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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述 

提高网络弹性有助于降低风险。除此之外，组织的网络弹性成熟度水平是否也有助于促进创新和取得更大的商业

成就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ESG 调查了 750 名 IT 决策者，然后将受访者划分到不同的网络弹性阶段中（参见右图）。 

具体分类是由受访者如何回答与其组织相关的四个问题决定

的。其中每个问题都代表“就绪型”组织的一个特征（即网络

抗风险能力强的组织的属性），包括网络安全团队的人员配

备、用于降低风险的技术投资，或组织对最大限度降低第三

方风险的关注。  

 您如何描述贵组织网络安全团队的人员配备水平？ 

 您如何描述贵组织网络安全团队的技能水平？ 

 您如何描述贵组织为确保系统、应用程序和数据的安

全，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进行的投资？ 

 贵组织是否会审核或检查合作伙伴/IT 供应商的安全性？  

只有在组织表示其安全团队没有需要填补的空缺职位、其安

全团队不存在难以弥合的技能缺口、他们安全技术投资已然完善并且会正式且严格地审核第三方风险时，才会被

视为“就绪型”组织。具有其中 2 个或 3 个属性的组织被视为“易受攻击型”组织，而仅具有其中 1 个属性或不具有任

何属性的组织被视为“高风险”组织。 

根据调查数据，仅有 10% 的组织被归类为具有最高网络弹性成熟度水平的“就绪型”组织。 

通过对这几类组织的技术和业务表现进行定量和定性比较，该研究证实，更高的网络弹性与更长的 IT 服务正常运行

时间、更快的事件发现和响应速度、更高的终端用户满意度、更敏捷的组织创新以及更乐观的业务前景息息相关。

该研究还提供了一份经验路线图，供组织依此来提高自身能力和取得更大成果。本研究摘要白皮书重点介绍组织应

考虑的针对本地数据存储环境需采取的做法，以提高其网络弹性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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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攻击的规模和数量在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应用程序环境也变得更加分散，这增加了企业遭受这些

攻击的风险。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实现网络弹性都是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考虑到数据和 IT 服务器面

临的威胁不断增加，企业必须投资部署网络弹性战略，以降低运营风险。ESG 开展的新研究发现，网络弹性投

资甚至比以往认为的更有价值：该投资不仅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还能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  |  了解更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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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抗风险能力强的“就绪型”组织的特征 

ESG 发现，“就绪型”组织与网络弹性成熟度水平较低的组织之间存在几个关键差异，这些差异与其本地数据存储

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而言，ESG 发现： 

 “就绪型”组织对具有固有数据保护功能的存储解决方案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减少了因存储环境存在问题而

导致的中断和数据丢失。 

 由于对固有数据保护功能进行了投资，“就绪型”组织降低了中断和数据丢失的风险。 

 对于“组织的存储环境是否能支持组织的创新举措”这一问题，“就绪型”组织给出肯定答复的比例是 

“高风险”组织的 7.1 倍。  

“就绪型”组织对适用于存储的固有数据保护功能进行投资 

“就绪型”组织对多种先进的固有数据保护技术进行投资的比例至少是“高风险”组织的 2.7 倍，这些技术包括适用于

所有本地存储的不可变配置、多系统复制、自加密驱动器、自动故障切换和快照/克隆（参见图 1）。通过确保整

个本地存储环境得到保护，“就绪型”组织减少了自身的漏洞，并因此降低了 IT 人员的负担，从而使他们可以投入

更多的时间来专注于创新活动。  

图 1.对固有存储数据保护技术的投资（按网络弹性成熟度划分） 

 
数据来源：TechTarget, Inc. 旗下部门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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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绪型”组织通过投资固有数据保护功能降低了运营风险  

通过在整个数据存储环境中投资部署网络弹性技术，“就绪型”组织遭受应用程序中断或数据丢失的可能性要小得

多（参见图 2）。ESG 发现，与“高风险”组织相比：  

 “就绪型”组织报告没有因存储环境问题而导致发生中断的比例要高出 2.3 倍。 

 “就绪型”组织报告没有因存储环境问题而导致数据丢失的比例要高出 58%。 

 “就绪型”组织因存储环境问题而导致发生中断的情况平均减少了 37%。 

 “就绪型”组织因存储环境问题而导致发生数据丢失的情况平均减少了 25%。 

图 2.无中断和无数据丢失的比例（按网络弹性成熟度划分）  

 
数据来源：TechTarget, Inc. 旗下部门 ESG 

网络弹性与创新成果之间的关联 

“就绪型”组织通过投资部署先进的固有保护技术，确保组织的数

据存储环境具备强大的网络抗风险能力，从而让 IT 团队做好更加

充分的准备，以大幅减少应急行动和其他计划外事件的数量，避

免占用过多人力资源，并使员工能够集中精力进行业务创新。 

您的 IT 团队成员在支持贵组织把握创新机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使员工和 IT 团队成员能够投入更多时间专注于业务创新，而不是处理耗时的数据存储任务，将有助于您实现

更出色的业务成果。事实上，ESG 发现，对于“组织的存储环境是否能支持组织的创新举措”这一问题，“就绪型”组

织给出肯定答复的比例是“高风险”组织的 7.1 倍，这些举措包括：加快基础架构资源调配以支持新的应用程序开

发，加快获取各个业务线团队的关键数据集，为新项目构建存储基础架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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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 就绪型 

在过去 12 个月中，没有发生因存储系统故障和/或

存储系统安全性受损而导致的计划外应用程序中断 

在过去 12 个月中，没有发生因存储系统故障和/或存

储系统安全性受损而导致的数据丢失。 



 研究摘要：数据存储领域的网络弹性成熟度  4       

© 2022 TechTarget, Inc. 保留所有权利。 

更重要的事实 

鉴于数据和 IT 服务在当今业务运营中起到的关键作用，网络弹性投资必不可少。此项 ESG 研究发现，网络弹性的

价值远不止最大限度降低业务风险。通过减少计划外事件，IT 团队成员得以减轻负担，从而能够专注于重要的数

字化举措，进而为企业创造新价值。  

网络弹性投资可以营造更加出色的网络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能力。考虑到威胁的数量与日俱增，您需要采用不断

演变的网络弹性战略，以确保您的网络环境始终受到保护，即使在扩展 IT 环境时也是如此。安全性的重要性毋庸

置疑，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结果还揭示了采用先进存储战略的组织所获得的新机会：这些组织不仅可以改善整

体安全态势，还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来开展创新和实现差异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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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在当今数据驱动的时代，技术变得格外重要，戴尔认为这是一股势

不可挡的发展力量。我们致力于维护技术在人类进步中发挥的作

用，帮助您做好规划和准备，并防范攻击，让您可以信心十足地实

现突破。 

关于英特尔 

Dell Technologies 与英特尔在本地、公有云或边缘环境携手合作，

以确保为各种工作负载提供理想性能。英特尔以数据为中心的产品

组合依托数十年的应用程序优化经验打造，旨在从边缘到云，帮助

您的企业更快地传输数据、存储更多数据并处理各种内容。 

关于

VMware 和戴尔将携手为双方的共同客户提供特有的价值。我们的集

成式平台和解决方案，再加上全球业务规模和深入的客户服务， 

能够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进程。VMware 的创新应用程序现代化、多

云、Anywhere Workspace 软件可与 Dell Technologies 的各种 IT 产品组

合（从终端到云）配合使用，以帮助客户实现安全、一致的运营并

缩短实现价值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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