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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 (SMB) 管理者在认真

考虑他们的保护和存储战略。他们深知自己的

企业需要依赖计算机和存储设备处理客户订单、

邮件列表、运输、财务、库存和销售记录等等。

共享和保护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同时，日益加快的企业发展步伐和快速运营需

求使团队间共享信息对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和效

率也十分重要。 

不过，小型企业共享和保护信息的最佳方法是

什么呢？ 

本白皮书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概述如何共

享和保护企业数据、保护企业利润和做出明智

的业务选择。除了能了解到如何防止意外、灾

难造成数据损坏或丢失，您还可以了解到如何

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灵活性。 

每个小型企业都应了解的云存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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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小型企业通常面对两个数据存储问题：一个

是如何共享重要的企业数据，另一个是如何保

护该数据。这两个问题以前被认为是独立和解

决起来花费昂贵的问题，但如今经济适用的全

方位存储解决方案和云存储使它们解决起来更

简单方便。 

经济、高速的局域网 (LAN) 使数据共享更容易。

无论计算机采用以太网还是 Wi-Fi 连接，员工

们均可迅速共享重要的企业数据、计划书、联

系人或客户问题。 

但员工因病或培训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怎么办？

如何访问他们的数据？如何能知道今天下午 4 点 

会拿到最新版本的计划书？ 

数据保护以前意味着需要专人用车将数据副本运

至异地存储（花费昂贵且易于出错的过程），然

后在需要时再取回数据。现在有了可通过互联

网访问的存储服务（通常称为云存储），使低

成本的异地存储关键数据和全天 24 小时随时

按需访问数据成为可能。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阐述如何共享和保护

关键的企业数据。 

共享 
存储数据过去通过转储至软盘、CD 或 U 盘来

共享。但网络的广泛

普及使共享存储变得

愈发简便快捷。共享

存储的两个最常用方

法是采用  iSCSI（发

音为 eye-scuzzy）和 

网络附加存储  (NAS) 

设备。这两个方法都

很重要且有各自的突

出优势。 

iSCSI 设备看上去像 

本地连接的磁盘 

（如 C 盘），但可通

过网络访问。iSCSI 

设备中的数据只能通过

存储它的计算机读取，

因此很难共享数据。 

任何有权限的系统都可

访问 NAS 设备存储的

文件，这使网络共享信

息变得轻而易举。 

因此，NAS 系统倍受

青睐，多年来一直是存储市场中日益增长的领

域。NAS 设备比 iSCSI 系统更容易设置和管

理。NAS 是共享数据的首选设备。 

 

 

词汇表  

iSCSI：模拟网络中本地连接

磁盘的协议。与本地磁盘一

样，其只能通过连接的系统

读取。 

NAS：支持任何允许的系统

通过网络访问文件的文件存

储设备。 

云：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服

务，例如存储或软件。该术

语源自用于表示外部网络的

云图形符号。 

私有云：私人实体拥有和部

署的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专

用服务或资源。 

公共云：公众可使用的互联网

服务。可为免费或付费服务。

混合存储：公共云或私有云服

务支持的本地存储组合。通

常，仅在需要时使用公共云。

延迟：请求与响应之间的时

间。对于网络服务，短延迟

时间对吸引用户关注度至关

重要，而这通常需要本地存

储作为后盾。 

资源配置：部署存储设备或

服务器等资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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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所有数据保护均以一个战略为中心：将数据复

制到不同的设备。原因何在？不能 100% 依赖

单个设备。火灾、洪灾、龙卷风、地震、盗窃

和断电的灾难时有发生，因此也不能完全依赖

单个存储地点。 

安全的异地存储数据是云存储的一个关键特性。

研究发现，至少 80% 的企业会出现重要数据

在两年内流出公司的状况。 

这也正是云存储引人注目之所在，因为您可以

将关键数据安全地存储到公共云或私有云中。

这些经验证的异地生产系统由训练有素和经验

丰富的管理员管理，因此，很少有企业能够自

己负担起这笔费用。 

云服务 
云服务背后是互联网范围的 IT 架构，Google 

和 Amazon 等公司开创的这种架构比传统的企

业级 IT 系统更经济。中小型企业正在利用最受

欢迎的云服务存储关键的企业数据。原因何

在？因为云服务将备份和异地存储数据相结

合，可保护免受自然灾难或盗窃威胁。 

公共云 

顾名思义，公共云服务是向任何持有信用卡和

有互联网连接人员开放的服务。这些服务从简

单的构建块（如在线文件存储）到商业软件应

用程序（如 Salesforce.com）无所不包。 

Amazon 的简单存储服务（即 S3）就是公共

云服务的一个实例。尽管许多其他公司也提供

公共存储服务，但 S3 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在

线存储服务。 

公共云服务有两个主要优势： 

• 您通常可以用信用卡在线订购足够多的存储

空间，然后几分钟内即可开始使用。 

• 不牵涉资本成本。所有的运营费用即为成本，

非常易于统计。 

私有云 

私有云是可通过互联网访问的服务，方便企业

或组织使用和维护。虽然私有云并不具备公共

云的快速配置资源和低资本成本的优点，但它

们具有以下重要的优势。 

• 易于控制和让人高枕无忧。您始终清楚数据

的存储位置，通常位于自己的网络中。 

• 启动速度更快。初始数据副本可在办公室内

使用高速局域网创建，而不是耗费数天和数

周的时间通过互联网将数据复制到公共云。 

• 恢复速度更快。最重要的是在需要时可以比

通过互联网从公共云存储更快地检索数据。 

混合云存储 

混合云存储是本地内部存储与异地公共云存储

数据副本的组合。此解决方案集两者的主要优

势于一身。本地存储速度快且费用低廉。其可

以在物理上得到保护和配置，满足企业可能的

任何特殊要求。同时，公共云存储可以用于备

份关键的业务数据来创建防灾难副本。有些 

NAS 系统集成了通用的公共云服务，因此易

于保护关键的企业信息，同时可在本地和外出

时提供数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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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 存储解决方案的主要注意 
事项 
我们谈论了共享和保护数据的重要性、关键技

术和重要的运营问题（保护和恢复）。如何在

兼顾这些因素的同时制定可行的企业战略呢？ 

运营问题 

数据保护是重中之重。这听着挺昂贵，但事实

并非如此；因为在存储领域，成本高昂的是性

能而非保护。得益于最新的技术进展，很少有

中小型企业需要 5 万余美元的存储系统所提供

的性能。 

保护 

以下是为企业找到经济可靠存储系统的一些技

巧。寻找具有以下特性的存储系统： 

RAID 数据保护。无论通过镜像 (RAID 1) 还是

奇偶校验 (RAID 5) 保护数据，都应确保磁盘

驱动器故障不会对数据造成影响。所有磁盘驱

动器总归要出故障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支持双电源。电源故障可能损坏数据，尤其是

在写入数据期间。双电源线插入 UPS 会消除

这种风险。 

企业级磁盘驱动器。消费级磁盘驱动器的数据完

整 性 通 常 比 企 业 级 驱 动 器 低 ， 这 在 使

用 RAID 5 时存在危险。企业级驱动器也自

诩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大大高于消费级

驱动器。 

RAID 5 可以从单个磁盘驱动器的故障中恢复。

更换故障磁盘驱动器后，丢失的数据会在新磁

盘驱动器上重建。但是，重新构建丢失数据时

遇到无法恢复情况的几率可能高达 40%。如

果再次发生错误，RAID 5 系统将无法完成重

建过程，所有数据都会丢失。 

消费级磁盘驱动器发生这种危险的几率远低于

企业级驱动器，因为它们具有卓越的数据完整

性。此外，用于 RAID 的驱动器通常拥有增强

的 RAID 错误处理能力，有助于确保应用程序

启动和运行。 

恢复 

企业数据的恢复对灾难之后恢复企业运营最为

关键。通过本地可用存储恢复是完成恢复的最

快途径。但是，如果灾难降临时本地存储设备

不可用，可从公共云存储设备恢复数据。 

例如，比如说一个拥有  20 名员工的公司有 

500 GB 的关键企业记录，其中包括电子邮件、

市场营销资料、会计和财务数据，所有这些数

据都已备份至公共云。如果他们投资于高速的 

30 Mb/s 互联网链路，并假设他们的云服务提

供商有带宽，则他们能够以每分钟 180 MB 

（即几乎为每小时 11 GB）的速度恢复数据。

即使是这样的速度，恢复所有数据也需要大约 

46 个小时。这就是一些公共云备份服务将数

据传输至硬盘驱动器然后在夜间为客户恢复数

据的原因。这么做可以为客户提供更高的带宽

并让他们能够更快地启动和运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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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中小型企业很少有专职的 IT 专家员工，因此

需要根据以下几个标准评估存储解决方案： 

易用性。简单的产品设置是轻松入门的必要前

提。“经得起考验”的用户体验有助于轻松进

行持续的管理和确保长期的成功使用。例如，

您不希望每次安装 PC 和需要备份时都向 IT 

顾问求助。 

成本。考虑总体拥有成本。前期成本是否包含

硬盘驱动器的成本？在您的环境中成功安装和

配置该解决方案需要多少的费用？该解决方案

是否拥有保护企业数据所需的所有软件，包括

员工计算机所用的计算机备份软件的许可证成

本？您还需要考虑解决方案未来的可扩展性，

以满足预期的业务增长。 

自动化。需要处理多个磁带或磁盘驱动器的复

杂方案很少能在小型企业取得成功。寻找能够

自动进行数据保护的解决方案。自动的计算机

备份和自动备份至云应该是两个关键要求。 

恢复。快速、简单的恢复对重新启动和运转业

务至关重要。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裸机备

份及恢复与文件/文件夹恢复同样重要。许多

软件包可以将 Windows®、Linux® 和 Mac® 系

统备份至网络存储设备。这些程序经安装和配

置可每天晚上自动备份。 

小型企业的存储战略是什么？ 
作为一个支持资源有限的小型企业所有者，我

给自己、朋友和客户提出了以下建议。 

确保将所有数据复制到辅助存储设备，这包括

将网络中的计算机备份到存储设备。存储设备

可能并确实会出现故障，而且通常会在最糟糕

的时刻出现故障。我总是至少维护两个数据副

本。如果是关键数据，我会维护三个或更多的

副本。存储的花费远低于重新创建丢失数据的

费用。而且存储可自由使用。 

将 NAS 存储设备作为中心存储库 – 目前市场

上有多种包括内置 RAID 保护和集成公共云存

储服务的 NAS 解决方案。这使数据可供他人

使用并为关键数据提供云存储服务的单点备

份。NAS 应该具有上文“运营问题”部分讨论

的特性。 

关键数据应复制到 NAS 存储设备，然后复制

到云备份服务。如果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关键

数据可用于确保业务运转。 

我的小型企业没有专职的 IT 员工，因此需要

存储解决方案提供商提供产品支持，并提供适

合小型企业预算的轻松支持计划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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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数据保护对小型企业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

不为过。对于任何小型企业而言，重要的是采

用当今可靠的数据保护和恢复战略。 

数据保护和恢复以前是一个以 IT 为中心的复

杂问题，解决起来费用高昂，只有大型企业能

负担得起。面向存储系统的新市场已经开放，

这些系统不仅经济高效，而且易于管理和提供

企业级功能，不需要专职的 IT 员工。这些存

储系统通常配有 4 至 8 个硬盘驱动器、1 个内

置服务器、易于使用的管理软件，并且能够备

份和保护数 TB 的数据。“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俗语并不太适用于小

型企业的存储解决方案。因为，混合云存储集

本地存储和云存储的优势于一身，可提供快速

和可控的现场存储，并能始终在安全的异地提

供防灾难副本，让您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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