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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趋势是重视互连需求
全球互连指数 (GXI) 显示了关键全球趋势和 COVID-19 的会聚
如何给组织执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不可预见的压力。

简介 

这些趋势的共同影响以及诸如 COVID-19 等带来的外部力量给 
效率、可伸缩性和安全性带来了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只能通过创建 
对转型至关重要的数字基础来解决，而要转型，则须在安全、敏捷的 
全球业务平台上利用数字互连。下文将深入探讨这些趋势的主要 
挑战、解决方案的要求以及从该解决方案中获得的价值。

1. 数字业务
2. 城市化
3. 网络安全
4. 数据卷和合规性
5. 商业生态系统

宏观趋势

http://www.Equini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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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业务
增长推动了对网络优化的需求

在未来十年中，新创造的价值中将有 
70% 基于数字化业务模型1

需求
转变网络架构，同时在战略位置分布数字基础
设施，以支持用户服务、数据、云和生态系统合
作伙伴之间的本地互连。这将推动对网络优化
和跨区域扩展的需求。

业务成果 
传输成本降低 60%，时延降低 30%，
互连带宽提高 10 倍。2

挑战
在组织改变其传统业务范围的过程中，
必须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同时加快形
成新见解。

1. “ 塑造数字经济与新型价值创造的未来 ”，世界经济论坛，2020 年。
2. Equinix 委托的“总体经济影响™ 研究”，Forrester，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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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weforum.org/platforms/shaping-the-future-of-digital-economy-and-new-value-creation
https://www.equinix.com/digital-edge/analyst-reports/interconnection-total-economic-impact-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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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在全球一致、可扩展的数字平台上进
行部署，以增强本地互动。这将推动
对跨区域混合多云转换的需求。

业务成果
云连接成本降低 70%，连接选择更多，
复杂性降低。2

挑战
城市化推动了需要数字化参与的人口中心的增
加；但是，由于 COVID-19 的影响，最近的趋势是
人口从城市外迁。这导致整体 digital edge 出
现扩展，随着人口的分散，这一现象已扩展到更
多市场。

1. 《2018 年全球城市 - 数据手册》(Worlds Cities In 2018—Data Booklet)，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8 年。
2. Equinix 委托的“总体经济影响™ 研究”，Forrester，2019 年 4 月。

城市化
扩展推动对混合多云转型的需求

到 2030 年，预计全球有 60% 的人口聚集在城市中， 
人口在 100-500 万之间的城市数量将增长到近 600 个1

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un.org/en/events/citiesday/assets/pdf/the_worlds_cities_in_2018_data_booklet.pdf
https://www.un.org/en/events/citiesday/assets/pdf/the_worlds_cities_in_2018_data_booklet.pdf
https://www.equinix.com/digital-edge/analyst-reports/interconnection-total-economic-impact-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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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制定最佳实践，以在数字化交换中心分布安
全控制和基础结构。在用户、资源和数据交换
之间建立一致的治理。这将推动对通过互连
实现全球分布式安全性的需求。

业务成果
实现政策治理，降低审计成本， 
并提高分布式机构的能力。

挑战
随着 COVID-19 改变业务方式并增加数字化
需求，组织发现基于总部的集中式安全模型无
法以所需的速率和规模适应新的威胁，因此迫
切需要建立分布式模型。

1. “2019 年第四季度到 2020 年第一季度的 DDoS 攻击数猛增 542%”(DDoS Attacks Jump 542% from Q4 2019 to Q1 2020)， 
DarkReading，2020 年 6 月 30 日。

网络安全
威胁正在推动对全球分布式安全的需求

DDoS 攻击同比增长了 270% 以上，有 30% 的公司每天受到数千个
在没有 IT 监管的情况下进行连接的不安全设备的挑战1

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darkreading.com/threat-intelligence/ddos-attacks-jump-542--from-q4-2019-to-q1-2020/d/d-id/1338208
https://www.darkreading.com/threat-intelligence/ddos-attacks-jump-542--from-q4-2019-to-q1-2020/d/d-id/133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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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数据领域的启示”(Revelations in the Global DataSphere)，IDC，2019 年 12 月。

需求
借助基于互连的数据模型满足跨数据市场和  
AI/ML（机器学习）生态系统的边缘运算、云分析
和交换的要求。这将推动对分布式数据的需求，
以实现合规性并获得新的战略价值。

业务成果
减少云相邻解决方案的数据传输、本地
化处理和 IOPS（每秒输入/输出操作）
成本，同时增强数据洞察力。

挑战
组织对跨区域数据进行分类、保护、传
输和处理的能力落后于为支持数字化
工作流对本地数据进行分析和交换的
需求。

数据卷和合规性
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推动了对分布式数据的需求

数据正以复合速率增长，而目前正在分析的数据中只有不
到 3% 用于企业智能1

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5906920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590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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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访问敏捷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该平台可提
供最高密度的安全连接和最丰富的全球生态系
统。这将推动在数字化生态系统中进行应用程
序交换以支持实时参与的需求。

业务成果
"实现低时延的按需连接， 
增强数字化参与度并显著 
提高新价值。"

挑战
僵化的生态系统模型和低效的连接无法维持
最终客户的价值和相关性，极大地限制了 
增长、创新和新价值的产生。

1. "IDC FutureScape: Worldwide IT Industry 2020 Predictions," IDC, May 2020.

商业生态系统 
连接推动了应用程序交换的需求

到 2025 年，80% 的数字领导者将看到连接到多个生态系统
的积极影响，包括提高其对最终客户的价值1

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US4628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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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初始枢纽部署消除距离， 
以转变 WAN 结构。将能力扩展 
到 edge 并优化最后一公里的 
连接。

在云和网络提供商高度集中 
的战略位置连接到多个云， 
并建立第二个业务连续性枢纽。 
跨区域扩展能力。

分布安全基础设施和 edge 
服务，以跨枢纽支持 DDoS/
WAF、CASB、SASE 和其他 
能力。在本地保护数字化交互。

部署边缘运算以支持 AI 和 
机器学习解决方案，以对大型 
数据池进行本地分析。建立云 
相邻数据基础设施，以利用云 
分析和生态系统交换。

在战略交换点建立数字化基础设
施，以实时参与数据市场、行业交
流和 B2B 实时处理。

网络优化 分布式数据分布式安全混合多云 应用程序交换

数字领导者遵循五个阶段来创造竞争优势
随着宏观趋势的融合，公司可以利用互连来满足其需求并解决 IT 挑战。

网络枢纽 网络和云枢纽 网络、云和安全枢纽 网络、云、安全和
数据枢纽

网络、云、安全性、数据和
交换枢纽

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Equinix.com?ls=Advertising%20-%20Web&lsd=19q3_cross-vertical_digital-edge+index-vol3__programs-global_Equinix-run_equinix-owned-site__us-en_AMER_GXI3_awareness&utm_campaign=us-en__equinix-owned-site_GXI3_programs-global_awareness&utm_source=&utm_medium=equinix-owned-site&utm_content=digital-edge+index-vol3_Home_Page_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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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Equinix.cn

详细了解下一步

GXI第4卷“实现战略优势的 
数字领导者的秘密”

EQIX-GXI-Vol4_Trends_SC | 12640 | v111120 | 0820 | Q120

接下来是进行业务定位
想要创造竞争优势？下面介绍了具体方法。

http://www.Equinix.cn
https://www.Equinix.com?ls=Advertising%20-%20Web&lsd=19q3_cross-vertical_digital-edge+index-vol3__programs-global_Equinix-run_equinix-owned-site__us-en_AMER_GXI3_awareness&utm_campaign=us-en__equinix-owned-site_GXI3_programs-global_awareness&utm_source=&utm_medium=equinix-owned-site&utm_content=digital-edge+index-vol3_Home_Page_Links
http://www.Equinix.cn
https://info.equinix.cn/GXIVOL-4Strategic-CN_Reg_LP.html
https://info.equinix.cn/GXIVOL-4Strategic-CN_Reg_L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