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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IT安全是业务中断和数据损坏事件的第一道防线。
使用ACRONIS BACKUP保护
您的关键数据
当下企业面临的威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更具侵略性和潜在的破坏性。您的企业
的IT安全性是防止业务中断和数据损坏
的第一道防线。虽然备份应该支持每个
企业的数据保护策略，但并不足以抵制
威胁。要真正保护数据，您必须将安全
性深入集成到备份和数据保护流程中。
尽管人们越来越关注安全性，但在整体
安全策略中往往忽略备份过程。就像古
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预防为主，治疗
为辅：在威胁导致数据损坏不可逆转之
前阻止威胁可以为您的企业节省数据恢
复的费用和精力。在某些情况下，这可
能是贵公司生存的根本。
您的备份包含所有个人和潜在敏感的公
司数据。未经授权的访问或入侵备份可
能导致知识产权被盗以及可能损害您业
务的信息泄露。

本白皮书探讨了保护业务数据所涉

数据的价值和宕机的成本

及的挑战。您将了解Acronis
Backup如何提供独特的安全方法，

毫无疑问，停机时间非常昂贵。据

以保护关键数据，提高恢复速度并

Gartner称，所有类型企业的平均停机

避免勒索软件造成的停机时间。

成本为每分钟5,600美元，相当于每小
时约30万美元。信息技术情报咨询

勒索软件的日益威胁
今天的数据保护计划必须可以应对勒索
软件攻击导致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以防
止严重的停机和数据损坏。
“今天的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
胁。网络安全威胁和数据间谍活动

（ITIC）做了一个更细化的研究，显示
98％的企业，一小时的停机费用超过
100,000美元。81％的企业停工时间超过
30万美元，33％的大型企业每小时停机
耗资100万美元到500多万美元。自
2008年ITIC首次开始调查停机时间成本
以来，意外停机的平均成本上升了25％
至30％。

比我们历史上任何其他时刻都更为
普遍，所以今年因勒索软件导致的
预计损失达20亿美元。更可怕的是
恶意攻击不再局限于黑客，勒索软
件即服务套件只需花费39美元即可
购买。“
- Eric O'Neill，前FBI反恐和反间谍
活动。

今天的威胁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丢

恶意软件是一种恶意或侵入性软件，出

失和故障恢复。备份解决方案还需

于恶意目的，例如窃取或破坏数据侵入

要紧密集成的安全性，以实现更好

服务器，PC，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

的业务连续性，并保护关键数据免

移动设备。

受外部黑客，内部攻击和各种恶意
软件（包括勒索软件）等威胁。

勒索软件是一种特别恶毒的新形式的恶
意软件，它对受感染系统上的数据进行

保护备份至关重要。考虑到当今许多企
业正在利用云来存储异地备份，确保这
些备份具有多层保护至关重要。任何备
份解决方案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满足低
恢复时间目标和恢复点目标（RTO和
RPO）。RTO定义了无法访问数据的时
间;

RPO定义了您的企业可以容忍的数

据丢失量。

加密，并试图敲诈以换取可解锁数据的

导致的不断增长的威胁

98%

解密密钥。
安全研究人员和执法机构预测，勒索软
件威胁将继续增加，所以从攻击中保护

$100,000

81%

超过 $300,000

和恢复数据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事实上，勒索软件造成的损害
不仅限于您的生产系统;它还可以攻击和
销毁复制目标和备份。

$1–5 百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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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机不仅仅是财务方面的损失。它还可以对业务本身产生重大影响。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报告称，93％的公司
在灾难期间如果丢失了10天或更长时间的数据，在一年内申请破产。据德克萨斯大学统计，遭受灾难性数据丢失
的公司中有43％的企业永远关闭，51%的企业在2年内同样倒闭，来自波士顿计算计数据丢失统计数据显示，30％
的重大火灾企业在一年内停业，70％的企业在五年内倒闭。

威胁您的关键数据备份

针对企业数据的威胁不断演变，包括针

同时，快速恢复需要一个允许您选择多

对备份和系统数据的新一代威胁。例

个不同恢复点的解决方案。

使用传统方法进行备份或仅生成数据副

如，勒索软件Zenis会对您的文件进行

本已不足以确保业务关键数据的安全
性。事实上，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
错误的安全感 - 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
您的备份可能会被感染或损坏。
关键数据的最大的威胁包括：

可以绕过传统基于签名的反病毒方案
的现代威胁
故意搜索和销毁备份文件的恶意软

加密，并故意删除备份。同样，Locky

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预防不重要
或者首席信息安全官（CISO）放弃

IT基础架构和数据提供具有全面安全性

预防安全事件，但它发出了一个明

的保护：物理系统，虚拟系统，云服务

确的信息，即预防是徒劳的，除非

和移动设备，以及这些设备的相应备

它与检测和响应能力相关联。“

份。通过在备份之上分层安全性，您可
以主动防止停机和数据暴露，以及检测

破坏备份软件可执行文件的威胁。

通过保护每个阶段中的备份流程，并安

有多个漏洞和故障点的过时架构。

来五年内推动大部分安全市场的增

为确保真正安全的备份，您需要为整个

件。

计，提供弱加密或无加密，或使用具

人员，流程和技术元素，并将在未

及数据还原点。

和纠正数据损坏。

过时的备份应用程序，缺乏安全设

“向检测和响应方式的转变涉及了

和Crypto勒索软件会破坏数据卷副本以

- Sid Deshpande ，Gartner首席
研究分析师

让我们看看Acronis数据保护产品内置的

全地存储备份文件，你可以确保备份文

核心备份和恢复功能，然后深入了解其

件的恢复。您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需要

高级安全功能。

通过主动阻止勒索软件并在发生攻击时
自动恢复数据来保护您免受停机。

供应商备份应用程序仅限于软件并且
不会端到端地保护数据。
图表1—数据保护的挑战

企业保护重要数据面临的挑战
47％的公司在2016年受到勒索软
件的感染

60％的企业曾遭遇勒索软件
的攻击

75%

75％的CEO认为数据是推动业务增长
50％的硬盘的寿命是
5年以内
70％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不会选择
有安全漏洞的企业
80%的企业丢失过云
中的数据

的关键

64%
64％的CEO认为企业管理数据的方式
将是未来的企业竞争中的一个差异化

一个数据中心故障的平均成本是
730,000美元

因素
数据增长速度是IT员
工的3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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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NIS BACKUP中的
高级数据保护功能
Acronis Backup解决了当今的现代数据
保护威胁。它为混合IT环境提供了完整
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能够备份和恢复
物理，虚拟，云和移动设备数据，并主
动防范和防御恶意软件和勒索软件攻
击。

Acronis Backup支持21种当今流行
的平台，包括Windows Server
2016到之前的Windows Server
2003和Windows 10和Windows

4

远程和裸机恢复通过直接恢复功能减少
RTO

带有VMFLASHBACK的异机还原

裸机还原通过在具有空系统驱动器的计

复自上次备份以来已更改的虚拟硬盘数

算机上还原完整系统备份来加速恢复。

据块来实现快速VMware vSphere VM

这可以避免在运行还原过程之前安装冗

恢复，从而满足了恢复整个VM的需

长的操作系统。无需重新安装备份或其

求。 Acronis vmFlashback使用VMware

他应用程序。您可以立即从完整的系统

的更改块跟踪（CBT）技术来跟踪和保

镜像还原。内置的智能启动技术可自动

存自创建以来已更改的VM备份中的信

检测系统的启动要求。如果您的计算机

息块。 CBT通过比较特殊更改集ID来识

已被病毒或勒索软件感染，则从裸机镜

别已更改的磁盘扇区。需要还原时，

像恢复可消除可能存在的任何恶意软

CBT会通过将备份中的磁盘ID与当前虚

件。您还可以使用Acronis管理控制台从

拟磁盘集ID进行比较，然后仅还原已更

联网系统连接到基于Linux的Acronis可

改的磁盘块来提供已更改磁盘块的列

启动代理来执行远程恢复。

表。

Acronis vmFlashback通过有选择性地恢

XP SP3。
它支持所有当前的Linux发行版，包
括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CRONIS异机还原使备份恢复到不同
系统

ACRONIS提供安全且技术
独有的备份解决方案

4.x-7.4，Ubuntu 9.10-17.04，

当使用整个磁盘镜像恢复到具有与原始

Fedora 11-24，SUSE Linux

计算机不同的硬件的新系统时，有时恢

Acronis Backup提供独特的备份安全解

Enterprise Server 10-12，Debian

复失败。系统通常无法启动，因为备份

决方案，不仅仅是对备份文件的简单保

4-9.2和CentOS 5.x-7.4

镜像中的启动驱动程序与新硬件要求不

护。Acronis的安全专家团队通过将关键

匹配。

技术集成到Acronis Backup的基础核心

它还支持Apple OS X 10.11及更高
版本，macOS 10.13，iOS 8及更
高版本以及Android 4.1及更高版
本。Acronis Backup还支持所有最
流行的虚拟机管理程序，包括
VMware vSphere，Microsoft
Hyper-V和Citrix XenServer。

中，开发了全新一代的数据保护，
Acronis异机还原通过在引导之前重新配

Acronis Backup提供了最新的数据安全

置目标操作系统来解决此问题，首先分

方法。

析目标系统，然后更改任何相关的操作
系统设置并注入可成功启动系统所需的

Acronis Backup现在利用了微服务，Go

任何新驱动程序。异机还原还可用于在

编程语言以及产品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新

物理机和虚拟机之间执行迁移。

工程实践。由10名专职安全专家组成的
团队，Acronis实施了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Acronis Backup提供了许多高级数据保

（SDLC），该安全开发生命周期利用

护和恢复功能，使您可以保护备份以及
降低RTO和RPO。

个人文件和电子邮件的大量恢复

了以安全为中心的代码和设计审核流
程。每个版本的Acronis Backup都在我

用户经常希望恢复意外删除的单个项

们位于瑞士沙夫豪森的实验室中构建，

ACRONIS即时恢复通过直接从备份运
行虚拟机来减少RTO

目。 Acronis Backup可以粒度恢复，支

并在发布时签名。

Acronis Instant Restore使您可以使用备

件），然后单独还原它们而无需恢复整

Acronis Backup完全符合TAA标准，在

份直接从存储启动Windows或Linux虚

个备份，这大大减少了RTO和运营工

数据保护和安全方面拥有100多项专

拟机，从而大大缩短恢复时间。由于没

作。

利。 Acronis Backup提供了许多紧密集

持搜索特定的文档（如文件和电子邮

有移动数据，您可以启动虚拟机备份并

成的安全功能，可增强企业数据保护功

在几秒钟内启动并运行。主机上的

能。

Acronis代理创建一个虚拟数据存储，允
许主机直接从备份读取并启动虚拟机。
对虚拟机的更改将写入主机上的临时文
件。

!

Acronis Backup提供独特的备份安全解决方案，不仅仅是对备份文件的
简单保护。

Acronis使用两种类型的角色：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保护可执
行文件和数据免受勒索病毒的攻击

安全的现代存储格式和和基于区块链的
Acronis Notary公证

与大多数其他备份软件解决方案不同，

此外，Acronis Backup使用新的和改进

Acronis Backup 创 建 在 名 为 Acronis

的Archive 3存储格式来增强备份存储安

Active Protection 的安全架构之上，可

全性。存档3是一种为块和文件级环境

防止其受到恶意软件和勒索软件的攻

设计的现代格式。它支持多达十亿个文

击。Acronis 在系统上安装一个特殊的

件，100,000个切片和50 TB存档大小。

受保护的驱动程序，用于监视系统文件，

Archive 3格式支持异步数据访问，快速

可执行文件和数据。

浏览和分页。它还使用ZSTD / LZ4算法

所有数据执行文件级备份和恢复，并

提供内置的块级重复数据删除和自适应

可以备份和恢复整个计算机。他们可

压缩。

以为不同的用户创建和管理备份计划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会检测意外的

常规用户 - 常规用户可以执行文件级
备份和恢复他们有权访问的任何文
件。他们可以创建和管理备份计划和
任务，以及查看其他用户创建的备份
计划和任务。

•

管理用户 - 管理用户可以对系统上的

和任务。

恶意软件活动，并防止Acronis Backup
可执行程序可能出现的任何损坏。

数据加密支持将加密密钥和密码分开，

Acronis可以检测并停止勒索软件攻击，

使您无需重新加密即可更改密码。安全

并且可以从受保护的Acronis备份存档中

存储为您的关键备份数据提供第一道防

恢复和恢复受攻击损坏的所有数据。

线。

备份加密可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

Acronis Backup 存 储 符 合 欧 盟
（EU）通用数据保护法规（GDPR），

Acronis Backup提供对备份的集中和远
程管理，以便更轻松地保护保存在远程
位置，私有云，公共云和移动设备中的
数据。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备份管理，
并可轻松访问可启动媒体和恢复裸机服
务器，来帮助降低RTO。

为了更好地防止暴力攻击，Acronis加强

ISO 27-001 和 HIPAA 标准。Acro-

了备份加密和流量加密。

nis Backup 复制可用于将备份复制

安全的云数据保护

到备用位置。

Acronis Backup 包含 5GB 的免费云存

Acronis Backup 支 持 工 业 级
AES-128，AES-192，AES-256 和
GOST 加密算法，并使用基于机器的
加密，每台机器使用不同的密钥。备
份用户可以选择算法并设置用于加
密的密码。Acronis 代理执行密钥的
创建。
用户还可以选择避免在Acronis管理服务
器（AMS）或云中存储加密密钥。分配
给备份的密码不会作为备份的一部分存
储，也无法检索。通过确保在Acronis代
理，程序文件或备份中找不到密码，这
可以提供额外级别的保护，使其免受目

Acronis率先使用区块链进行数据保护。
Acronis公证功能使用区块链来提供备份
文件的公证和电子签名。区块链可以验
证备份文件的完整性，确保它们没有被
更改。为了验证和保护数据备份，
Acronis Notary计算每个文件唯一的加
密哈希值。
创建此哈希的算法将始终为给定的输入
文件生成相同的输出，使其能够验证文
件的真实性。这可确保您归档的备份未
被恶意软件更改或损坏，并且可以放心
地恢复您的关键数据。
提供管理和远程访问权限

它被破坏，即使黑客以某种方式获得未
经授权的访问权限。

Backup 中。用 户 可 以 选 择 在 Acronis
Cloud 上存储加密数据。
专用，高度可靠和安全的 Acronis 云存
储使用可扩展且安全的 Archive 3 数据
存储格式。通过利用云，您可以创建实
施 3-2-1 数据保护策略的混合云备份计
划，即至少在两个不同的介质上保留至
少三个数据副本，并至少有一个异地存
储位置。
可 以 将 存 档 复 制 到 Amazon Web
Services（AWS），Microsoft Azure 或
其他远程数据中心，以增加备份数据保

标恶意软件攻击。
这可以保护您的关键备份数据，并防止

储，Acronis 云存储完全集成到 Acronis

为了提供灵活的管理功能，Acronis
Backup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模型。基于
角色的访问使您可以简化远程办公室，
分支机构的数据保护， 各个部门通过为
多个管理员建立不同的角色并将不同的
备份任务委派给本地人员。

护。

之前主动检测攻击，并提供对端点和备

德昌电机公司使用Acronis Backup阻
止了勒索病毒的攻击

份的主动防御，以终止正在进行的攻

全球最大的电机，螺线管，微动开关，

勒索软件等恶意软件变种可能会破坏业

击。Acronis Backup可以在发生攻击后

柔性印刷电路和微电子供应商之一德昌

务运营，破坏关键数据，减少现金流，

恢复所有文件。

电机采用Acronis Backup来更好地保护

ACRONIS备份集成了主流的终端
安全解决方案

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并降低利润
率，因为当受到惊吓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可能会退回产品或要求折扣。Acronis
Backup旨在与其他端点安全解决方案集
成，从而增加企业的整体保护范围。
为了防范勒索软件等恶意软件，Acronis
Backup与大多数防病毒解决方案集成，
为所有主要计算平台提供深层内核级保
护。Acronis的安全策略侧重于利用现有
保护技术并与之集成—而不是取代它
们。它使用一个共享低级别拦截的代
理，用于备份自我保护和防御恶意软件
攻击。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会在攻击发生

这种独特的主动技术可防止99.99％
的勒索软件攻击导致的系统停机。
受攻击影响的任何文件都会快速自
动恢复。
Acronis结合其在恶意软件防护，备份，
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方面
的专业知识，可全面控制受保护系统上
的可执行生命周期。Acronis被高度认可
且已在许多真实场景的生产环境中经过
测试，成功击败了超过20万个勒索软件
攻击，为超过500,000个客户保护了超
过5,000 PB的客户数据。在过去的12个
月中，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还为
次攻击。

室遭受了一系列现有防病毒方案无法检
测到的四次勒索软件攻击。四次恶意软
发生后，德昌电子采用了Acronis，因为
它是唯一可以解决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
问题的备份解决方案。自从采用Acronis
Backup以来，德昌电机没有遭受到任何
勒索攻击。
“勒索软件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
题。凭借针对勒索软件的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等创新功能，我
们正在实施当今市场上最强大的防
御。12.5中提供的Acronis公证技术
对我们未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技术可防止99.99％的勒索软件攻击造成的系
统停机。

200,000次攻击

施Acronis之前，德昌电机的俄亥俄办公

件攻击的总停机时间超过30小时。攻击

180,000个消费者的设备停止了200,000

!

其关键数据并阻止勒索软件攻击。在实

针对

“ - Joel Stuart，Johnson Electric
网络管理员

180,000台设备

在过去12个月内被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停止

!

Acronis已在许多实际生产环境中经过彻底验证和测试，成功击败了超过200,000个勒索软件攻击，为超过500,000
个客户保护了超过5,000 PB的客户数据。在过去的12个月中，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为180,000个消费者设备
停止了200,000次攻击。

ACRONIS加入AMTSO加强其恶意
软件保护

Acronis Backup为您的企业提供
现代化的安全数据保护和恢复

2018年4月，Acronis加入了反恶意软件

Acronis Backup为业务关键型数据和备

测试标准组织（AMTSO），使其数据

份提供独特，全面且安全的数据保护平

保护解决方案更加安全。AMTSO是一

台。它提供了许多快速恢复选项，可以

个国际非营利性协会致力于改善全球反

降低您的RTO和RPO。此外，它还提供

恶意软件测试方法的客观性、质量和相

许多先进和独特的安全功能，以保护您

关性需求。作为AMTSO的成员，

的关键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内部

Acronis遵守数据保护产品的评估标准，

攻击和恶意软件变种（包括勒索软

并参与为未来技术协议和程序的创建，

件）。

ACRONIS BACKUP有标准版和高级版
标准版专为中小型企业而设计，可提供
必要的高级数据恢复功能和集成的恶意
软件防护。
高级版本专为中大型企业而设计，提供
扩展功能，包括具有重复数据删除的集
中存储，基于角色的管理，基于区块链
的数据保护，Acronis Instant Restore以
及自动裸机恢复。

从而改进行业内的安全测试实践。
Acronis Backup使用强大的加密功能和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使Acronis能够利用客

内置的Acronis Active Protection反恶意

观和统计上重要的测试方法来提供全面

软件技术，对所有主要计算平台提供深

和安全的数据保护，以及利用AMTSO

度内核级的支持，使其能够高度抵御勒

的实时威胁列表（RTTL）数据库。

索软件。它与领先的防病毒产品的独特
集成为防御勒索软件等快速增长的安全
威胁提供了额外的防御。

!

Acronis Backup中的安全数据保护功能是专门用于保护
企业的关键数据免受当下快速增长的威胁。

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www.tiet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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