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还是构建？
全新视角解旧难

购买还是构建核心软件应用程序，两者之
间哪个更好？得益于云技术，这个横亘许
久的问题终于有了新的答案。

Gregor Hohpe,  
AWS Enterprise Strate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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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局限
当睿智的高管面对艰难的 IT 抉择
时，他们会采用启发法，通过简单
的策略或思维过程，来形成判断、
做出决定并找到复杂问题解决方
案。许多组织使用启发法解答这个
关键问题：我们应当购买还是构建
核心软件应用程序？ 他们使用的简
单规则是：如果功能可以让我们的
业务实现差异化，我们就应当构
建；反之，则应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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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好的起点，但 IT 并不那么简单.自建软件存
在三大经常被忽视的局限：

机会成本
从开发人员用在构建定制项目上的时间来
看，他们本可将这时间用以开发另一种产
品，以产生更多商业价值。因此，您必须
同时考虑实际成本，例如员工薪酬和设
备，以及或许数倍之多的机会成本。普适
的商业软件所具备的经济性，使得您很难
在内部以更低的成本构建系统。除非，商
业软件中包含大量您并不需要的功能。所
幸，那种系统并不常见。

软件仅为一个环节
商业价值并非仅由软件开发产生。基于一
系列功能的定制软件是价值链中的第一个
环节。您还需要相匹配的软件生态系统，
其中透明度、支持系统和流程敏捷性缺一
不可。想像一下您已构建了定制前端，但
是后端系统的变化更新却慢得多。在这种
情况下，您的软件工程师将会经常做无用
功，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新功能的交付。
又或者是，在为用户提供核心价值的功能
上，您的软件有所欠缺。甚至说，想要发
现功能的欠缺，您都需具备很高的透明
度。同时，您还需要同样高的敏捷性，才
能不断更新和完善功能。

投入将持续产生
许多组织考虑构建自己的软件以实现自由
使用 ‒ 换言之，如果您自己构建软件，真
的就能随心所欲吗？ 并不尽然；因为即使
系统是您自建的，您仍会受制于系统的复
杂性和资产价值。例如，让系统采纳新技
术可能会比直接应用商业软件更加困难。
而有限的资源很可能会限制您部署新的功
能。

“购买还是构建”的决策并不简单。与每
个 IT 决策类似，它需要认真地解读和辨
析。做出明智的决策，并不只能靠一刀切
的简单规则或探索法。因此，思考是一项
投资回报率最高的 IT 活动。

“
良好的 IT 决策需要
经过仔细的解释和
对细节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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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IT决策构
建在优秀的业务
决策之上
随着技术能力和技术限制的革新，即
使是最好的启发式方法也应该与时俱
进。“将巨型单体放在大型机上”可
能是一个快速的决定，但可能与当今
的 IT 环境不符。

那么，针对构建还是购买这个问题，
可能涉及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主要
关键 IT 系统，我们应该如何做出决
策？ 银行或保险公司是否应该建立自
己的核心系统？零售企业是否应该建
造自己的收银机？那么制造和供应链
管理软件呢？

答案是，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让
我们看一个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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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快餐餐饮企业，麦当劳公司需要
部署一个供顾客点餐和支付的系统，即销
售点系统，即POS。鉴于顾客到店的目标
是为了食物和服务，麦当劳肯定不想构建
自己的 POS；这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差异化
因素。

在尝试采购现成的 POS 软件后，麦当劳意
识到他们的 POS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订单
输入和支付设备，而是管理着餐厅从食物
准备到库存的运营。 

因此，麦当劳构建了自己的集成化系统，
由此让运营和服务从中受益。随着麦当劳
启动顾客忠诚度计划、新的营销活动、预
订和全渠道互动，收益变得更加明显。如
果麦当劳采购了商业平台，他们将不得不
等待供应商看到整个行业的足够需求后才
能增加新的功能，并且无法产生竞争差异。

阅读麦当劳的案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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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做出是购买软件还是构建软件的复杂决定
时，请考虑应用以下启发式方法进行评估：

选择能够让您产生竞争差异化的那一点
让您产生竞争差异化并非难如顽石，而是
一种您可以做出的商业决策。它不仅适用
于客户，也适用于员工，或许通过构建领
先的员工福利门户网站就可以实现，亦或
者通过构建让您省心省力的供应商注册门
户，让你与业务合作伙伴相连接就可以实
现。

一旦您选择了差异化优势点，您的 IT 解决
方案将变得简单明了。麦当劳案例的关键
是意识到其终端可以成为运营效率和客户
体验的差异化因素。

让构建变得更加敏捷。
在一个发展缓慢的行业中，等待 6 个月甚
至 12 个月让供应商提供所需的功能可能不
是问题。但是，如果您处于快速发展的行
业，例如游戏、消费电子、零售或服务行
业，您的软件需要同样快速地演进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机会成本很高，但仍有
如此多的数字型企业构建自己的解决方
案，要知道，甚至六个月的交货期也可以
显著改变竞争环境。您还需要提前考虑，
不仅要考量您的组织目前需要的功能，还
要思考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而出现的新需求。

不要重新发明轮子
对于企业而言，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构建市
场中类似的商用系统上。在考虑在内部构
建系统时，请确保它与市场上已有的系统
有很大不同。

因此，你必须深度了解您的业务和 IT 架
构，如上文的麦当劳一样，他们知道市场
上并没有更加适合他们的 POS系统。

不断创新
无论您选择哪个选项，您的优势都将转瞬
即逝。当其他人复制它时，今天的差异化
因素将成为明天的通行商品。

以IPhone为例，一开始Iphone手机上的触
摸屏作为差异化竞争优势进入大众市场，
但当其他企业都在模仿时，这个差异化竞
争优势就消失了，而那些没有及时采用触
摸屏的公司，例如黑莓，则逐渐从市场上
消失。而今天，新的差异化因素不断产
生，例如双屏折叠手机。

“
如果考虑在内部构建系
统，您需要清楚了解您
的业务和 IT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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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从来不是“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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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IT 决策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购买或构建软件的最初决定。 大多数企业通过
购买开始了他们的 IT 之旅。 这是因为，购买软件为企业提供了快速可靠的起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常发现他们需要定制和集成软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业
务需求。

不幸的是，这种定制和集成可能会导致两种令人不快的结果：

复杂的集成系统网络，被称为“巨型毛
线球”

被客户定制得认不出来的商业软件，
被称为“客户定制之末日形象”

以上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令改变或替换现有系统成为几乎不可能的行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这些最危险的锁定形式并不是供应商的错——它们本质上是企业自己造成的。 它们会
像树上的藤蔓一样爬到你身上，不断蔓延，在把你牢牢控制住之前，你可能不太会发现
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你可以通过构建自己的软件系统来摆脱这种困境，就像前文提到
的麦当劳一样。然而，脱困之旅需要您对企业内部IT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把控各类重
要的细节问题。

“
过度的集成或定制
就像树上的藤蔓一
样在你身上不断蔓
延，直到把你牢牢
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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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大多数购买向
生产力构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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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许多组织中，组织购买的软件与
其运营模式之间出现脱节。 为了弥
补这一鸿沟，组织倾向于在现有商业
软件包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软件，从
而导致重复。 您可以通过以下四步
过程来纠正此问题：

第1步：绘制 IT 全景图的主要功能
块。

第2步：将此视图与您已购买的软件
包进行比较。

第 3 步：叠加第 1 步和第 2 步的结果
以发现明显的鸿沟或重叠 [图 1]。

图 1：该组织的运营模式分为三个主要层：服务数字渠道的参与层、具有购物车等主要支
持功能的数字核心以及管理仓储和供应链等实体业务的后台。 采购的软件应用程序（网
上商店、CRM 系统、ERP 系统）不太适合这种结构，可能会限制该组织的创新和服务客
户的能力。

网店 CRM ERP

互动 数字核心 后端办公室

运营模式

采购的软件应用

Inventory

Equipment

APIs Supply Chain

Interaction

Catalog

Orders

CartWeb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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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通过调整您的运营模式以适应
您的软件包，或调整您的软件组合以
适应您的运营模式，从而解决不匹配
问题 [图 2]。

将您的运营模式调整为软件包并不像
听起来那么疯狂。 某些软件（例如 
ERP）可以帮助您适应已被广泛接受的
现代业务实践，它可以再一次帮助你
产生竞争差异。

通常，您会发现获得 IT 资产的透明
度，并在且清晰的模型中展示您的发
现，正如我们在此示例中所做的那
样，通开启更多过功能，激发出更好
的决策。

图 2：用定制软件替换互动层可以使软件架构与运营模型层更好地保持一致。 数字核心
仍然跨越三个软件系统，如果它表明更加经济，可以在第二阶段进行清理。

Web StoreIntegrated Engagement Layer CRM ERP

采购的软件应用

Web

Mobile Orders

APIs Catalog

Interaction

Inventory

Equipment

Supply Chain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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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改变一切
虽然用定制系统替换现有应用程序具
有挑战性，但使用云计算平台可以让
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 事实上，云
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IT 环境，以
至于购买或构建这一老话题已经不再
是个问题。

5
首先，云计算极大地改变了现代 IT 的
运作方式。 IT 团队不再需要等待数周
才能配置单个硬件。 相反，云的自助
服务门户、自动化和弹性扩展实现了
新的工作方式，将基础设施视为代
码。 配置新系统变得像部署软件或调
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一样简单。

executive
insights

13



云计算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现代云平台还提
供可加速软件交付的服务，从持续集成到支
持 DevOps 思维方式的无服务器平台和工
具。云平台还包括现成的组件，例如数据
库、事件总线和工作流引擎。

总之，云计算的这些特征消除了软件交付中
的大部分摩擦。 这使得在内部构建软件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行，从而营造出一种
构建者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更
有前景的模型：只购买那些能够完成商品化
繁重工作的组件——或者，更确切地说，通
过弹性定价模型租赁它们，您只需为使用的
内容付费——然后构建差异化的软件组件
——房子。这样，您的购买或构建决定就变
成了购买和构建。

云提供了开发基础和应用程序构建块，就
像用预制组件建造房屋一样，让上述情况
称为可能。云开发相对便宜和快速，但质
量仍然很高，它也很灵活和精妙。过去，
您会购买操作系统和中间件，然后在其上
构建应用程序。借助 AWS 云，得益于最
广泛的基于云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在无服
务器框架上部署应用程序、协调通信、分
析图像并通过检测可疑活动来提高安全性
——所有这些都无需设置或操作任何基础
设施。

“
云计算消除了软件
交付中的大部分摩
擦。 这使得在内部
构建软件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可
行，从而营造出一
种构建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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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云，决策不再仅仅是
关于您是否应该构建自己
的软件，还包括如何运行
该软件。

有了云，决策不再仅仅关于您是否应该构建自己的软件，还包括如何运行该软件 [图 3]。 
过去，这不是一种选择，因为 IT 部门别无选择，只能运行其使用的软件。 今天，云使得
可以通过软件即服务 (SaaS) 采用完全可操作的第三方软件，或者在内部开发软件，并通
过无服务器模型在云中运行它。 所以现在，当被问到“我们应该购买还是构建？” 你可
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回答：“采用云服务，两者兼而有之。”

图 3：几乎所有应用程序，无论是谁构建的，都可以在云中运行。

In House

In House

3rd Party (Cloud)

3rd Party (Cloud)

Serverless SaaS

Traditional 
On-premises

Traditional 
COTs

谁运行？

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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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个话题的更多信息
Buy vs. Build Revisited: 3 Traps to Avoid 

Buy vs. Build Revisited, Part 2: Drawing the Line 

Buy vs. Build Revisited, Part 3: From Having Bought to Going to Build 

Buy vs. Build Revisited, Part 4: You Might Be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

Gregor Hohpe, 
AWS Enterprise Strategist 

针对云战略有疑问吗？联系作者 LinkedIn

通过文化、人才和领
导力实现云创新和转
型的观点。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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