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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趋势
• 中国企业在对品质方面的投入力度继
续加大 ：为 QA（质量保证）及测试
活动分配的 IT 预算份额从 2013 年的
22% 增加 到 2014 年的 27%。 今年
中国企业已将 IT 预算中的 QA 和测
试的开支增加到 31%，比去年预测高
出 3%。
• 中国正在成为满足全球实体 IT 需求
的的重要离岸中心。高达 13% 的中
国企业正计划寻找具有“卓越测试中
心（TCOE）”能力的外部合作伙伴，
19% 的企业已经开始与这类机构进行
合作，近 26% 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
年内开发出一个内部管理的 TCOE。
• 中国企业已经走在移动测试领域的
前沿。然而，移动测试经验的缺乏
正促使中国企业加大对培训和平台
的投入。至少 33% 的企业正在投入
31%-40% 的 QA（质量保证）和测试
预算，用于人力资源开支，包括人才
的吸纳、扩充、培训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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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际企业还是本土企业，都将质量视为

有 80% 的人将安全视作 IT 战略的重中之重。

工作重点。79% 的受访者认为，QA 和测试

然而，在受访的中国 IT 高管中仅有 54% 的

是维护企业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样，79% 的

人将安全视作 IT 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不

受访者表示，软件质量是 IT 战略的一个重

过，61%（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22%）的中

点，这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8%。这些关注

国 IT 高管会实施渗透测试或者良性入侵来主

点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大陆企业的 IT 战略以及

动防范系统漏洞风险。四分之三以上 (78%）

他们的 QA 与测试预算。这部分预算占总体

的测试代码运行在服务器上，而全球受访者

IT 预算的比例已经从 2013 年的 22% 上升到

的这一比例仅为 57%。与此相似，超过一半

2014 年的 27%。今年，中国企业已将 IT 预

（54%）的中国受访者会对每个应用的每个版

算中 QA 和测试的开支增加到 31%，比去年

本都进行系统化的安全测试，这一比例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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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的 2017 年分配比例高出 3%。

全球平均水平 8%。
中国企业将 47% 的 QA 和测试预算分配给
在中国，安全在 IT 战略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维护工作，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3%，从而为新

这可能归因于中国目前流行的组织结构形式，

的转型项目腾出一半以上的预算。新开发项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设立安全测试部门来参

目资金的四分之三（74.9%）专门投向包含移

与质量保证（QA）和测试职能。为了进一步

动解决方案、云、分析及前台部门（客户渠道）

保障整体安全，多数企业会设立独立的企业

在内的数字转型项目。这反映出，对于 77%

安全团队 , 让该团队负责包括风险与合规工

的中国受访者而言，客户体验是企业的一项

作在内的更多任务，并让 IT 部门在设备、应

关键着眼点，意义十分重大。目前为止，电信、

用和网络等技术领域与之协作。

零售和高科技行业在数字转型、领先的云端
测试以及旨在提供统一跨渠道客户体验的移

基本上，就企业运用不同的模式从而更好地

动应用等领域投入最大。

控制资金的投向而言，中国企业的安全策略
在各种模式上均显现出全球领先的态势。高

中国企业把分配给新开发项目的 QA 和测试

达 70%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企业会使用拥有

预算的 21% 投向云解决方案，这一数字比

自主测试工具的内部安全团队，这一比例与

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3%。在中国，全部测试

波兰的水平（69%）相当。同时，48% 的中

用例的近 36% 放置在云端，比 2014 年下降

国受访者表示已从托管应用安全测试服务中

了 2%。但在这类云端测试中，近四分之三

受益，这使得中国成为采用安全托管服务的

（73%）的测试是对面向客户的应用进行功能

三大市场之一，波兰（54%）居首，挪威（50%）

性测试，譬如关系到数字转型计划成败的门

次之。高达 43% 的中国受访者更倾向于根据

户网站和移动解决方案。这一数字为全球最

项目的具体情况酌情利用外部安全测试团队，

高，表明了中国企业广泛接纳使用云环境来

按工付酬的人员派遣也相当普遍（39%）。这

测试关键应用。此外，71% 的受访者表示，

两种模式均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 9%。

他们在云端进行云服务的功能性测试。

波兰的定位是成为满足欧洲企业 IT 需求的产

几乎所有受访的中国 IT 高管要么已经受益于

业化近岸中心，而中国的定位却是成为满足

测试实践的产业化，要么正计划这样做。高

全球实体 IT 需求的重要离岸中心。国际企业

达 13% 的受访者正计划寻找具有“卓越测试

将部分 IT 业务外包给专业服务提供商，加速

中心（TCOE）”能力的外部合作伙伴，19%

了市场对 IT 服务的需求。因此，看待中国的

的受访者已经开始与这类机构进行合作。近

指标数据，必须要参考这一背景。最近，中

26% 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开发出一个

国本土企业都在运用相似的策略，在中国中

内部管理的 TCOE。以上数据反映了中国市

部增长快、成本低且辐射面广的地区建立大

场将 TCOE 作为大型共享服务中心运行的离

型的共享服务中心。

岸中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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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企业向敏捷测试过渡，分散化趋

作为最大的移动设备市场之一，中国已经走

势越来越明显。超过四分之一（26%）的中

在移动测试领域的前沿。然而，移动测试

国受访者计划启动敏捷 TCOE，而在全球受

经验的缺乏正促使中国企业加大对培训和平

访的地区中，只有 10% 的地区表现出了这

台的投入。至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在投入

种程度的倾向。事实上，利用分散的 TCOE

31%-40% 的 QA 和测试预算，用于人力资

来提升敏捷性，正是 68% 中国受访的产业

源开支，包括人才的吸纳、扩充、培训和保

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几乎相同数量的受访者

留。然而，43%（全球最高）的受访者表示，

（67%）正在运用敏捷开发方法，但所有的中

测试专家匮乏已成为移动和多渠道应用测试

国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正通过各种方式运用

的最大瓶颈。过去一年间，表示存在这一瓶

DevOps 方法。

颈的中国 IT 高管人数增加了 10%。因此，开
展移动应用测试的企业数目占到 88%，与
2014 年的数据（87%）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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