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全球信息科技服务部

业务连续性
及灾备服务

业务连续性管理服务助力企业提升网络安全永续能力
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服务帮助应对网络攻击

业务连续性管理助力企业提升网络安全永续能力 白皮书

如今，数据泄露平均规模高达约 24,000 条

“恶意数据泄露事件只会有增无

记录，补救成本超过 360 万美元。1 上述

减 ， ”Ponemon 研 究 所 主 席

数据来自《2017 年数据泄露成本调研：业

Ponemon 博士说道。复杂的 IT 系统、物

务连续性管理对数据泄露成本的影响》。

联网以及对企业数据和应用的移动访问，都

该调研由 Ponemon 研究所 (Ponemon

为黑客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此外，数据存

Institute) 独立开展并由 IBM 赞助支持，

储需求飙升，导致数据分类模式的精确度欠

间。

主要调研对象为数据泄露规模在 2,600 到

佳。如果企业不知道在哪里找到敏感信息，

研究范围 这些公司分布在北美、南美、欧洲、非洲

100,000 条记录之间的公司。全球 47% 的

又何谈提供适当的数据保护。

和亚洲的 13 个国家或地区。

数据泄露是由企业内部和外部的黑客及犯
罪分子造成的。在美国，这一比例上升至

Larry

关于本次调研
调研对象《2017 年数据泄露成本调研：业务连

续性管理对数据泄露成本的影响》对 419 家公
司进行了调研，这些公司此前曾经历的数据泄
露事件规模介于 2,600 到 100,000 条记录之

覆盖行业 这些公司来自 17 个不同的行业，包括金
融服务、交通运输、酒店业和娱乐业等。

52%。2 系统故障和人为错误是数据泄露的

了解有关受访公司的更多信

另外两大原因（见图 1）。

息，请下载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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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恶意数据泄露比系统故障或人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一个例子。

为错误带来的损失更严重，即将出台的一

该条例将于 2018 年生效，届时，针对数据

些新法规预计将会推动泄露成本进一步攀

泄露的罚款最高可达 2000 万欧元。

升。调研结果显示，全球恶意数据泄露的
平均成本为每条记录 156 美元，系统故障
导致的数据泄露成本约为每条记录 128 美
元，人为错误导致的数据泄露成本为每条

IBM 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业务连续性
管理 (BCM) 团队应与网络安全团队密切合
作，共同打造 具备网络安全永续 的企业，
这一点至关重要。IBM 认为这类企业能够

记录 126 美元；与后两者相比，恶意数据

将业务连续性、信息安全和企业连续运营

泄露的平均成本分别高出 22% 和 24%。

工作相结合，帮助应对、防范、检测、响

（在本文中，数据泄露成本已从当地货币

应网络攻击并从中恢复。有效的网络安全

转换为美元。）同时，全球范围内新颁布

方案有助于企业在发生破坏性事件后更快

的数据保护条例在罚款方面的规定也愈加

采用 BCM 针对数据泄露的
计划和响应方案令

数据泄露总成本下降

16.2%

速地恢复正常运营。

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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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对数据泄露经济后果的研究发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深入讨论这些调研结

现 ， 与那 些主 要依 赖手 动 流程 的企 业 相

果，此外，还将研究 BCM 与网络安全相结

比，部署了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服

合能够在数据泄露响应方面带来哪些效

务 的 公 司 实 现 了 显 著 的 成 本 节

益，并讨论如何打造具备极致网络安全永

约，”Ponemon 说道。“这项研究的结

续能力的企业。

数据泄露的根本原因
28%
人为错误

果以及我们早期的研究一致证明，在业务
连续性管理生态系统中应用业务连续指挥
与自动化管理服务，可以有效降低数据泄
露和安全漏洞的成本。”

25%
系统故障

47%
恶意或犯罪攻击
图 1：恶意攻击和犯罪攻击是造成数据泄露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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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数据泄露成本
该研究论证了针对数据泄露的响应计划和

Ponemon 研究所的调研证明了 BCM 专业

响应中应用 BCM，如何缩短识别和控制数

人员为事故响应团队带来的价值：应用

据泄露的平均时间，以及降低未来两年内

BCM 后，数据泄露的补救成本显著降低。

遭受其他数据泄露威胁的可能性。这样将

这项调研的结果显示，在数据泄露计划和响

显著降低数据泄露的成本。

应方案中纳入 BCM 团队的公司平均数据泄
露补救成本为 335 万美元，这比那些没有

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此类协作的价值。

利用 BCM 的企业所花费的成本（394 万美

在 54% 的受访企业中，BCM 专业人员与

元）减少了近 15%。业务连续性管理还可

网络安全、企业风险管理以及危机管理团

以帮助将每条被泄露记录所造成的成本从

队合作，预防和解决数据泄露问题。在那

152 美元降低至 130 美元。BCM 的参与还

些协调 BCM 人员与网络安全人员开展合

有助于缩短检测和控制数据泄漏所需的时间

作的企业中，有 95% 认为 BCM 的参与

（见图 2）。

“很重要”或“非常重要”。 BCM 专业
人员会为数据泄露事件管理团队提供建
议、成为团队成员甚至领导团队。

借助 BCM 节约时间
检测和控制数据泄露需要多长时间？
采用 BCM：

识别：
171 天

控制：
额外 50 天

总计：
221 天

未采用 BCM：

识别：
214 天

控制：
额外 65 天

总计：
299 天

图 2：与未采用 BCM 的公司相比，在针对数据泄露的
计划和响应方案中纳入 BCM 的公司在识别和控制数据
泄露所需时间方面减少了 7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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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永续的时代，企业必须避免数据泄

当然，减少数据泄露所造成业务中断的一种

露 和 其 他 事 件 造 成 业务 中 断 。 在 这 里 ，

方法，就是实施能够降低数据泄露风险的计

BCM 将再一次发挥作用。在数据泄露响应

划。在数据泄露计划和响应中应用 BCM 的

中采用 BCM 的企业当中，仅有 55% 经历

公司在未来两年内出现又一次数据泄露的可

了数据泄露造成的实质性业务运营中断，

能性仅为 23.9%，而对于没有应用 BCM 的

而在没有应用 BCM 的企业中，这一比例

公司，这一比例则为 31.8%。

采用 BCM 针对数据泄露的
计划和响应方案令

则高达 76%。
数据泄露每条记录成本降低

10.9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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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永续的价值
由于黑客攻击和内部犯罪活动是最主要的

毫无疑问：大多数企业都需要这样的帮助来

数据泄露原因，因此，BCM 必须与网络安

增强网络弹性。由 Ponemon 研究所独立

全部门合作，帮助整个企业构建更强大的

开展、IBM® Resilient® 赞助支持的《第

网络弹性，或者更好地应对、防范、检

二次年度网络弹性组织调研》显示，在

测、响应网络攻击并从中恢复。BCM 可以

2,000 位受访 IT 和安全专业人员中，仅有

通过以下方式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32% 表示他们的企业具备较高级别的网络

采用 BCM 针对数据泄露的
计划和响应方案令

安全永续能力，与 2015 年的 35% 相比略
• 构建降低事件响应过程复杂性的架构

有下降。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

• 以严格的计划和测试为导向

的企业还没有做好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准

• 在发生数据泄露或其他危机时，启用

备。今天，新兴的颠覆性技术快速发展，同

上游和下游通信
• 推动营造一种提倡监控和警戒的文化

识别数据泄露的平均时间减少

43 天

时也为黑客提供了新的攻击点，让他们有机
会利用系统漏洞来发起攻击。

氛围
那么，BCM 组织该如何与网络安全部门合
作来提升企业的网络安全永续能力？根据在
业务连续性方面积累的超过 50 年的丰富经
验，IBM 提出了以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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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工具来改

部署通讯技术，支持更快响应数据泄露和

善数据泄露响应措施。

其他破坏性事件。

调研结果显示，对于仅采用手动灾备流程

在发生数据泄露或其他危机期间，实施可

的企业，日常数据泄露成本为 5,015 美

以帮助自动执行和简化通讯的技术。这些

元，而对于实施了灾备 (DR) 自动化和业

技术可以支持正确的人员管理特定的破坏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

性事件。它们可以通过多个内部和外部渠

管理如何帮助提升灾备能力的信息吗？

道改善并自动执行关键任务的通讯任务。

请观看演示。

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技术的企业，日
常数据泄露成本为 3,360 美元，由此可
见，灾备自动化和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
管理技术可以帮助将日常数据泄露成本降
低约 33%（见图 3）。预先打包的软件

业务连续指挥与
自动化管理演示

这些卓越技术还可以提供实时事件态势报
告和自动化活动跟踪功能。

工具可以帮助在数据和应用恢复过程中自

简化通讯

动执行工作流程。而自动化的工作流程则
有助于减少人为错误，减少对人类专业技
术的需求。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功
能广泛覆盖存储在内部数据中心、公共云
和私有云中的应用和数据。

在危机时刻，精简的、自动化的通讯流程
无比重要。
观看此视频，了解有关自动化通讯的更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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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指挥与自动化管理可大大降低数据泄露的成本
每日成本高
（未采用 BCM 的企业 VS 采用 BCM 的企业）

未采用 BCM 的企业

平均成本

采用 BCM 的企业

每日成本
（仅包含 BCM 的企业）

手动灾备

自动化灾备

灾备流程实现自动
化，同时提供业务
连续指挥与自动化
管理

图 3：与没有在灾备过程中应用 BCM 的公司相比，采用了灾备自动化和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服务的公司可以显著降低日常数据泄露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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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关键数据。
保留任务关键数据的安全副本，用于替换

评估企业的备份能力

被泄露或破坏的信息。这可以通过为企业
量身定制的高度安全、可扩展的云备份来
实现。必要时，企业还可以考虑采用额外
的基于磁带和磁盘的备份。

不确定当前备份是否有效？
利用 IBM 业务连续备份即服务评估工具
进行评估。

采用 BCM 针对数据泄露的
计划和响应方案令
1
0
1
0 0
0
01
11
01
101
01 0
0110 010 1 1
01101

未来两年内发生
数据泄露的可能性降低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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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IBM？
通过全球成千上万的业务连续性和安全项

IBM 云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 是一款

目 ， IBM 业 务 连 续 性 及 灾 备 服 务 部 门

经过精心策划的灾备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企

各行业的数据泄露成本

(IBM Resiliency Services™)

开发了可

业自动响应数据泄露或其他破坏性事件。

各行业的数据泄露成本不尽相同。医疗保健行业数

重复利用的方法和多项前沿技术，致力于

该解决方案专为混合 IT 环境而生，可满足

据泄露每条记录成本为 380 美元，而金融服务业为

帮助企业保护数据安全，缓解数据泄露造

这些环境的安全性和业务连续性需求，同

245 美元。媒体行业的每条记录成本仅为 119 美

成的影响。以下服务可以帮助企业更紧密

时管理环境中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该解

地整合协调 BCM、网络安全永续与网络

决方案提供一个一站式仪表板，IT 专业人

安全工作：

员可以 通过 此仪表 板 执行一 系列 灾备任
务。该仪表板支持灾备专业人员监控应用

• IBM 云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

和恢复组，测试和执行切换和切回任务，

• IBM 业务连续应急通讯即服务

生成报 告， 监控指 标 ，以及 简化 恢复流

• IBM 业务连续备份即服务

程。该仪表板还为用户提供应用的实时快照，
并指出哪些应用已经做好灾备准备，哪些正在
积极地从灾备站点提供服务。恢复点目标和数
据滞后仪表可以显示哪些环节满足或未能满足

元，公共部门为 71 美元。

IBM 业务连续应急通讯即服务 是一项具备
高可用性、支持云的 事件管理服务。它可以

帮助企业在正确的时间自动联系正确的人
员来进行正确的恢复工作，从而简化危机
处理流程。该解决方案的功能包括快速提
示响应、实时的事件状态报告、高级一对
一沟通和团队协同以及自动化活动跟踪。

恢复目标。 交付模式包括 IBM BlueMix®

和 Amazon Web Services 云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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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业务连续应急通讯即服务提供多个

IBM 业务连续备份即服务是一款云解决方

了解更多信息

事件表单类型，企业可以使用这些表单来

案，提供高度安全、可扩展的关键数据备

了解有关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如何

捕获关于泄露或其他破坏事件的数据。所

份功能。它为企业提供各种云备份选项，

保护企业免受数据泄露威胁的更多信息，

捕获的数据可以用于自动触发其他通讯流

利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交付模型的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程。模板甚至可以帮助企业生成新闻稿和

混合搭配来满足特定业务需求。交付模式

ibm.com/services/resiliency

其他形式的通讯稿，便于与公众进行交

包 括 IBM BlueMix 和 Amazon Web

流。该解决方案还结合来自

Services 云服务产品。

The

Weather Company 的事件信息，为企
业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帮助企业积极应

BCM 组织和网络安全部门必须协同发力，

对此类事件。

帮助企业提升网络安全永续能力。如此，
便可以帮助缓解数据泄露风险，减少应对
任何入侵的持续时间和成本。IBM 将提供
最前沿的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全程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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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能导致信息被篡改、破坏或盗用，或者导致您的系统遭到误用而攻击别人。任何 IT 系统或产品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安全的，并
且没有任何单一产品、服务或安全措施对于防止不正当的使用或访问是完全有效的。IBM 系统、产品和服务旨在成为合法、全面的安
全方法的一部分，它必定涉及额外的操作程序，并且可能需要其他系统、产品或服务配合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IBM 不保证任何系
统、产品或服务免受任何一方恶意或非法行为的影响，或使您的企业免受任何一方恶意或非法行为的影响。

请回收利用

BUW03067-CNZH-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