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ITIL)是英国政府中央计算机与 

电信管理中 t~,(CCTA)在 2O世纪 90年代初期发布的一套 IT 

服务管理最佳实践指南，旨在解决 IT服务质量不佳的问题。 

它总结了IT服务的最佳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流程 

的方法，用以规范 IT服务的水平。ITIL是被众多国际大公 

司采用的IT管理的模型，它以流程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整合 IT服务与企业业务，来提高企业的 IT服务提供和 

运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ITIL可引导组织高效和有效地使 

用技术，让既有的信息化资源发挥更大的效能。 

2．ITIL运维管理体系介绍 

虽然 ITIL当初只是为英国政府开发的，但是在 20世纪 

9O年代初期，它很快就在欧洲其它国家和地区流行起来。目 

前全球已经有超过 10，000个公司采用了 ITIL，包括宝洁 

(P&G)，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和波音 (Boeing)，有大概 

40，000认证的 ITIL专业人员，而且现在以每年超过 7，500 

人的速度递增。 

在 ITIL2．0框架中，服务管理模块处于最中心的位置，该 

模块包含了 10个核心流程以及一项 IT服务管理职能。这些 

核心流程和管理职能被分为两个流程集，分别是服务支持流 

程和服务交付流程。服务支持流程集和服务交付流程集所归 

纳的 10大流程并非独立作用，各流程之问互相支持、紧密配 

合，作为两个流程集信息沟通平台与联系纽带 一服务台也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图 l所示【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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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l TI L服务管理体系框架 

ITIL并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套通用框架体系 ，该框架 

体系可以指导我们规划流程、定义角色、职责和各流程间的 

关系，以及应使用什么样的术语进行沟通等。 

润，但它的确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的 IT运营文化，改变 IT工 

作人员及用户的思想意识，企业已经得到了潜在的改进以及 

切实的、最根本的收益。 

3．基于 ITIL的运维管理系统模型 

在介绍 了TTIL理论体系基础上 ，本文介绍一种基于 

ITIL的企业业务支撑系统运维服务体系层次模型[2]，该模型 

提供了一种规划、设计业务支撑系统服务体系的结构性思想 

方法，它可以帮助决策者和体系设计者从策略、模式、职能、 

流程以及 IT系统等不同层面 自上而下地对整个业务支撑系 

统运维服务体系进行梳理和设计。这个模型的各个层面有机 

地联合在一起，在一个层面达成的共识将更好地帮助我们设 

计下一个层面的工作。基于 IT的业务系统运维服务体系层 

次模型如图2所示： 

层次 作用 

1．策略层 服务定位 

2．模式层 雠 管理模型设计 

3．智能层 ＼ 职能定岗定责 ／  

4．流程体系层 执行监控 

5．IT系统层 自动实现 

图2 基于 lTl L的业务系统运维服务体系层次模型 

各层的主要内容为： 

f11策略层：根据业务需求和 IT战略规划，明确业务支 

撑系统运维服务的未来发展 目标、定位、要求和服务内容等，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指导整个业务支撑系统运维服务体系的 

发展策略。 

f2)模式层：从客户和用户的体验出发，根据业务支撑系 

统运维服务的未来发展目标、定位、要求和服务内容规划和 

设计业务支撑系统运维服务的整体运作模式。 

f31职能层：根据业务支撑系统运维服务的整体运作模 

式，设计整个运维管理职能体系以及各个模块的职能要求。 

同时，根据职能和运作模式的设计，提出一整套层次化的绩 

效考评体系(KPI)。具体的职能如：服务管理职能和服务运维 

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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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流程体系层：根据业务支撑系统运维服务 的整体运 

作模式和高层职能设计，规划和制定 IT服务管理流程体系。 

(5)IT系统层：基于业务支撑系统运维服务体系架构，设 

计、实施业务支撑系统运维管理的支撑系统，实现服务运作 

模型的自动化和各服务功能的紧密衔接，以及数据的集 中 

处理分析等，以有效地支撑 IT服务的运作和管理。 

职能层和流程体系层的设计过程需要密切结合。通常是 

在高层职能层和考核确定的情况下，通过运维管理流程的 

设计，指导 中低层职能层具体职能岗位和考核的设计；另 

外，通过借鉴 ITIL等 IT管理最佳实践设计的 IT服务管理 

流程高层体系也会为高层职能层和考核指标的设计提供有 

益的补充。 

4．基于 lTIL的运维管理系统设计 

4．1 总体结构设计 

本论文将运维管理流程的设计分为概要设计和细化设 

计两个层面。通过这两个层面流程的设计，一方面可以重点 

体现重要的设计思路和原则，另一方面可 以在此基础上，对 

具体的流程细化活动灵活处理。事件的流程执行原则主要 

用来指导细化流程的设计，也可 以将流程执行原则作为流 

程审计或检查的控制点实现流程保障。事件流程的定义与 

该流程活动相关的重要信息项 ，如分类、状态等反映了具体 

维护流程活动的当前状况，同时也决定流程下一步的走 向。 

流程信息定义与概要活动图是反映流程整体框架最重要的 

内容。 

4．2 事件管理概要描述 

下面对系统的事件管理的各个部分进行说明。 

(1)流程范围 

事件管理范围包括与 BOSS系统、客服系统、经营分析 

系统、容灾系统和 BOSS网管系统相关的所有 IT生产环境 

所产生的申告、故障、告警、咨询、业务处理和维护作业 。不 

包括尚处于开发或测试环境的系统和应用引发的事件。 

(2)流程执行原则 

① 所有业务支撑部 门事件管理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都 

应该记录在服务管理平台中，记录的信息应足够详细，包括 

事件处理交互过程、详细的解决方案和相应的附件 。 

② 所有支持人员对优先级为紧急和高的事件所采取的 

服务恢复行动，在比对其它行动的时候，将拥有优先处理级 

别 。 

(3)关键角色定义 

① 事件管理流程负责人从宏观上监控流程 ，确保事件 

流程在业务支撑维护部门范围内被正确地执行。当流程不 

能够适应业务支撑维护部门的情况时，流程负责人必须及 

时对此进行分析、找出缺陷、进行改进 。 

② 事件经理负责事件解决过程中的协调和监控，以及 

事件升级的判断以及具体执行。 

ITIL最佳实践中的流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考 

虑流程设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必须将流程与流 

程之间的交互定义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 ITIL的流 

经 验 交 流 

程管理优势。 

4．3 系统评估方法 

设计基于 ITIL的结构化评估方法 ，对业务支撑系统运 

维管理进行量化评估的主要意义为：(1)准确衡量是制定正 

确战略的基石；(2)量化评估能使评估结果更严谨，更立论有 

据，更具有科学性；(3)以基于最佳实践的成熟度模型为标 

杆，能够更准确地衡量现状和明确 目标 。 

在定性分析中，根据 ITIL服务管理的人员、流程、工具 

三要素理论，从这三个方面对典型电信企业业务支撑系统运 

维的上述流程进行整体的分析和评述，并总结在每个流程领 

域的主要发现和建议。 

在定量分析中，通过专门设计的以ITIL为基础的量化 

评估工具，从整体层面对四个流程的成熟度情况按评估域和 

评估要素进行打分，最后得出每个流程的成熟度分数。 

基于 ITIL的业务支撑系统运维管理评估过程如图 3所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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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服务管理评估过程 

5．结束语 

日常运维管理流程为 IT生产环境的日常运行维护建立 

更加规范和高效的运作，为 IT服务的实施提供稳定、安全的 

基础。IT运营支持员工应该清楚了解 日常运行维护的最佳 

实践标准和操作规程，这对于业务支撑系统提供可持续改进 

的运营服务至关重要 。在系统上线时可以引入发布管理流 

程，可以通过规范操作流程，平稳地进行系统上线变更，从 

而化解和控制此类变更可能产生的风险，满足业务发展的需 

要 。 

另外 ，IT部 门一向都是为业务提供相应服务的部 门，而 

IT技术和管理都是日新月异，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通过规范 

IT财务管理流程可以提高预算规划的合理性，对投资决策 

作出更加科学的分析判断并对预算的执行提供更有效的监 

控方法 ，同时帮助业务系统运维部 门对 IT服务按客户、IT 

活动等进行准确的成本追踪和分析，从而提高 IT成本的透 

明度，实现对成本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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