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连续性：
转变连续性战略的时机已经到来
企业高管如何应对复杂的混合 IT 环境中的关键应用程序风险

任

务关键型应用程序是全球企业取得成功

是丢掉市场份额，关键取决于其 IT 资源满足核心业务

的命脉，但是很多企业在制定灾备 (DR)

需求的可靠性。

计划时，却没有给予这些关键资源足够

灾备认知差距已经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企业在

的重视。为什么？最主要一个的原因是

“灾备认知差距”，即企业高管对其灾备策略有效性
的认识与实际上这些计划保护应用程序避免中断或宕
机的成功率存在差异。灾备认知差距可导致收益损失
和品牌声誉受损，因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今的企
业有多脆弱？Forbes Insights 和 IBM 对全球 184 位
高级 IT 管理人员进行调研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结
果令人惊讶。
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非常期待其灾备计划能够在业务
受到破坏后继续维持正常运营。但是，其灾备计划是
否真的靠得住，值得怀疑。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受访
高管表示，他们的灾备策略中包含了所有关键应用程
序，这意味着 78% 的企业的重要资源面临着不必要的
意外风险。
现实是，很多企业都在努力完善其灾备策略，以应对
当今的混合 IT 环境和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但是，在
这个永续运营的世界中，全球企业会获得竞争优势还

灾备认知差距：80% 的高管非
常期待灾备计划能够在业务受
到破坏后继续维持业务正常运
营，但是其中只有 22% 的企
业在其灾备计划中包含了所有
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

迁移至现代混合 IT 架构的过程中还面临其他重大风
险。IT 复杂性的增加、新型网络威胁（例如，勒索软
件）以及保持业务连续性战略和灾备计划与时俱进等
等，都让高管和 IT 部门倍感压力。事实上，只有不到
三分之一的高管认为他们可以满足期望的关键应用程
序恢复时间目标 (RTO) 和恢复点目标 (RPO)。
IBM 灾备战略和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软件和管理服
务副总裁 Chandra Pulamarasetti 表示，“许多 IT
管理者缺乏对其关键系统的关注，并且仍然依赖人工
流程来管理当今复杂的环境。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可
能是预算紧张，或者企业未找到合适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因此，即使企业以具体的 RTO 和 RPO 目标为指
导实施灾备系统，也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此次 Forbes Insights/IBM 调研清晰地表明，混合 IT
环境需要新资源来更好地保护企业应用程序。在此执
行简报中，我们将详细描述全球企业间最大的可用性
差距，查找潜在原因，并概述前瞻性企业为实现今天
的业务连续性成果并获得竞争优势所采用的工具。
数字化转型面临重大挑战
企业高管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业务连续性对于企业成
功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就引发了对
于保护关键应用程序的担忧。对于各行业中不同规模
的企业来说，客户都期望在完成交易的过程中，随时
能够获得服务。如果某个企业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客户满意度就会下降，如此，竞争对手将有机可乘。

合作方：

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已成为大多数企业高管的首要目

图 3:灾备计划中所包含关键应用

标。事实上，63% 的受访者已经看到了 IT 破坏、收

程序的百分比

益损失和名誉受损之间的直接联系（见图 1）：

1%

图 1:业务连续性和灾备计划的主要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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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期望享受 24x7 式全天候服务 - 中断会影响客户满意度
67%

需要防止出现会造成收益受损和名誉损害的 IT 破坏
法规合规性

• 75%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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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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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要求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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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应用程序
• 50% - 75%
• 25% - 50%

•

少于 25%

既然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高管还会对他们的灾备计划
遗憾的是，要满足市场对于永续服务的期待，需要要

信心十足？Pulamarasetti 表示，“许多人并不完全了

求极高的 RTO 和 RPO，而在如今动态、混合的 IT

解威胁其系统的所有因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某公司可

环境中，要实现这些目标异常困难。目前，有近四分

能成功测试了某核心金融系统，所有人便由此认为这一

之三的企业将私有云、公有云与传统的本地数据中心

关键资产是安全的。然而，另外一个系统出现故障，例

相结合（见图 2）。

如电力故障，可能会导致其他多个方面出现故障，包括
金融平台。”

图 2:企业目前采用或计划未来 12 个月内

灾备和业务连续性问题的六大障碍

将要采用的 IT 基础架构类型

即使是完全理解混合环境中各因素间关系的 IT 管理者，

14%

• 混合环境：将私有云、公有
云与传统数据中心相结合

15%

• 传统数据中心
77%

在尝试解决灾备和连续性问题时仍面临重大挑战。原因
在于：技术过时、资源有限并且存在预算挑战。Forbes
Insights/IBM 调研明确了 IT 管理者必须解决的六大障
碍。

• 公有云和/或私有云

障碍 #1:企业没有全面保护关键资产的方法或愿望
但是 Forbes Insights/IBM 调研还发现受访者的态
度存在很大差异。正如之前提到的，只有不到四分
之一的企业在其灾备策略中包含了所有关键应用程
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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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运营所依赖的其他要素一样，灾备也需要资金支
持，这迫使管理者要对资金优先级做出艰难抉择。结果
是，73% 的受访者指出，资金和其他资源短缺是阻碍在
灾备计划中包含所有关键应用程序的障碍（见图 4）。

此外，还有四分之一的高管甚至认为，是否包含所有
关键应用程序并不重要。

图 5:应用程序灾备面临的最大挑战
存在很多相互依存关系，环境复杂
67%

图 4:阻碍企业在其灾备计划中包含所有关键

高度依赖应用程序专家

应用程序的因素

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测试期内测试所有必需的应用程序
35%

缺乏可视性

• 资源短缺
26%

• 成本
40%

44%

• 并非业务关键因素

14%

人力
12%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顺序来恢复遭到破坏
的业务流程和应用程序，以避免延长宕机时间。

33%

障碍 #3:过时的策略很常见
注：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不等于 100%。

市场环境错综复杂，所以企业需要令灾备策略与不断

人员问题也是阻碍对宝贵资产进行灾难恢复的因素。

变化的 IT 环境保持同步。此问题的一个表现是：

在被问及应用程序灾备的最大挑战时，几乎一半的高

58% 的企业其业务连续性和灾备计划测试周期为一年

管称企业面临缺少应用程序专家的挑战。

甚至更长时间。仅有 28% 的企业会每月进行评估

资源限制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很

（见图 6）。结果是，47% 的高管表示，无论是灾备

容易遭到破坏。如前所述，这引发了对收益损失和企

演习还是实际事件都表明既有策略已经过时。

业名誉受损问题的严重担忧。由于所有企业都很难确
定资金投入优先级，因此要想令企业成为市场领导

图 6:测试业务连续性/灾备计划的频率

者，高管必须在没有足够的新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找到
方法，更好地保护关键资产。

障碍 #2:动态环境阻碍应用程序灾备活动
多年来，CIO 们一直在应对不断增加的 IT 复杂性，但
是当数据和应用程序在本地和云资源之间流动时，其
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受访者均认可此

• 至少每月
• 至少每年

10%
28%
28
%

• 每隔 1-2 年
• 不确定

观点：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称，其最大的应用程序
灾备挑战来源于多个部门、应用程序和混合 IT 环境中

注：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不等于 100%。

端到端业务流程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见图 5）

COPYRIGHT © 2017 FORBES INSIGHTS | 3

近 50% 的高管认为其
灾备计划与其灾备配
置不同步。

称，测试会干扰企业的正常运营，约四分之一受访高管
表示，运行测试的成本是其企业无法频繁进行测试的原
因（见图 7）。
Pulamarasetti 表示，“测试是整个灾备管理中的关

Pulamarasetti 表示，“许多企业无法捕获其 IT 环境

键步骤，但是行业调研表明，平均有三分之一的灾备

中经常出现的持续性配置变化，也就无法确保在灾备

演习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企业可能只打算预留

计划中进行相同的更改。”例如，有人可能升级了某

八小时来完成灾备测试，但是由于 IT 资源过时导致出

个系统或将某个生产资源迁移至混合云环境中。“因

现一系列故障，因此试验时间将会超过其预留时间。

此，即便组织相信其灾备策略能够应对中断事件，灾

如果遇到此类情况，企业便会另选时间进行测试，这

备也可能会失败，”他说到。

将会导致进一步的业务中断。”

当今的时代背景下，IT 管理者纷纷持续添加、移动和

障碍 #5:过度依赖手动流程

巩固资源，计划必须以相同的步调更新，才能确保关

调研发现，灾备策略的自动化程度与生产流程不匹

键应用程序得到应有的保护，从而为要求极高的业务

配，有 31% 的企业依然在艰难地使用手动灾备资源。

运营提供支持。

即使是很多相对较成熟的企业，也只实现了很小程度
的自动化。例如，33% 的企业实现了灾备自动化，但

障碍 #4:测试影响企业正常运营

是未采用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见图 8）。

如果测试如此重要，为何许多 IT 管理者一年甚至更长
时间才执行一次测试？一系列后勤问题和实际问题阻

图 8:阻碍企业在其灾备计划中包含所有关键

碍了灾备演习的进行。约一半 (46%) 参与调查的高管

应用程序的因素

图 7:阻碍企业提高业务连续性/灾备计划测

•
• 灾备策略/流程是手动流程，还没有业

试频率的因素

31%

36%

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系统

• 实现了灾备自动化，但是未采用业务连

3%

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

• 整个企业测试中断

8%

• 成本
18%

46%
25%

33%

指挥与自动化管理

• 手动流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
• 其他
• 对我们的计划能如期执行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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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灾备方法结合了灾备自动化和业务连续

注：由于四舍五入，百分比相加不等于 100%。

关键概念定义
在 Forbes Insights/IBM 调研中，灾备自动化和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定义如下：
灾备自动化：通过创建在独立组件级别上驱动单个操作的脚本，编写一组手动步骤。
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一种智能工作流，由单独的自动操作组成，具备整体灾备流程意识。业务连
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级别高于灾备自动化，能够监管整个流程，并确保所有必需活动协调进行。传统的灾
备解决方案通常关注 IT 基础架构级别的手动恢复，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与其不同，将灾备提升到
了业务流程级别，有助于保护应用程序、数据和基础架构组件间端到端的业务流程相互依赖关系。

障碍 #6:管理活动和监管活动之间存在差距

永续世界的灾备

如果企业无法全面管理其灾备策略的所有关键元素， 为了缩小灾备认知差距，满足要求苛刻的业务需求，
此时便会出现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障碍。61% 的高 并全面保护关键资产，企业必须克服这六个障碍，但
管称业务连续性、灾备和危机管理之间是各自孤立 是如何克服？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说，答案是利用
的，并没有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来进行管理（见图 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这是一种基于云的全新
9）。

方法，采用灾备自动化以及专为混合 IT 环境设计的一
系列连续性管理工具。全面的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

图 9:您的业务连续性计划 (BCP)/DR/危机管 管理能够为企业带来六大优势：
理 计划 中是 否有 明确 的领 导、 管理 和监管 角
色？

更好的资源优化：对灾备流程进行基于
软件的监控和管理，可以极大增强 IT 员

3%
7%
15%
35%
16%

• 没有任何计划

工测试和更新业务系统的能力。可以选

• 仅有灾备计划或仅有业务连续性

择和组合预包装的常用应用程序和数据

计划

• 灾备以及有限的业务连续性
• 灾备、有限的业务连续性和非正

23%

式的危机管理团队

• 灾备/业务连续性/危机管理团队
与高层管理人员紧密配合

• 不确定

库模式，创建可重复的、可靠的 IT 灾备
工作流，扩展和精简灾备流程。
对应用程序和 IT 系统更全面的掌握：集
中化的仪表板支持实时查看灾备状态、
测 试 执 行情 况 ，并 接 收基 于 RTO 和
RPO 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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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工作负载智能自动化：通过持续监

鉴于这些出色的能力，基于云的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

控混合环境，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

化管理正迅速成为全球高管的首选。随着混合云对企

理服务能够与正式的灾备测试间出现的

业 IT 基础架构的重塑，将带来新的管理和监管挑战，

数据中心变更保持一致，几乎消除了人

这些挑战可能会造成企业资源紧张，迫使企业将关键

为错误。

系统置于可能发生宕机危险的环境中。然而，渴望成

测试可靠性增强：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
化管理服务对灾备子流程进行增量式测
试，并识别灾备计划中可更新的环节。
这 极 大 缩 短 了完 整 灾 备演 习 的 测 试时
间 ， 减 少 了 对于 业 务 的影 响 ， 并 且令
CIO 有信心提高运行测试的频率。
手动流程的替代方法：业务连续指挥与
自动化管理服务不仅实现了先前手动灾
备流程的自动化，还为记录灾备策略有
效性的报告收集了数据。这代替了手动
收集的信息，也避免了由于手动操作造
成的不准确性。
用于缩小监管差距的洞察：企业可以集
中监管和管理灾备活动，对比实际正常
运行时间水平与服务级别协议，并采取
纠正措施提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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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企业找到了可以令 CIO 免于承受这些风险的答
案：基于云的业务连续指挥与自动化管理服务。
研究方法
本报告中的研究是基于 Forbes Insights 和 IBM 对
184 位负责企业灾备计划的高级 IT 决策者进行的一项
调研。这些领导者来自于各个行业。33% 的受访者来
自北美地区，29% 来自亚太地区，29% 来自欧洲，还
有 9% 来自拉丁美洲。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企业高层
管理者，44% 为副总裁或主管。32% 的受访者所在企
业年收入超过 100 亿美元，45% 的受访者所在企业年
收入在 10 亿到 100 亿美元之间。 另有 33% 的企业
其年收入在 1 亿到 10 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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