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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安全架构韧性 

从响应到业务更新 

各种数字化转型计划都在加速推进，云迁移也在近 5 年内以惊人

的速度不断增长：全新 IT 和数字化转型计划（组织占比 68%）

以及向云环境迁移（66%）已成为我们工作的优先事项 1。我们

的员工已转向远程办公模式，而且永远不会完全返回办公室工作

了，五分之一的组织预测其 40%以上的员工将长期居家办公 2。

工作模式变革的步伐与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所未见。 

从将业务功能迁移至 SaaS，到提供灵活的基础架构能力，绝大

部分这些活动均涉及云端服务。2021 年，74%的组织将保持或

增加在云平台上的支出 3。在推进云迁移计划的过程中，常常伴

随着将员工快速转移至居家办公及其他远程办公环境。同时，这

些复杂的工程都有时间紧迫性。一些组织能够完美的转变，但也有许多组织留下一堆将降低组织的敏捷

性和安全性的修补安全”创可贴”。58%的组织认为他们目前对于严重云端事件是易受伤害的 4。同

时，我们正面临日益增加且不断演变的安全威胁：2020 年，各组织机构丢失了近 5 亿条记录 5，并总

共发现了 31000 个新漏洞 6。 

对于成功实施云计划而言，安全性是人们最常提到的痛点 7。主要原因在于安全性和云端的成熟度不

高，许多组织未制定具体的云端安全策略，而是在后期回顾时把安全塞进云端部署之中，而这样做增加

了成本和复杂性。 

同时，组织内部可能不具备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型的能力。研究显示，未来 2 年内，各组织机构最重要的

技能都与安全相关 8，42%的组织认为最需要雇佣或开发的技能是风险、安全、合规和隐私方面 9。 

我们已经从现实中领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因此安全架构的设计必须能够应对持续变

化。 

 
1 IDC 《2020 年安全服务观点调研》 
2 IDC 《2021 年第一季度重返工作展望》，2021 年 2 月 
3 IDC 《2020 年多重云调研》  
4 IDC 《2020 年安全服务观点调研》 
5 《信息也美丽》，2021 年 
6 The MITRE Corporation，2021 年 
7 IDC 《2020 年多重云调研》 
8 《IDC 技术技能调研》，2020 年 2 月 
9 《IDC 2021 年未来组织韧性调查》 

去年，为应对挑战，大部分组织不得不调整其

安全基础架构。向云平台的加速迁移和远程办

公意味着组织需要考虑新的安全模式。但是，

技能短缺让这一切变得困难重重。 

 

本白皮书提供了实用性指南，针对如何当务之

急的更新安全架构，并为全新安全策略提供了

实施蓝图。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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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DC 白皮书提供了如何立即采取行动，避免近期应用和基础架构变动引发安全问题的指南，并说明

各组织现在就应重新思考其安全策略，提高组织应对未来冲击的韧性。 

关于增强组织韧性的五个问题 

对于任何组织而言，韧性已成为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如果说韧性是指某个组织快速响应业务中断并及时

恢复业务运行的能力，那么数字韧性则指利用其数字能力恢复业务运行，并且对变局善加利用的能力
10。数字韧性不仅意味着组织机构能够抵御外部冲击，而且其部署的数字基础架构和应用也应具备韧

性。这就把安全性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以保护组织的数字资产，进而带来全方位防护。 

以下是各组织机构创建数字韧性环境时必须解决的五个核心问题。 

1. 如何为云端迁移和管理准备最合适的数据和工作负载？ 

将数据和工作负载迁移至云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并非所有工作负载均适合于云环境中运行，在细致

的规划中应考虑那些能够受益于云环境托管的工作负载。云端资源的可用性（算力、存储等）是一项重

要的考虑因素，此外，还应考虑管理云部署的经济效益。一些组织认为公有云的架构设计质量最佳，但

复杂性也随之上升，因此达到适当平衡至关重要 11。 

在决策时需要考虑云迁移进度。某些情况下，可以优先选择多种混合云方法，但各组织必须拥有管理复

杂云环境的资源，同时清楚地知道适用于哪一时期。 

2. 如何成功将云端资源与云端访问权限和安全性相匹配？ 

全新的工作负载环境需要现代化的安全控制和解决方案。管理和保障不同的云资源和数据成为任何 IT

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云环境至少能与本地部署一样安全，然而，云端安全性则不同，它需要新技

术、新技能和考虑诸多要素。近半数（49%）组织表示，在保障云架构方面需要大量的帮助 12。 

云端威胁与漏洞及配置错误相关。安全专家需要深入理解漏洞管

理和适当的补丁管理重要性。但大多数云端突击是因配置错误而

引发的，而云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了检查应用以便找出配置问题

的能力。安全团队可以使用现有的内部工具，但由于这些工具并

不一定是为保障云环境而设计，因此可能无法有效减少云安全问

题。  

13 

 
10 IDC, 《数据韧性框架: 评估组织维度的韧性》，2021 年 5 月 
11 IDC 云脉搏: 2021 年第一季度，2021 年 5 月 
12 IDC, 《2020 年安全服务观点调研》 
13 CapitalOne 声明：https://www.capitalone.com/digital/facts2019/ 

 
美国银行 Capital One 因其网页应用防火墙

配置不当，导致黑客利用漏洞生成了欺诈性访

问令牌，盗取了 1 亿多条个人数据记录。 

案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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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技术催生了哪些新监管和合规义务？ 

由于引入了共担责任模式和第三方托管环境，云带来了新的合规

复杂性。新的考虑因素包括第三方数据中心的实体安全性、数据

跨境传输以及对数据的访问控制。接触数据的任何第三方都应依

照关键的合规要求而进行适当认证，并遵守任何旨在保持数据安

全和组织韧性的组织策略。 

各组织需要自我确认其云环境符合开展运营的各种监管和法律框

架的要求。许多云提供商都完成了认证，并遵守促进合规的标

准。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MSSP）拥有在监管环境下开展运营的

丰富经验，可帮助各组织开展适合其具体情况的治理、风险及合

规性的管控。 

4. 如何才能加强基于业务风险的方法？ 

组织高管和利益相关者正更加积极地推动新应用引入和更广泛的技术采购，部门经理目前掌控着 46%

的 IT 预算。IT 日益成为组织的关注点之一，安全性也因而变得引人注目。 

因此，组织高管必须理解自己以及决策在构筑数字韧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管理人员有责任识别采

用云环境时的潜在风险和后果，抢先化解潜在风险。风险可能包括引入新的连接技术（物联网、5G、

第三方系统）、新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以及新的客户数据。这种未雨绸缪风险的意识（通常被称为“测

试左移”）是构筑数字韧性的核心所在，并有助于制定更完善的整体安全策略。 

5. 如何打造受保护的远程办公空间？ 

随着大量员工转向在家和其他远程办公时，如何为各个地点的用户

和组织提供同等水平的保护就成为一项巨大挑战。越来越多的攻击

瞄准居家办公的组织用户。为此，员工必须了解新的远程办公政

策，但人员因素永远是最薄弱的环节。各组织机构必须实施强有力

的访问管理政策，并为远程员工提供可靠和受保护的设备管理，以

实现安全的随地随时办公模式。 

  

 
全球能源公司 BP 正在深入开展数字化转型计

划。其认识到，虽然安全原则未发生变化，但

采用云技术却改变了运营速度和规模，因此流

程和工具也需要随之变化，尤其是在合规性方

面。 

案例 
 

 
俄罗斯一家药品制造商 BIOCAD 在 2 个月之

内将 47%的员工（共 2700 名员工）迁移至

远程办公地点。该公司实施了云端访问机制和

双重认证，将非标准设备和访问路线置于掌控

之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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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韧性的蓝图 

一旦组织重新设置了其安全方法（如上所述），接下来的步骤就是为内置韧性构建更新的安全策略。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五步安全蓝图，从评估风险水平和成熟度开始，最后找到部署有效安全策略所需的

技能和资源。 

1. 使风险和安全成熟度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与组织利益相关方的沟通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应该协助，并且确定所需的风险级别。这要求在管理团队

间分担安全风险并在组织中建立安全倡议。但是，高管和安全专家往往难以相互沟通，因此首席信息安

全官在弥合知识欠缺和表述障碍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用交互式和可

视化报告（例如数据仪表板），它能为高管提供具有业务针对性的指标，并且持续展示安全计划的影响

和进展。这些指标可能包括正常运行时间、平均恢复时间以及整体风险水平评估。 

各组织机构可以将风险评估与合规性相关联，找出差距，增强行动的公开性、针对性和明确性。这也意

味着这些基于风险的决策是透明的，在风险审查的情况下（通常发生在入侵之后），可以与业务决策后

向联系起来。 

2. 整合安全堆栈 

安全组合一般都高度分散，由多个集成度差的单点解决方案合成。安全人员要花费大量时间整合和操作

安全工具，而不是专注于价值更高的任务，例如：早期检测和响应。这影响了他们集中精力提高安全运

营整体效率的能力。 

IDC 研究显示，将安全产品环境合理化和集成第三方产品的能力是选择安全供应商的首要考虑因素、成

本、熟悉度和技术能力则是其他的考量维度。 集成度更高的产品越少，整体安全状况越有利。 但随着

安全性变得越来越普遍，考虑与其他软件、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集成很重要。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微软，

它在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是一个一级安全的平台。 其安全产品与其更广泛的产品组合之间的集

成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协同作用和互操作性的机会。 

合理的安全堆栈对于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大有裨益。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正在减少自身堆栈中的供应商

和产品的数量，通过融合同类最佳功能和与其他解决方案的集成来确定最佳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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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零信任原则为基础 

零信任是指一种 IT 系统设计和实施模式。为了控制使用权，它涉及访问应用程序的用户和进程的特定

规则：它创建比常见的基于边界的方法更精细的控制。 零信任的主要理念是“永不信任，始终验

证”。 零信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该持续监控边界、用户、服务和过程。 

零信任的三大要素分别是身份、微分段和特权最少化。当任何实体

需要重新访问不同应用、设备或网络时，所有应用、设备和用户应

始终要求自我重新验证。零信任摒弃了“验证一次”的安全边界概

念。 

终端 (SDSA) 是实现零信任的一种方式。 SDSA 根据从经过身份验

证的用户到授权应用程序的景况感知、身份感知和设备感知策略建

立安全连接，从而增加识别潜在威胁的可能性。 

 

4. 教育组织并创造变革文化 

确保安全，人人有责。当更新安全策略之时，最重要的是不局限于安全团队，需要营造一种覆盖整个组

织的安全文化。为此，您需要制定网络韧性计划。基本内容包括安全意识培训和经过测试的事件管理响

应。由于要求不同（例如，法务部门和营销部门所需要的安全最

佳实践不同），各业务部门应制定量身定制的指南。 

在攻击得逞的情况下，各员工需要知道如何应对。这将有助于加

快平均恢复时间，而这只能通过持续培训和最佳实践演习而实

现。持续检验组织的响应和准备程度（例如，通过桌面演示、红

蓝对抗、网络靶场）将有助于减少潜在的入侵影响。 

为有效覆盖组织内的不同业务部门，安全团队首先应重点让不同

部门的管理人员参与进来，按照他们能够理解的措辞传达安全信

息。能够将威胁状况转换为业务运营情境是非常必要的。例如，

在确定分类和优先级排序的重要性时，重要的是要展示这如何减少暴露于违规行为的时间和后果，从而

带来切实的投资回报。 

 
全球投资平台 eToro 抛弃本地安全方法，转

而采用零信任概念。通过这一方法，eToro 不

仅实现了威胁检测和补救自动化，而且还提高

了员工移动性，降低了运营成本。 

案例 

 
南非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South Africa）通过在相关情境下提供对于安

全性的正确理解，着重强调围绕安全而改变文

化行为的重要性。在设法向非技术员工传达信

息时，频繁使用安全缩略语并非良策。重要的

是要解释清楚安全的运行方式，这有助于员工

全面理解其行动所带来的影响。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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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获取云和安全技能 

安全行业正在经历巨大的技能缺口。在尝试搜寻所需技能时，可以选择多个替代方案，例如：寻找合作

伙伴、发挥基层主动性或培训毕业生。但是，显而易见，大部分组织并没有专用于这些替代解决方案的

资源或时间。实际上，全球 41%的组织通过购买托管安全服务（MSS）而帮助保障云环境 14。 

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不仅可以帮助填补技能缺口，而且还可以在

其他各种方面提供帮助。IDC 研究显示，实际上，决定依靠内部

力量而保持安全性的组织非常少。这是因为，借助专家，组织可

以获得最佳技术，而无需升级其基础架构或寻找新人才——而这

两点均耗费大量费用和时间。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的监控功能还

可以快速适应数字化转型计划中引入的新威胁和漏洞来源，如：

新业务应用程序、新连接和增加的身份管理范围（例如远程工

作）。 

由于大部分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聘用期长达数年，因此您的合作伙伴可以制定短期和中期策略。托管安

全服务提供商不仅可以专注于提供一流服务，还可以通过例如教育和培训计划等方式帮助改善客户组织

内的整体文化和能力。 

 
14《2020 年安全服务观点调研》 
 

 
迟迟不聘请安全专家，可能意味着组织即将面

临危机。在遭受黑客攻击的前一个月，

Colonial Pipeline 曾尝试聘请安全管理人

员，但明显没有成功。如果一开始决定将安全

外包给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则很有可能会解

决其资源查找问题并阻止危机发生。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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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毋庸置疑，在加速数字化和远程居家办公的新世界里，各组织机构在保障办公环境安全性方面面临重大

挑战。同样可以明显看出，各组织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这些挑战；他们需要选择一家值得信赖且拥有

先进安全和云技能的合作伙伴。以下是挑选战略合作伙伴以应对未来挑战的三个考量因素。 

1. 需要云和安全技能的多样化组合，最好在您选择的基础设施堆栈中具有优势 

对于将微软安全（Microsoft Security）解决方案提上议程的组织而言，与 埃维诺（Avanade）这样的

服务提供商合作是有意义的，该服务提供商提供跨安全、业务和基础架构等全方位基于微软产品的解决

方案。 

对于包括服务提供商在内的任何组织而言，缺乏安全和云技能都是一大挑战。具备所需技能的人员实在

太少，而那些确实可用之人的聘用费用又非常高。埃维诺制定了“网络安全研究学院计划”（Cyber 

Security Academy），旨在更多地提供关键的云安全技能。该计划意味着埃维诺可以持续提供受过微

软云安全（Microsoft Security）堆栈培训的网络安全资源，并且可以随时投入部署。 

2. 考虑使用微软平台来保证整体基础架构的安全性 

大部分组织机构都拥有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大量终端资产。此外，微软 Azure 平台成为最大的云服务

提供商之一，许多组织将微软视为云技术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微软也在其安全证书方面投入巨资，

现在已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安全软件公司之一 15。 

此外，微软安全（Microsoft Security）堆栈， 包括：

Defender、Active Directory、Security Center、Sentinel 和

Information Protection & Governance 和其他微软基础架构组

成部分（Azure、Windows、Office365 等）之间存在协同作

用。因此，已经部署微软云基础架构（例如：Azure 中的工作负

载）的那些组织，将会发现微软云安全功能易于使用，而且还可

以保护多云环境。 

在选择可靠平台的过程，可能也是在选择一家解决方案提供商，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和完善自身

的系统、工具和流程。从托管服务角度而言，这也正是诸如埃维诺这样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持续支持

的一大优势。 

 

 
15 例如，请参见 IDC Worldwide Corporate Endpoint Security Market Shares, 2020、Worldwide SIEM, Vulnerability Management, Policy 

and Compliance、以及 AIRO-Enabling Technologies Market Share, 2020。 

 
全球时装零售商 ASOS 部署了一系列 Azure

服务，因此选择 Microsoft Azure Sentinel

作为基于云端 SIEM 工具，以便统一来自

Active Directory 和 Security Center 的数

据，自动处理各项任务，提高效率。 

案例 



     IDC #EUR148131321 Page | 9 

现代安全架构韧性 

 

3. 在能力部署中优先考虑敏捷性：快速实现并构建价值 

在各组织机构更新安全能力以适应新兴的数字环境时，紧迫性和敏捷性成为了关键词。利用灵活的基础

架构快速行动的能力是业务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不仅适用于技术，也适用于服务提供商合作伙伴。选择

一家本身使用敏捷方法的公司进行合作，该公司经证实有能力在需要时提供关键资源，可以快速适应业

务优先级的变化，并可以为您的员工提高敏捷性。 

为实现增长，是时候重新思考和更新业务模式了 

长期以来，安全一直被视为成本中心和业务创新和进步的累赘。事实证明，安全性是业务增长的基础。

但随着可视性和相关性的提升，组织必需更新策略、工具和流程。渐进式改进是不够的，各组织机构必

须认识到是时候全面更新其安全方法了。我们的最佳建议是不要单枪匹马地行动，必须结合多种因素，

持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调整。请考虑本白皮书中提出的问题和蓝图，重新思考企业业务模式，实现组织

长足发展。础于保持领先多步的状态。 

 

 

 

 

 

 

 

赞助者建言 

技术始终在不断演化，各组织机构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新安全威胁，因此有必要提前做出规划。 

除了网络威胁之外，组织还将面临许多复杂的挑战，包括保障未来的工作平台的安全、保障云安全以及保持

合规性。为了提高业务韧性，实现增长，组织需要着手开展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计划。 

埃维诺致力于通过创新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提升网络安全成熟度，成功实现数字

化转型之旅。更多信息，欢迎访问 Avanade.com/security。 
 

https://www.avanade.com/en/solutions/security-service-solutions


     IDC #EUR148131321 Page | 10 

 

 

 

关于分析师 

 

 

 

 

Duncan Brown，组织研究副总裁 

Duncan Brown 专门研究安全、信任和合规，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战略建议，为客户的公

司、产品和营销计划提供相关信息并进行验证。行业领导者和投资者均广泛征求他的分析

和意见。在 GDPR 对技术公司及其客户所带来的全球影响领域，他为 IDC 建立了业内领先

的客户服务业务。 

  

 

Christina Richmond，安全服务计划副总裁 

Christina Richmond 为安全服务领域带来了丰富的专长和知识，IT 安全高管们经常邀请她

分享对于安全行业动态和趋势的研究成果以及洞察。该团队的核心研究范围包括安全咨

询、集成和托管服务。 

 

Denis Maslennikov，高级研究分析师 

Denis Maslennikov 目前负责 IDC 在欧洲的云安全业务。在加入 IDC 之前，他是卡巴斯基

实验室移动研究组主管兼高级恶意软件分析师。 

  

 

Claudio Stahnke，高级研究分析师  

Claudio 负责领导 IDC 在欧洲的托管安全服务研究。在加入 IDC 之前，他专注于 IT 安全市

场和市场进入策略。通过出席行业会议和参加关于网络安全领域最新趋势的直播采访，

Claudio 获得了国际知名度。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51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114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4576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F005328


 

 

关于 IDC 

国际数据公司（IDC）是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电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咨询、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

商。50 年来，IDC 的分析和洞察助力 IT 专业人士、业务主管和投资机构制定基于事实的技术决策，以

实现关键业务目标。IDC 在全球拥有超过 1100 名分析师，为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和行业发展机

遇提供全球化、区域化和本地化的专业视角及服务。IDC 是 IDG - 全球领先的技术媒体、研究和活动公

司 - 的子公司。 

IDC 英国 

5th Floor, Ealing Cross, 

85 Uxbridge Road 

London 

W5 5TH, United Kingdom 

44.208.987.7100 

Twitter: @IDC 

idc-community.com 

www.idc.com 

全球总部 

140 Kendrick Street, Building B 

Needham, MA 02494 

+1.508.872.8200 

www.idc.com 

 

版权和限制信息  

任何拟用于广告、新闻稿或宣传材料的 IDC 信息或 IDC 参考，均须事先获得 IDC 的书面许可。关于许

可请求，请拨打 Custom Solutions 信息热线 508-988-761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permissions@idc.com。本文件的翻译和/或本地化需获得 IDC 的额外许可。关于 IDC 的更多信息，

欢迎访问 www.idc.com。关于 IDC Custom Solutions 的更多信息，欢迎访问

http://www.idc.com/prodserv/custom_solutions/index.jsp。  

版权所有 2021 IDC。未经许可，不得复制。保留所有权利。 

mailto:permissions@idc.com
http://www.idc.com/
http://www.idc.com/prodserv/custom_solutions/index.jsp

	现代安全架构韧性
	从响应到业务更新
	关于增强组织韧性的五个问题
	1. 如何为云端迁移和管理准备最合适的数据和工作负载？
	2. 如何成功将云端资源与云端访问权限和安全性相匹配？
	3. 云技术催生了哪些新监管和合规义务？
	4. 如何才能加强基于业务风险的方法？
	5. 如何打造受保护的远程办公空间？

	重建韧性的蓝图
	1. 使风险和安全成熟度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
	2. 整合安全堆栈
	3. 以零信任原则为基础
	零信任是指一种IT系统设计和实施模式。为了控制使用权，它涉及访问应用程序的用户和进程的特定规则：它创建比常见的基于边界的方法更精细的控制。 零信任的主要理念是“永不信任，始终验证”。 零信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应该持续监控边界、用户、服务和过程。
	4. 教育组织并创造变革文化
	5. 通过托管安全服务提供商获取云和安全技能

	结论
	毋庸置疑，在加速数字化和远程居家办公的新世界里，各组织机构在保障办公环境安全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同样可以明显看出，各组织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这些挑战；他们需要选择一家值得信赖且拥有先进安全和云技能的合作伙伴。以下是挑选战略合作伙伴以应对未来挑战的三个考量因素。
	1. 需要云和安全技能的多样化组合，最好在您选择的基础设施堆栈中具有优势

	对于将微软安全（Microsoft Security）解决方案提上议程的组织而言，与 埃维诺（Avanade）这样的服务提供商合作是有意义的，该服务提供商提供跨安全、业务和基础架构等全方位基于微软产品的解决方案。
	对于包括服务提供商在内的任何组织而言，缺乏安全和云技能都是一大挑战。具备所需技能的人员实在太少，而那些确实可用之人的聘用费用又非常高。埃维诺制定了“网络安全研究学院计划”（Cyber Security Academy），旨在更多地提供关键的云安全技能。该计划意味着埃维诺可以持续提供受过微软云安全（Microsoft Security）堆栈培训的网络安全资源，并且可以随时投入部署。
	2. 考虑使用微软平台来保证整体基础架构的安全性

	大部分组织机构都拥有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大量终端资产。此外，微软Azure平台成为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之一，许多组织将微软视为云技术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微软也在其安全证书方面投入巨资，现在已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安全软件公司之一14F 。
	此外，微软安全（Microsoft Security）堆栈， 包括：Defender、Active Directory、Security Center、Sentinel和Information Protection & Governance和其他微软基础架构组成部分（Azure、Windows、Office365等）之间存在协同作用。因此，已经部署微软云基础架构（例如：Azure中的工作负载）的那些组织，将会发现微软云安全功能易于使用，而且还可以保护多云环境。
	在选择可靠平台的过程，可能也是在选择一家解决方案提供商，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和完善自身的系统、工具和流程。从托管服务角度而言，这也正是诸如埃维诺这样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持续支持的一大优势。
	3. 在能力部署中优先考虑敏捷性：快速实现并构建价值

	在各组织机构更新安全能力以适应新兴的数字环境时，紧迫性和敏捷性成为了关键词。利用灵活的基础架构快速行动的能力是业务韧性的关键所在。这不仅适用于技术，也适用于服务提供商合作伙伴。选择一家本身使用敏捷方法的公司进行合作，该公司经证实有能力在需要时提供关键资源，可以快速适应业务优先级的变化，并可以为您的员工提高敏捷性。
	为实现增长，是时候重新思考和更新业务模式了

	关于分析师
	关于IDC
	版权和限制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