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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企业的数据保护职责托付给您遇到的第一个云解决方案提供者，这和您完全不利用云同样失策。另一方面，
针对某个可支持混合方法对本地和异地的云计算能力进行覆盖的备份技术，如果您能对其选择可能产生的结果开展调
查，那么这将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

概述
如今，最好的混合云备份架构可将本地技术的最快性能与远程保护的创新成本模型相结合，而几乎没有任何纯磁盘/纯本地
选项可完成这项任务。精明的 IT 经理深知这一事实，因此通常会结合和利用多个 IT 拓扑（见图 1）更有效地备份自身的主
要生产数据，并会根据其企业的需求，建立理想的数据保护计划。1 备份磁盘目标系统通常作为一线恢复平台，来自磁带的
第三位功能则支持长期保留策略，和/或使用云来创建远程灾难恢复 (DR) 能力。

图 1. 所用的数据备份流程

关于您组织中通常的数据备份过程管理，下列哪项描述最为准确？
（响应者百分比，N=330）
数据首先备份至本地磁盘存储，
随后，一件副本被发送至第三方
云存储服务提供者(D2D2C)，
数据通过 WAN 直接备份至二级企业站

数据通过 WAN 备份至第三方备份 SaaS /云服
务提供者（备份数据无本地存储）(D2C)，2%

5%

点，如总部位置或其他企业数据中心（备

数据首先备份至本地磁盘存储，随后，一

份数据无本地存储）(D2WAN)，7%

件副本通过可移动介质（如磁带）被发送
至异地磁盘 (D2D2T)，31%

数据备份于本地磁带存储，无异地副本
(D2T)，10%

数据备份于本地磁盘存储，无异地副本
(D2D)，15%

数据首先备份至本地磁盘存储，随后，一件副本通过
WAN 被发送至异地磁盘 (D2D2WAN)，15%

数据首先备份至本地磁带存储，随后，一件副本通过可移动
介质（如磁带）被发送至异地磁带 (D2T2T)，15%

来源：Enterprise Strategy Group，2014 年



对于项目级别的复原、一级支持去重和压缩优化而言，磁盘是最为灵活的选项。它绝对是第一层恢复的最佳选项。



云在远程恢复方面提供价值，同时可帮助减少本地 IT 硬件的开支。

1 来源：ESG 研究报告，《数据保护现代化趋势

(Trends in Data Protection Modernization)》. 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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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并非第一层恢复的理想选项，但其在长期保留和归档方面的表现让磁盘相形见绌。对于数据的运输和数年到数十
年的存储，磁带是一种更为可靠、环保、廉价的方法。

然而，陷阱犹存 (Catches exist)
在“旧时候”，IT 组织可利用一个本地备份解决方案换出另一个，因此也就有机会将备份单元升级，同时刷新后端存储。对
于重新实施更好的维护计划、许可安排、以及提供更好运营经济的本地新硬件来说，这是一次机遇。
在今天的云世界，事情不再如此简单。用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置换 本地解决方案同样可为有益的、节省资金的“重新开始”项
目搭建舞台。但有一件事必须谨记：



很多人并非修理备份环境中的薄弱环节以改进已有情况，而是宣称，“我们将开始使用云解决方案，一切都会完美无

缺。”这些人忘了，他们仍需要维护其保护服务器上的备份单元。在几乎所有场景中，他们仍需要本地备份存储，特
别是具有恢复 SLAs 时更是如此。并且，他们仍需要执行一些管理任务。
换言之，使用云服务并不意味着开张支票，随后从备份业务中撤出即可。这种想法十分可笑，有点类似于向童子军
开张支票，随后童子军团教练就将承担您所有的养育子女责任。相反，他仅仅提供一种服务——在养育孩子的特定
方面与您合作，非常类似于云合作者与您合作，从而通过提供具有经济吸引力的异地基础架构访问（以及可能的附
加专门知识），最终达成特定的数据保护目标。



不是所有的云解决方案都来自具有可靠工作业绩的知名企业，都具有企业水准能力和支持。一些云备份解决方案开始
于使用者级别的服务，该服务随后被“强化”，以吸引企业客户。并且，尽管有的使用者服务确实进行了过程和服务
转换，以更有效地支持企业环境中更高的数据保护需求和业务目标，但并非所有服务都完成了转换——不管其在市场
营销中如何宣传。



云备份提供者很可能不愿意将数据存储时间延长至您所需的时间（ BaaS 提供者通常提供一到三年的时长，假设

您的组织需要将数据保留延长）。因此，您很可能仍需要使用磁带来进行长期归档，以及磁盘来进行快速恢复。鉴
于此（以及其他原因），仅有基于云的数据保护通常不够充分。
这些说明并非旨在反对基于云的备份。云有助于 IT 组织减少备份开支，而 IT 经理也持续将改进的成本效益与传统的内部备份
解决方案之间的对比引为走向云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受访的基于云数据保护的当前和潜在用户中，44% 的用户认为成本驱
动采用，71% 的数据保护即服务 (DPaaS) 当前用户将降低基础架构成本 (36%)、人员 (33%)、能源与制冷 (27%)、支持合同
(23%) 和/或软件许可 (22%) 认定为优势。2 对于潜在的 DPaaS 用户而言，成本和简易性似乎尤为重要：在期待走向云端的
响应者中，有 44% 的响应者至少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将借此消除本地备份硬件和软件。
当然，他们并不会真正“消除”其硬件和软件成本——而是换一种支付方式，但一些备份软件和硬件仍需保留在本地。毕竟，
当您完全移至云端后，很难达到您的关键任务应用程序“不长于五分钟”的 RTO；复原将花费大量时间。根据您组织的停机
时间容许度和恢复 SLAs，您将需要一些本地备份代理和本地磁盘，以提供充足的恢复体验。
换言之，您将需要混合的数据保护架构。磁盘、磁带和云各有千秋，智慧的 IT 组织应根据它们各自的优势，让其物尽其用。
也就是说，使用公有云没有问题；纯粹依赖公有云（而您的部分生产基础架构仍非公有性质）才是问题所在。

2 来源：ESG 研究报告，《数据保护即服务趋势

(Data Protection-as-a-Service Trends)》. 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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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时刻到了
无为而治不再是一个考虑选项，因为仅有本地的备份本身在恢复方面存在挑战。除了额外的本地相关费用和增加的安全/保护
责任外，有必要引起注意的是，仅有 85% 的本地备份任务在正常情况下完成，仅有五分之四的恢复在 SLAs 内完成。3 同样，
在当下高度虚拟化的 IT 环境中，受访的 IT 专家提到最常见的保护问题是数据可恢复性。4 这是一项非常令人忧虑的结果，因
为可以恢复数据很可能是最初进行数据备份的首要原因。
而恢复操作经常发生。在一项 ESG 调查中，约有 25% 的响应者表示每天都进行数据恢复。一些响应者以小时为周期恢复数
据，一半以上的响应者表示部分数据至少每周恢复一次。5 如果您试图使用纯粹的云场景进行这些操作，那么您无法长时间维
持较高的满意度。
人们需要比现在做得更好——不仅仅是作出改变，还要获得改进。然而，这里所说的“改进”并非开张支票，随后从备份业
务中撤出。对于几乎所有规模的企业而言，混合方法现实得多，效果也更好。

IBM Tivoli Storage Manager（针对混合云备份）
凭借 Tivoli Storage Manager (TSM) 软件，IBM 成为企业数据保护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有人可能认为，此时 IBM 就将
“高枕无忧”，只需提供一致的数据保护能力即可，如同 TSM 通常向企业级别客户提供的一样。恰恰相反，IBM 通过一系列
卓绝的努力将 TSM 现代化，以支持新数据保护架构，包括高度可得的虚拟化和混合备份环境。升级包括：





VM-优化、应用感知的本地备份服务——TSM 广为人知的本地备份功能包含为
ESG 有 关

IBM Tivoli

一系列广泛的操作系统和生产应用提供支持。TSM 的更新版本 Tivoli Storage

查看

Manager for Virtual Environments 可与另一项 IBM 产品 Tivoli FlashCopy

Storage Manager for Virtual

Manager for VMware 合作，共同为物理和虚拟服务器保护提供具有统一策略的

Environments 的实验室验证报

支持。2013 年，ESG 为 IBM 的 Virtual Environments 和 FlashCopy Manager

告。ESG 的测试聚焦于部署和使

for VMware 执行了其自身开展的 TSM 评估。（参阅 CALLOUT 中这些测试结

用的简易性、应用集成和支持、

果的链接。）

VMware 集群保护。

内置的效率——ESG 经常检查现代数据保护环境，并持续关注当下由组织数据量
增长所带来的去重和“不断递增”的备份增长需求。 6 利用去重，可降低辅助存
储器的消耗，而不是任由后端存储不断增长。同样，利用“不断递增”的备份，
无需每次都跨网发送整个数据集。只需发送新近更改的数据，即可减少您网络带宽上的冲击。现在，将这些改进与更
为现代的方法相结合，例如使用 VMware Changed Block Tracking，便可彻底实现变革。现在，您拥有了现代、高
效的数据保护基础架构，而该架构完全由 TSM 提供支持。



集成的异地复制——ESG 还发现，受访者对于集成数据保护操作（如备份、快照和单一管理框架下的复制等）也感兴
趣。复制加备份是 TSM 长期以来一直以一种有凝聚力的方式提供的功能。

3 来源：ESG 研究报告，《数据保护现代化趋势

(Trends in Data Protection Modernization)》. 2012 年 8 月.

4 来源：ESG 研究报告，《保护高度虚拟化和私有云环境的趋势
5 来源：ESG 研究报告，《数据保护现代化趋势

(Trends for Protecting Highly Virtualized and Private Cloud Environments)》. 2013 年 6 月.

(Trends in Data Protection Modernization)》. 2012 年 8 月.

6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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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磁盘迁移至磁带有助于控制长期备份成本——在磁带备份和本地基于磁盘的保护领域，TSM 拥有逾 20 年的历史。
随着集成至云加入服务组合，TSM 正运用自身卓越的性能，为长期数据保护提供混合方法的支持。



加密和多重租赁——谈到特定于云的要求时，最大的挑战通常在于确保服务提供者所在位置的数据安全，以及让服务
提供者自身安全地优化其后端平台。为了支持此类目标，TSM 为传递中数据（在订户与提供者之间的数据）和静态
数据（提供者存储库内部的数据）提供加密。它还支持多重租赁，让云提供者将各客户的数据完全隔离开来。

更重要的真相
主动评估数据保护和恢复目标的组织很可能会将混合备份架构认定为其最佳选择。具体来说，IT 专业人员已发现：



磁盘是去重和快速恢复的最优选项。



利用云，可提供更好的灾难恢复场景规划，并利用产品提供多站点保护。从经济上来说，这是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



对于长期保留和数据保存而言，磁带最为高效。

换句话说，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混合方法才是可行之道。当然，就每种方法占用的比例/混合方式来说，各个 IT 环境之间
差别很大。但对于任何具有保留、基于距离的恢复、快速恢复需求的组织而言，都有必要考虑部分、乃至所有可用的恢复媒
体，将其纳入数据保护工具集。
因此，IBM 等在数据保护领域历史悠久的企业仍致力于持续改进平台，以适应一系列更为广泛的客户需求——包括混合云备
份，也就不足为奇。
“从磁盘到磁盘再到云”，这可能是您的组织未来的选择，并且您可能惊讶地发现，您当前的本地备份解决方案中使用的软
件，正是很多服务提供者用于提供 BaaS 的软件。因此，在您的本地装置上部署云提供者的备份解决方案是否更有意义，亦或
是配置您当前的备份解决方案，以将其自身简单复制至云三级副本更为明智？这并非开张支票，然后从备份业务中撤出那么
简单，但转至具有类似配置的 BaaS 平台，将如同“移动鼠标”和更改您的收款方式一样简单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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