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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威胁越来越频繁且日益复杂

1 Cybersecurity Ventures：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global-ransomware-damage-costs-predicted-to-reach-20-billion-usd-by-2021 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cybercrime-damages-6-trillion-by-2021 
2 Accenture Insights，“Ninth Annual Cost of Cyber crime Study”，2019 年 3 月：https://www.accenture.com/us-en/insights/security/cost-cybercrime-study
3 基于 Vanson Bourne 受 Dell Technologies 委托于 2021 年 2 月至 3 月执行的调查，“2021 年全球数据保护指数调查概览”。调查结果得自全球范围内 1000 名 IT 决策者，他们来自拥有超过 250 名员工的私有组织和公共组织。

每隔 11 秒 
就会发生一起网络或勒索软件攻击1

组织担心他们

现有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保护能力不足

 “全球 IT 决策者中有 67% 对于在发生破坏性网络攻击后恢复全部业务
关键型数据的能力不是很有信心。”3

— 2021 年全球数据保护指数调查概览

1300 万美元
网络犯罪给每个组织 

造成的平均损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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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增强信心，提升利用关键技术和流程从网络攻击中恢复的能力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是实现网络弹性的关键因素

  气隙隔离、 

不可变性和自动化
操作手册 

和恢复流程
基于 AI/ML  

的安全分析工具
快速且规模化的

业务恢复
跨职能部门 

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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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不变性隔离

数据的物理和逻辑分离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存储区受到保护，通过可操作的气隙隔离

在本地、云中和多云环境中。

保留原始数据完整性

多层安全和控制措施可保护存储区中的数据
免遭销毁、删除或更改。

ML 和分析可识别威胁

CyberSense 让您可以从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存储区中自信地恢复良好数据，

并深入了解攻击载体。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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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流程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将鼠标悬停于圆圈内的编号上可查看详细信息

数据中心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存储区

同步

自动化的可操作
气隙隔离开关

恢复
备份生产

复制

锁定

分析

监视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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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

经过针对所有常见木马病毒
和攻击载体的训练

全面索引

内容随时间推移 

发生的变化

安全分析

200 多项表明存在网络
攻击的统计数据

检测到数据损坏

检测到可疑活动时发出警报

攻击后报告   

详细的报告，包括可用于 

快速恢复的最后已知良好备份

CyberSense 机器学习帮助实现了及早检测和快速恢复

智能分析

 将鼠标悬停于圆圈内的图标上可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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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VM

VM

VM

自动化恢复

即时访问

干净空间恢复

反向复制
备份服务器

备份生产

数据中心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存储区

灵活的恢复选项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将鼠标悬停于圆圈内的编号上可查看详细信息

干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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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竞争激烈的区域性 
银行市场拓展业务

   为客户提供可在任何设备上 
使用的快速、可靠又新颖的 
服务

   使数据保护和数据完整性成为 
Founder 客户承诺的基石

   保护正在推动技术和 
业务转型的关键数据

   关键数据可以抵御勒索软件 
和网络攻击，从而让 IT 领导 
信心满满

   个人身份信息 (PII) 和其他 
数据都可以抵御网络攻击， 
从而让业务领导和客户放心

   “无懈可击的数据质量”
提高了竞争优势

   IT 人员的角色从管理员
转变成数据技术专家

   CIO 按照 IT 对转型工作的 
贡献来衡量其价值

成果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挑战

数据完整性推动业务转型

Founders Federal Credit Union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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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加强防范网络威胁

莫雷诺谷联合学区

挑战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成果

案例分析

   临近的学区都遭到了网络攻击

   学生数据、员工数据和 
财务数据需要确保安全无虞

   虚拟课堂带来了多项连接 
和设备难题

   PII 和其他数据都可以抵御 
网络攻击，从而让管理部门 
和职工放心

   使用 CyberSense 提供主动 
网络威胁分析/警报

   隔离的存储功能，提供了一层 
额外的安全保护和隔离 

   带有 CyberSense 分析功能的 
气隙隔离存储区意味着在发生 
网络攻击后可以恢复 PII 数据， 
让您高枕无忧

   100 倍的平均每日压缩率 
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

   主动式自动监视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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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克拉荷马州

   州政府承担不起服务停顿的 
代价，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可确保
数据可用性的可靠解决方案

   保护关键数据，防范勒索软件 
或网络攻击之类的威胁

   以前用于恢复数据的解决方案 
需要非常多的手动操作，提供 
不了他们所需的自信

   让他们能够从攻击中恢复， 
从而没有后顾之忧

   能够经受全球网络攻击， 
如 DDoS 和网页篡改

   隔离起来的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存储区为关键的 
政府数据提供了一层额外的 
安全保护

   凭借戴尔数据保护解决方案， 
经受住了 3.8 万亿次网络攻击

   能够识别灾难，并在几小时内 
重新启动并正常运营

   通过将 2.6 PB 的数据和  
1 万多个数据库移至远程 
数据中心，实现灾难恢复现代化

挑战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成果

案例分析

推动州政府的 IT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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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行动

探索
深入了解来自  

Dell Technologies 的一系列
先进的解决方案、服务
以及固有安全性创新

  探索 
安全解决方案

规划
与戴尔可信赖的
安全专家合作，

构建增强网络弹性的战略

  了解 
咨询服务

加速
将您的安全保护方案
现代化，从而自信地 

实现新的突破

  了解  
Dell Technologie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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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ll.com/zh-cn/dt/solutions/security/index.htm
https://www.dell.com/zh-cn/dt/services/consulting-services/index.htm#tab0=0
https://www.dell.com/zh-cn/dt/service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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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服务功能

涵盖客户各阶段需求的服务可提高计划成熟度

咨询和设计

达成共识，
加速设计

部署和实施

从基本部署 
到高度定制

测试和恢复

操作手册制定、
测试和验证

运行和管理

运行和管理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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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 PowerProtect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智能分析和 ML 可确保数据完整性，
从而实现有把握的恢复

获得 Sheltered Harbor 认可的 
全包式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经验证的 Cyber Recovery 数据避风港 
解决方案，上市 6 年，拥有千余家客户

不可变性和多层安全保护设计 
可抵御各种威胁，包括内部威胁

针对云、多云和本地数据的 
现代化勒索软件和网络攻击防护

物理和逻辑隔离再加上一个可操作的气隙隔离开关，
可使数据存储区免遭未授权的访问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Dell.com/CN/Cyber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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