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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 

2020 年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市场份额：市场增长放缓 

Tim Gri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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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市场份额图 
  

图 1 

2020 年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份额快照 

Splunk 
$1,026.8;

年同比-9.2%

VMware 
$661.6; 

年同比+23.9%

ServiceNow 
$268.4; 

年同比+20.4%

IBM 
$183.3; 

年同比-4.2%

BMC 
$175.7; 

年同比+2.0%

Dynatrace 
$122.3; 

年同比+31.2%

Elastic 
$116.5; 

年同比+11.4%

其余部分

$1,165.4; 
年同比+12.4%

市场总额37亿美

元

▲+6.7% 

27.6%

17.8%

7.2%4.9%
4.7%

31.3%

 

注：2020 年市场份额（%），收入（百万美元），增幅（%） 

来源: IDC，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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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摘要内容 

本摘要的内容直接摘自《2020 年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市场份额：市场增长放缓》

（Doc#US48125121）。本摘要包含以下所有或部分章节：执行摘要、针对技术供应商的建议、市场份

额、这一年由谁主导、市场背景和市场定义等与 Splunk 具体相关的章节，以及与 Splunk 相关的任何图

表和/或表格。 

执行摘要 

这项 IDC 研究代表了 IDC 对 2020 年 IT 运营分析（ITOA）软件市场在市场规模和供应商市场份额方面

的估计。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2020 年全球 ITOA 软件市场总额估计为 37 亿美元。IDC 估计，2020 年

全球市场比 2019 年增长了 6.7%（见图 1）。根据 IDC 的估计，Splunk 是 2020 年市场份额的领导者，

以 10 亿美元的营收占据 27.6%的市场份额。其在以美国销售为主的美洲地区市场占有率为 64.8%。

IDC 估计，24.4%的收入是通过软件即服务(SaaS)公有云模式实现的。  

IDC 企业系统管理软件研究副总裁 Tim Grieser 表示：“2020 年，IT 运营分析市场呈现温和的增长。主

要供应商的收入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和日益增加的 SaaS 交付模式采用率的影响。供应商因其在日志管

理和分析方面的产品实力而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这些日志管理和分析产品用于解决跨应用程序和基础

架构的复杂问题，并为具有运营特征的机器学习和预测性解决方案提供支持，以防止未来的问题。” 

针对技术供应商的建议 

随着大数据和分析技术的成熟，以及报告、查询和分析工具变得更容易为通用 IT 和业务分析师所使用，

而不需要数据科学家进行定制编程，全球 IT 运营分析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基于图形的仪表板经常取代查

询语言界面，简化了用户访问。同时，可供分析的 IT 管理数据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ITOA 的分销模式也在转变。虽然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产品都是通过本地部署的专用软件许可证和订阅

来实现的，但公有云 SaaS 交付的选项正变得越来越普及。ITOA 解决方案也正在与 APM 和配置管理解

决方案捆绑在一起，以创建强大的软件和 SaaS 解决方案，可以支持业务影响评估、合规性管理和预测

性资源分配。 

ITOA 软件和 SaaS 供应商需要不断调整其产品路线图和上市战略，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发展动态。

目前，IDC 建议供应商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尽管 SaaS 目前只占 ITOA 市场的一小部分，但微软和甲骨文等主要供应商也开始提供基于
SaaS 的解决方案，使企业和中端客户能够迅速访问复杂的 ITOA 服务，而不必掌握大数据工
具，或将内部资源用于部署和支持启用基础架构的硬件和软件。  

 基于代理的 SaaS 架构加上 REST API，使大多数组织能够迅速将关键数据源集成到基于云的解
决方案中，而基于浏览器的查询工具和仪表板则支持 IT 运营团队、DevOps（开发自运维）团

队和业务分析师的广泛访问。在本地解决方案方面取得成功的供应商需要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
市场动态。 

 基于角色的销售和营销战略非常重要。ITOA 解决方案出于不同的原因吸引了不同类型的买家。
IT 运营团队采用 ITOA 的重点可能是帮助搜索、消除重复数据和过滤数以千计的事件和警报，
找到对日常运营和性能真正重要的少数事件和警报。DevOps（开发自运维）团队可能会寻找能

够识别复杂的网络和移动应用代码堆栈和集成问题的根本原因的解决方案，并预测新特性和新
功能对性能、容量和最终用户体验的影响。基础架构团队可能会设法通过预测容量需求来更好
地预测新的硬件和基础架构软件投资，并证明此类投资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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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供应商将避免一刀切的营销策略，专注于为每个角色增加价值，同时能够随着时间的推
移按需扩展产品。 

 买家的偏好正在从独立的 ITOA 解决方案转向集成的 ITOA 解决方案。纯粹的 ITOA 解决方案通
过提供复杂的分析功能来增加价值，可以用于分析任何数量的 IT 运营问题和用例。然而，数据

整合和报告的定制可能很耗时，并且需要更多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许多 IT 运营和 DevOps
（开发自运维）团队所能掌握的。将套件或解决方案捆绑加入 ITOA，解决 APM、配置和容量
管理等问题，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能够通过预先定义集成和报告来改善客户获取先进分析技术的

体验。如果能够很容易地将 ITOA 解决方案纳入到日常的运营工作流程和工具中，ITOA 就更可
能被更广泛地采用。 

 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某些行业和地区的需求。在 APM、虚拟化和云
计算方面拥有大量现有投资的国家，对 ITOA 的需求可能会出现更强劲的增长，而新兴经济体
可能看不到这些类型的解决方案的直接价值。 

市场份额 

IDC 对 ITOA 软件市场的看法是，大数据技术和高度可扩展的、基于云的计算架构正在推动功能的快速

扩展。在短短几年内，ITOA 已经从主要专注于将大数据概念应用于 IT 日志分析和搜索，发展到包括预

测性性能预测和异常检测、容量和基础架构优化，以及 APM 和 IT 基础架构性能的业务影响。  

因此，IDC 在此次 ITOA 市场份额分析中纳入了众多的供应商和产品。 

如表 1 所示，Splunk 在 2020 年以 10 亿美元的营收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27.6%。VMware 以

17.8%的份额位居第二，营收为 6.62 亿美元，ServiceNow 以 7.2%的份额位居第三，营收为 2.68 亿美

元。 

表 1 

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收入（按供应商分列），2018–2020（百万美元） 

 2018 2019 2020 
2020 年市场份额

（%） 
2019–2020 
增长(%) 

Splunk  889.0 1,130.6 1,026.8 27.6 -9.2 

VMware  470.1 534.0 661.6 17.8 23.9 

ServiceNow  155.4 222.9 268.4 7.2 20.4 

IBM  187.3 191.3 183.3 4.9 -4.2 

BMC  165.3 172.2 175.7 4.7 2.0 

其他 1053 1234.2 1404.1 37.8 13.8 

总计 2,920.1 3,485.2 3,719.9 100.0 6.7 

来源: IDC，2021 年 7 月 

 



©2021 IDC #US48125121e 4 

2020 年主导因素 

2020 年，大数据技术的使用继续增长，企业 IT 运营和 DevOps（开发自运维）团队开始更广泛地采用

机器学习、预测性分析、异常检测、日志分析和动态容量预测。越来越多的系统管理软件和 SaaS 供应

商增加和/或扩大了与纯 ITOA 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和/或扩展了 APM、容量规划、配置管理和云管理解

决方案中嵌入的核心 ITOA 功能。与此同时，初创企业在完善业务和上市战略的过程中继续备受欢迎。

2020 ITOA 市场塑造者： 

 2020 年，Splunk 连续七年成为 ITOA 市场份额的佼佼者。该公司日志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扩展推
动了在这一市场的收入。数据源、数据量和用例数量的持续增长，推动了在客户中的采用。在
各种机器生成的数据中，大数据采集、索引、管理和搜索功能正日益因仪表板而增强，这些仪

表板将数据查询、分析和图形显示结合到基于面板的软件包中。Splunk 支持各种用例的预打包
内容和可视化，包括 IT 运营、APM 和 IT 服务智能，从而使越来越多的 IT 和商业用户可以使用
基于 Splunk 的分析。IDC 预计，未来得到支持的数据源和用例将进一步增加。 

市场背景 

在美洲地区需求的推动下，2020 年全球 ITOA 软件市场呈现温和增长。图 2 说明了按区域划分的收入分

配情况。美洲地区占 2020 年市场总收入的 64.8%，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占 23.4%，亚太地区和日本

占 11.7%。 

图 2 

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收入份额（按区域划分），2020 年 

美洲
(64.8%)

欧洲、中东和非洲
(23.4%)

亚太和日本 (11.7%)

总额 = 37亿美元  
来源: IDC，2021 年 

 

基于公有云（SaaS）交付的 ITOA 软件占 2020 年总收入的 24.4%，而 2019 年这一比例为 19.3%，这

是因为老牌企业和初创企业对基于 SaaS 的采用都在快速增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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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收入份额（按部署类型划分），2020 年 

本地/其他软件
(75.6%)

公有云服务
(24.4%)

总额 = 37亿美元  
来源: IDC，2021 年 

 

重大的市场发展动态 
总的来说，全球 ITOA 软件市场呈现温和增长，因为许多供应商采取了措施，使解决方案对非数据科学

家更加友好和更容易使用。作为 APM、容量和配置管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提供的纯粹的产品和 ITOA
解决方案展示了日志分析和预测分析在提高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性能和基础架构利用率方面可带来的益

处。 

市场增长由美洲地区的需求带动，对大数据的广泛兴趣和美元的强劲走势推高了需求。公有云 SaaS 的

ITOA 解决方案吸引了行动快速的 DevOps（开发自运维）团队和云原生开发人员，但仍在努力吸引传

统上依赖本地解决方案的、更传统的企业级 IT 运营团队。 

方法 

IDC 软件市场规模评估和预测以商业软件收入的形式来表达。IDC 使用术语“商业软件”来区分可通过

商业途径购买的软件和定制软件。商业软件是可通过销售、租赁、租用或即服务等形式以商业形式获取

的任何类型的程序或代码集。商业软件收入通常包括商业软件许可证的初次和持续性使用权的费用。作

为许可证合同的一部分，此类费用可能包括获取产品支持和/或无法与使用权许可证费用结构分割的其他

服务，否则此支持可能会单独定价。升级可能包含在持续性使用权当中，也可能单独定价。所有这些收

入都被 IDC 视为商业软件收入。 

商业软件收入不包括通过独立于（或未捆绑）使用权许可证的培训、咨询和系统集成所产生的服务收

入，但包括通过不同定价方案提供软件功能的服务所包含的软件的隐性价值。商业软件总收入进一步按

市场、地理区域以及操作环境划分。全球软件市场包括所有功能市场或市场组合中的所有商业软件收

入。如需更多详情，请参见《2021 年 IDC 全球软件分类》（IDC #US47588620，2021 年 4 月）。针

对 2020 日历年的自下而上/公司层面数据收集从 2021 年 1 月开始，通过深入的供应商调查和分析，按

市场、地理区域和操作环境建立详细的 2020 年公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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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四舍五入，本文档中的所有数据可能不完全准确。 

市场定义 

IT 运营分析是由 IDC 的 IT 运营管理（ITOM）软件市场衍生的竞争市场。ITOM 功能市场将以前报告的

IT 日志和事件管理软件以及性能管理软件的收入合并为一个市场。IT 运营分析以大数据处理能力为基

础，提供 IT 日志管理、日志搜索和分析，相关的历史和预测性能，以及容量和根本原因分析。其主要目

标是为生产应用程序和基础架构计算环境近乎实时地优化 IT 运营服务水平。还包括基于 APM 和相关 IT
运营分析数据的在线应用程序和业务影响分析这一新兴领域。 

IT 运营分析的主要优势包括： 

 避免服务中断、减速和停机 

 缩短根本原因分析和问题恢复时间 

 增强系统和应用程序性能 

 改善最终用户体验 

 提高运营效率 

 提高计算资源利用率 

生产计算环境包括在传统数据中心和完全虚拟化的基础架构中运行的基础架构、中间件和应用程序，以

及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环境。IT 运营分析能力可以作为部署在本地的许可或订阅软件产品或作为

SaaS 公有云解决方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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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相关研究 
 全球 IT 运营管理软件市场份额，2020：在疫情干扰下，市场增长放缓（IDC #US47730921，

2021 年 6 月） 

 2021 年 IDC 全球软件分类（IDC #US47588620，2021 年 4 月） 

 全球 IT 运营管理软件预测，2021-2025（IDC #US47409121，2021 年 2 月） 

 全球 IT 运营分析软件预测，2020-2024（IDC #US46958720，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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