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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企业高管沟通
增强业务连续性战略投资
将业务连续性与业务目标联系起来，帮助 IT 专业人员说服企业进行业务连续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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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业务连续性业务案例

如何说服企业高管进行业务连续性投资？ 这是每天困扰业务

此，IT 专业人员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揭示 IT 灾备、业务战

连续性和灾备专业人员的问题。

略和业务流程之间的关键联系，将 IT 风险与业务风险联系

首席信息官、业务连续性经理和 IT 经理了解前瞻性业务连
续性和灾备解决方案的价值。他们知道云计算可以实现减少
灾难恢复点，缩短灾难恢复时间的目标，在企业越来越依赖
应用和数据可用性之际，极大地提高这两者的可用性。IT 领

起来，促成业务连续性计划投资。这个流程可以帮助说服企
业高管相信：企业需要高度连续的 IT 运营来实现其战略性
目标。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框架可以帮助进行这项工
作。

导者知道他们可以部署云计算解决方案来备份和管理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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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而利用信息开展业务分析，同时应对不断变化的法规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框架是一个模式，可以帮助首席

要求，例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华尔街改革法案和消

信息官、IT 经理、业务连续性经理 (BCM) 和其他 IT 专业人

费者保护法案、欧盟数据保护指令以及全球其他政府和行业

员从七个层面出发，探讨相互依赖的 IT 和业务的连续运营

法规。IT 专业人员也意识到第二个数据中心以及备用工作站

情况。这些层面就是业务战略和愿景、组织和人员、流程、

点可以在发生最严峻的中断事件时，确保关键技术继续运

应用、数据、IT 基础架构和设备（见图 1）。利用这个框架

行、关键员工继续工作，并且关键信息持续可用。

可以提高企业的业务连续性意识。更确切地说，它可以帮助
IT 高管构建令人信服的案例，向业务高管阐释技术支持业务

但是，为了获得需要的支持和资金来改善业务连续性及灾备

的方式，从而获得支持和资金。该框架还可以帮助 IT 专业

运营，IT 领导者需要获得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而这些高

人员发现业务连续性运营中的弱点，并消除这些弱点，从而

管却通常只关注整体业务目标、盈亏情况和预算限制。因

增加对业务连续性运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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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能力。互联网零售商可以在一次中断事件之后快速恢复其
购物应用，但是如果无法恢复支持应用的数据，客户仍旧无法
进行购物。在该示例中，应用和数据领域无法互相支持，这个
解决方案本身无法实现业务目标，导致无法为客户提供 24X7
式全天候的购物机会。这种业务连续性问题也可能会影响企业
的声誉和财务业绩。

应用
数据
IT 基础架构
设备

利用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框架与业务高管开展对话，可以帮助 IT
专业人员确保业务连续性投资与整体业务战略保持一致。反过
来，这可以帮助 IT 构建值得信赖的业务案例，以便针对现有
业务连续性计划的这些领域中危及企业目标的薄弱环节，提供
支持和进行投资。

逐层检测框架
战略和愿景
图 1.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框架可以帮助 IT 专业人员从七个层面
探讨相互依赖的 IT 和业务运营的连续运营情况。

这个流程始于制定明确的业务目标。IT 专业人员经过少量研
究，便可以了解企业的战略和愿景。新闻和杂志文章、企业高
管访谈、内部交流和企业 Web 站点都可以提供企业业务策略

作为综合业务连续性计划的一部分，框架中每个层面的运营
都必须符合行业和企业的连续性、可用性、恢复和安全性标
准。这些层面相互依赖，所以必须检测每个层面支持其他层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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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与上市企业合作的企业来说，年度报告，特别是通

一旦 IT 专业人员研究了企业目标并确定了企业发现的危及企

过 sec.gov 可以获得的 10-K 报告，都可以帮助轻松完成这

业目标的风险，他们就可以利用框架的剩下部分，确定需要

个流程。这些报告通常会列出企业在未来一年的目标以及会

在哪些方面进行额外业务连续性投资，同时获得企业的认

遇到的风险。将已经发现的风险对企业目标的潜在影响联系

同。

起来，可以有效地吸引企业关注业务连续性运营。

组织
以一个大型零售商为例，该零售商不仅通过实体店进行销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框架的组织层面包括员工。对于 IT 领导者

售，而且线上业务规模也日益壮大。在该企业的 10-K 报告

来说，将业务连续性嵌入到整个企业文化当中势在必行：帮

“风险”部分，标注着“如果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在线购物能

助每个员工了解可能影响企业目标的风险及其在缓解风险中

力的技术系统无法有效运行，那么便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经营

的角色。IT 可以通过制定风险通信策略来完成这项任务 - 该

绩效以及我们在全球范围发展自身电子商务业务的能

策略可能包含季度简报或内部博客 - 以便定期通知员工风险

力。”IT 专业人员读到这里就会知道，他们支持电子商务连

区域并强调员工帮助管理风险做出的贡献。

续可用的能力，以及提高实现电子商务应用和相关数据的恢
复点目标 (RPO) 以及恢复时间目标 (RTO) 的能力，对最高管

作为框架中该层面的一部分，IT 还应该与最高管理层进行合

理层来说意义重大。

作，让高层了解必须保护关键人员的备用工作场所，以便他
们可以在灾难发生期间顺利完成工作。这些工作站点应该包

同样，一家全球汽车制造商的 10-K 报告可能会列出企业将

含配置齐全、随时可用的工作站，其中需要配备个人计算

在其汽车中应用尖端技术的规划。该制造商还标注到：“企

机、手机、网络以及呼叫中心功能（如果需要）。应急工作

业信息技术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漏洞会妨碍业务运营，也会危

站还需要具备卫星通信和发电机，以便不用依赖本地工具。

害专有资料的机密性。”在这种情况下，IT 可以做的就是保
护和恢复对最高管理层非常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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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应用

定？众所周知，数据泄露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数据备份和保

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规划。供应链管理。销售和通信。

护是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框架的一个层面，并且企业和 IT 部门

在通用的业务流程中，只有一部分对业务运营十分重要。业

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那么，IT 专业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就是，

务高管对此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业

随着数据不断从多个不同来源生成，实施所需流程和技术来备

务连续性流程和灾备应用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IT 专业人员

份和保护数据，然后在中断事件之后快速恢复数据。一系列解

可以通过说明关键业务流程与支持这些流程的应用之间存在

决方案可以用于平衡成本目标与恢复点目标。这些解决方案可

的联系，从而鼓励对灾备应用进行投资。

以覆盖所有环节，从镜像站点和同步数据复制到基于云的备份
及恢复运营，均不例外。

首先，IT 领导者可以按照对整体业务目标的重要性将五个流
程进行排序，并列出支持这些流程所需要的应用。然后，IT

IT 基础架构

专业人员可以确定业务连续性解决方案的类型，以便在中断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框架的 IT 基础架构层面涵盖支持企业业务

事件后快速恢复这些应用。这项活动需要确定对流程功能的

流程和目标的设备和工具 - 服务器、存储系统、网络和移动设

最低要求，以及在非常时期可以支持业务继续运营的备用流

备。因为这些技术支持和存储应用及数据，并确保员工持续进

程和程序。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云计算来提高自动化和可用

行工作和交流，所以业务高管应该清楚灾备技术的重要意义。

性水平。

业务连续性投资应该包含对冗余和故障转移/故障恢复技术的
投资。IT 灾备解决方案可能包含简单的硬件更换、在中断事件

数据

之后运输到企业所选位置的预包装恢复技术、对供应商传统和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会愿意泄露多少数据？哪种

基于云的服务器恢复技术的使用以及高度复杂的镜像环境，具

类型的数据泄露不会损害企业收入或声誉？哪些数据泄露不

体情况取决于企业 IT 基础架构的规模和复杂性。

会违反政府和行业关于数据可用性、隐私性或安全性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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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通过与 IBM 进行咨询性讨论，审查您的业务连续性及灾备

如果 IT 专业人员可以说服业务高管相信灾备技术的价值，

框架，这样便可以轻松开始执行这项复杂的任务。在面对面

那么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们相信需要找到托管备份 IT 运

讨论过程中，IBM 代表会根据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

营的设备。灾备和恢复总部的位置应该足够远，以规避危害

框架，对您当前的灾备和连续性策略进行评估，评估每个层

主要站点的相同风险事件 - 例如飓风、地震、恐怖袭击 - 还

面的效力以及对行业和企业的连续性、可用性、恢复和安全

要足够近，以方便员工进行访问。备份站点应该具备独立于

性标准的遵循情况。通过讨论，IT 专业人员可以更好地了解

本地工具的通信、支持系统和 HVAC 系统，因为本地工具

其业务连续性计划中哪个方面支持整体业务目标，以及哪个

可能会受到企业自身所遭受的相同中断事件的影响。灾备中

方面需要改进。

心还可能会作为关键人员的紧急工作场所。在这些实例中，
工作区域恢复站应该配备本文的“组织”部分中讨论的生产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还可以帮助设计、实施和管理

力和通信工具。

业务连续性解决方案。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广泛涵
盖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框架的每个层面。许多服务 - 包括我

为何选择 IBM？
确保业务连续性计划与整体业务战略保持一致是一个具有挑
战性的过程。通常需要具备最新业务连续性方法和技术的专
业知识，才能确定业务连续性计划的每个组成部分是否支持
企业的整体业务目标，并可以阐明在不支持的情况下，如何
经济有效地改进这些组成部分。

们针对数据和应用备份及可用性以及服务器恢复的云服务 都可以作为管理服务予以提供，让企业摆脱资本支出和员
工负担，轻松完善自身的业务连续性计划，从容应对当今
威胁环境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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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需要物理恢复站点，我们高度安全、设备齐全的全

了解更多信息

球灾备中心网络可以帮助支持紧急 IT 运营。我们的灾备中

了解有关 IBM 业务连续性及灾备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致电

心还可以为企业关键人员提供设备齐全的工作场所。这些灾
备中心可以帮助企业避免构建、配备和运营自己的应急数据
中心及工作站点所需的资金和员工成本。如果企业选择构建
自己的灾备站点，IBM 可以帮助设计、构建和配备站点。
我们的服务可以帮助企业确定新站点的功能、可用性和安全
性需求，帮助企业缓解风险，改善业务连续性状况。此外，
我们还可以提供持续的支持和管理服务。

IBM 在业务连续性和灾备方面有 50 多年的经验，是该领域
公认的市场领先企业和创新企业。我们拥有 6,600 名业务连
续性及灾备专业人员，正在为 10,500 家客户提供服务。我
们拥有 330 多个云灾备中心，遍布 68 个国家或地区。我们
拥有广博的专业知识、最深最广的产品服务组合，并且已经
取得累累硕果，这些都令业务连续性方面其他组织望尘莫
及。凭借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帮助 IT 领导者开发出色的业务
连续性业务案例，吸引高层管理人员的关注。

1-877-426-3287。或访问我们 Web 站点：
ibm.com/services/us/en/it-services/business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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