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 FutureScape：2019年全球IT市场十大预测 ——AI、公有云、微服务、开发人
员爆增、专属化与行业化深化以及信任度提升都将推动企业创新倍增
到2023年，几乎所有企业都将在日益数字化的全球经济中成为“数字化原生企业”。
北京，2018年11月02日——国际数据公司(IDC)于2018年10月30日公布了2019年及未来
全球信息技术(IT)行业预测。预测详细内容发布在新的IDC FutureScape报告中，并于全
球首席分析师Frank Gens主持的网络直播会议上公布。可登录https://www.idc.com/events/
futurescape查看报告及网络会议重播。
过去几年里，IT及商业领袖们始终专注于其企业必须经历的数字化转型(DX)过程，他们利
用第三平台技术(云计算、移动、大数据/分析、社交)重组企业架构，而物联网(IoT)、人
工智能(AI)和增强与虚拟现实(AR/VR)等创新加速器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转型。如今，随
着数字覆盖面扩大、智能技术广泛普及、应用程序与服务开发爆发式增长、客户期望不断
变化、网络环境日趋可信和安全，企业不断释放出“倍增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已进入第
二篇章，且势头不断增强。在这个技术与商业日新月异的环境中，企业竞相扩大自己的数
字化创新能力，以便在迅速数字化的全球经济中提升竞争力实现繁荣发展。
IDC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Frank Gens表示： “随着行业以及全球经济围绕数字化创新
迅速调整和整合，企业高管（CXO）们必须加紧重构组织，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倍增创新世
界。这意味着要围绕分布式云基础架构、公有云软件栈、敏捷及云原生应用程序开发与部
署重新打造IT，以人工智能作为新的用户界面，并采用新的普遍方式大规模提升安全与信
任度。”
IDC全球IT行业十大预测详细内容：
1．数字化经济：到 2022年, 全球GDP的60%以上将是数字化，每个行业的增长都是由数
字化增强的产品、运营和关系驱动，2019–2022的IT相关支出约7万亿美元。每个企业的商
业领袖都必须把数字化转型列为首要任务。未能实现产品和运营模式转型的企业，无论规
模大小，将来只能在传统市场上争夺日益缩小的市场份额。
2．数字化原生IT：到2023年，75%的IT支出将花在第三平台技术上，超过90%的企业在数
字经济中构建 “数字化原生”IT环境以支持在高速发展中领先。在最近的调查中，近半数
受访企业表示了他们的“数字化决心”，即他们已经决定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模仿“数字化原
生”组织的综合数字战略与架构：即以云计算为中心的服务交付、充分利用敏捷/开发运营
（DevOps）实践、融入数字创新平台/社区，以及专注于集成化数据管理和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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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与AI扩展到边缘：到2022年，超过40%组织的云部署将包括边缘计算，25%终端设备
和系统将执行 AI算法。随着云基础架构以及企业应用程序与服务向靠近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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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大规模扩张。人工智能服务
将是第一个、也是最具变革性的边缘分布式公有云功能之一。
4．应用开发革命：到2022年，90%的新应用将采用微服务架构，以提高设计、调试、更新
和利用第三方代码的能力；35% 的生产应用将是云原生的。数字经济要求以商业速度交付
高质量应用程序，这推动了向“超敏捷应用程序”（即高度模块化、分布式、持续更新、充
分利用容器和无服务器计算等）云原生技术的转变。结合敏捷/DevOps方法，企业可以显
著提高其推动数字创新的能力——速度达到传统方法的50-100倍(或更多)。
5．新的专业开发阶层：到2024年，一个新的专业开发阶层出现，其可在不需要定制脚本
的情况下生产代码，这将使开发人员数量增加30%,，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由于组织很难
提高数字解决方案的交付频度，因此它们将转向充分利用可视化指导开发工具、低代码开
发平台、无代码开发平台和模型驱动开发工具来创建和改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新型开发人
员。到2024年，这类新型开发人员将使全球开发人员的数量增加近三分之一。
6．数字化创新爆发： 从2018年到2023年，随着新的工具/平台、更多的开发人员、敏捷
方法和大量的代码重用，将会创建5亿个新的逻辑应用程序，相当于过去40年创建的应用
总和 。这种应用程序与服务开发及部署速度和规模的爆发式增长得益于向超敏捷应用程
序技术、架构和方法的转变，以及低代码/无代码工具开发人员的增多。Gens补充说：“加
快数字化创新规模与速度的能力是组织在数字经济中有力竞争最关键的新标杆。”
7．专属化与行业化： 到2022年，25%的公有云计算将基于非x86处理器(包括量子计算)；
到2022年，企业在垂直行业上的SaaS应用花费将超过水平应用 。倍增创新意味着IT可以
提供服务的用例数量将显著增加，这将创造更广泛的专业IT需求。在基础架构层面，AI的
并行处理需求将推动处理器异构。类似地，企业选择行业专有SaaS应用程序的几率是水平
应用程序的近两倍。
8．AI是新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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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2年，30%的企业将使用对话式语音技术进行客户开
拓与服务 。到2022年，30%的企业将利用对话式语音技术开展客户互动。人工智能最明显
和最具变革性的影响之一将是日益成为越来越多应用程序和服务的主界面 (UI)。与此同
时，基于人工智能的流程自动化将被用于简化和取代通常基于现有B2B和B2C应用程序的
人工任务。IDC预计，对话式和其他人工智能界面将逐渐成为常态，而自动化的扩大使用
将使员工生产力最大化。
9．安全与信任延伸： 到2022年，50%的服务器平台将在其硬件和操作环境中嵌入数据加
密技术，超过50%的安全警报将由人工智能自动化处理，1.5亿人将拥有基于区块链的数
字身份。安全与信任将不断提升，以满足倍增创新的需求。各种下一代产品将提高数据
(通过普遍加密)和数字身份(在区块链上注册)的信任度，并带来利用分析、机器学习和其
他数据科学模型的实时威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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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整合与多云： 到2022年，排名前4位的云“巨型平台”将容纳80%的IaaS/PaaS部署，但
到2024年，全球1000大公司的90%将通过多云/混合云技术和工具降低锁定一家的风险。
未来4-5年里，企业将采用整合的混合云/多云工具和战略来支持不同的应用程序和应用场
景。缺乏综合战略将导致资源分配不佳、获取现有最佳技术创新受限、问题识别与解决时
间较长，以及供应商利用受限。
- 全文完 –
欲了解IDC报告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idc.com.cn。欲购买报告，请致电+86-10-5889
1666与IDC中国销售部联系，或发email至fwang@i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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