推动了云计算市

场出现了两大变化：

第一，云的理念从概念走向清晰，通过长达十年的云化实践，让今天的政企用户不再对是否上云怀有

疑问，而是思考如何更快、更好、更安全的上云。

第二，企业上云这一趋势的启动，将改变现在云计算世界的格局。以企业级云服务为主的科技公司有

望成为云计算下半场的主要角色。

这两大变化，都预示着在云计算 2.0 时代，企业上云将是整个云计算市场发展的主旋律。

华为行业云使能服务的征途：云转型要趟过哪些坑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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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企业云转型要趟过哪些坑

实
际上，企业上云最明显的

好处就是，可以降低运营

成本，使企业快速进入市

场，提高效率。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的，虽然企业上云在缩减成本、提升

效率方面有优势，但是企业上云仍然

有许多路要走。

多家调研机构也总结了各种类型

的上云障碍。比如 CSOonline.com的

报告就显示企业上云的四大障碍：合

规和安全，运维的成本和复杂度，与

现有 IT 基础架构的兼容性，不符合业

务目标而产生的额外成本。

那么首先在合规方面，一些特定行

业的企业，担心云服务的相关监管政策

不明朗，对于企业上云业务的合规性存

在担忧。但随着行业云逐渐形成标准，

这种合规化的顾虑会慢慢得到解决。

其次，安全问题一直是企业决

策者最主要的顾虑。过去公有云一直

被企业用户抵触的最大原因就是安全

性，其中包括了数据主权性带来的数

据安全问题，以及由于系统宕机产生

的数据丢失。

第三是成本问题。很多行业云

系统存在大量重复建设的问题，同

时由于大部分企业自身的技术能力

不足，导致后期的运维成本居高不

下。高昂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恶性循环，让企业上云又蒙上了一

层阴影。

第四是复杂性和兼容性。多数

企业的应用系统都是历经多年积累构

建，业务软件和数据通常以传统架构

进行设计，向云端迁移势必导致企业

业务架构的大幅度改变，这个过程不

仅过于复杂，还耗时耗力且技术难度

系数也较大。这就是所谓的新旧架构

的兼容和迁移的难题。

以某省政务 IT 系统上云为例，就

面临着重复建设成本高、资源利用率

低、资源分散、管理困难、设备老化

严重和故障频发等问题；另外如何打

通原有政务资源壁垒，实现数据融合，

乃至数据共享？如何实现数据价值，

带动业务创新？因此，各行业虽然看

到云的诸多好处而决定做云化转型，

但在此过程中，仍不可避免的遇到了

上述问题与挑战。

不难发现，企业上云绝不是一个

简单的数据中心建设，而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从“建好云”，“用好云”

和“管好云”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进行

思考，换言之，企业上云需要用全生

命周期的眼光来进行设计。

十种角色，贯穿企业上云全
生命周期

2018 年 6 月 12 日，在德国汉诺

威举行的“2018 国际消费电子信息

及通信博览会（CEBIT 2018）”上，

华为重磅发布行业云使能服务。华为

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云使能服务

部部长周义林认为，“企业必须选择

一条正确的云化道路，采用全面的端

到端专业云使能服务，才能实现从基

础设施向行业应用转移”。

居中：孙茂录（华为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总裁）
左一：叶中华 （华为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专业服务部部长 )
右一：周义林 （华为企业 BG 企业技术服务部云使能服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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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华为行业云转型服务解决

方案，开发了全生命周期的行业云转

型服务，其中包括云咨询、云化评估、

云规划设计与实施、云迁移、云灾备、

云安全、云运维、大数据规划设计、

大数据开发支持和大数据管理。

很显然，云咨询、云化评估、云

规划设计是面向建好云前期的需求分

析和咨询服务，而云实施、云迁移、

云灾备、云安全则是如何“建好云”，

云运维是侧重于如何“管好云”，大

数据规划设计、大数据开发支持和大

数据管理属于“用好云”。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命周期的每

个阶段，华为扮演的角色都有明显的

区别。

比如，在前期需求阶段。云咨询

服务像是客户云战略的规划“顾问”；

云化评估服务算得上是客户业务上云

的“分析师”；云规划设计服务要做

的正是客户业务上云的“架构师”。

而在云的建设阶段。云迁移服

务就是客户业务上云的“搬运工”；

云灾备服务是客户云上业务的“护航

者”；云安全服务扮演了客户云上业

务的“保护者”；最后的云运维服务

显然是客户业务运行的“守护者”。

最后，在云的管理和运维阶段。

大数据规划设计服务要做客户数据平

台的“建筑师”；大数据开发支持服

务成为了客户数据业务开发的“设计

师”；大数据管理服务则是客户数据

体系的“治理者”。

在我看来，这十种角色的塑造，

代表了华为在大量的行业云落地项目

中总结的方法论。华为的成功从来没

有任何神秘，就是在一点一滴的实践

中总结而来，通过不断为客户创新来

实现的。

华为行业云使能服务的征途：云转型要趟过哪些坑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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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云

客观的说，行业内的云服务商有

很多，但真正能够做到从全生命周期

的角度，在每个阶段都能以专家级的

角色，来帮助企业上云的公司，唯有

华为一家。

实践出真知，华为使能行业
云行遍天下

以上海政务云项目为例，这是一

个典型的行业云，由于数据中心建设

繁杂，且缺乏统一规划造成资源利用

率低、后期运维难度大等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上海政务云还是

江西政务云项目，都是有其自身的特

点的，比如运维以核心业务保障为主，

不同于互联网业务的快速迭代，政务

云的新业务增速比较缓慢，安全性要

求高，更注重管理和绩效，往往有分

级管理要求，同时也关注数据的潜在

价值。

 而华为则凭借专家级的服务和

运维能力，赢得了大量政企客户的认

可。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某省政府政务

系统，在华为政务云服务解决方案的

帮助下成功实现云化转型，实现了多

数据中心统一管理，双活云数据中心

架构，以及云平台全面安全保护。

从该客户的云服务建设成果来

看：云用户目前按实际业务需求支付

云服务费用，从而降低冗余建设开销，

成本节省约 40%；业务上线时间从

以前的数月缩短至现在的数天或数小

时；IT 系统形成统一资源池，资源利

用率提升了 50%，运维自动化程度提

升至 80%。政府部门能够聚焦自身业

务，政务服务满意度提升了 50%。

据了解，华为联合业界 2900+ 生

态合作伙伴，开发 30+ 工具平台帮助

客户进行云化转型，目前工具平台已

经能够兼容 260+ 种硬件设施和 400+

种软件模型。

在我看来，行业云的落地离不

开三个关键要素，一是全栈云

的技术能力，二是行业落地的

经验和实践，三是完整的行业

云研究和方法论。从这些细节

上看，华为无疑是政企客户上

云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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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数据中心集成服务：让数据中心建设，变得多快好

特别报道

华为数据中心集成服务：
让数据中心建设，变得多快好省
文 | 老尚看科技  尚吉刚

数据是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燃料，而数据中心则是将数据中蕴含能量彻底释放的关键动力引擎。尤

其是在计算由云端向边缘全面渗透之后，数据中心更是决定应用体验和服务优劣的关键点。正如人

们在不断地探寻更高效率、更绿色节能的物理燃料引擎，IT 专业人士也在不断探求建设周期更短、

节能环保更佳、经济效益更高的数据中心重塑之道，而数据中心集成服务正是一剂数据中心升级改

造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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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数据中心，已满足不了用户多样
又多变的业务需求

在
网络连接一切的大时代背景下，浩瀚的

数据最终会汇集在一起，经过算法和算

力的洗礼后，最终形成商业逻辑和商业

决策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数据已经是未来最基本

的生产资料，是数字经济的主力“燃料”，而汇集

了数据、算法和算力三大要素的数据中心，则当之

无愧地成为了数字经济核心引擎。和汽车的引擎一

样，数据中心也有悠久的历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核心指标——效率。老旧的汽车引擎油耗巨大，

热效率只有 20% 左右，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变成热

能、废气排出。而传统的数据中心，也和过时的汽

车引擎一样，能耗巨大而效率低下，所以注定要升

级再造。

数据中心的复杂程度，一点也不比汽车引擎低，

汽车引擎热效率每 1% 的提升，都需要无数工程师

付出巨大的努力。而数据中心的效率提升也同样如

此，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弹性不足，

管理难度大，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改进，也牵一发而

动全身。从需求侧来看，用户渴盼的是更具经济性、

高弹性和高效率的数据中心，老模式的数据中心显

然已经跟不上需求的发展。新建设的数据中心，必

然需要符合未来业务发展的建设模式。而华为就是

这种新“引擎”的探索者之一，华为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集成服务解决方案，它的建设周期从传统数据

中心的平均 2 年，缩减到 6 ～ 8 个月，可以实现快

速建设、快速上线运营，同时它还具备柔性架构设

计，可以按需扩容，在节能环保、管理效率上也有

较大的优势。

现在用户的需求具有多样和多变的特点，需要

全栈全场景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来满足，而华为是全

球屈指可数的能提供从芯片、硬件、软件、系统到

集成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企业，华为在建设新型数

据中心具有“交钥匙”工程的能力和良好口碑。

快速部署，绿色运行：
华为数据中心集成服务实例解析

迪拜机场是全球第一大国际客运、物流中转中

心，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数据中心已经不

堪重负，加上 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临近，利用新技

术和创新方式来提高机场的容量，成为了迫切的需

求。物联网是智慧机场的秘诀，而随之而来的海量

数据，需要全覆盖的网络来传输，也需要强大的数

据中心来提供数据的传输、存储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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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很明确，但是挑战却是巨大的：

第一，需要实现新技术、新功能，并达到 Tier 

III 级设计和建造双认证保证高安全性；

第二，机场已没有现成楼宇可供建设新数据中

心之用，新数据中心需收纳原数据中心业务；

最后，新数据中心需在一年之内完成交付并投

入使用。

这颇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针对这种

复杂的情况，华为采用了 FusionModule1000B 预

制模块化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整个数据中心由 23

个集装箱一样的巨型模块构成，除了内含数据传输、

存储和计算等能力外，模块还配置了行级制冷精密

空调、总功率达到 1MW 的高效模块化 UPS，满足

了 Tier III 设计和建造认证要求。这样，迪拜机场只

需要准备一块空地，这些模块运抵后，快速部署完

毕，并达到设计标准，投入使用。这种设计，可靠

性达到 99.98%，年平均故障只有 1.6 小时。

得益于模块化的设计，华为承建迪拜机场数据

中心，和传统数据中心的建设相比，在时间上节约

了近一半；而且，针对中东地区炎热的气候，模块

内的变频行级空调、高效率模块化 UPS 以及密闭通

道，让设计 PUE 低于 1.6，对比传统数据中心节能

可达 30%；通过部署华为先进的NetEco管理系统，

降低管理成本，让运维工作简单化，深刻体现了“多

快好省”。在新数据中心上线后，迪拜机场的几乎

所有环节都纳入了物联网的覆盖范围，在大数据和

云计算技术的支持下，大到企业的货物运输，小到

机场内给顾客看的电子显示屏及行李传送，都在新

数据中心的支撑下提升了效率和服务质量。而且，

随着业务的增加和变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随时扩

容，随需变化，为迪拜机场的业务高效运营提供了

有力保障。

天津臻云科技是一家平台型公司，其运营的园

区以 IDC 云计算中心为主业，入驻的租户有着急迫

的数据服务需求。这些需求除了要求高可靠等级外，

也要求控制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让 PUE 达到领先

水平。华为针对这种需求，从可靠、高效、简单三

个层面提出了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利用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让数据中心达到高可靠、

高安全、高品质、绿色的要求。这次，微模块数据

华为数据中心集成服务：让数据中心建设，变得多快好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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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解决方案是快速部署的秘诀，这

些模块都在工厂内完成了预安装、预

调试，并可以灵活扩容。得益于此，

华为在短短 4 个月内完成了 92 个微

模块，共 2918 个机柜的快速部署。

在安全性上，机房符合 Tier3 ＋机房

标准建设，配电采用“2N”型配置，

制冷为“N+1”型配置，机房关键负

载为“2N”型配置，满足国际T3+标准。

由于数据中心基于华为的技术服务，

在能耗控制、安全性和可管理性等方

面具有领先优势，臻云科技也借此提

升了品牌价值，获得用户的认同。

位于西非的 Cloud Exchange 公

司，前身为 DimensionData Nigeria，

是一家年收入超过 75 亿美元的系统

集成、端到端虚拟计算公司，该公司

为了快速抢占云计算市场，需要在短

时间内上市数据中心服务，并打造以

可靠性著称的数据中心高端品牌，

此外，该公司和迪拜机场一样，没

有专门用于数据中心建设的楼宇。

华为提供了咨询设计、集成实施、

测试验证、Uptime 认证、运维使能

以及维保的集成服务解决方案，使用

FusionModule1000B预制模块化数据

中心解决方案，11 个集装箱大小的机

柜在工厂集成调试，2 个月完成交付了

80 个机柜。得益于同样领先的制冷方

案，该中心即使是运行在赤道附近，

PUE 值依然低于 1.5，领先当地 PUE

高于 2.0 的传统数据中心。同时，采用

Tier Ⅳ高可靠设计标准，也让该中心

成为了尼日利亚 ISP 行业高端品牌。

加速数据中心升级再造， 
助力行业客户业务再创新

迪拜机场、臻云科技以及 Cloud 

像华为这样业界领先的数据中

心集成服务，可充分发挥柔性

架构、快速上市、绿色节能和

品牌增值等四大特色，可以助

力行业客户在数字时代快速、

经济地获得强劲而绿色环保的

数字新引擎，从而能够将精力

更聚焦于业务再创新和客户新

需求满足上，在新时代从容分

享23万亿美元的数字经济红利。

Exchange 等实例，其实是全球各种

数据中心的缩影——一边是快速增

长、飞速变化的业务，另外一边是

亟待改进的传统数据中心。老式数

据中心需要支撑当前业务，用于支

撑未来业务的新式数据中心却无处

安放，未来还得面对老式融入新式

的难题。

世界数字化、智能化的进程正

在加速，利用先进技术来解决效率

问题，以新兴的数字经济提振全球

经济活力是无可阻挡的趋势。根据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数据显示，

2017 年全球数字经济的规模近 13

万亿美元。另据全球联接指数 (GCI) 

2018 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全球

数字经济规模将达 23 万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接近 80%。这种迅猛的

增速，也意味着传统经济即将面临

大面积转型升级，新的数字经济时

代即将全面来临。在这种大背景下，

即使面对多重难题，未来的数据中

心升级再造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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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智慧城市服务大门的五把“钥匙”

特别报道

文 | 科技正能量  郑凯

智慧城市作为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产物，随着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

但是在全球很多个成功的智慧城市项目当中，最难的就是服务的落地，作为智慧城市方

案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智慧城市服务是否应扮演一个“关键先生”的角色？

打开智慧城市服务大门的
五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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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落地面临四大难题

智
慧城市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从信息化

时代就有数字城市的建设目标，到互联

网时代又有无线城市，直到数字化时代

才明确了智慧城市的理念。

但相比传统信息化，智慧城市并不是简单的所

有行业信息化的总和，它的模式不仅是一把手工程，

更是对整个城市各行各业数字化能力的一次重塑，

智慧城市所面临的是系统性的难题。

首先是决策人的上移，也就是所谓的“一把手

工程”。因为，智慧城市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必

须要有一个高屋建瓴式的顶层设计：要自上而下地

规划，从智慧城市的具体构想，到项目的执行和评

估标准，再到子系统的配合执行、各环节的互联互

通、交叉信息的处理等等。所以，一个好的顶层设计，

是智慧城市成功的先决条件。

其次，因为城市的复杂性很高，包含了几乎所

有大行业，比如，交通、教育、环保、通信、旅游、

工商业等维系城市运转的多个子系统都涵盖其中。

如果要让这些各司其职的系统交汇并交融与协作，

首先要在数据层面做拉通，所以从行业垂直建设到

城市统一规划，需要更注重平台建设。

第三是资金的难题，每个城市的财务水平各不

相同，完全依靠财政拨款的形式很难走通整个智慧

城市的流程，所以资源的多元化也会成为未来智慧

城市建设的重要特征。

最后的问题在于服务 , 因为智慧城市项目中多

涉及云数据中心、大数据系统等复杂场景，对产品

的需求涵盖全 ICT 产品、多厂家产品，传统的各厂

家以单一设备带动的独立分割的交付服务模式已经

无法满足客户的业务上线需求。

换言之，智慧城市的“大场景”更复杂更系统

要求更高，必须提供更完善更主动更整体化的服务

解决方案才能保障客户业务的顺利实现。比如，客

户使能业务的方案，整体服务解决方案，跨产品规

划设计和项目运作经验，以及拉通各产品跨域的集

成和项目管理能力强的专家等等。

正确打开“智慧城市服务”的五把钥匙

我们知道，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有很多种不

同的“大脑”的概念，但这种大脑却无法解决大脑

到神经末梢的很多问题，而智慧城市的网络结构，

却像是神经系统，需要更多的服务作为“触点”。

华为一直认为，智慧城市就像是一个有生命力

的有机体。而赋予城市生命力的，是神经系统。而

这个神经系统背后首先是华为的智慧大脑，提供从

技术到流程完整集成的、互相关联的智能化城市运

营管理平台。通过华为提供的云、IoT 等创新技术，

从前端感知、数据传输、大脑决策，再到肢体行动

实现闭环，让整个城市有机地运作起来。

华为对智慧城市的理解颇为深刻，为了解决以

上四大痛点，从智慧城市服务的角度，华为现在手

上，有五把钥匙。

 第一，总体规划层面，要满足多行业业务需求，

基于行业属性特点分析，总体规划设计架构、资源池、

服务目录等，使得 ICT 系统与业务更具备契合点，针

对不同行业的具体要求，设计各自系统的优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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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云服务上，要统一管理，提升云服务含金量。尤

其在网络架构复杂、资源池分散情况下，实现统一的资源、服

务管理；并提供更多高价值服务，如容灾、数据共享，增强政

府各行业部门的上云动力。

第三，在上云过程中，要做到标准化操作，支持业务有序

上云。政府各行业部门现网规格不一致，需进行标准化覆盖，

降低上云的难度；各行业业务持续上云，需基于调研前瞻设计，

在上云过程支撑弹性扩容，快速调整，消除上云顾虑。

第四，在运维方面，要进行主动运维，确保稳定高效安全。

建立清晰的运维机制，明确多方运维责任分工；通过工具平台

集中监控，建立运维规则模型，主动发现健康隐患；

第五，在生态层面，更强调应用集成，将合作伙伴的应用

集成到华为的平台中来，共同服务于城市的智慧化。

智慧城市落地，行业经验和场景能力缺一不可

实际上，智慧城市服务的最大难题还在于，跨行业的服务

经验。而华为所有的服务经验都来自于自身业务的实践，比如

在政务云、教育服务、警务云、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平安城

市等垂直行业，都需要有非常清晰的服务方法论和能力。 

比如，华为智慧大脑将几大场景方案集成在了整体解决方

案当中，包括联动指挥、智慧教育、智慧民生等等。比如联动

指挥可以做到日常状况下的总体态势呈现与预警预测 , 应急状

态下的联动指挥、以及大数据决策支持。依托智慧大脑的工具

平台，比如集成验证中心、规划设计和集成实施工具等，华为

可以做到在更多的场景下推动应用的落地。

华为的智慧城市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比如南非艾

古莱尼、西班牙 Rivas、国内城市如高青、天津、益阳、三亚、

敦煌等等。智慧城市的成败，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经验的复制、

重建和优化，华为已经通过全球无数的经验来支撑智慧城市的

服务落地，这些经验很多都是华为独有。

同时，华为还拥有业界最强的服务体系，比如有专业的知

识库、专业的服务工具以及丰富的人才积累。同时，华为还有

强大的合作生态。目前为止，华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服务通过

合作伙伴生态，已经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120 多个城市成功

实践。可以总结，强大的服务体系，丰富的行业落地经验，加

上五把钥匙形成的方法论，华为企业服务打开了智慧城市落地

的大门。

打开智慧城市服务大门的五把“钥匙”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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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智能客服，打造互助、自助、
自主的 ICT 智能化服务平台
文 | 华为技术规划与解决方案部技术专家  杨浩

      华为消费者 BG 软件架构设计部技术专家  窦纯

依托智能客服，打造互助、自助、自主的 ICT 智能化服务平台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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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领域智能化的目标，是提供高效可
信的智能产品和服务，彻底解放客户，
助力创造更大价值

从
机械化、电气化，到自动化、智能化，

核心是工具做的事越来越多，人参与越

来越少，把精力聚焦到更创造性的工作

中。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把精力越来越聚焦到创

造性的工作中，而把重复的工作交给工具或者机器

去做。经过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三次工业

革命，现在正面临着智能化的挑战。

以交通出行为例，机械化时代，人类发明自行

车，出行速度从 5KM提升至 20KM，效率大幅提升。

自动化时代，自动挡使操控更简单、地图导航

更准确。 

电气化时代，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

一方面把速度提升到 100KM，而且通过电力能源，

可以实现多天不间断的运行。

接下来的智能化时代，一方面，自动驾驶加强

人车协同，部分或大部分替代人的操作，即提升驾

驶效率，而且能够大幅降低交通事故，把很多马路

杀手变成吃瓜群众。另一方面，新能源和智能制造

会大幅降低环境和大气污染，提供一个更加美好和

谐的生存环境。 

ICT 领域也在面临智能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挑

战，主要在三个方面，

•	 如何利用 5G、云、IOT构建一个智能化的大数

据平台

•	 如何利用智能芯片和算法，提供各行各业的智

能化解决方案

•	 如何紧贴客户，提供随时可达又安全可信的智

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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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领域智能化的实现路径，是依托智
能客服，提供互助、自助、自主的智
能化服务平台

互助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听得懂”，即提供具

有“搜索 +问答管理”能力的QABot代替坐席，解决

大部分的咨询类问题，复杂咨询问题和故障问题转人工。

依托智能客服，打造互助、自助、自主的 ICT 智能化服务平台

黑科技

自助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决“说的出”，即提

供具有“知识云 + 知识图谱”能力的 KGBot 代替领

域专家 ，解决复杂咨询问题和简单故障问题，复杂

故障问题转人工。

自主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做得到”，即提

供具有“设备探针 + 智能运维”的 TaskBot替代操

作脚本，支持复杂故障的半自动解决。

企业用户

智能
应答
引擎

 接入层

 会话层

 引擎层

控制台Web

 加工层 实体抽取 属性抽取 关系抽取 归一化处理 数据清洁 逻辑转换 知识去重

单轮对话

Q/A Bot KG Bot Task Bot Data Bot Rule Bot

  意图理解

SDK

多轮对话

Api

富媒体对话 渠道接入 渠道设置

渠道管理

扩展间管理 知识计算 服务编排 常规配置意图配置

Q/A 管理 知识推理 服务管理 规划执行流程配置

基本对话 知识表示 数据返回卡槽填充

答案召回 任务执行

规则管理 图谱运营

统计分析 问题聚类

标本标注 词库管理

运营分析

权限管理 系统监控

应用管理 用户管理

系统管理

资料能力 服务能力 维护能力 其它能力基础
能力 知识库 ... ... 自服务 交互服务 现场服务 智能检测 ... ... ... ...

问题理解 Bot 智能路由

智能化，ICT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机械化 电气化 自动化 智能化

Everything is intelligen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5G IoTCloud Big Data

APPAPP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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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的 QABot, 7 * 24 小时及时响应客户，解决

简单咨询问题，有点智障

基于搜索 (IR, Information Retrieval)的QAbot，

对用户问题（query）进行分词，通过 TF-IDF 等权重

排序，获取 200 或者更多候选结果；对候选结果进

行字面、热度、语义等深度学习多维度重排；如果第

一个结果得分 ok，返回用户，否则转人工。 

实际 ICT业务上，主要是 IKnow和人工客服（工

程师）一起服务客户，机器人主要解决简单且重复

性较高的咨询类问题，保证答准率，提升用户满意

度。而复杂咨询问题或故障问题，客户或者伙伴，

还是通过联系人工客服和华为工程师解决，必要的

情况下，人工客服和华为工程师接入客户网络，进

行互助决策解决问题。

但很显然有两个问题：

 » 如果碰上复杂问题，比如问题 A = 问题 B + 问

题 C，人是很容易推理，但 QABot 没有知识推

理能力，很容易答错或者答不出来。

 » 如果问题 A 在客户和专家的描述方式不一样，

但 QABot 没有提供客户和专家的沟通桥梁，专

家以为解决的问题，其实用户问了还是不会。

因为没有有效的知识推理能力和知识泛化能

力，QABot 的机器人给人还是有点智障的感觉，

见“为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助理都像人工智障？”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5178406130

2829&wfr=spider&for=pc)。

问答管理平台，一方面管理问答类别和知识点，

另一方面进行用户问题大数据分析，对于无结果的

问题，及时进行答案补充。 

QABot，通过构建知识库和问答匹配引擎，

7*24 小时响应客户问题，对于重复问题或者知识库

已有问题，问答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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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Bot, 支持问题推理和知识沉淀，解决复杂

咨询问题，有点智能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 是结构化的语

义知识库，用于以符号形式描述物理世界中的概念及

其相互关系，其基本组成单位是『实体 -关系 -实体』

三元组，以及实体及其相关属性 - 值对，实体之间通

过关系相互联结，构成网状的知识结构。通过知识图

谱，可以实现 Web 从网页链接向概念链接转变，支

持用户按主题而不是字符串检索，从而实现真正的语

义检索，基于知识图谱的搜索引擎，能够以图形方式

向用户反馈结构化的知识，用户不必浏览大量网页，

就可以准确定位和深度获取知识。比如 “C 罗是不

是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根据C罗获得过“金

球奖”，而“金球奖是影响力最大的足球奖项之一”，

因此可以推断“C 罗是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之一” 

依托智能客服，打造互助、自助、自主的 ICT 智能化服务平台

黑科技

ICT的知识图谱平台，包括产品、MiB,	Password，

Alarm 等节点和关系，相对于传统的 QA 搜索模式，

KG支持：

 » 有标准问和标准答案，不需要推理即可给出

答案。例如用户查询密码的场景，能够支持

“S5720 SI 的密码是什么”等问题，

 » 无法直接通过标准问和标准答案的匹配输出的

答案，需要进行一定推理的。例如同样的用户

查询密码场景，用户问产品簇“S5700 的密码

是什么”，可结合 PBI 和密码工具进行推理，

自动进行“S5700”包含 S5720，包含 S5720 

Si，最终回答 S5720 Si 的密码

 »  综合多条知识结果，提供多轮问答，明确用

户意图。类似于你进入一个商店，要一罐可

乐，服务员问你，你是要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

乐，我们的机器人也会问你是要高端的 S5720 

HI 结果，还是中端 S5720 LI 结果，还是低端

S5720 Si 结果，从而得到用户真正需要的结果。

(from”肖仰华 – 知识图谱和认知智能，

2018”)

KGBot，知识图谱机器人，可以利用知识结构

化进行知识推理，通过提供多轮问答的产品形态，

明确用户上下文，解决客户的复杂咨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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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个支持端云协同的企业知识云，是智

能客服有点智能的必经之路。

显性知识是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表述

的知识，比如文档、PPT，彷佛在冰上以上外露的

部分。隐性知识指的是存在于大脑中的知识，如优

秀员工的技能、秘诀、直觉、观念。这些知识犹如

在水面底下沉潜的冰山，非常庞大但不容易彰显。

一方面，我们对显性知识构建知识图谱进行知

识结构化和推理，另一方面，对于水面下更大量的

隐性知识，需要构建平台进行管理，逐步显性。比

如外部客户的某次反馈，可能就是下 次另一个客

户问题的根因；而某次巡检发现的问题，下次就是

KPI 异常检测的重要来源。

同时因为安全等问题，客户的网络和数据不能

同步到云端进行分析处理，但是不利用外部数据和

特征，客户问题可能没法定位，端云协同的知识云

也就成了下一步的解决方案。云端基于海量的资料

包知识、专家论坛知识和运维知识，训练根因定位、

硬盘检测和 KPI分析等的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模型，

当客户现场定位时，可以拉去或者提前拉去云端判

别模型到端测，辅助端测进行问题定位。而且端测

定位效果好，一方面可以对知识脱敏，经过客户确

认后，同步到云端；另一方面可以对模型进行微调

和脱敏，经客户确认，同步云端，便于后续的故障

定位。

企业知识云

iMOC

知识分析

知识接入 数据计算 数据存储

AI 建模

结构化

服务 / 资料部 service clip art happy原厂 / 伙伴

eCase

客户

知识
图谱

精品
知识

...

可执行

可推理

...

场景
自动匹配

设备
自动匹配

故障
半自动
分析

助手化 智能化

数据管理

API 接口 eService

数据开发服务

交互式分析

巡检

NOC

产品包资料 案例库 第三方论坛

机器人知识 企业论坛 外部客户反馈eCare 单

数据
采集

数据
清洗

数据
分发

实时
计算

离线
计算

复杂事件
处理

异构
数据库

知识
订阅

统一
查询

数据可视化 交互式建模 场景横型 元数据管理

数据集市

数据安全

数据质量

知识分析服务 AI 建模服务

能力架构

能力目标APP知识
应用

知识
运维

知识
管理

知识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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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Bot，支持客户环境感知和智

能运维决策，解决故障问题

TaskBot，即任务机器人，是指

像做任务一样，结合用户网络环境和

设备状态，进行智能运维操作的客服

机器人形态，也是解决客户故障问题，

特别是复杂故障的半自动工具。类似

于自动驾驶中的 L3 和 L4，通过客户

将故障进行分级，业务可用型故障，

可以尝试先修复后汇报；而业务安全

型故障，则先确认再修复。按“Gartner 

智能运维分析报告（2018）”，到

2020 年，智能运维（AIOps）的企业

普及率达到 60%，而故障的自修复比

例占 50%，基于 TaskBot的故障问题

自愈是自主的客服服务必由之路。

故障问题，特别是多设备关联的

故障问题，不同于咨询问题，和客户

网络环境和设备运行状态强相关。而

且不同的故障类型，分析方法和诊断

模型也各不相同。为了解决客户的故

障问题，(1) 探知客户的网络环境和

设备运行的上下文状态的堡垒机 / 网

络探针，(2) 不同运维场景的智能运

维算法和决策，是智能客服 TaskBot

的两个重要特性。而类似于 KGBot 的

端云协同模式，TaskBot 也需要端云

同步，相比于 KGBot 只返回解决方案

不同，TaskBot 能够支持端上运行，

自主服务，也就是业界定义的智能助

手或者智能助理。

TaskBot 之网络 Agent，包括堡

垒机 / 探针 , 能够在满足安全要求的

情况下，一方面获取网络组网状态，

另一方面获取设备运行状态。而网络

的组网状态也就是故障的环境知识，

网络的级联状态，交换机的堆叠情况

等等对于故障定界和根因定位及其重

要，类似于你在咖啡店，系统不太可

能给你推荐豆浆。而设备的运行状态，

则是运行知识或者上下文知识，在流

量预测或者亚健康检测时尤为重要，

上一刻突发的流量暴增可能是这一刻

断网的根因。

TaskBot 的运维决策，是客户

自主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核心组件。

TaskBot 的运维决策总的来说可以分

为四类，（1）日常维护，包括日志

挖掘，告警压缩和日志分析 （2）异

常检测，主要包括硬盘检测、KPI 异

常检测、网络亚健康检测等（3）预

测预防，主要包括硬盘容量预测，性

能预测，容量预警等（4）根因故障，

主要包括故障定界定位，故障诊断，

告警根因定位等。时空分解是日志压

缩的常用算法，KPI 分类 / 聚类是 KPI

异常检测的常用算法，ARMIA等时序

预测算法是硬盘容量预测和预警的核

心算法，而协同过滤和关联分析是故

障定界定位的核心算法，针对 4 大类

场景，TaskBot 将提供典型的 20+ 机

器学习 / 深度学习算法，赋能客户进

行自主的问题分析和故障自愈。

依托智能客服，打造互助、自助、自主的 ICT 智能化服务平台

黑科技

历史指标

预测曲线

算法框架

数据处理

预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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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指标

异常结果

检测框架

数据处理

异常检测

对比预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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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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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维护 异常检测 预测预防 根因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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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领域智能化面临的挑战，如何构建
一个安全、可信的客户服务平台，提
供高效可信的智能产品和服务

在 Gartner 2017 安全与风险管理峰会《State 

of Security Governance, 2017- Where Do We 

Go Next?》 上， 分 析 师 Marc-Antoine Meunier

发表演讲，提及“数据安全治理（Data Security 

Governance）”，Marc 将其比喻为“风暴之眼”，

以此来形容数据安全治理（DSG）在数据安全领域中

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安全可信的智能产品和服务，也是伴随智能化

的数字双生需求。如何定义，智能客服中的“数据

安全治理”，如何建设数据安全和提供可信的服务，

以及如何融入整个网络大安全和大可信的生态，是

自主自助服务的新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数据安全治理绝不

仅仅是一套用工具组合的产品级解决方案，而是从

决策层到技术层，从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自上而

下贯穿整个组织架构的完整链条。行业专家，第三

方服务商和伙伴，客户，各个组织各个层级之间需

要对数据安全治理的目标和宗旨取得共识，确保采

取合理和适当的措施，以最有效的方式保护信息资

源，这也是Gartner对“安全和风险管理”的基本定义。

而如何定制数据安全治理流程，包括建立管理

问责制和决策权，决定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安全风

数据安全治理的现状

险控制和风险控制有效性，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四个

重要步骤。数据安全治理必须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通过安全评估及具体指标衡量，以确保风险得到了

有效管理，否则，需要回到第一个步骤重新纠偏。

良好的治理 & 不好的治理，如何判断？确立数

据安全治理流程目标后，决策者需要关注几个关键

性指标，以作为评判数据安全治理工作是否是良性

的，减轻企业负担，Gartner 也为我们提供了几个

评判标准。

不好的治理

• 没有足够的资金

• 保护了错误的数据

• 没有业务参与

• 错误的人进行决策

• 持续的应急响应

• 无法灵活的适应变化

• 让企业面临罚款，入刑甚至更糟糕
的事情

• 制定明确的问责制

• 更高的利润获取，更低的成本投入

• 让企业更合乎道德准绳

• 与隐私目标保持一致

• 更好地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 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

• 适当合理的风险管理

良好的治理

数据安全治理也是互助、自助、自主的智能服

务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Gartner's Informa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Process

Set and Magage Accountability and Decision Rights:
•	 Enterprise	Security	Charter
•	 Policy	Framework
•	 Organization

Decide Acceptable 
Risk:
• Accessment
• Policies
• Arbitration

Enable Risk Control
• Program
• Strategy
• Resource Allocation

Assure Control 
Effectiveness:
• Accessments 
•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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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客户体验，打造更贴心、更智能的支持服务

黑科技

聚焦客户体验，
打造更贴心、更智能的支持服务
文 | 华为企业服务全球服务共享中心高级工程师  穆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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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为企业业务全球服务共享中心是华为面向企业业务建设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业务涵盖技术支持、

远程交付、网络运维等多个方面，从建设之初便对照 SPORTS模型从服务管理（S）、流程（P）、

组织（O）、法规（R）、技术（T）、选址（S）六个方面进行建设和自我评估，在未来 1-2 年内 ,

将全面进入 L5 持续优化阶段，实现服务卓越、流程卓越、技术卓越。

表 1: SPORTS 模型评估标准

华为企业业务成立之初，便结合在

运营商领域的实践、ITIL V3 框架及企业

业务自身特点建立适配企业业务的服务流

程体系与组织。目前，企业 ITR (Issue To 

Resolution) 流程作为端到端的企业技术支

持流程运作并持续优化多轮，确保组织的

高效及合规运作，在全球建设的 3 个 GSC

（全球服务共享中心）组织，5 个区域

TAC 和 4 个国家 TAC，共同组成了三级技

术支持体系，可以提供 17 种本地语言的客

户问题受理，为客户和伙伴提供全天候的

优质服务。通过全球备件中心（1 个，位

于深圳）、区域备件中心（5 个），城市

级库房（1000+）的布局，实现 7*24 的专

业化服务，目前在 97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NBD 服务，其中 60+ 国家和地区 500+ 城

市提供 4 小时备件送达服务，备件服务能

力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客户的要求不断建设

和提升。

服务 流程 组织 法规 技术 选址

L0 能力不具备

包括：服务关系、
结算机制、绩效
管理、以客户为
中心的文化、服
务卓越

包括：流程范
围、业务范围、
标准化、流程
卓越

包括：组织、
客户范围、员
工管理、管控

法规遵从

包括：应用、
通用技术支持、
门户 / 访问、
技术卓越

包括：选址、
共享服务运作
模式、选址战
略、选址卓越

L1 初级阶段

L2 可重复阶段

L3 已定义阶段

L4 可管理阶段

L5 持续优化阶段

图 1:  SPORTS 模型评估

0
1
2
3
4
5

Service Management

Process

Organisation

Regulatory

Technology

Site

Current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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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作为一家技术企业，又有哪些黑科技的秘

密武器被用到技术支持过程中呢？让我们一起去了

解一下吧！

练内功，打造安全高效的协同运作平台

高效的日常通讯工具 — 
eSpace (PC 端 ) + welink ( 移动端）

eSpace 是华为自主开发的内部办公通讯平台，

有了这款神器的加持，工程师可以根据技术属性、

兴趣爱好快速建立群组，发起技术讨论，分享最新

的技术动态；有了它，工程师可以快速召开电话会

议，发起白板共享；多语言翻译提供无障碍的跨国

团队沟通。有了这款神器的帮助，我们几乎可以畅

通无阻地和全世界的工程师交流，甚至来自外星的

克林贡语它都能帮你翻译。 

聚焦客户体验，打造更贴心、更智能的支持服务

黑科技

工程师出差在外没有网络，没有关系，eSpace

的移动端好兄弟——welink，不仅可以选择接入语

音会议查看会议内容，还可以利用手机摄像头发起

视频会议，沟通起来十分便利。

图 2：eSpace 自带的强大翻译功能

图 3：Welink 移动端接入会议画面及
视频会议预定界面

安全高效的紧急事故处理平台 — eWar

在处理客户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业务中断等事

故场景，最要紧的是快速恢复客户业务，按照华为

紧急恢复流程要求，Recovery	Leader 将立即召集

区域人员（工程师、专家、服务主管等）、TAC 一

线、二、三线工程师、产品线维护主管、及其他相

关值班人员进行联合工作组，快速制定恢复方案。

eWar系统可以帮助团队快速创建工作组组织恢复，

并可以支持事故后的复盘高效组织问题定位及事故

复盘，助力团队持续提升。

大数据助力识别产品共性问题，风险提前预判

工程师日常工作的平台中集成了大数据分析功

能，支持对受理的客户问题进行大数据分析，通过

强大的分词技术，实现快速识别重点问题，各个产

品重点问题及变化趋势直观可视，异常问题快速发

现。快速识别重点问题网络分布，针对同类问题重

点监控告警，及时识别产品问题，有针对性地推动

产品改进及组织风险应对措施。 

图 4：eWar 工作平台

图 5：大数据助力识别共性问题

紧急恢复

工具

统计报表

Web
值班表

事故
分布图

事后

事中事前

文档

组织恢复

创建
War room

已关闭
War room



企业服务

 | 40

云化实验室资源，提供全场景在线操作练习环

境及故障模拟

动手实践是延长记忆时间的有效途径，要想提

升人员 ICT 技能，充分的实践操作是必不可少的。然

而，如果集中组织上机培训难度极大，工程师很难有

大块的时间参加集中培训，每个区域都建设全产品覆

图 6：eLab 架构

LS杭州实验室 ETP深圳实验室 AMS墨西哥实验室 GSC成都实验室 AMS西安实验室 EBG杭州实验室 Gneec北京实验室

网管监控 云服务器群

软件管理 资源管理 桌面云集中部署全球统一网管，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

MIS

Mgmt（管理员端，撑托前端业务）

实验管理 用户管理 页面自定义

实验配置 报表管理 基础数据

Portal（用户端）

预订实验

进行实验

插件下载

网络测速

New Portal（用户端）

预订实验

进行实验

审批实验

插件下载

Hutaf

基础数据
研究中心管理 工作台管理

实验室管理 设备类型管理

业务数据 OE

Citrix

XenAPP
应用管理

Cloudstack 计算资源准备

桌面管理

应用发布

桌面发布

组策略

调度策略

执行引擎

全球加速网络

用户接入：支持电脑/平板接入；内外网接入

实验室设备 实验室内部结构

脚本执行器

智能电源

智能跳纤

智能跳纤

脚本执行器

智能电源

支持Qx、MML、Tcl多种接口，
为设备自动升级、自动配置脚本

支持直流和交流两种模块，可以在
设备无人预定X小时后自动下电

支持NE40E和OSN6800两款
自动跳纤设备，实现自动组网

接口管理 脚本执行 网络驱动

盖场景的实验室运维和建设成本投入巨大。为了应对

这个挑战，华为建设了一套分布部署的云化实验室平

台 —— eLab，工程师可以随时随地、按需预订、远

程接入、灵活便捷地进行操作练习和故障模拟。 

eLab 平台可支持“预订 - 审批 - 交付” 全线上

流程操作，实验前 30分钟设备自动组网，实验结束，

自动清除跳纤。

图 7：全球共享的实验室平台，助力工程师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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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体验，围绕客户打造智能可视的服务
平台

智能客服 ABC，人工智能 (AI)、大数据 (Big 
Data) 与云 (Cloud) 结合的一次实践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智

能客服机器人也在不断完善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在

华为的实践中，智能机器人也在不断进化着自己的

智能水平，从最初的搜索 + 问答模式，到任务式多

轮互动，通过深度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的运用，

不断训练提升机器人的意图理解准确率，更加智慧

地调用已有的知识。在 2019 年的路标中我们看到，

其交互方式也将更加智能，将支持语音识别用户提

问。在机器人的背后，大数据也被应用于采集分析

客户问题、帮助形成知识案例与后端专家共同搭建

起一朵“知识云”来助力智能机器人给用户带来更

好的自助体验。

未来，随着物联网应用的普及，智能客服与客

户网络部署的探针或堡垒机对接，只能客户将不仅

帮助客户解决咨询类问题，还将帮助客户更智慧地

解决故障类问题，甚至基于大数据的时序分析，实

现硬盘故障检测、KPI 分析等帮助用户更轻松地降

低网络风险。

为最终客户打造的一站式华为产品自助服务管

理平台

作为华为产品的用户，您一定很关心您使用的

华为产品的运行情况如何？服务是否到期了？当前

有哪些问题？不用担心，华为为您精心打造了一款

利器——ServiceCare Portal，通过这个自助服务平

台，你可以实时在线查看您的公司名下的所有设备

的情况，如设备存量、维保信息、故障记录、产品

文档以及服务报告。

图 8：未来自助服务平台构想

知识云

NLP知识图谱

DLML

大数据

知识专家

行业专家

自动化

客户/伙伴

堡垒机/探针

华为工程师

客户网络

图 9：ServiceCare 功能介绍 图 10：ServiceCare 用户界面

聚焦客户体验，打造更贴心、更智能的支持服务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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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企业服务”微信公众号 +“企业技术支

持”App，满足您的移动办公需要

随着智能手机日益广泛的使用，移动化的运维

管理需求同样得到了华为工程师们的关注，“华为

企业服务”公众号与“企业技术支持”App，通过

关注微信公众号，您便可以与我们的智能客服互

动，咨询在线客服，查询维保状态，查询备件状态，

通过故障启示录了解最常见的产品故障排查及处

理方法。 

感觉还不过瘾，没关系，您还可以下载企业技

术支持 App，更多更强大的功能在这里等着你挖掘。

在这里不仅可以享用公众号的全部功能，还可以直

接创建问题单、激活 License、AR 体验产品资料、

下载命令查询工具、告警查询工具、扫一扫设备条

码快速识别产品信息，您也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用

户和华为工程师一起在社区交流。

篇幅所限，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相信未来

会有更多的黑科技将会应用到工程师日常工作中，

也希望华为的客户和伙伴们多多使用我们的 App、

ServiceCare Portal，提出你们的建议，为您提供更

好的服务体验。

图 11：公众号里查询备件物流信息

图 12：企业技术支持 App

企业技术支持

如何下载企业技术支持 APP
方法 1: 扫描二维码

Android/IOS

方法 2: 应用市场搜索

常用任务

管理我的问题单和备
件申请，查询维保，
访问智能问答等

消息推送

问题单、备件物流
进展等

工具

扫一扫，视频，
在线工具

移动论坛

随时随地参与论坛
交流和分享

产品支持

一站式获取产品资源
( 产品文档，案例，
产品公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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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磨一剑，
华为 I•MOC 平台助力企业运维转型
文 | 华为企业服务资深服务专家  贺知荣

      华为企业服务运维架构师  邓祥宇

随着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对传统产

业冲击的不断加强，数字化转型已经成

为全球企业的共识。专业的运维服务在

数字化转型落地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

用，也正因为此，IT 基础层的运维管理

迎来了新的变革。

最直接的体现，数据中心运维服务客户

关注的不仅是基础设施，而是更关注平

台和上层应用；企业 IT 架构不断向云

计算演进，传统被动式的人工运维弊端

暴露，有机整合服务和产品的自动化运

维对企业的吸引力加大；未来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将有望通过机器

分析、判断和决策来进一步降低企业对

运维人员的依赖，从而推动运维向自动

化和智能化演进。>>

三十年磨一剑，华为 I•MOC 平台助力企业运维转型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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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中的运维之痛

痛
点 1：自动化运维程度低，资源上线时

间长。VPN 申请、网络开通等业务开通

依赖手工操作；电子化流程管理手段缺

失，资源申请发放全部靠线下人员沟通，手工交付，

耗时费力；缺乏规范化流程，存在流程管控不足，

业务无法及时响应的现象。缺乏巡检自动化工具，

日志筛选依赖人工；业务日志分析不到位，特别缺

乏业务质量的日志分析。

痛点 2：运维方式过于分散，相关责任方协调

困难。现网设备和网管“七国八制”，各个部门使

用各自运维工具，未实现有效连通，未能实现多部

门运维能力的共享。设备种类太多，无法统一监控，

烟囱式运维明显；资源使用情况不可见，缺少统一

的资源管理、运维配置管理；缺乏资产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资源只增不减，僵尸机存在，造成资源浪费；

可以看出，云数据中心向外界提供服务是多方服务

融合的结果，不同服务使用不同的技术栈和协议，

各服务的提供各自独立，难以整体协调。

痛点 3：运维队伍能力不足，依赖关键个人能力。

运维团队难以持续 7*24 小时保障，核心人员离岗导

致服务质量下降；个人经验缺乏沉淀总结，未形成

组织能力；缺少工具平台沉淀个人经验，形成自动

化脚本或者知识库，积累组织能力。

痛点 4：运维工作总是事后“诸葛”，往往损

失发生后才知道补救。传统的运维工具和方法都只

能在故障发生时发出告警并进行提醒，无法事先预

料故障的发生。甚至只有在业务受损后，运维人员

往往被投诉了才知道，缺少统一的网络自动巡检和

流量监控平台，提前察觉网络异动。

 

数字化转型需运维变革先行

从数字化转型中的运维之痛来看，运维变革迫

在眉睫，因为企业的 ICT 资源迅速扩展，场景越来

越丰富，应用的技术不断更新换代，要想维护这么

庞杂的系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尤其是对

人的专业能力要求更高，需要”通才“；但人的精

力是有限的，既不能 24小时盯着那么多的业务监控，

也不能快速从各式各样的告警中分析出蛛丝马迹。

对于企业来讲，招聘大量的“通才”运维人员，每

年的人力成本都十分高昂，而且既然用人来管，就

必然会做大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会把业务部门

拖入到运维的“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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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变革 1：人工智能技术推动

传统运维向 AIOps 演进。AIOps 建立

在高度完善的运维自动化基础之上，

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从运维大数据如日

志、监控信息、应用信息等中提炼和

总结规则，进而做出智能化的分析决

策达到运维系统的整体目标，以机器

自判、自断和自决减少对运维人员依

赖的风险势必会逐渐降低，AIOps 有

望成为运维领域新的增长点。

运维变革 2：应用运维成为云上

用户的运维重心。一般来说，很多企

业的运维部门主要工作包括基础运维

（针对企业 IT 基础设施的运维）、应

用运维（针对企业具体业务的运维），

较大的运维部门可能还有单独的运维

开发，负责为公司运维部门开发运维

工具和平台。

当用户决定上云（尤其是 IaaS 公

有云），就表示用户已经把基础运维

三十年磨一剑，华为 I•MOC 平台助力企业运维转型

黑科技

以及相关的工具平台开发工作交付给

云供应商，而把应用运维作为整个运

维部门的核心，这也符合云计算希望

让用户只关注自身业务发展的初衷，

这样的话，如何保障主业务的稳定运

行就是客户关注的重中之重。

运维变革 3：弹性和服务自助成

为基础设施的基本要求。在传统基础

设施中，获取基础设施的弹性非常不

容易，为此，很多公司运维团队都会

在基础设施的使用上面制定很多规章

制度和流程，以方便进行资源管理和

规划，但当管理云上基础设施时，这

些制度和流程都是人为削弱弹性。

通过基础设施弹性化和服务自助

化，可以大幅度降低运维成本（如业

务扩容、缩容都能够自动完成），而

且由于满足了基础设施成本的弹性需

求，从而降低整个业务的运营成本，

提升业务的市场竞争力。除了弹性，

云的出现让自助式 IT 基础设施服务得

以普及，任何用户都可以在分钟级别

自助获取需要的基础设施资源，一方

面可以大幅度提高整个流程的迭代速

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运维人员在

资源统计和发放上的时间开销。

运维变革 4：第三方运维服务价

值凸显，重点应用领域持续增长。企

业 IT 基础设施复杂的异构环境要求数

据中心运维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能够

有针对性的为不同软硬件提供相应的

运维服务。随着数据中心运维服务由

硬件运维向软件运维迈进，需要具备

跨产品、跨平台和跨应用的综合运维

服务提供商，整合上下游服务生态，

联合为客户提供从基础设施到平台、

到上层应用的端到端运维服务。2017

年 IT 数据中心第三方运维服务的市场

规模达到 792.2 亿元，占整体市场的

比例增长至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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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I•MOC 平台应运而生

纵观华为三十多年的发展，其服

务的客户已经超过 50000+，遍布全

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华为 IT 所

服务的用户数量是海量规模，它包括

研发、销售、服务、财经等组织，还

有数量同样惊人的合作伙伴，以及服

务于全球数亿规模的终端消费者们，

完全迥异的业务流程对 IT 系统形成了

极大的挑战。

华为 IT 早在 2014 年就开启了云化

转型之路，多年过去，华为 IT 云规模

呈指数级增长，所承载的业务形态更多

样，华为已步入全面云化时代，当前，

华为管理着全球 200 多个数据中心、5

万多个机柜、30万台服务器、1000+PB

的数据、百万级VM和多个异构云环境。

华为是如何克服自身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 IT 系统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的？经过十几年的自研和实践，华为

推出 I•MOC 统一运维平台，该平台

有管、监、控、服、营以及多租户几

大核心的功能，“管”把所有资源进

行统一登记，“监”实时把握他们的

运行状况，“控”和“服”处理运维

产生的问题，" 营“把所有资产、资

源的使用状况、运行状况以及健康状

况集中可视化展示，让运维人员心中

有数，快速解决问题。而多租户，对

平台做租户隔离，权限管控，鉴权授

权，保证平台安全。

华为在 2018 年华为全联接大会

上面向全球企业市场正式发布 I•MOC

统一运维平台，分享华为自动化、智

能化运维的成功实践，希望帮助客户

实现“毛细血管级的运维”和“机器

运维机器”，为客户带来“可视、智能、

易用”的数字化运维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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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倚天剑
ServiceTurbo Cloud一出，谁与争锋
— 企业服务迈入工具驱动新时代

文 | 华为企业服务 ServiceTurbo Cloud 工具平台营销经理  谢紫开

企业服务倚天剑 ServiceTurbo Cloud 一出，谁与争锋 — 企业服务迈入工具驱动新时代

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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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说林训》：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

织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以

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而钓鱼的方

法中最重要的就是渔具，渔具是钓鱼知识的总结和

固化，学会制造和使用鱼竿或渔网等工具，自然而

然可以稳定持续高效地获得鱼。

翻开人类进化史，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

智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类使用工具的鲜活

历史证明。南方古猿能使用天然的工具，但不能制造

工具；能人能制造简单的工具（石器）；直立人直立

行走，解放前肢，直立人会打制不同用途的石器，是

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智人已经学会了人工取

火，会制造精细的石器和骨器。 人类进化的每一个

阶段都和工具使用发展息息相关，休戚与共。通过工

具的制作和使用，人类不需要更多机体进化即可适应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环境。如人类没有尖牙和利爪来打

猎 , 所以人类制作出弓箭 , 长矛等工具。

工具的出现，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两

个要素紧密相关，一是速度，二是效率。速度可以

击穿原有的成本逻辑，效率则改变利益的分配模式。

在新的工具革命面前，一切价值被重构，包括时间

的意义和对能力的定义。随着企业全球化脚步，在

高速发展的大数据信息时代和全面云化时代，企业

在通信网络规划设计、设备快速部署以及故障的自

动感知和预警，这些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怎么办？传统依靠专家手拉肩扛的模式越来越

力不从心，在公开市场获取专家的成本也越发提高，

在此挑战下智能化的工具手段更加靠谱。

从 N（N>100）个单机小工具到集成云平台的

Service Turbo 统一云化工具已经构建，并充分考虑

到行业合作伙伴的生态共享，预留对接和定制接口，

部分特性已经在全球 100+ 项目中应用验证。

开放 & 统一，工具应用市场 &API 市场

企业服务工具众多，发布途径多样， 获取成本、

学习成本高。ServiceTurbo Cloud 作为企业服务工

具统一门户， 从行业、专业服务、产品三个维度，

聚合企业服务工具，提供一站式工具服务，登录平

台即可获取所有工具。

从设计之初，开放特性便已经深入骨髓。

ServiceTurbo Cloud 提供开放的工具应用市场和 API

市场，不仅可以向伙伴提供提供一站式工具应用服

务，也可以提供应用集成接口，实现技术共享、业

务整合。基于 ServiceTurbo Cloud，华为致力于和

伙伴深度合作，向客户提供更好的数字化转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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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打通，减少数据人工转换，实现不同作业环节间的数据共享

企业服务倚天剑 ServiceTurbo Cloud 一出，谁与争锋 — 企业服务迈入工具驱动新时代

黑科技

以往工具都处于孤立状态，业务数据未集中、

未打通，无法在交付环节流通。ServiceTurbo Cloud 

可以实现工具业务和数据打通，不同作业环节数据

共享，形成聚合工具链。以设计 FusionCloud+ADE

工具为例，数据信息在不同环节流转，业务流和数

据流如下： 

 基于统一的技术架构、数据底座，实现了业务

流、数据流的自然流转和无缝对接，实现场景化的

工具链作业，构建智能分析能力，实现经验的持续

积累和升华。

技术说明书，
BOQ

勘测信息 ( 测量
数据，图片等 )

LLD 文档

设备勘测

测试验证

验收报告

功能验证

信息采集

一键部署

质量标准

SOP

网络设备
安装检查

IT 设备
安装检查

行业需求功能

架构设计

云网设计

规划设计工具 集成实施工具

FusionCloud
工程设计1 2

3

4

需求与架构设计 勘测 设计 安装 调测集成 验收

网络设计 ( 含脚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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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能的运维

工具平台为故障处理提供更高效

的数据支撑，提供营、管、监、控、

服等功能模块，具备基于业务级 & 用

户级的E2E实时多维视图和分析能力，

采用导向式的查询及挖掘视图帮助运

维人员快速获取数据、保障业务、决

策支撑，深度挖掘的运维数据将真正

成为运营商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数字化转型中新业务、新技

术、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基于平台聚合

生态能力以实现新业务快速上线成为必

然。华为企业服务将多年的行业实践积

累的能力、经验、知识融合整合，构建

在 ServiceTurbo Cloud 企业服务工具云

平台上，为华为、客户、伙伴工程师提

供一站式服务，构建合作共赢商业模式。

截至目前，ServiceTurbo Cloud 已

经上线工具应用 80，活跃用户 5000+，

建立有效项目 1300+。以 H公司联合办

公场景有线无线一体化项目为例，该项

目使用 WLAN Planner 工具完成无线网

规设计，输出标准化设计报告，敏捷园

区网规划设计工具生成组网规划，总体

效率提升 75%，获得用户极大好评。

ServiceTurbo Cloud：http://serviceturbo-cloud.huawei.com

统一运维 Portal/ 移动 APP

SmartAgent 探针 SmartRoute 规则路由 SmartChannel 数据通道

远程管理服务
业务
生态

基础
支撑

智能
引擎

联合运维服务 云运维服务 平安
城市

智慧
城市

平安
园区

变更管理
IT 运营可视

数据库、数据集市

事件管理

故障诊断
可视问题管理

应用发布部署 资源部署配置 备份自动化 IP 资产 / 配置管理 系统账号权限管理

性能容量
分校

监控指标 监控告警 监控策略 故障自愈

例行工作

业务服务
分析用户服务

支撑

运营质量
分析

MySqlMongDB Hbase GIS OpenTSDB Spring Cloud Zabbix Nginx

华为
驻地云

金融 /
轨道 /
电力

( 垂直
行业 )天旦 广播 递蓝科 安全运维PSIM 知识库 eCare 备件eSight NetEco U2000 听云

华为网管 生态工具 项目生态 华为运维资源

IT 流程管理 (eTicket)- 服

运维操作自动化 (eOps)- 控 配置及资产管理
(eCMDB)- 管

身份 & 访问管理平台
(eIAM) 监控管理 (eWatch)- 监

智能运营分析可视 (eSee)-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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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能源巨头 Pemex 启示录：
以服务为先导推进数字化转型
文 | IT 创事纪  祈萌

墨西哥能源巨头 Pemex 启示录：以服务为先导推进数字化转型

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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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125 名员工实现移动办公并不是什么难

事儿；甚至在一些拥有超过 1250 名员

工的公司里，它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过，当实际员工的数量超过 125000 名时，这事

儿就开始变得麻烦了。

现在，Pemex 的经验正闪闪发光。作为一家在

全球石油生产领域排名第 8 的墨西哥石油行业国有

组织，Pemex 以服务为先导，稳步推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方法论已经开始为全球能源行业所借鉴。

让那 125000 名员工最终实现数字化办公，只

是 Pemex整个数字化转型实践中的一个“小目标”。

Pemex 在设定转型目标时就已经意识到，数字化转

型伴随业务演进，它涉及了企业生态系统和 IT 架构

的颠覆性变化。这一变化中，从数字化转型伙伴中

引入最佳实践所代表的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合作伙伴不但需要具有全栈的产

品方案覆盖，同时在实际服务落地中，也要有持续

迭代的最佳业务实践做指导。这些能力的综合，最

终将通过产品、技术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协同

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简而言之，在这一段与数字化转型相生相伴的

历史叙事中，能力将成就目标，视野则决定格局。

Pemex 需要这样的能力与视野，以及它所能带来的

数字化转型方法论——这甚至是合作伙伴在服务中

必须提供的能力。

服务经验成为检验合作伙伴的重要标准

从最初让 Pemex 钟情的网络语音网改合作伙伴

那里，我们能看到 Pemex 和这一类型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未来，和他们当下所珍视的服务方式与方法。

在对 IT 基础设施进行全面诊断后，Pemex 管理

层意识到需要对网络和电话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

将整合站点集中管理，远程监控风险，减少 IT 厂商

数量，向云迁移，优化基础设施，降低成本。 

显然，Pemex 需要同时面对的麻烦不是解决一

个移动办公的问题。和许多有历史积淀的国际型集

团公司相似，在 Pemex 庞大的组织中，每个子公司

都有自己的信息技术系统，这些系统在结构、管理

和技术策略上也千差万别，超过 700 个应用程序同

时运行并且版本不一……而这一切，又都落地在全

国 10 个数据中心和 200 多个站点中。

Pemex以极为严格的标准，从全球的服务商中选

择了数字化转型伙伴 — 华为。华为高性能、高规格的

产品设备已经不需要大书特书；Pemex很清楚地知道，

这里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能源行业的服务经验 — 一个具

备丰富成功项目实践经验的合作伙伴在今天仍然稀缺。

华为在整个能源行业的大型用户成功案例之所

以有价值，不只在于他们可以成为华为服务能力的

佐证——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于大型企业的海量

经验，最终会被持续固化为方法论并持续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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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迭代成就服务体系纵横有序

具体到项目中，在协同 Pemex、合作伙伴等多

方资源形成项目核心管理团队后，一切流程按照既

定的方法论推进——它纵向贯穿全流程，横向则覆

盖各项目服务要素。

这种方法论的价值体现在了整个项目全流程

中，从前期介入、团队组织、问题梳理、风险控制、

技能传递到规范宣传等，不一而足。

以前期介入为例，事实上，Pemex 在项目之初

便掌握了转型的主动权。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其价

值在于让整个管理团队基于包括华为在内的合作伙

伴提供的方法论经验，提前识别了潜在的技术风险，

并在交付前就可以完成风险的闭环。

这种主动权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

团队的大型项目管理能力。在诸如 Pemex 这类涉及

大型集团性公司的数字化转型项目中，一个由多方

组成的管理团队，如果缺少明确的职责分工和配合

关系，责任的落实、以及持续的闭环风险管理等，

就无从谈起。

这一点至少会影响到后续两个重要的环节，包

括对问题的梳理和对风险的控制。由海量项目积累

而来的专家经验在这里不可或缺——要实现对产品

和服务的错报漏报问题、交付技术问题、验收问题、

条款问题等风险进行梳理跟踪，如果没有同规模项

目经验积累，甚至“吃自己的狗粮”的转型经验做

先导，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疏漏。

与专家经验指导下的大型项目管理服务经验相

配伍，专业的工具平台支撑是一个完整服务体系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华为的项目交付服务体系中，它

横向覆盖交付流程，影响着项目运作的每一个环节。

在 Pemex 项目推进的每一个环节中，我们都能

看到这些工具平台的价值表现。作为一种全方位、

立体式的方案可行性验证服务，它涉及了性能测试、

压力测试、倒换测试和容灾测试等诸多维度。不难

想见，复杂的业务系统割接只有在实验室中经过此

类预验证，才能在落地实施中变得安全可靠。和交

付方案验证会涉及全服务流程一样，横向覆盖交付

流程中的其他服务要素也会一以贯之。

墨西哥能源巨头 Pemex 启示录：以服务为先导推进数字化转型

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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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服务能力推进数字化精准落地

完整企业服务体系中，经验与工具平台的不可

或缺，也同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远不是新产品或新技术应用那么简单的问题。只有

当转型合作伙伴具备全局性的业务视野与对应的服

务能力，才能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将转型目

标最终落地和实现在全局和每一个子项目中。

在华为企业服务的支持下，Pemex 内部发生

了一系列的改变，这让 Pemex 首席信息官 Rodrigo 

Becerra	Mizuno 兴奋不已。他说：“通过融合系

统，我们优化了业务运营，节约了空间、维护成本、

电力和制冷消耗。现在，我们的员工可以更关注

Pemex 的核心业务。”

这些变化也强化了 Pemex 对通过数字化转型提

升竞争力的期待。在此前墨西哥的能源改革中，市

场的开放让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变得丰满起来——新

的竞争者带着新的技能出现在 Pemex 的面前，要想

赢得市场，Pemex 就要改变。现在，基于完整服务

体系而开展的数字化转型方法论，就像照亮 Pemex

数字化航线的一座灯塔，闪闪发光。

这些光亮照向 Pemex，也照向了它在全球的同

行，它告诉能源行业的公司们，要开始数字化转型

吗？不如先从建筑顶层开始考虑一些问题：

基于领导力、全体验、工作空间、运营模式和信息管理，开展一下业务诊断；

记住，业务领导的参与对于变革举措与业务目标都至关重要；

别忘了提供数字界面，并用它来连接员工和合作伙伴；

技术基础设施必须现代化，它们是为支撑新商业模式而生；

联合顾问和专家，评估和确定你的组织采用颠覆性技术的适当时机；

如果对以上问题都有所把握，那么可以准备重构业务并体验持续创新了。



55 | 

【观察】

构筑“大一统”政务大数据平台，
兰州新区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
文 | 申耀的科技观察  申斯基

构筑“大一统”政务大数据平台，兰州新区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

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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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 年 8 月，兰州新区获批成为全国第五

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经过六年多

的开发建设，这座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新城

已初具规模，同时作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改革创新的新高地、对外开放的新平台作用更逐步

显现。 

如今，兰州新区正在搭建的政务大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将成为兰州新区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整合、

数据服务和共享交换的平台。大数据平台将打通信

息孤岛，实现城市间的互联互通，真正做到让数据

多跑路，市民少跑腿。兰州新区科技文化旅游集团

及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兰新数投对项目建设起了主体

作用，本次项目将大幅提高服务型政府为民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并对兰州新区信息化发展和政务模式

变革、创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前，在《“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

设规划》中，已明确将“以网络强国战略部署统领

政务信息化建设各项工作”作为战略总引领，坚持

协同共治大系统、共享开放大数据、统建共用大平

台，利用大数据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已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

从这个角度来看，兰州新区邀请华为并借鉴其

对政务大数据利用和开发的实践经验，让大数据实

现“善政、惠民、兴业”的服务新模式，毫无疑问

将对中国众多的地方政府实施大数据战略，发展数

字经济将起到更多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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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孤岛式”政务信息化
建设

作为西北地区工业基地和综合交

通枢纽，兰州新区向东承接、向西开

放，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钻石节点和

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拥有不可

替代的天然地缘优势。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城市”、“国家信息惠民试点城

市”、“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西北地

区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在战

略定位及智慧城市建设上一直受到国

家的高度重视。

但由于客观原因限制，兰州新

区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薄

弱。大多数政府单位无自有机房，网

络覆盖不足，同时自建的应用系统较

少，信息系统支撑力度不够，多数单

位关键业务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和省级

垂直系统，难以针对本地化需求进行

应用定制。

更大的挑战在于，部分关键政务

数据由于存储不在本地，与其他各单

位自建信息系统互为“孤岛”，各单

位业务系统缺乏共享平台，数据不能

共享，影响效率提升。同时，各单位

信息系统缺乏统一规划与设计，在涉

及多个单位或部门的业务流程不能无

缝衔接。

因此，建设统一的政务大数据平

台，也就成为了兰州新区的当务之急。

在此过程中，兰州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对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也提出了明

确的批示，具体而言：

第一，平台要实现政务信息资源

的共享开放，这就要求平台需要具备

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系统、

构筑“大一统”政务大数据平台，兰州新区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

成功故事

跨业务的支撑服务能力。此外，平台

还要能够支撑全流程、全覆盖、全模

式、全响应的智能化管理与服务的城

市生态系统。

第二，平台要形成政务信息资源

的标准和体系，包括建立政务信息资

源共享开放目录体系；完善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开放标准体系；健全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开放的制度法规；建立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开放的评估、考核和

安全审查制度等。 

第三，平台要支撑政务信息资源

的互联互通，即依托统一的国家电子

政务网络，实现与全国共享开放平台

的互联互通，完成数据集中、共享和

一体化管理。

第四，平台要具备灵活开放的服

务支撑能力，一方面为兰州新区各类

政务数据资源实现集中采集、存储、

分析计算提供资源管理和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也为公共信息资源共享交

换、汇聚和服务提供更多有力的支撑。

不难发现，通过建设政务大数据

共享交换平台，兰州新区希望借助平

台统筹和共享各方数据资源，实现兰

州新区政府各部门的业务协同，提高

办事效率；在此基础上，落实政府“放、

管、服”的目标要求，践行“让数据

多跑路，百姓少跑腿”的服务宗旨。

构筑“大一统”政务大数据
平台

在此背景下，兰州新区科文旅集

团数投公司通过引入华为公司，规划

建设了政务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借

鉴华为 500+ 成功项目的经验，并结合

兰州新区基础网络和信息化建设现状，

设计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平台部署方案。 

首先，在数据治理环节，科文旅

集团数投公司与华为在兰州新区构建

了数据集成管理、数据质量评估、数据

清洗规则、数据管理融合、数据质量提

升等数据治理工具，实现了数据归集与

关联集成、数据质量评估与标准转换、

数据质量清洗等数据加工、清洗工作。

其次，在数据迁移环节，科文

旅集团数投公司与华为按照政务逻辑

数据模型的标准来建设城市数据资源

库，为兰州新区建立了数据模型，建

设数据缓冲区、贴源区、整合区（基

础库）、主题库、历史数据库、非结

构化数据库，并实现存量数据导入及

增量数据通过自动化的调度流程入

库，实现了数据的平滑迁移和交换。

最后，在数据保障环节，科文

旅集团数投公司依托华为自有成熟的

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建设了兰州新

区政务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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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平台可靠、稳定、准确地运行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由此可见，在兰州新区政务大数

据平台的建设中，华为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使能平台充分协同并融入业务

流程、统一数据模型并可实现平滑交

换数据、能力开放，以及智能化，同

时在架构上确保其可持续迭代演进，

为兰州新区真正构筑了“大一统”的

政务大数据平台，为数据驱动促进现

代治理和高效服务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兰州新区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

回头来看，兰州新区通过建设政

务大数据平台，不仅大幅提高了服务

型政府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对

兰州新区信息化发展和政务模式变革

产生了巨大的价值战略意义，我们可

以从三个维度来做观察： 

一是，兰州新区政务大数据平台

建设，为政务信息化资源集约与安全

管理起到了示范作用。

目前，统一的数据平台建设，可以

降低政府的一次性投入，是政府信息化

集约建设的必然趋势。在此项目中，华

为充分利用了云计算的按需使用、动态

扩展的特性，为兰州新区各个部门提供

了计算、存储和信息资源服务，实现了

软硬件集中部署、统建共用、信息共享，

避免软硬件的重复投资和数据的重复采

集录入，实现了多个层面的资源集中。

除此之外，通过对核心业务系统和业务

数据的集中式、高标准的管理和维护，

也有效保障了信息化系统的安全可控。

二是，兰州新区政务大数据平台

建设，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办公质

量，降低行政运作成本，实现业务协

同起到了促进作用。

可以看到，与传统政府办公模式

不同的是，兰州新区政府通过政务大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提高政府办公效率，

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简化传统办理业

务的诸多琐碎流程，真正实现了为民、

利民、便民，从根本上实现了政府职

能由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的转变。

 三是，兰州新区政务大数据平台

建设，更为打造服务政府和发展数字

经济起到了引领的作用。

通过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兰州

新区形成了统一的信息基础平台，具

全文总结，作为政务大数据领

域的领导者，华为在全国多个

政务数据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中，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实践经

验和技术积累，而兰州新区科

文旅集团与华为联手进行的政

务大数据平台建设项目，能够

对全国更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建

设政务大数据平台提供样板和

参考价值，它将成为在全国众

多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的一个

“缩影”，其所具有的极强的

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势必会

将各地政务大数据的建设推向

新的高度。

备了全方位的信息资源服务能力，能

够对政府和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资

源服务，形成了“善政、惠民、兴业”

的服务创新模式，让地方政府实现了

数字化转型，让智慧城市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让区域经济完成产业升级和

迭代，更让兰州新区尽享数字化时代

释放的红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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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务云落地成雨
华为用运维优势攻克两大难题
文 | 科技正能量  郑凯

IT管理服务，从资产管理到CMDB建设，

进而实现运维的标准化运作，最终达到

运维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这就是华为政

务云运维的演进方向。2017 年权威机

构 IDC 将中国政务云第一的位置授予了

华为。华为对政务云建设，从客户的实

际情况出发，做到因地制宜，既不做跃

进，也不徘徊不前，可以说既满足了政

务云安全、稳定的诉求，也考虑到了运

维对业务升级的要求。让政务云落地成

雨，华为做到了。>>

让政务云落地成雨 华为用运维优势攻克两大难题

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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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云化落地，政务云首当

其冲。一来，政务服务大

众，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福祉；二来政务受限于大众，云化

进程受成本、效率的制约。

我们知道，云计算给企业商业和

运维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政务

云的运维成为众矢之的。政府行业因

自身的局限性，大都不会自建运维团

队，企业的运维通常与运营商合作。

但是，运营商对传统数据中心的运维

有丰富的经验，却缺少对云数据中心

的运维经验。

换句话说，本身正处在向云转型

过程中的运营商，又负担了当地政务

云的运维工作，这中间要解决的问题

就变得颇为复杂。上海政务云，就遇

到了这样的难题，所以它们想到了云

运维经验最为丰富的华为，这会产生

怎样的故事？

上海政务云的运维难题有很
强的共性

实际上，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

我国有过一个阶段的电子政务建设黄

金期。比如在 2011 到 2015 年，电子

政务建设达到高峰。但各地数据中心

建设繁杂，且缺乏统一规划造成资源

利用率低，后期运维难度大。

所以，政务云的出现，恰好可以

作为新一代数据服务和共享平台，将

成为电子政务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一

解决。所以各地政府都在加速走向政

务云。

这就引出了传统数据中心与云数

据中心的区别。

从表面上看，云是数据中心的新

IT 形态，云数据中心与传统数据中心

的建设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政府或

企业提供 IT 服务。

但是在运维对象和服务内容上又

所有不同：以 IaaS 层为例，传统数

据中心运维对象主要包括机房基础设

施、网络及网络设备、服务器及存储

等硬件相关的实体资源；而云数据中

心的运维对象，除了包括传统数据中

心关注的实体资源之外，还要关注架

设在基础架构之上的虚拟资源，比如

网络资源、计算资源、存储资源，以

及虚拟化平台本身。

换言之，云数据中心是将基础设

施 (IaaS) 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最终用

户，它利用虚拟化、SDN等技术将网络、

计算、存储等资源池化，通过自动化

技术按需为用户分配 IT 资源。

无疑云服务的需求会驱动运营商

从卖资源的运营模式向卖服务、卖能

力的模式转型，这涉及到运维组织架

构、资源配备和运维流程的变革，运

营商找到了华为来为其提供量身定制

云数据中心运维规划设计方案，共同

服务于上海政务云项目。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华为如
何做到抽丝剥茧？

我们知道，任何政务云项目都是

既有共性，也有特定的需求，上海政

务云项目绝对无法一蹴而就。这要求

华为，拿出专家的精神和专业的态度，

抽丝剥茧，抓到运维的关键。

而此刻摆在华为面前的也有很多

的难题有待解决。

经过前期详细的调查后，华为面

临的首要难题是现有运维工具是否满

足云运维需求。受限于预算等原因，

客户还是希望依托现有工具来实现运

维。所以，要求项目组需要对当前客

户正在使用的运维平台的功能进行全

面的了解，找出可以适配的部分进行

改造和定制。其中，现有的运维工具

和承载的业务是否可以与云平台对接

都是运维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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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观的评估现有环境之后，第二个难题是：基于政

务云并参考 ITIL 的标准和框架，制定一套上海政务云的运

维组织架构、管理流程、制度规范和 SOP。

但运维组织架构的设计，并不能一蹴而就。华为采取

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前期先输出一个标准运维组织模型，

根据目前的客户业务特点进行调整，甚至在运营初期，还

会对组织架构进行精简。同时在故障处理阶段，如果初期

现场还不具备技术能力，就把岗位职责放在后方，随着业

务量的增加，根据工作量再来细分岗位角色，最终期望达

到理想高效的组织模型。

在经过了渐进式的部署之后，事情也并没有结束，华

为还会对于已经输出的流程、规范和 SOP，在实际运营中

还会不断的进行优化。而由于当前的流程没有工具承载，

华为还建议客户采用纸面件先把流程固化，在线下形成规

范操作后，随着工具和平台的部署，再转移到线上处理，

比如在运营初期，故障量不多，运维现场主要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来进行事件的沟通和传递，以保证效率，再通

过纸质工单进行记录和统计。

总体来看，华为在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了

专家式的贴身服务，从初期的内部流程梳理，团队

组建，到拿出方法论，并根据需求不断优化，克服

重重困难，可以说是抽丝剥茧，老成持重。

让政务云落地成雨 华为用运维优势攻克两大难题

成功故事

以上海政务云为模板，华为已有完整的云运
维方法论

其实，政务云的建设与其它云服务项目相比还是有明

显的自身特色。比如，政务云运维以核心业务保障为主，

不同于互联网业务的快速迭代，政务云的新业务增速比较

缓慢，安全性要求高，更注重管理和绩效，往往有分级管

理要求，同时也关注数据的潜在价值。

以上海政务云项目为例，华为总结并输出政务云运维

的四个典型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级阶段。在此阶段，更侧重于资产管理，

还谈不到 CMDB（配置管理数据库）的建设，运维流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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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实现单一的故障处理流程，同时

岗位职责上没有专职的服务台和管理

角色。所以，首先要做好一体化监控，

将虚拟化资源池当中的计算资源、存

储资源和网络资源全部监控起来，做

到资源的可视化。以此为基础就可以

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第二阶段，是基础建设阶段。要

在一体化监控的基础上建设 CMDB，

CMDB建设成败会直接影响到运维的

效率和成本，CMDB规划要长远，但

部署要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华为认

为，初期的建设可以在 IT 资产项的基

础上增加逻辑关系，颗粒度不必过细，

因为往往过细的颗粒度又会导致运维

复杂度增高，运维成本过高，效率反

而降低，所以 CMDB的建设最能体现

一个组织的运维能力。

例如，上海政务云项目本身涉

及到的 CI 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是全

新部署的模型，业务应用是逐渐增

加，业务管理关系还未成规模，这给

CMDB 的建模和部署都留出足够的

时间和空间。由于运维组织模型还不

够成熟，一般在这个阶段，运维流程

往往只是侧重于资源申请、发放，以

及故障的受理，对于更高级的功能，

要随着运维组织成熟度的加深而不断

完善。

第三阶段，是流程的标准化运作

阶段。当 CMDB的建设日趋成熟，颗

粒度可以满足日常运维需求，ITIL 的

运维流程体系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资源申请、事件、问题、变更、发布

也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这个阶段运

维组织模型已经比较成熟，业务量也

会达到相当的规模，流程的标准化运

作会让运维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第四阶段，就是政务云运维进入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终极阶段。这个阶

段需要更多的工具支撑，一般以定制

开发为主，而且需要与业务进行适配。

每一个政务云运维最终都要走到这个

阶段，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落地。

2017 年底，权威机构 IDC 将

中国政务云第一的位置授予了

华为，显然是非常有根据的。

从这套方法论当中，我们看到

了华为对政务云建设，是从客

户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到因地

制宜，既不做跃进，也不徘徊

不前，可以说既满足了政务云

安全、稳定的诉求，也考虑到

了运维对业务升级的要求。让

政务云落地成雨，华为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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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一声吼 光纤没再抖三抖
文 | 张戈 BP  张戈

华阴老腔的表演方式，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16 年央视春晚，歌手谭维维和华阴老腔的老艺人们为观众

带来一首《华阴老腔一声喊》，是流行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摇滚乐不仅是“三和弦 + 强硬持续的鼓点”，而是没有提纲式、

教条式的精神。同样，运维服务也如此，老白推崇“评估 - 优化 - 提升”的方法论，此过程虽没有一定之规，但结果总是

如摇滚乐一般令人兴奋 >>。

华阴老腔一声吼 光纤没再抖三抖

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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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阴老腔要一声喊，

喊得那巨灵劈华山，

喊得那老龙出秦川，

喊得那黄河拐了弯。

这
是《华阴老腔一声吼》中的一段歌词，至今听起来还那么刚直高亢，

以致热泪盈眶。谭维维，她天生骄傲，只向音乐五体投地。12 年前，

以《超女》选秀出道，却在十年后逆势上扬。

砖头板凳皆音乐

言归正传，坐在我面前的，就是被业内称为“老白”的资深摇滚老年。当然，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网络评估优化专家，业内辈分数一数二、能力也数一数二。

他们这代人已经超脱，就如华阴老腔艺人，可以砖头板凳皆音乐。向老白

请教任何专业问题，他都能从摇滚音乐说起，这次也不例外。“谭维维是唐朝、

黑豹那一代人之后，中国唯一值得我一听的摇滚歌手。”老白手里也有保温杯，

他喝了一口手中的红茶，话题依旧没有离开谭维维。

但我有些着急，不明白华阴老腔与网络评估优化有何关系。其实，我这次

拜见老白，只是想请教一些此方面的方法论。话锋一转，老白终于进入正题，当然，

这也只是正题的前奏。

2016 年猴年春晚，西安设立分会场，谭维维演出的曲目就是极具陕西文化

底蕴的《华阴老腔一声吼》。此前该歌曲首次亮相《中国之星》，即引燃全场，

谭维维与 5 位，平均年龄超 70 岁的华阴老腔艺人合作，演绎中国最古老的摇滚

音乐，刘欢因此跃跃欲试，崔健因此激动不已。

“2016 年，央视春晚多屏直播收视率达 30.98%，受众总规模达 10.33 亿，

这就是典型的线路运维压力。”老白说：“当年，陕西广电承担春晚西安分会

场的直播任务，要求省骨干 OTN网络以最优的状态稳定运行，保障具有 2000

年历史的华阴老腔，超越时空传遍全国，也要求 12 点准点报时后，全国五个分

会场，与北京主会场同步同唱一首歌。”老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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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里的骨干网

说实在的，老白开始谈论 ICT 专业

知识时，比他扯摇滚时更可爱。当然，

作为一位资深服务专家，他们也通常会

讲述些，我们这辈年轻人不熟悉的历史

背景。“陕西广电省骨干传输 OTN网

络建成于 2011 年，我记得当年汪峰出

了专辑《生无所求》，里面只有首《向

阳花》还不错。那年北京也出了几支地

下摇滚乐队，音乐风格偏向西方，跟

窦唯、张楚、何勇完全不一个风格。”

一说到年份，老白又跑题了。

我赶紧把他拉回来：“当时 OTN

网络的运行情况怎么样？” 

“陕西广电曾是全国首家实现全

省广电网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

管理、统一运营的省级广电网络公司。”

老白终于又回到正题：“OTN网络承

载着全省广播电视、高清 VOD、大客

户专线等重要业务，是陕西广电最基

础、最重要的承载网络，对整个陕西广

电业务运营起着决定性作用。”

光纤也会“生锈”

“当然，好歌经得起时间的磨砺，

但再先进的光纤网络用久了也会‘生

锈’。”老白说：“这个项目我没有

参与，但前前后后的事情，还是知道

一些。”在网络建成使用后，因为线

路光缆较为频繁的割接和自然老化，

网络性能开始逐渐下降，出现光功率

偏差过大，波道性能指标不合格、光

缆劣化后业务中断，甚至倒换不成功

等问题。“此前在‘反法战争 70 周

年纪念活动’等重要活动的直播任务

时，维护压力就较巨大。”

我问：“网络优化改造服务，最

后谁中标了？” 

老白：“华为”

我问：“为什么？”

老白没有立即回答我的问题，而

是谈了该项目的一些实施细节。“华

为对陕西广电省干 OTN 网络进行了

全方位的评估，内容涵盖网络性能、

网络资源、网络运行维护效率、网络

可靠性四大模块，共计 14 个子项。

其中，提出需要对性能劣化严重的‘延

安—榆林’、‘渭南—子长’两段进

行深入优化。”

“华阴市隶属于渭南地区，华阴

老腔就起源于渭南本土的古老曲种。

如果春晚直播线路不稳定，不知道天

性豪爽耿直的关中人，有什么反应？”

老白又喝了一口茶。

抖落干货

看来喝茶容易令人兴奋，话题也终

于进入高潮。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老白

又说了不少干货。“华为通过放大板替

换、站点类型改造来提升整体性能，而

华阴老腔一声吼 光纤没再抖三抖

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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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网其他段落通过针对性系统参数调

优，使主线路光功率、单波平坦度达到

标准，提升网络性能和单波性能，网络

优化后整网性能提升 30% 以上。”老

白说：“所以我认为，华为以网络评估

体现了业务能力，但之后的软调优化与

硬件优化才是项目的亮点。”

“当然，优秀的音乐人并非只是

从乐器、音色搭配的角度，为乐曲进

行的编配；也不是单指用电脑及软硬

件，实现音响效果的制作。”老白又

开始跑题，我不知道编曲与运维服务

有何关系？话锋又一转，这次老白自

己回到了正题：“陕西广电项目的另

一亮点是，还帮助用户实现了运维模

式转型，就如谭维维对华阴老腔的重

新编曲，给了它新的生命。”

此前，榆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

害，造成多处光缆中断，光缆故障定

位难度大、耗时长。“华为针对此问题，

实施了品质波分服务解决方案，对涉

及区域（涵盖西安、渭南、咸阳 3 个

地市）共计 14 个站点部署品质波分，

实现光纤故障分钟级快速定位，光层

性能实时监控，助力客户向智能运维

转型，提升运维效率。”

摇滚老年

话题至此，老白不再往下说，我

也没有继续深问。

热爱音乐的老白，也同样热爱着

他的运维服务专业。摇滚乐不仅是“三

和弦 + 强硬持续的鼓点”，而是没有

提纲式、教条式的精神。同样，运维服

务也如此，老白推崇“评估 - 优化 - 提

升”的方法论，此过程虽没有一定之规，

但结果总是如摇滚乐一般令人兴奋。

道别老白，最后他又给我放了那

首抖擞的《华阴老腔一声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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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牙塔到灯塔
—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文 | 华为人才生态发展部品牌传播总监  李基盛

人才培养是贯彻和实现国家长期发展战

略的关键，必须具有前瞻性。纵观世界

所有发达国家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一个

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杰

出人才的大量涌现。而随着“云大物智”

为代表的 ICT 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ICT

产业人才短缺问题不仅成为制约产业稳

健发展的瓶颈，甚至影响着整体经济的

持续发展。>>

从象牙塔到灯塔 —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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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行业人才形式严峻，校企合作势在
必行

据
统计，2017 年 ICT 产业人才总体需求

缺口达 765 万，并且 ICT 人才需求缺口

依然在持续放大，未来 ICT 产业的人才

区域、结构和业务等方面挑战不断加大。人才培养

的供需错位、区域错位、结构错位和梯队错位，导

致了“劳动力”过剩，而产业“生产力”不足的问

题。但中国 ICT 人才培养现状是，学校培养出的大

批学生不能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过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高校与企业的资源得以共享，

企业的人才需求跟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得以无缝对

接，创新创业成果不断涌现并加速转化，这不仅是

企业、高校、学生之间的互利共赢，也是推动构筑

良性 ICT人才生态，促进产业稳健发展的强大推力。

校企合作问题多，产教融合遇瓶颈

中国的校企合作项目由于满足高校和企业自身

的发展需求，加上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发展进入

深水区，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不容忽视。

目前，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尚未

根本形成，校企合作处于浅层次、自发式、松散型、

低水平状态。部分企业参与办学积极性不高，且与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脱节，“重理论、轻实践”

问题普遍存在，高校则存在教师对产学合作项目参

与动力不足、学生学习欲望不强的问题。

强强联合，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

作为全球领先的 ICT 解决方案提供商，华为一

直倡导构建开放、共享、共赢的 ICT 人才生态体系。

从 2013 年开始启动面向高校的校企合作项目 - 华

为 ICT 学院，承担华为人才生态建设重任。

2017 年 1 月，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创新中心（时

名学生创新中心）正式与华为签署华为 ICT 学院合

作协议，双方围绕如何深化产教融合不断进行思考、

实践，探索出一条“课题驱动 -师资共育 -课程植入 -

项目考核 - 竞赛检验”的校企合作新模式。

 

校企合作模型框架

学生创新中心
Student Innovation Center

华为 ICT 学院创新人才中心

课程共建
联合开发新技术课程

物联网
校级
公开课

华为 ICT 学院
师资培训

申报教育部
创新创业
联合基金
项目

参加全国
物联网
设计竞赛

考取
HCIA-IoT
认证

物联网
学分课

华为 ICT 学院
师资认证

人工智能
课程

师资共育
讲师培训与认证

实习实训
竞赛与认证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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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物联网技术师资培训班

物联网公开课

共建新技术实践课程，解决高
校教学缺乏企业案例的痛点

近年来，以“云大物智”等新兴

技术为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高校

教学带来巨大挑战：一方面，学校急

需对传统工科专业的教学内容进行改

革；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

基本都在产业界，导致高校缺乏可教

学的实践案例。“双一流”大学也面

临同样问题。

华为与上交大学生创新中心确定

以物联网方向为突破口，以 HCIA-IoT

为教学内容基础，华为专家与中心的

教师联合设计课程教学大纲；以案例

式教学法为参考，以真实项目为主线，

串联认证的各个知识点；最后，通过

实验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整个课程

以实践（案例、项目等）为主，弥补

高校应用不足的短板，在教学内容上，

实现校企优势互补。

师资培训赋能，提高教师队
伍素质

华为通过师资培训对上海交大老

师进行培训赋能，安排老师全程参与

课程教学和学生指导，以及让考取华

为认证讲师的上交大教师辅导其他教

从象牙塔到灯塔 —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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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习和实验，成功将华为物联网的

新技术和实践技能传递给交大教师，

并有效提升教师队伍素质。2018 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

程学院将华为物联网实践课植入信息

工程专业《系统设计方法工具与实践》

课程，总计 32 学时（2 学分）都由上

交大教师授课，共有 30 名学生接受

课程的学习。HCIA-IoT 认证考试成绩

设为总评成绩的 30%，所有的学生在

课程结束后都参加了认证考试，并全

部通过认证。

推动学生创新创业，提升学
生综合竞争力

实践课程结束后，华为采用项目

+ 答辩的方式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

要求学生在 1-2 周时间内，以团队分

工协作的方式，根据所学技术完成一

项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2017 年

12 月，第一批学生顺利完成考核，产

生了近 20 项创意课题；2018 年 6 月，

选修过华为物联网创新实践课的学生

将课程答辩的项目优化后参加全国物

联网设计竞赛，6 名学生组成的 2 支

队伍获得华东赛区特等奖，并在 9 月

举行的全国总结赛中双双取得全国一

等奖，其中有 5 人最终因为竞赛获奖

而成功保研。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带

动学生竞赛，而竞赛获奖又能促进升

学，课程的价值得到提升，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得到锻炼。

上海交大与华为的校企合作是帮

助高校优化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的一

次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不仅得到上

海交大的极大肯定，还起到良好的示

范作用。这一合作案例经多种途径传

播，在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北

京工业大学等国内“双一流”大学进

华为代表与上海交大学生在 2018 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
竞赛上合影

行有效复制，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升级在全国范围的推广。

在 ICT 发展的新纪元，华为不仅

要加快科研技术创新，也在知识创新

和人才创新上加大投入。华为希望通

过不断深化扩大校企合作，推动专业

链和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人才培养与就业创业对接，促进企业

需求侧和教育供给侧深度融合，从而

为产业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前沿技术研发和人才创新创业支

撑，进一步促进 ICT 产业的良性循环

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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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
义的数字化转型市场（相关软件与

服 务） 预 计 到 2022 年 将 达 近 5000

亿 美 元， 这 是 美 国 市 场 调 查 公 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预测。而广义的数字化转

型市场（广义硬件、软件与服务）预计 2018 年到

2021 年总计将达 5.9 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市场调查

公司 IDC 的预测。社交、移动、云、大数据、人工

智能和物联网等所引发的本轮企业数字化转型，涉

及企业 IT 的深度、广度与变革力度，超越了某一家

甚至某几十家技术供应商的能力范围。

对于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 ICT 技术

进行业务的创新转型，从而达到业务的增长。IDC

给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五方面着手，包括：领导

力转型、全方位体验转型、信息转型、运营模式转型、

资源模式转型等，这些其实涉及到了企业的方方面

面，包括企业客户、企业资源管理和生产制造物流等。

正如多家咨询和市场调查机构所指出：数字化转型

是企业组织模式和运营方式的颠覆式变革，需要多

种能力与技术的无缝组合。

如何抓住更多的数字化转型机遇？如何服务

企业内和跨组织边界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如何把新

旧两种企业管理与 IT 系统无缝结合和融合？作为

全球最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供应商之一，华为

期望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全面、长期、面向未来地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全球领先的平台级

企业，华为于 2018 年下半年面向合作伙伴推出了

ServiceTurbo Cloud 企业服务工具云平台以及协作

服务，与合作伙伴共同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各方面

的需求，由此拉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大时代。

数字化转型的服务能力平台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模式，通过社会化

的云平台可以让更多的参与者共享技能、共享工具、

共同完成任务，平台也是华为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一种主要服务模式。

华为把企业客户服务生命周期分为 Plan、

Build、Run 三个阶段，面向服务不同阶段的业务需

求及 ICT 实践要求，华为企业服务推出了原厂服务

与服务伙伴协作服务：对服务有较高要求的客户，

可选择原厂服务；如果希望有更好性价比的服务，

可选择华为与伙伴的联合服务。随着 ServiceTurbo 

Cloud 企业服务工具云平台以及华为协作服务的发

布，华为与服务合作伙伴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联

合服务能力平台。

华为 ServiceTurbo Cloud 企业服务工具云平台，100+ 工具应用助力伙伴服务交付

专业服务

32 款 规划设计

• FusionCloud6.3.1 
& 6.5.0 规划设计

• 敏捷园区网规划
设计

......

18 款 企业网络

• Wlan Planner

• eDesk

......

21 款 集成实施

• 存储产品组网助手

• 网络产品比较工具

......

38 款 IT

• 存储可视化 LLD
设计

• Rainbow

......

21 款 技术支持

• 企业网络巡展

• Ecare

......

5 款 云核心网

• 云核心网信息查询

......

5 款 统一运维

• RMS 远程管理

• I•MOC

......

9 款 企业无线

• eLTE 规划设计

• U-net

......

8 款 性能提升

• 凤凰平台

• KunLun TCO 
计算器

......

3 款 网络能源

• DC 服务专家

......

产品服务

政府和公共事业 金融能源电力制造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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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Turbo Cloud 是开放的一站式服务工具

云平台，涵盖网络、云核、无线、网络能源等全产

品生命周期服务，如网络产品工具 eDesk、IT 产品

工具 eService	 /	Toolkit等；面向规划设计、实施、

迁移、维护、优化和运维等专业服务场景，提供跨

产品融合的专业服务工具，如云 DC 设计、网络性

能评估优化工具等；针对行业场景提供匹配行业业

务特色的作业工具，如平安城市 IVS 站点设计、智

慧城市 eLTE 设计等。ServiceTurbo Cloud 是端到端

的工具应用市场，以集成交付平台的方式形成工具

链，不仅打通数据流、减少数据转换，还以“现场

+ 远程协同”的交付模式让企业服务标准化作业成

为可能。

基于 ServiceTurbo Cloud 工具云平台，华为协

作服务系列产品首批推出了协作 WLAN 规划设计服

务、工程安装技术支持服务和协作管理服务。以协

作管理服务为例，当前企业 IT 运维部门仍面临以下

问题：一是 IT 环境每年有若干天的停机时间；二是

IT 员工仍处于被动“救火式”服务状态；三是企业

的 IT 管理依靠人而不是平台与流程。华为协作管理

服务是在服务伙伴进行设备维护过程中，由华为提

供远程技术支持与平台，帮助服务伙伴对客户的设

备及网络进行健康情况监控，从而能够快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并提供系统优化建议。

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就不再需要完全依赖华

为的原厂服务能力了。毕竟各地区的服务商更加了

解本地区企业的文化、组织和运营方式，借助华为

的服务工具云平台以及联合协作服务，区域服务商

就能够把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而细致地推向各地，

为企业“夯实”数字化转型的每一步。

与合作伙伴协作推进数字化转型
 

在华为企业服务的众多合作伙伴中，青岛卓思

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思越）是积极

发展增值服务业务的代表之一。卓思越成立于 2014

年，经过短短三年的时间发展，就成为青岛、烟台、

威海地区华为双金牌合作伙伴。卓思越成立之初即

把发展方向定为云计算、大数据及 IT 服务，主营业

务聚焦于服务器、存储、云计算等 IT 相关的产品，

并签约成为华为的合作伙伴。

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卓思越成立了客户服务

中心，有效地依托华为原厂的研发能力、专业的服

务支持及故障处理能力，同时利用卓思越广泛的人

员覆盖，机动灵活、快速响应的现场支持，可帮助

客户快速定位、解决问题，还能够根据客户需要提

供个性化的服务，在政府、能源、交通、教育、企

看华为企业服务如何携手伙伴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 ?

黑土地

服务产品

商业成功
客户经验，行业应用，数据分析，平台架构

华为智能服务架构

服务平台

服务生态

   行业服务解决方案

   行业云使能服务

  时间维度订阅服务

联合行业解决方案
与伙伴联手

全球服务中心 GSC 服务集成与验证实验室 工具平台：ServiceTurbo Cloud

咨询

政府 交通 金融 能源 制造

灾备服务

云化评估

云安全

云迁移

大数据

Smart NOS

培训认证

行业认证

ICT 融合认证

单域技术认证客户支持

SnS 远程管理服务

Managed Xaas

华为协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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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行业赢得了客户的认可。卓思越广泛覆盖山东

省十七地市以及周边省份，具备项目管理认证的专

家、项目经理多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能有效支撑

山东及周边地区的客户支持、项目实施交付、售后

维护等工作。

2017 年 9 月，Huawei Connect 2017 大会上

华为对外发布远程管理服务，卓思越随即跟进，与

华为深度合作推广运维服务。特别是联合运维服务

主要针对人员能力不足、业务发展快、运维保障压

力大的企业客户，服务优势包括可视化、数据化、

专业化、智能化及主动服务。卓思越与华为远程监

控平台合作后由华为针对高难度技术问题提供原厂

服务，而由卓思越提供定期巡检、故障定位检测、

现场应急、驻场服务、重大事件保障等服务。

卓思越 & 华为联合运维服务帮助昌盛日电集团

在减少超过 5 名运维人员的基础上，仍可实现一周

五天每天 8 小时及节假日的监控。昌盛日电集团之

前的挑战包括网络无专人维护、节假日无人值守、

跨厂商设备数量多（达 500 多），同时 IT 人员技能

不足，此外由于被动式故障处理方式而导致故障处

理时间往往超过 8 小时。卓思越为昌盛日电集团制

定了“定制现场 + 远程 + 评估优化”服务，其中“现

场 + 远程”服务保障了昌盛日电集团的网络稳定运

行，而网络评估服务则可识别网络风险， 最终“现

场 + 远程”服务方案提升了故障处理效率 30%、通

过深入了解网络状况而识别的潜在风险达 30 多处。

服务伙伴作为华为 6 类生态合作伙伴之一，在过

去 6 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 2018 年 12 月，华

为企业服务伙伴的数量已超过 3600 家，伙伴通过华

为认证工程师的数量也超过 3 万人，华为企业服务生

态初具规模。合作伙伴的服务队伍，已经与华为一起

构成了行业客户服务交付资源的有力保障，再加上华

为 ServiceTurbo Cloud 工具云平台、3 大全球服务共

享中心 GSC、分布于全球 7 个国家的涵盖 50+ 种场景

集成验证实验室、全球 12 大 OpenLab、华为企业技

术支持网站（Support-E）等华为企业服务的平台级

支撑，可充分满足全球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

2019 年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之年和关键

之年。根据 Gartner	CIO	Agenda	2019调查，49%

的 CIO 称已经改变了其企业组织的商业模式；而

Gartner	CEO	Perspective	2019 调查显示，69% 的

CEO将在 2018 到 2020 之间改变公司的商业模式。

显然，全球的 CIO和 CEO们正在推动企业进入数字

化转型的临界区和转折点，而拥有 100+ 工具组件、

覆盖 1000+ 华为及业界主流产品的 ServiceTurbo 

Cloud 工具云平台以及服务伙伴协作管理服务，无

疑将“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加速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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