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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知道您的公司是否真正富有
创新精神？
要使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甚至是成为诸如 Netflix 或 

Amazon 之类的颠覆者，企业需要与客户建立联系，了解客

户需求，并比以往更快地做出响应。如今最成功的组织都在

通过更快、更高效地进行创新来颠覆竞争对手并进入新市场。

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的采用无关，而与人力资源相关。要

成为创新者，组织需要克服以下四个方面的困难：文化、技能、

组织和风险管理。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您才能够利用云计算

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来进行创新。创新的方法不再是一个秘密。

我们知道了领导者如何通过竞争优势实现快速发展，也知道

了如何衡量创新。最重要的指标是创新想法惠及客户所需的

时间。如果贵公司需要数月时间，那么你们如何与只需要数

天时间的组织竞争？因此，让每个产品团队了解价值实现时

间极其重要。如果价值实现时间较短，这表明许多重要行为

和指标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作为领导者，表现出您希

望缩短价值实现时间可以为您的组织提供明确的指导。

您的公司需要多久才能将想法转变为客户价值？

估算创新速度

几个月
几天
几分钟

您的公司需要多久 为客户创造价值



在如今变化无常的
时代，我们别无选
择，只能不断创新。
与其他组织相比，
您可以获得的唯一
可持续优势是敏捷
性，因为其他优势
都不可持续，无论
您创建了什么内容，
别的组织都会效仿。

Jeff Bezos， 
Amazon 创始人

当您有被颠覆的感觉时已经晚了

“颠覆”一词会让人感到震撼。不妨想象一下电

话被挂断或互联网连接突然断开给您的感觉。但

是，如果涉及企业颠覆，专家们认为更难发现可

能被颠覆的迹象。“我们调查了 3600 家公司。因

被颠覆而完全消失的公司或行业的知名案例实际

上很少见。”Accenture 媒体和技术业务首席执行

官 Omar Abbosh 说道。“更常见的是我们所说的

压缩式颠覆。在这种颠覆模式下，公司的利润流

会随着时间不断缩减。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

们在实际上会觉得一切如常。” 

虽然首席执行官担心行业中会出现颠覆者，但他

们其实更应该关注如何让组织做好创新准备。我

们将有助于公司发展并保持竞争力的创新分为三

个层次：日益完善的服务（筹码）、填补空白的

新价值创造者（解决市场的痛点）以及利用新兴

技术的全新客户体验（出乎意料的产品）。这些

类型的创新能使企业获得可持续的优势、市场份

额和客户忠诚度。在每种情况下，贵公司的价值

实现时间都是预测业务成功的关键指标。您是创

造者还是效仿者呢？

数字化转型就是吸引新客户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如

迁移到云）的代名词。但是，业务模式的颠覆

正推动着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一直以来，许多

企业都是通过中介销售产品的。消费品借助零

售店；航空公司和酒店借助旅行社；电视演播

室借助电视台网络；汽车制造商借助经销商。

直到最近，公司才与产品的消费者建立直接联

系。即使公司有时与消费者有直接联系，他们

也不知道这些消费者是谁。比如，大多数零售

商或出租车公司并不知道他们店里或车里有哪

些人。通过数字化方式与每位客户建立联系是

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新方法。Netflix 清楚观众

想观看哪些视频；Amazon 清楚客户想买哪些

东西；Tesla 清楚人们是怎么开车的。假设有

一家制作门锁的公司。他们把成箱的门锁送到

五金店，希望卖掉这些产品。公司需要尽可能

减少消费者退回来享受保修的产品数量，但也

可以通过退回的产品找出问题，IT 部门主要为

设计和制造人员提供支持。但如果该公司推出

了一种互联门锁，通过此门锁，他们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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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是以与
实体产品创新周
期相同的传统模
式进行软件创新，
那么您将会落后。

门锁在安装前在货架上放置了多久、使用的频

率是多少、电池能用多久以及换锁的时间。要

保持竞争力，该制锁公司需要创建具有软件更

新功能的电子设备、构建安全的 IoT Web 服

务、创建移动应用程序以及设置数据湖，以便

了解如何优化产品。公司的开发人员和 IT 部

门需要学习更多新技术，并在全球大规模运用

这些技术。这就是转型，它由直接与客户建立

联系的需求所推动。

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您需要支持许多创新，其

中大部分是软件驱动型创新。实体产品的开发

速度相对较慢，因此现有开发流程往往也比较

慢。如果您还是以与实体产品创新周期相同的

传统模式进行软件创新，那么您将会落后。成

功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公司可以快速创新，以提

供个性化客户体验、利用客户分析、管理与客

户建立直接联系的新渠道并接受快速变化。他

们使用云计算来支持运营的规模和全球覆盖范

围的大幅增加。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为 

AWS 是最宏大、最成功的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创新的四大阻碍：文化、技能、组织和 

风险

如果绝大多数的企业领导者都同意企业必须进

行数字化转型才能存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进

行创新，从而比竞争对手更早完成转型呢？实

际上，公司和 IT 部门想要维持平衡，他们正在

跨越新旧时代之间的鸿沟。在旧时代，员工坐

在办公桌前用电脑工作；销售渠道大多数是间

接的；工厂和供应链使用大量纸质表格和离线

工具；营销媒介包括电视、广播和印刷广告。

而在新时代，IT 为员工创造了移动生产力应用

程序，自动化无处不在，并实现了集成。工厂

和供应链相连且安装了用于检测细节的仪器，

以优化质量并尽可能减少工作量；可直接向最

终用户销售和配送产品；产品不断与其供应商

进行通信；我们可以立刻在全球的社交媒体上

获取每位客户的意见。IT 不再只是为员工提供

支持的成本中心。技术已经成为一项业务。在

帮助全球最大的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四种阻碍创新的常见因素：文化、

技能、组织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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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组织内的一系列共识和运营原则。很难

在整个组织中保持一致的文化。培养或改变一

种文化需要一定时间，而且文化很容易遭到破

坏。许多组织缺乏明确的原则或一直通过并购

来发展壮大，因此内部不团结，从而导致部分

业务出现问题。文化最初由首席执行官确立，

并将反映在他们聘用和提拔的人员以及他们如

何管理整个组织的激励措施、目标和决策这些

方面。缓慢而集中的决策制定方法、低信任度

以及无效的反馈循环使许多企业转型失败。Jeff 

Bezos 在 Amazon 围绕领导原则和客户反馈实

践建立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使 Amazon 成

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多元化全球大企业。Reed 

Hastings 通过专注于单个产品、集中团队力量

并利用信任度高的自由与责任文化来创造难以

效仿的可持续优势，优化了 Netflix，从而获得

了极大的敏捷性。

技能短缺通常被视为是无法采用新技术。随着

技术的进步，再将技能视为固定资源（即在组

建团队来运行基于特定技术的项目的过程中所

需的资源）是不切实际的。开发人员团队会不

断探索新技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他

们将不断开发技术技能。领导者应该培养“学

习型组织”的文化，让大家顺理成章地探讨和

分享新想法。要使学习型文化发挥作用，领导

者应推出激励措施，鼓励员工学习新技能并在

富有经验时坚持学习。最新、最有价值的技能

始终有市场，因此员工往往会选择待遇更好的

机会。举个极端的例子，Netflix 实行年度“按

市值计酬”薪酬程序，即根据员工所具备的技能，

按其在当时受聘可获得的工资向员工支付酬劳。

鉴于 Netflix 一直努力走在技术前沿，这能帮助

他们建立和维持最富有经验、技术最高超的开

发组织之一，同时也是薪酬最高的开发组织之

一。有关 Netflix 如何管理人才的更多见解，请

阅读 Patty McCord 所著的《强大》一书。但请

注意：这本书会让传统的人力资源主管抓狂！ 

更现实的方法可能是实施技能激励计划，也就

是将特定的紧缺技术与持续发放的奖金挂钩，

从而促使员工学习相应技能。

组织是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要克服的最

重要障碍。领先的组织已经从项目团队转换为

产品团队。这个重大更改反映了新的业务现实：

产品必须不断改进才能保留一席之地。开发团

获取数据的速度决
定了决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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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是您进行数字
化转型的过程中要
克服的最重要障碍。

队的职责是不断改进产品。从技术方面看，一天

多次更新软件服务是可行的，但对组织来说，产

品从开发团队移交给运营团队过于费时。开发运

维是一种组织模式，产品团队可以开发、部署

服务并随时为其服务提供支持。Amazon 首席技

术官 Werner Vogels 在 2006 年发表的一篇文

章中将这种模式称为“运行您所写的内容”。在

大多数企业中，业务和开发组织都是分开的，而 

Amazon 或 Netflix 中不存在这种情况。Amazon 

Web Services (AWS) 的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路线

图，他们自行开发服务并进行运营。他们有自己

的员工、预算和增长目标，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

运作着。这些都是同地协作的小团队（两张披萨

就可以喂饱）。密切相关的团队小组向一位掌握着

总的产品路线图和开发运维进度的总经理报告情

况，然后总经理会分配资源并根据需要组建新的

团队。总经理小组也像这样将情况上报给副总裁

和高级副总裁，然后由他们再上报给首席执行官。

AWS 没有单独业务的概念，因为产品经理是每

个团队的一部分。销售和营销是分开的组织，

但负责构建其内部工具的开发团队也采用上述

组织结构。基于产品的团队还有一个好处，那

就是他们可以自然地管理技术债务，而不是看

着它越积越多，并且该团队不会造成以下这种

运营问题：团队交付某个项目后立刻转到其他

项目，导致上个项目无人运营。

风险通常被视为创新受阻的原因。当深入了解

风险规避如何影响决策的制定时，我们会发现

董事会是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和合规状况的主要

促进者。董事会将对首席财务官进行财务监督，

并代表股东在资本化和投资方面的利益。企业

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是由于缺乏创新而丧失竞

争优势，但许多企业的长期创新策略通常受到

短期风险规避的阻碍。董事会通常由几个委员

会组成，这些委员会的关注点和风险判断各不

相同。企业的总体薪酬政策也是董事会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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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体制和反馈

技能

培训和薪酬 从项目转到产品

组织

财务和董事会级别的问题

风险



企业面临的主要
风险之一是由于
缺乏创新而丧失
竞争优势⋯⋯

问题。这影响了公司在股票期权、奖金和激

励措施方面的灵活性。如果提出技能激励计

划，则可能需要董事会的支持。增加薪资成本

的风险可通过承诺实现更高的员工留存率和通

过创新获得业务结果来抵消。创新型公司（如 

Amazon 和 Netflix）的薪酬策略有相当大一

部分是基于股票的薪酬，没有现金奖励。对于

员工而言，这是一种更长远的激励措施。董事

会还要负责高管继任，但他们可能不会将技

术能力作为公司领导的首要选拔条件。随着

技术对业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董事会开始

填补这一缺口。诸如 Amazon、Netflix、甚至 

CapitalOne 等以创始人为首的创新型公司往

往对投资和创新有更长远的看法，并在董事会

层面获得更多支持。

创新的三个阶段：价值实现时间、大规模

采用原生云和战略性迁移

在短短的八年（2010 到 2018）里，共有 151 

家公司跌出世界 500 强，比过去 50 年内的总

数都要多。为什么？因为技术重新定义了客户

体验的潜力，但只有少数公司重新定义了他们

对待客户的方式。了解如何以数字方式颠覆业

务模式可能是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轻松的

部分。但做好准备并成功颠覆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过，准备模式其实很常见，它们都结合了运

营速度、分布式容量和智能云战略。

价值实现时间是对创新很重要的新指标。当您

的团队全力以赴地工作时，这些工作需要多久

才能创造出客户价值？大多数企业需要数月才

能实现价值；某些企业需要数天就能实现价值；

而颠覆者（类别创造者）只需要几分钟。这些

公司能够在产品发布前的工作时间、更新和部

署软件时发现改善客户体验的机会。专注于价

值实现时间能迫使我们进行更细微、更多的更

改，这些更改易于测试、部署和还原，并大大

降低了风险。在软件中扩展不用花钱，进行细

微更改会更好一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组织都

会使用持续交付技术来降低价值实现时间。

尝试创建集中定义的通用 IT 架构也已经成为

一种无效模式。创新型组织会根据其不断发展

和探索新技术的能力进行优化。这会很麻烦，

但最好的做法是创建学习型组织，以分享大家

掌握的知识并不断偿还技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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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件中扩展不用
花钱，进行多项细
微更改会更好。最
富有创新精神的组
织都会使用持续交
付技术来降低价值
实现时间。

扩展意味着具有经过优化的全球分布式容量，

能够在云中开发和运行大规模应用程序。拥有

适用于应用程序的原生云架构为企业提供了最

大的灵活性，可实现扩展、成本优化和 100% 

可用性。存储、计算能力和软件等云资源应该

是自助资源，以便在预置开发和运行应用程序

所需的资源时不会出现延迟。应该高度利用云

资源，这意味着在不使用云资源时无需付费，

因为未使用的资源将被关闭。假设某个数据中

心在从安装到几年后停用期间的平均资源利用

率为 10%。只有当需要 40% 的平均利用率才

能支持相同的工作负载时，弹性云资源才会进

行分配，节省的净资源量为所需容量的四分之

一。如果对工作负载进行了优化，其运营费用

会立即下降，而数据中心费用仍与刚开始时相

同。原生云架构的扩展优势在于，您的资源可

以随时随地根据业务需求进行扩展（或缩减）。

将战略性工作负载迁移到云。在过去几年中，越

来越多的组织认为运营数据中心并不会使其业务

独具竞争优势，随着数据中心建筑物的生命周期

结束，他们决定合并战略性工作负载并将其迁移

到云中。一些工作负载被替换成了基于 SaaS 的

产品，而有些工作负载在迁移后会保持不变；但

大多数战略性的关键业务型工作负载需要具有业

务连续性计划或灾难恢复 (DR) 方案。对于受监

管的行业，合规性规则意味着审计人员每年都

会到访，以验证应用程序可以在数据中心之间

进行故障转移。这个流程主要通过手动方式完

成，费钱又费时，还会令人倍感压力。如果真正

的数据中心发生故障，尽管已在冗余方面进行

了所有强制性的投资，但很少能顺利进行故障转

移，并且会出现很多灾难事件。在过去的几年中，

Amazon 和 Netflix 等行业领军企业以及 Gremlin 

Inc. 等初创公司开发了“混沌工程”实践，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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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测试故障迁移策略是否有效。云的自动

化和标准化为创建能够可靠地按产品进行分

类和测试的通用标准灾难恢复模式提供了机

会，还有助于从可怕的年度灾难恢复测试过

渡到自动化的持续弹性。我们还发现了类似

的安全策略迁移：从偶尔的审计转变为自动

的持续合规性（基于能捕获云中所有内容的

防篡改日志）。创新型组织带来的高变更率意

味着对灾难恢复和合规性进行年度手动审计

已经不管用了，并且需要自动的持续合规性和弹

性。最终结果是云中架构完善的战略性工作负载

更可靠，由故障带来的业务影响也更小。

总之，进行数字化转型或云迁移以及在总体上采

用新技术都需要进行多项更改，但最重要的成功

因素是快速创新。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专

注于降低价值实现时间且基于产品的组织中不断

进行多项细微更改。



请阅读以下优秀著作，了解有关加速创新的更多

信息：

领导体制和反馈

Stephen Orban 的《剑指云端》

Mark Schwartz 的《一席之地》

Mark Schwartz 的《战争、和平与 IT：数字时代

的商业领导力、技术与成功》

培训和报酬 

Patty McCord 的《强大：构建自由且负责的企业

文化》

从项目转到产品 

Mik Kersten 的《从项目转到产品》

Gene Kim 等人所著的《开发运维实践指南》

阅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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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的云策略有疑问？
请通过 LinkedIn @AdrianCockcroft 或 Twitter @adrianco 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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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ian Cockcroft 是 Amazon Web Services 的云架构副总裁。

Adrian 在最尖端的技术领域工作了很长时间，并对今后的技术走向十分感兴趣。
在 AWS 任职期间，Cockcroft 专注于原生云和“全面迁移”客户的需求，并领导着 
AWS 开源社区开发团队。

参阅 AWS 领导者的
更多见解

https://www.linkedin.com/in/adriancockcroft
https://twitter.com/adrianc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