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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现代 的职位十分特殊，他们既要帮助自己的组织采用新技术，以使组织能够保持竞争力并立于不败之地，同

时又要管理工具和团队，以防止组织因网络事件或中断而被迫停运。这两项任务似乎常常自相矛盾：注重降低风

险需要提高可预测性，并且尽量减少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重视创新则鼓励人们利用未经证实的全新技

术来推动变革。

然而， 近期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提高网络弹性有助于促进创新。 可以将这项研究当作一份路线图，并

依此来提升组织的网络弹性以及创新能力。

十分重视网络弹性

该研究揭示了三组关键的研究结果，表明了 在提高组织网络弹性方面的关注度。

预算： 注重加大网络安全投资力度

这项研究对组织的技术预算（涵盖人员、服务和技术）进行了量化，列出了其中专门分配给网络安全的预算百分

比。虽然所有受访者都被问及这个问题，但 是整个组织的技术投资负责人，因此应该能够给出这个问题的准

确回答。在将调查中 的回答与其他受访者（例如 与网络安全经理和从业者）的回答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

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差异十分明显： 表示，其组织正在增加对网络安全的投资（见图 ）。

这表明，组织中对其公司的技术支出最为了解、最有影响力的人员更重视网络安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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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席信息官 的任务是推动其组织利用技术来实现现代化并保持竞争力。随着技术不断重塑商业运

作模式， 肩负的责任往往关系到其组织能否成功地适应环境、推动创新并蓬勃发展。但是，创新时常伴随

着风险，需要适度加以关注， 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此外，新的研究表明，重视网络弹性可降低风

险，从而加快创新步伐，并避免造成业务中断。

  |  了解更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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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受访者表示将分配给网络安全的技术预算所占百分比（根据受访者的角色统计）

资料来源： 旗下部门

提到了许多注重应对风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该研究涵盖了与托管式安全服务提供商 的合作情况，不仅包含组织是否与这类服务提供商合作，而且包

含具体的合作领域。数据显示，这些注重应对风险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受 重视， 的受访 表示，其网络

安全计划的某些方面得到了 的支持（而如此回答的其他角色受访者的比例为 ）。

除了更有可能表示其组织依赖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外， 还明显更倾向于表明其组织在监管、风险与合规性

以及数字取证等特定领域获得了 的帮助（见图 ）。

这些数据表明， 认识到，其内部员工不具备应对安全计划中某些方面的能力，或者不如 应对起来得心

应手。在这些情况下，适时地将 加入到计划中可以提高效率和有效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从风险

角度对第三方进行审查： 的 表示，他们会严格审查合作伙伴的第三方风险。

贵组织 络 预 产 务 员 预 对

访

受访者 其他角色的受访者

低于 至 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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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由托管式安全服务提供商提供或给予支持的安全服务（按受访者角色统计）

资料来源： 旗下部门

重视具备固有安全性功能的技术

固有安全性是指 内置于 技术硬件中的安全性功能，独立于第三方保护和安全产品。这些功能可能包括：安全的

技术组件供应链、自动化安全性检查、内置数据保护功能、开箱即用的安全配置，以及签名固件更新等。所有受

访者均被问及产品的固有安全性功能在采购过程中的重要性。调查显示，与其组织内资历更浅的受访者相比，

明显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功能对最终采购决策至关重要（见图 ）。无论 评估的是数据中心基础架构

（例如服务器、存储、 等），还是客户端设备（例如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等），情况均是如此。

络 给 访 选择 项

数据安全/隐私 

威胁情报 

漏洞评估和渗透测试 

端点安全性 

入侵防御 

监管、风险与合规性 

培训计划 

生命周期管理 

数字取证 

以上都无 

CIO 受访者 (N=176) 

其他角色的受访者 (N=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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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固有安全性功能在技术采购过程中的重要性（按受访者角色统计）

资料来源： 旗下部门

为什么 对这类技术格外重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受访 认为，管理效率提高 、组织风险降低

以及网络安全事件明显减少 等好处都与固有安全性功能方面的技术投资息息相关。

勒索病毒：充分说明组织所面临的严重网络弹性风险的示例

勒索病毒攻击是指，攻击者利用恶意软件通过加密方式阻止用户对数据或系统进行访问，并以此向用户索要赎金

的行为。最近 、 和 等组织相继遭受大规模勒索病毒攻击，受到各方瞩目，进而

引发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考虑到勒索病毒所造成的破坏，就不难理解这几起事件为何会如此轰动。

虽然组织可以采取相关措施，以增强自身抵御这类攻击的能力（例如，以物理隔离的方式保存关键数据），但研

究表明，许多组织都已成为攻击目标，并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沦为受害者： 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

个月内，他们曾在勒索病毒窃取其访问权限之前，发现并阻止了未遂的勒索病毒攻击； 的受访者表示，在同

一时间段内，勒索病毒攻击了他们的组织，并且最后得逞，使得他们成为受害者。

对于沦为受害者的组织而言，他们通常会向攻击者支付赎金，其中 的受访者称赎金由其组织直接支付，另有

的受访者表示，赎金由保险公司支付。总体而言，受访者表示，其组织所支付的平均最大金额超过 万美

元。

多次可能得逞的勒索病毒攻击会给组织带来直接财务影响，从而拖累组织发展，还可能导致组织运营中断，进而

对业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这些勒索病毒的危害足以说明，为什么如今 对网络弹性如此关注。

在如下采购流程中，技术解决方案的固有安全性功能对最终采购决策有多重要？

（认为“至关重要”的受访者百分比）

受访者 其他角色的受访者

采购终端用户设备 采购数据中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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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提高网络弹性能够促进而非扼杀创新

网络弹性能力增强有助于降低风险。然而，回到 的两大任务上来，这对组织促进创新和取得更大业务成果的

能力有何影响呢？

本摘要中的研究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共调查了

名 决策者，然后将受访者划分到不同的网络弹性阶

段中（见右图）。这种分类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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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如何描述您的网络安全团队的人员配备水平？

 您如何描述贵组织的网络安全团队的技能水平？

 您如何描述贵组织为保护其系统、应用程序和数据而

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投资？

 贵组织是否审核或检查其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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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充分投资

安全技术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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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或 个属性的组织被视

为 易受攻击型 组织，而仅具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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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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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这些群体的技术和业务绩效进行定量和定性比较，本研究证实，更高的网络弹性

与更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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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前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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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充分保证网络弹性所带来的好处

资料来源： 旗下部门

更重要的事实

十分重视网络弹性。鉴于上述两大任务，即在促进创新的同时确保正常运行时间和安全性，显然对于 而

言，持续关注网络弹性可为其组织带来竞争优势、增长业绩收入和提高整体业务表现。

为关键业务应用程序提供

或更长的服务正常

运行时间，其比例是“高

风险”组织的 倍。

领先竞争对手率先上市新

产品和服务，其比例是

“高风险”组织的

倍。

预测其收入能取得更快增

长，增长率是“高风险”

组织的两倍。

通过保证网络弹性，“就绪型”组织可享受以下好处：

阅读完整研究报告 如何提供帮助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asset/zh-cn/solutions/industry-solutions/industry-market/esg-cyber-resiliency-research-global-report.pdf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本 展示受 委托，经 许可分发。

保留所有权利。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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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帮助您规划、准备和抵御攻击，使您能够信心十足地

实现突破，从而帮助安全保护技术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

英特尔简介

在本地、公有云或边缘环境， 与英特尔携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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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简介

和戴尔将携手为我们的共同客户提供独特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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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创新应用程序现代化、多云、 软

件可与 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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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