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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风险和声誉对经济的影响
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对您的企业真正意味着什么

《IBM 有关 IT 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全球调研》结果

风险管理

关于本调研
《IBM 有关 IT 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全球调研》是迄今开展的
最大的独立研究调研，旨在评估业务连续性或 IT 安全故障
引起的业务中断所造成的财务和声誉影响。本次是 2013 年
《IBM 声誉风险和 IT 研究报告》的后续之作，由 IBM 赞助，
并由波耐蒙研究所® 于 2013 年 7 月独立执行。

本次调研仅限工作重点为业务连续性、IT 安全或二者兼顾
的 IT 专业人员，他们都具有决策制定或绩效相关职责。尽
管大多数参与者仅关注其中一个 IT 领域，但其调研结果却
惊人的相似，仅有少量存在轻微差异、但在统计上又具备
一定相关性的情况。因此，为了分析和报告的目的，我们
组合了来自两个抽样小组的数据。

波耐蒙研究所调研了 1,069 名业务连续性专家和 1,247 名
IT 安全从业人员，涵盖 20 个行业和 37 个国家/地区。由
2,316 名受访者组成的联合小组中大部分来自 IT 企业，并
直接向首席信息官或公司 IT 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经理层
受访者占最大部分（33%），随后是总监层（23%）和主
管层（19%）。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服务于拥有 5,000 名以
上全职员工的大型企业。

地点（37 个国家/地区）

公司规模
75,000 人以上 4%

拉丁美洲 10%
241
亚太地区 15%
353

25,001 人到 75,000 人 9%

北美洲 49%
1,125

欧洲/中东 26%
597

500 人以下 8%
500 人到 1,000
人 15%

10,001 人到 25,000
人 15%

1,001 人到 5,000
人 23%

5,001 人到 10,000
人 25%

行业
所有其他 16%

职位名称
银行业 19%

能源和公共事业 5%
消费品 7%

经理 31%

C 级高管 11%
公共部门 14%

工业 9%
IT 和技术 9%

合同工 2%
管理层 2%
员工/技术人员 10%

医疗 11%
零售 10%

主管 19%
总监 24%

《IBM 有关 IT 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全球调研》由波耐蒙研究所单独执行，向全球范围的 2,316 名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专业人员搜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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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做什么？

如果您认为声誉和品牌很重要，那
么就要将 IT 风险管理作为重中之
重。
– 法国消费产品公司业务连续性管理主管

介绍
当 IT 系统故障和网络攻击中断正常业务运营时，经济和声誉
方面的损失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短短几分钟的停机时间也可
能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本文中，IT 风险是指与企业内的
IT 使用、所有权、运营和影响相关的风险。此类风险包括人为
错误、系统故障、安全违规和数据中心运营中断，如电源故障
和自然灾害等。

了解中断造成的财务影响对于确定应投入的资源有着重要意
义，从而可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此类突发事件。同时，它
对于为 C 级高管制定业务案例，以评估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
全活动的优先事项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在面对故障或正常运营挑战时，由于无法提供可接受的
服务水平会造成财务影响或对“总成本”的影响。在本次调
研中，我们对此影响进行了测量。我们还评估并量化了对声
誉的影响，包括由于控制不佳、故障流程、IT 故障、数据被
窃和违规对公司的形象和品牌价值造成的损失成本。

对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问题的回应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提出了两个可选的开放式问题：
“贵公司或您所在的行业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 IT 运营带来
的风险？”
“展望未来，IT 环境的哪些变化或趋势将最大程度地增加您
企业的声誉风险？”
我们收到的调研者的回答均经过了深思熟虑，且发人深省，
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共同主题。在全文中，我们将分享一些
调研者的回答，它们反应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呈现为以
下两个主题：“您将做什么？”和“哪方面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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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的经济影响
此次调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确定当业务流程或 IT 服务
发生中断或受到损害时，企业要付出的代价。要求受访者基于三
个独立的级别评估成本，包括轻微、中等和严重。
中断持续时间。根据停机时间，将业务中断分为轻微、中等和严
重三类。如图 1 所示，轻微突发事件平均为 19.7 分钟，而严重
突发事件为 442.3 分钟或者几乎全天 8 小时故障或停机。然而，
有人预计严重中断可能持续两天以上。
可能性。根据图 2 所示，69% 的受访者预计在未来 24 个月内他
们将会遇到至少一次或多次轻微中断，而 23% 的受访者预计在
未来 24 个月内可能会发生一次或多次严重中断。换言之，受访
者认为其企业遇到轻微中断的可能性比遇到严重突发事件的可能
性高三倍。
成本。要求受访者针对以下六类成本，考虑所有直接现金支出、
直接人工费用、间接人工成本、管理费用和丢失的业务机会：
• 由于停机或系统性能延迟而导致的用户停工时间成本和生产效
率损失成本

• 确定中断或损害根源的取证成本
• 将系统恢复至运营状态的技术支持成本
• 声誉和品牌损失相关的成本
• 由于系统可用性问题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 与不合规相关的成本
图 3 显示了每分钟轻微、中等和严重的业务或 IT 运营中
断所造成的平均成本。每分钟轻微中断的成本比每分钟
严重中断的成本要高得多（每分钟轻微中断的成本为
53,223 美元，每分钟严重中断的成本为 32,229 美元），
这表明用户的停工时间、取证和技术支持成本在较少的
停机时间（分钟）内进行分摊（也请参见图 5）。
图 4 显示了由于业务中断或 IT 运营中断可能造成的总平
均成本。即使是轻微中断也会使企业付出超过 100 万美
元的代价，严重突发事件可能导致超过 1,400 万美元的
代价。然而，一些受访者表示，严重突发事件的影响可
能会攀升至 1 亿美元以上。此预估基于上述 6 个成本类
别。从经济影响角度来看，最严重的威胁是人为错误、
网络攻击和数据丢失。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相对于严重突发事件，轻微突发事
件的平均成本相对较低，但轻微中断的出现频率高，这
可能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微中断会造成严重的财
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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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中等和严重中断导致的
平均故障分钟数或停机时间
442.3

未来 24 个月内发生一次或多次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的可能性
69%

37%
23%

111.8
19.7
轻微

中等

严重

图 1.轻微、中等和严重中断导致的平均故障分钟数或停机时间

预计每分钟中断的平均成
本（故障或停机）

轻微

中等

严重

图 2.未来 24 个月内发生一次或多次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的可能性

预计未来 24 个月内发生业务和 IT 运
营中断的总平均成本
14,255,468 美元

53,210 美元
38,065 美元
32,229 美元
4,257,357 美元
1,046,454 美元

轻微

中等

图 3.预计每分钟中断的平均成本（故障或停机）

严重

轻微

中等

严重

图 4.预计未来 24 个月内发生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的总平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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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风险和 IT 连接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领导层最担心的是由系统不可用问题而
导致的收入损失，但在 IT 专业人员眼中，这一方面却几乎
排在所分配成本的最末位。

如果您对于有效的业务连续性或 IT 安全计划的重要性有任何
疑问，那么请考虑业务中断对企业声誉和品牌价值可能造成的
财务影响。图 5 是成本分配图，该分配图通过为轻微、中等和
严重中断分配 100 分制值确定。如图所示，声誉和品牌损失的
相关成本与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增加。相应地，声誉损
失在轻微业务中断和 IT 运营中断中仅占 2 个百分点，而在严
重中断中占到 37 个百分点。

您将做什么？

“我们应该从被动转向主动，制定出更
成熟的风险管理战略。”

所有三种中断综合来看，排名前三项的成本为：
(1) 用户的停工时间成本
(2) 取证成本
(3) 技术支持成本

– 德国技术公司 IT 安全总监

总成本的分配
35

36

由于停机或系统性能延迟而导致的用户停工时间成
本和生产效率损失成本
25

20

9

确定中断根源的取证成本
28

17

7

将系统恢复至运营状态的技术支持成本
2

1
1

声誉和品牌损失相关的成本
4

37

12

22

由于系统不可用问题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5 4

10

与不合规相关的成本
轻微

中等

图 5.对于这三种中断级别中的每个级别（轻微、中等和严重），要求受访者使用 100 分制将总成本分摊到这六个成本类别中。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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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得出的轻微、中等和严重成本分配结果，我们预估了
所有三个级别中断造成的声誉和品牌相关损失。图 6 显示严重
中断相关的声誉成本为近 530 万美元。相比较而言，轻微中断
相关的声誉成本相对可以忽略不计。

预计未来 24 个月内因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
而造成的声誉相关成本
5,274,523 美元

声誉威胁：感觉与现实
对企业声誉面临的 IT 威胁来源方面，界定比较模糊。我们请受
访者对影响其企业声誉的七种常见威胁进行排名。如图 7 所示，
数据破坏和灾难在威胁排名中最靠前，
受访者认为这两项会造成最大的声誉风险，IT 系统故障排在第
三位，人为错误排在第六位。

按声誉影响排列的常见威胁

数据破坏/数据被盗
自然或人为
灾难
IT 系统故障

20,929
美元
轻微

468,309
美元

中等

数据丢失（备份/
恢复故障）
严重

网络安全破坏/高级持
续性威胁
人为错误

图 6.预计未来 24 个月内因业务或 IT 运营中断而造成的声誉相关成本
第三方合作伙伴安全破坏
或系统故障

您将做什么？

“制定一项能够将信息风险与企业
风险关联起来的战略。”
– 加拿大金融服务公司业务连续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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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按声誉影响排列的常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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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访者被问及其企业是否真的遇到了声誉或品牌价值损失，以
及具体的原因时，威胁的排名出现了很大不同。如图 8 所示，基
于过去两年的经历，最严重的声誉威胁是涉及 IT 系统故障和人
为错误的突发事件，其次是网络安全破坏。自然或人为灾难造成
声誉或品牌损失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在过去 24 个月遇到的影响声誉和品牌价值的威胁

了解威胁环境
我们的调研还更广泛地探讨了威胁环境，以确定 IT 从业者认为
会发生的事件与其实际经历之间的关联有多紧密。总体而言，受
访者关于威胁发生的可能性的看法与所报告的事件情况基本一致，
其中在可能性、遇到的中断次数和预计的财务影响方面，人为错
误排第一位。

图 9 显示了受访者从其企业发生威胁的可能性方面对七种常见威
胁的排名。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专业人员将人为错误列为最主
要的潜在威胁。同时， IT 系统故障、数据破坏和第三方合作伙
伴安全破坏或系统故障也是主要的威胁，彼此几乎不分上下。

IT 系统故障

人为错误

按发生可能性排列的常见威胁
网络安全破坏
备份/恢复失败造成
的数据丢失

人为错误

自然或人为
灾难

IT 系统故障

第三方安全破坏
或 IT 系统故障

数据破坏/数据被盗
第三方合作伙伴安全
破坏或系统故障

图 8.在过去 24 个月造成声誉和品牌价值影响的威胁（回答“是”的百分比）

网络安全破坏/高级持
续性威胁
数据丢失（备份/
恢复失败）
自然或人为
灾难

图 9.按发生可能性排列的常见威胁

风险管理

总体而言，对于一般威胁环境的了解，IT 专业人员的把握都非
常准确。根据图 10 所示，受访者报告在过去两年里，他们平均
遇到了超过 9 次由于人为错误而导致的业务中断，正好与业务
和 IT 运营及 IT 安全的主要潜在威胁排名相吻合。事实上，人为
错误造成的突发事件的实际发生次数远远超过预测。由于备份/
恢复失败造成的数据丢失也比预计的更常见，并且略微比网络安
全破坏更频繁。

从对企业的潜在经济影响方面来评估威胁时，图 11 显示受访
者在将人为错误列为最主要威胁方面很一致。然而参与者认为，
网络安全破坏和数据被盗在经济影响方面的风险远大于声誉影
响方面的风险（也请参见图 7）。

按经济影响排列的常见威胁
4.7
人为错误
在过去 24 个月由于六种常见威胁而造成的实际中断的平均
次数

3.9
网络安全破坏/高级持
续性威胁
3.8

9.5

数据破坏/数据被盗

人为错误

3.6

5.5

数据丢失（备份/
恢复故障）

IT 系统故障

3.4

5.4

第三方合作伙伴安全破坏
或系统故障

IT 系统故障
4.5

备份/恢复失败造成
的数据丢失

2.7
第三方合作伙伴安全破坏
或系统故障

4.2

网络安全破坏

自然或人为
灾难

自然或人为
灾难

图 11.按经济影响排列的常见威胁

图 10.在过去 24 个月由于六种常见威胁而造成的实际中断的平均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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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合作伙伴的角色：进一步观察
供应商和第三方会对受访者的公司造成多大的威胁？41
（21+20）% 的受访者（图 12）表示，在过去 24 个月发生的
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中，供应商相关的事故为主要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标准的问题。根据图 13 所示，并非所有供
应商和其他第三方都被要求遵从受访者公司遵守的同一业务连续
性和 IT 安全要求。31% 的受访者表示，其公司并不要求供应商
和其他第三方遵守其业务连续性要求，40% 的受访者表示其公司
不要求合作伙伴遵从其 IT 安全标准。

在过去 24 个月由第三方造成的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的百分比
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遵从您企业内部部署的
同一要求吗？

1%
零

58%

21%
<25%

42%

是
37%

31%

26 % 至 50%

40%

否
20%

11%

51 % 至 75%

17%

不确定
21%
76 % 至 100%

业务连续性要求

IT 安全要求

图 12.在过去 24 个月由第三方造成的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的百分比
图 13

.

供应商和其他第三方遵从您企业内部部署的同一要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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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投资案例
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专业人员坚信，其领域对企业的成功起着
重要作用。图 14 显示了这一研究的一个意外发现：89% 的受访
者表示，保护知识产权是其 IT 角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
们认为，这反映了知识产权本身日益数字化的性质，以及面对网
络攻击或 IT 故障导致的丢失时，知识产权显示出的脆弱性。
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生产效率（72%），最大限度地减少违反法
规或法律情况（70%），以及提升品牌价值和声誉，是业务连续
性和 IT 安全活动推进的前四项非常重要的目标。基于以往的
IBM 调研，2013 年 65% 的受访者将提升品牌价值列为“非常
重要”，这一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 IT 专业人员认识到 IT 风险
与声誉风险之间的关系。

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管理活动推进
的业务目标
89%
保护知识
产权
72%
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
生产效率
70%
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
违规情况
65%

提升品牌价值
和声誉
48%
扩展至新的全球市场
21%
最大限度地减少客户
流失
14%
最大限度地增加客户
赢取率
增加收入和
正现金流

9%

哪方面存在风险？

“最令我感到害怕的是，社交媒体的
使用不断增加，这会泄露公司知识产
权并损害声誉。”
– 美国专业服务公司 IT 安全主管

图 14.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管理活动推进的业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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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风险和声誉对经济的影响

现在，防止声誉和品牌价值的潜在损失，也成为企业投资业务连
续性和 IT 安全计划的一个动机。图 15 显示，防止生产率损失、
系统故障损失、违规损失及声誉损失，是确保预算承诺的主要因
素。

哪方面存在风险？

“升级 IT 风险管理问题需要 C 级
高管的支持，而且这很难完成。”
– 阿根廷服务公司 IT 安全经理

确保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预算承诺的主要因素
44%

生产率损失
37%
系统或应用
故障

尽管受访者认识到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由潜在的声誉和品牌威胁
造成的 IT 风险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不相信其领导者也持有相
同的看法。图 16 显示仅 32% 的受访者表示其公司的领导者认
识到了 IT 风险会影响品牌形象，35% 的受访者表示其公司的
领导者认识到了 IT 风险会影响声誉。半数（50%）的受访者
认为其企业的领导者没有认识到 IT 风险会影响收入。

34%

违规
30%
声誉损失
22%
信息丢失或被盗

性能下降

17
%

企业领导者强烈同意或同意，业务和 IT 运营中
断会造成经济和声誉影响
50%

领导者认识到 IT 风险会
影响收入
35%

图 15.确保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预算承诺的主要因素

领导者认识到 IT 风险会
影响声誉
32%
领导者认识到 IT 风险会
影响品牌形象

图 16.企业领导者是否认识到了业务和 IT 运营中断造成的经济和声誉影响？（图
为表示强烈同意和同意的组合）

风险管理

取得成功的阻碍因素
受访者表示，实现高效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管理计划的最显
著阻碍因素是资金不足、颠覆性技术的出现、缺乏经验丰富的
员工和业务流程的复杂性（图 17）。

尽管仅有 17% 的受访者提到了规划、准备、数据孤岛思维，对
另外两个问题的回答表明，这些因素对于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
计划的成功与否可能确实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根据图 18 所示，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其公司针对整个企业的业务连续性或 IT 安全
管理没有制定正式的战略（而且这会影响这些 IT 运营的效率）。

实现高效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计划的阻碍因素
37%

企业针对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的应对方法

缺少资金
32%
颠覆性技术
（移动性、云）
28%
缺乏专家或经验
丰富的员工
业务流程的
复杂性
规划和准备
不足

17%
正式战略始终如一地
实施
27%
有正式战略，但没有始终
如一地实施

19%

26%
非正式或“临时”
战略

17
%

31%
我们没有制定战略

17%
数据孤岛思维

图 18.企业针对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战略的应对方法
图 17.实现高效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计划的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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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风险和声誉的经济性

图 19 中总结的结果表明，受访者无法实现高水平的协作。44%
的受访者认为其部门与其他业务或 IT 部门之间的协作很差或者
不存在协作，这表明数据孤岛思维严重阻碍了实现高效业务连续
性和 IT 安全管理计划，而 IT 专业人员却不愿承认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防止 IT 运营中断的总负责人方面，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最佳实践。尽管最可能的责任人是首席信息官
（CIO），但仅有 28% 的受访者持此观点（图 20）。接下来占
最大比例的是不属于 IT 部门范畴的业务部门领导。排第三的选
项是“没有一个人全面负责”，占比 11%。缺乏明确的职责履行
者，也可能成为我们取得成功的障碍。

业务连续性、IT 安全与其他业务或 IT 职能部门
间的协作
24%

全面负责指导工作以确保 IT 运营不被中断的总负责人

协作出色
31%
有足够的协作，但还可以
改进
44%

28%

首席信息
官 (CIO)
20%

协作较差或根本不存在
业务部门领导
2%
无法确定

图 19.业务连续性、IT 安全与其他业务或 IT 职能部门间的协作程度

10%
数据中心经理
业务连续性
经理

7%

6%
灾难恢复经理
首席信息安全
官 (CISO)

5%
11%

没有一个人全面负责

图 20.全面负责指导工作以确保 IT 运营不被中断的总负责人

风险管理

结论和意见
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故障产生的经济影响可能非常显著，范围
涵盖从平均造成 100 万美元损失、持续 20 分钟的轻微中断，到
造成超过 1,400 万美元损失、持续近 8 小时的严重中断。轻微
中断比严重中断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但一次轻微事件造成的代价
就可能超过预防成本。
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专业人员认识到，由于严重事件造成的声
誉和品牌损失相关的成本也非常可观。平均而言，他们估计在未
来 24 个月，仅声誉损失相关的成本一项将会超过 500 万美元。
尽管 65% 的调研受访者认为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管理能够提升
品牌价值和声誉，但只有不到 35% 的受访者认为高级管理层认
同这一观点。
这意味着，业务连续性和 IT 安全专业人员需要建立一个更强大
的商业案例，以推动企业投资 IT 控制，进而避免停机、数据丢
失、网络安全破坏和由此造成的生产率损失和声誉损失。IT 人
员可以从严格评估企业内部实际根源着手，然后关联支出与可避
免的潜在财务风险。这种方法能够为建立业务相关指标奠定基础，
进而衡量有效性并提供进一步的预算根据。

15

将 IT 风险防范与成本效益分析关联起来，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这
一讨论的影响力，而且还有助于领导者了解风险的来源。这一点
特别重要，因为造成业务中断和经济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人为错误，这不是 IT 部门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尽管
IT 部门可以投资业务流程，例如通过变更管理或自动化数据备
份等措施来减少人为错误，然而，教育终端用户以及建立安全意
识和合规文化需要整个企业范围的努力和自上而下的领导推进。

了解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 IBM 如何通过加强 IT 风险管理，帮助您保护
企业声誉，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
或者访问业务连续性服务中文网页：http://www935.ibm.com/services/cn/zh/it-services/businesscontinuity/index.html
加入业务连续性对话

加入 IT 安全对话

局限性
本调研研究存在内在的局限性，从以上呈现的调研结果中得出结
论之前，需要谨慎考虑。下列各项是与大部分基于调研的研究密
切相关的具体局限性。
© Copyright IBM Corporation 2013

不回应产生的偏差：目前的研究结果基于调研反馈的样本。我们
从众多国家/地区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人员、IT 和 IT 安全从业人员
中抽选抽样代表，并将调研问卷发送给他们。我们收到了大量有
效的反馈。尽管本调研测试属于非回应性测试，但始终存在这样
的情况，即没有参加本调研的个人，其基本观念与那些完成调研
的个人存在显著不同。
抽样范围偏差：相对于选定国家/地区抽样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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