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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的挑戰日益增加

幾乎每一家企業都在經歷某種形式的數位轉型。無論是工作團隊行動化、打造客戶線上體驗、實現電子供應鏈或醫療紀錄或財務報表即時存取，

IT 做為業務推動者的角色從未如此重要。

這也意味著您的企業幾乎得完全仰賴資料。如果無法及時、可靠且安全地存取資料及相關應用程式，企業就無法運作。資料可說是您最寶貴的資

產之一，其重要性與員工、固定資產及智慧財產不相上下。 

然而，現今許多企業並未將資料當作策略性資產來管理。資料往往被視為系統管理的負擔，人們對資料內容、資料所有者甚至資料儲存處的瞭解

甚少或全然不知。對非結構化資料 (電子郵件、影片、文件、資料夾) 尤其如此，而這些資料卻構成了整體資料的絕大部分，也是最難辨識的一個

領域。

為何如此困難？此難題是多種因素所致： 

•  分散化：在現今的多元 IT 環境下，企業資料可能位於任何位置，從各

式各樣的傳統儲存磁碟機到公用雲端服務 (例如 Amazon、Azure)、
含有虛擬化及容器化應用程式的私有雲端、行動裝置及個人雲端服務 
(例如 Box) 等等。 

•  資料量：過去兩年所產生的資料超過了整個人類歷史上產生的資料1。

估計到了 2020 年，數位資料量將達到 44ZB2 — 其中有超過 80% 
為非結構化資料，企業有責任加以儲存3，但其中約有 60% 的檔案只

是原始資料的複本4，並沒有任何儲存的價值。 

•  複雜性：一般 IT 部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累積了數百種資料管理工

具及元件解決方案，備份、歸檔、災難復原、複本管理等個別功能。

這些工具之間缺乏整合性，導致複雜性與成本居高不下，因此限制了 
IT 因應不斷變化之業務需求的能力。

數位轉型必須仰賴企業資料管理

85% 的資料看不到或是沒有用處

資料來源：2016 年 Veritas 全球資料冰山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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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位企業造成的影響

面對上述挑戰，如果 IT 無法檢視、控制或監管企業資料，不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  無法檢視或控制：您無法管理您看不見的資料。如果無法清楚洞察您的資料

環境，並瞭解儲存了哪些資料，就無法決定要保留或刪除哪些資料，或要提

供怎樣的可用性或保護服務。如此一來，IT 無異於盲目飛行。

 •  風險增加：法律規定對企業資料管理方式的要求越來越嚴格。除了當地及產

業特定的規定外，企業必須能夠遵循嚴格的資料處理、隱私權及所有權規

範，而對於未遵循法規的罰責也越來越嚴苛。資料外洩的問題變得越來越普

遍，這不僅會帶來財務損失，也可能對公司商譽造成災難性的損害。

•  不必要的成本浪費：許多 IT 部門對自己的資料並無有效的管理政策，導致員工及企業營運部門永久保存所有資料。這不僅效率低落又有風險

性，而且還會在購置更多儲存空間上增加鉅額不必要的成本。將不需要的檔案刪除或移至成本較低的儲存環境 (例如雲端或「白牌」市售磁碟

機) 就能立即節省成本，但 IT 不願意這麼做，因為他們擔心如此一來將降低服務等級或遺失重要檔案。  

必須採取新的方法。企業必須控管資料並將其轉為策略性優勢，同時管理成長、風險及成本。

全新基礎：企業資料管理

要將資料變成企業的策略性資產，首先要具備三項核心能力，以應對上述挑戰：

•  洞察力：若要辨識及分類所儲存的大量檔案、做出明智的資料保留及遵循決策、降低風險並且更有效地管理儲存設備，資料能見度是先決

條件。

•  可用性：企業必須能夠在異質化 IT 環境 (包括多種雲端) 中可靠地移動及協調工作負載，才能在不斷變化的情況下維持業務穩定，以及隨需存

取應用程式和資料的能力。

•  保護力：IT 環境必須受到可靠的保護，以確保隨時安全無虞、完好無損、可供存取且服務不中斷；這需要以高擴展性、快速且高效的方式備份

與還原任何環境 (包括虛擬、實體、開放原始碼或雲端環境) 而不會中斷作業。

預計到了 2020 年，資料將成
長 10 倍，達到 44ZB
    —  2014 年 IDC 數位世界研究報告 (IDC 

Digital Univer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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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得突破，必須將這些功能可高擴充性、一致且可管理的方式應用至整個 IT 環境中，而非

各自行事，各自為政。 

也就是說，需採取以軟體為基礎的途徑，同時，無論根本的基礎架構為何，都應具備有涵蓋多

種不同環境的能力和集中執行政策的能力，而不致流於多頭馬車。 

但鑒於企業的期望愈來愈高，光是分別提供上述三種功能已然不足，儘管這些都是最先進的解

決方式也不盡理想。整合這些功能為必要之舉，因為，如此才能進一步降低複雜性、簡化運作並發揮綜效，否則將無法達成。 

使用 VERITAS 360 DATA MANAGEMENT™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理) 排除障礙

360 全方位企業資料管理方案為這一綜合體帶來了第四個元素，也就是將洞察力、可用

性與保護力的關鍵能力融合為一套整合式解決方案，提供更高的企業價值。例如：

•  能見度及掌控度：快速獲得資料能見度，並根據彙總的統一觀點採取行動，協助企業

制定明智的決策、統一資料保護政策、刪除不需要的資料或複本，和預估未來的資源

需求。 

•  端對端備援能力：在需要時透過協調和自動化主動且智慧地移動應用程式及其關聯資

料，以滿足系統運轉率或容量需求，讓備份與災難復原不再只是獨立分開的程序。

•  資源最佳化：一開始就正確地配置基礎架構資源，既不會配置不足、也不會過度配

置，並透過提供自助式服務資料存取以及在需要時主動處理用量尖峰的能力，簡化資

源配置的流程。

•  風險管理：快速辨識資料風險區域、制定明智的修正決策、評估您的法規遵循完善

度、監控資料存取模式，並且在不受底層基礎架構的限制下強制執行政策。

VERITASTM 的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理方式

Veritas 以獲獎肯定的產品組合，為全球數萬家客戶提供包含了洞察力、可用性及保護力

的企業資料管理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可視需求採用，滿足資料管理需求，並擁有世界

級支援及服務做後盾。

現在，Veritas 以這些有口皆碑的解決方案為基礎，建構了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理，透過整

合式解決方案提供更高的簡易性、一致性和作業效率。重要的是，這些解決方案全部運用我們

領先市場的 Veritas NetBackup™ 產品系列，從雲端、虛擬及實體環境備份及還原，進一步拓

展成為統一資料保護的基礎平台。客戶可運用現有的 NetBackup 做為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

理的基礎，搭配三項新的整合式解決方案： 

只有 15% 的企業資
料屬於營運關鍵資料  
 —  2016 年 Veritas 全球資

料冰山調查報告

41% 的資料在 3 年內完全沒動過

資料來源：2016 年 Veritas 資料基因組成指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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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的一般資料環
境已經 7 年未更動

 —  2016 年 Veritas 資料基

因組成指數報告

https://www.veritas.com/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information-governance?inid=us_home_solution_informationgoverance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business-continuity?inid=us_home_solution_businesscontinuity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backup-and-recovery?us_home_solution_backup&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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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域資料能見度。NetBackup 與 VeritasTM Information Map 的直接整合性可讓您： 

 •  將現有的備份資料轉變成可採取行動的資訊：透過 NetBackup 目錄快速檢視資料環境，將儲存資源最佳化，進而明智地判斷是否可以將檔

案刪除、歸檔或移動至公用雲端，而不必分別或耗時地分析和擷取中繼資料。

 •  依據資料的價值對應適當的政策：根據對資料的深入瞭解與能見度，而不是透過臆測或嘗試錯誤，為備份流程指定適當的資料生命週期政

策，因此就能避免因保護不足或過度保護而增加複雜度與成本。

 •  預測未來需求：由於資料年平均成長率為 39%，您必須能夠判斷容量需求、充滿信心地規劃資料與應用程式移轉工作，準確掌握哪些資料

可安全地移至公用雲端服務。 

2. 可預期的整合式備援能力。NetBackup 與 VeritasTM Resiliency Platform (VRP) 的直接整合性可讓您：

 •  實現可預期的應用程式復原：由於多層式應用程式可以自動按照需要的順序同時執行復原程序，因此，只要按一下滑鼠即可統一執行複雜

的應用程式復原工作，且無需考慮底層的基礎架構為何。

 •  確保災難復原完善度：只要按一下，即可隨時執行不中斷正常運作的 NetBackup 復原演練，因此可以確保主動、可預期的災難復原能力，

或遵循企業內外部業務永續性的規定或規範。 

 •  達成任何服務等級：利用對資料可用性的能見度與掌控度，集中管理與監控應用程式的備援能力，使其達到所有服務等級目標，包括從數

小時的 RTO 或 RPO 到幾秒鐘或幾分鐘的 RTO 或 RPO。服務目標範本可讓您像管理資料傳輸層一樣輕鬆管理備份和遠端複製工作。

3. 整合式複本資料管理NetBackup 與 Veritas Velocity™ 的直接整合性可讓您：

 •  減少 60% 的儲存空間：從 NetBackup 環境建置虛擬隨選複本，而不必

在分別建立、儲存及管理實體複本，同時還能縮短備份所需時間並提高服

務等級。 

 •  提供快速、安全的資料存取：提高靈活度，讓測試與研發團隊可以隨時隨

地存取資料，在需要進行服務分析和報告時也可以輕鬆取得資料，同時保

障敏感的資料。

 •  簡化您的基礎架構：透過 Velocity 與 NetBackup 的緊密整合，可將基礎

架構各自為政的情況減至最低，無需汰舊換新或重新架構您的備份流程。

為什麼要選擇 VERITAS？

Veritas 備受信任，為各種規模的企業提供企業資料管理，其中包含 86% 的財星 500 大企業。Veritas 提供以軟體為基礎、不受廠商與基礎架構限制的

解決方案，將重點放在資訊的價值、而非基礎環境上。 

企業必須將資料視為重要資產來管理，採取能夠可靠地保護適當資料的解決方案、確保備援能力且可隨時隨地隨需存取，降低與全球資料儲存量日益升高

相關的風險和成本。

數位企業隨時連線的特性也必須免除那些經常各自為政的功能之間的人為障礙，以減低複雜性、簡化運作，然後從其他方法皆無法達成的綜效中獲得

效益。

41% 的企業包含多達 95 
億個檔案，每年所需的管理
成本為 2,050 萬美元   
                —  2015 年 Veritas 資料基因

組成指數報告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backup-and-recovery/netbackup.html?inid=us_veritas_home_products_netbackup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information-governance/information-map.html?inid=us_veritas_home_products_informationmap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backup-and-recovery/netbackup.html?inid=us_veritas_home_products_netbackup
https://www.veritas.com/product/business-continuity/resiliency-platform.html?inid=us_veritas_home_products_resiliency


透過提供資料能見度、備援能力、複本資料管理、虛擬化及雲端保護服務的獨特整合方案，Veritas 就能協助您加速數位轉型，同時充分運用現有的投

資，以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理為未來奠定扎實的根基。 
 
誠摯邀請您與我們一道探索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理所呈獻的全新世界。 

欲深入瞭解如何利用 360 度全方位資料管理來保護您的資訊，請造訪 www.veritas.com 。

如需任何分公司和聯絡電話的相關資訊， 
請造訪我們的網站。
https://www.veritas.com/about/contac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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