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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IT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 IT 安全投资模型，可帮助我们根据具体的业务价值分析

在安全方面的投资。该模型还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向英特尔的金融专家、安全专业人

员和业务部门传达该价值。

为了开发基于电子表格的模型，我们将

现有模型中的概念与内部最佳实践（包

括财务和运营方面）相结合。该模型的

最重要成果是可根据投资所能降低的风

险，评估每项投资的经济价值。

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分析每项投资在

实际 IT 环境中的整体价值，而不止是单

个投资在个别方面的成果。例如，当在

现有的控制方案中增加一项新投资时，

便可以预估其带来的新增价值。

其他优势还包括：

• 该模型可应用于任何类型的安全投资，

无论是培训还是基于硬件的控制。

• 支持在依次进行多项投资后衡量其累计

价值。

• 从该模型中提取的数据能够以业务人员

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

我们使用模型帮助英特尔 IT 及其他部门

深化讨论，并用来分析新的安全计划并

研究现有控制措施，以便确定哪些领域需

要调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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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TEL
IT@Intel 计划将全球各地的 IT 专业

人员及其我们机构中的同仁紧密联

系在一起，共同分享经验教训、方

法和战略。我们的目标十分简单：

分享英特尔 IT 获得业务价值并实现 

IT 竞争优势的最佳实践。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

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代表。

业务挑战 
英特尔 IT 与许多其他机构一样，在分析

信息安全投资的价值以及将这些价值传

达给金融和业务经理时都面临着挑战。基

于这一点，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在评估这些

投资以及确定投资优先级别时，难以有系

统和客观地讨论。这会令安全专业人员、

金融专家和业务部门感到失望。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决策者本身

并不是安全方面的专家，IT 需要一种有

效的方法来分析安全投资的业务价值，并

能够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决策者传达这些

信息。目前，整个行业在衡量投资价值方

面所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基于现有安全

数据分析的方法（如感染恶意软件的数

量）难以应用到新发现的威胁中；为此，

我们常常缺乏硬数据。由于缺乏这些数

据，行业中的安全专业人员在拟定投资时

会考虑具体的困难或者依据新闻和行业报

告，因而难以真实对比不同方案的价值。

此外，对新投资的价值作孤立的评估正在

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这种方法并没有考

虑现有安全环境，即我们已有的控制措

施。如果只作单独考虑，一项新投资可能

会极具吸引力，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极大的

安全威胁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可能已采

取有助于缓解这一威胁的控制措施。但要

真实分析投资为环境带来的结果，便需要

评估其为我们的现有控制措施带来了哪些

新增价值。

另外一个挑战是安全投资决策正变得日益

复杂。与其他机构一样，英特尔 IT 针对

许多重大投资做出了决策。例如，我们已

经在防恶意软件套件、防火墙以及其他防

御某些最常见威胁的工具方面作投资。

目前，更加隐匿的威胁形成了一种新的趋

势，例如社交工程开发盗窃数据。同时，

英特尔 IT 正在采用新的使用模型，如 IT 

以用户的设备选择为导向（亦称为 IT 消

费化），包括允许使用员工的个人设备。

我们可以单独或联合使用各种不同的方

法，来应对新发现的威胁和适应全新的使

用模型。其中包括新的安全技术以及非技

术方法，如员工培训和认知宣传计划。为

了能全面分析我们的选择，所以需要对这

些不同方法的价值加以对比。

由于信息安全预算有限，我们必须确定投

资的优先级别，以优化我们的防御产品组

合。我们需要一款工具帮助在现有安全环

境中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和对比安全投

资，并以金融专业人员和其他信息安全机

构人员或非信息安全机构人员易于理解的

方式传达。我们计划开发一种安全投资模

型来实现这些目标。

安全投资模型
新的英特尔 IT 安全投资模型旨在用于评

估、对比安全投资并确定安全投资的优

先级别，以及帮助我们与金融专家、安全

专业人员和英特尔的业务部门共同探讨这

些投资的价值。我们的模型基于一个电子

表格，它根据每笔投资可降低的风险为其

分配预估的经济价值。为了开发这个模

型，我们将现有模型中的概念与内部最佳

实践（包括财务和运营）相结合。

这个模型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在现有安全

控制措施环境中分析投资的整体成果，而

不止是单个投资在单方面的成果。它可应

用于任何类型的安全投资，无论是培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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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硬件的控制。这一模型的另外一个

优势是可以用于评估新的和现有的投资。

我们可以衡量新控制措施的价值，即分析

将它添加到当前的控制方案中所能进一步

减轻的风险。还可以衡量当前的投资组

合，以确定哪些领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并

需要添加资源。

该模型是用来识别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领

域，而不是将其作为投资决策的唯一依

据。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假设示例和价值来说

明模型如何重要，和列出英特尔使用这些

模型的真实案例。为了保护英特尔的机密

信息，实际的内部财务数据不会在此透

露。

概念：防御层与威胁类别
该模型使用了防御层概念（如图 A 所

示）。最外层是管理与由员工控制的措

施，其中包括安全策略和认知培训，旨在

防止威胁入侵计算环境；最内层是我们的

安全响应行动。

模型假定攻击以线性方式渗透，从外层开

始并不断向内侵入，直到被拦截。在每一

层，都会有一定比率的攻击被我们在该层

实施的控制措施所拦截，而其他攻击则可

以绕过这些措施并渗透到下一层。可以绕

过这一层的攻击的比率被称之为“绕过几

率”。

假设的绕过几率仅用于说明目的，如图 A 

所示。可以绕过所有分层的攻击的比率即

“剩余风险”。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尽量降低

剩余风险。

每一分层的安全投资会降低这一层的绕过

几率，并降低后面各分层的攻击侵入比

例，最终降低剩余风险。在图 A 中，“平

台”层的投资将绕过几率从 19% 降低至 

13%，从而将剩余风险从 3.2% 降低至  

2.1%。

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攻击以线性方式侵

入，因为它便于计算安全投资的风险和预

估价值。在开发这个模型的过程中，我们

与其他安全机构就该假设互相探讨，发现

它易于理解和接受。但是，实际上并非所

有威胁都遵循这种形式。

图 A. 防御层以及每个防御层的控制措施示例。数据仅用作举例说明

防御层

安全编码、安全规范、
安全套接层

杀毒软件、补丁、系统的
最低安全规范

应用

平台

网络

物理 —— 数据中心物理
访问控制、站点安全

剩余风险

绕过几率

70% 70%

当前投资 后期投资

63% 63%

32% 32%

19% 13%

11% 8%

8% 5%

6% 4%

3.2% 2.1%

恶意软件攻击

管理与员工

策略与标准、风险评

估、认知与培训

大容量存储

监控、入侵检测、主动式
和被动式响应

文件和数据加密、
企业权限管理

文件和数据

磁盘与备份磁带加密、
共享存储访问控制

响应

防火墙、隔离区、
防止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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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其他主要组件为威胁类别，1 

具体描述请参阅表 1，其中包括恶意软

件、社交工程、误用和环境问题等。

使用模型

以下假设示例介绍如何使用模型将计划中

的新投资进行对比并确定优先级别。

我们首先分析当前的环境，计算现有控制

措施的价值和成本效率。这为评估新投资

的价值提供了基本的信息。

然后我们分析计划中的新投资。在这个示

例中，我们在模型中添加了多个可选的拟

定新投资，并比较了他们的价值和成本效

率。在实际环境中，我们将利用这些信息

确定安全投资的优先级别。

当前环境

第 1 步. 评估现有控制措施的效用

我们首先对现有各分层的效用进行评级， 

将效用定义为被每层的控制措施拦截的攻

击的百分比。

效用的评级可以基于现有的数据，也可以

基于专家观点。对于在英特尔 IT 内使用

该模型的首个应用，我们从英特尔 IT 内

的安全主题专家（subject matter 

expert，简称 SME）的调查得出评级信

息，并要求每名 SME 对每层的控制措施

拦截受到各威胁类别攻击的百分比做出预

估。

通过对效用的评级，我们获取了每层的绕

过几率以及剩余风险等信息。在图 A 的

假设示例中，SME 将“管理与员工”层内的

控制措施针对恶意软件攻击的效用评级为 

30%；这表明这些控制措施可阻止或拦

截 30% 的威胁，该层的绕过几率为 

70%。
1 威胁类别源自 Veris 开发的一个框架。 https://

verisframework.wiki.zoho.com/ Incident-
Classification.html

物理层的内的控制措施可拦截剩余 70% 

攻击中的 10%；因此在经过物理层后，

绕过几率为 90% x 70% = 63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计划使用从环境

（信息所在之处）中直接获取的数据来替

代效用评级。例如，防恶意软件套件可对

其检测和拦截到的病毒和其他威胁提供详

细的指标。但是在某些领域，获取硬数据

可能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依

赖于专家观点；例如，可能难以确定某个

内部攻击是属于错误还是误用。

第 2 步. 确定现有控制措施的金融风险和

价值

构建模型的下一步是为风险和每层的现有

控制措施分配经济价值。

我们首先对成功攻击需要保护的信息资产

所带来的典型经济损失做出预估。我们的

假设示例注重以下两种具有极高价值的资

产类型：个人识别信息和知识产权。在这

一假设示例中，预计所有威胁带来的经济

损失可能达 10 亿美元。

然后，我们根据威胁的类别来划分总体金

融风险，结果显示在图 B 的圆形统计图

中。比率反映了每种威胁类别所带来的经

济损失。我们根据以往每种威胁类别中攻

击的百分比做出评估。这一信息乃根据客

服中心报告、之前的安全调查以及安全工

具标准等来源而获得。

在我们的假定示例中，13% 的攻击属于

恶意软件，因此恶意软件所带来的金融风

险估计高达 10 亿美元 x 13% = 1.3 亿美

元。

根据这项信息以及第 1 步中的绕过几率，

我们计算出进入每一防御层后的金融风险

以及在进入所有层后的剩余风险。此外，

这还使我们容易了解到每层所带来的价值 

—— 在进入该层之前和之后的风险差别。

表 1. 威胁类别

威胁类别 威胁特性

恶意软件 病毒、蠕虫、恶意软件和按键记录

软件

黑客入侵 SQL 入侵和拒绝服务攻击

误用 滥用管理、违反使用策略以及使用

未经批准的资产等故意的行为

错误 错误配置、编程错误和泄露机密等

意外的行为

物理 物理资产被盗、篡改和破坏

环境 地震和洪水等事件以及断电等基础

设施问题

https://verisframework.wiki.zoho.com/Incident-Classification.html
https://verisframework.wiki.zoho.com/Incident-Classif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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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示例中，管理和员工的恶意软件

绕过几率为 70%，因此在经过这分层后

的金融风险为 1.3 亿美元 x 70% =  

9100 万美元。

将所有威胁类别的价值累计在一起（如图 

B 右上角所示）便会得到经过这分层后剩

余的总风险。

图 B 中清晰展示了对威胁类别恶意软件

的计算；所有类别和分层的计算结果显示

在图 B 的底部。

第 3 步. 评估当前控制措施的成本效率

为了优化投资，我们必须考虑控制措施的

成本效率以及它们所能减轻的总风险。这

个模型提供了一个成本效率衡量值来帮助

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其称之为乘数：每

投资一美元所降低的风险。这是使用一种

类似于投资回报计算的方法来预估。

我们的计算基于每各分层带来的价值（如

果单独应用）—— 无其他防御层。除非

我们加以调整，否则内层的成本效率肯定

低于外层。这是因为它们降低的风险没有

外层多，许多攻击已经被外层拦截。

我们用每个分层的效用比率（第 1 步中

所述）乘以总金融风险得出这一值。我们

将所有威胁类别的值加在一起即获得了单

独应用时所有层带来的总风险，如表 2 

所示。

成本效率计算中的成本要素是每年为各层

分配的预算。在我们的示例中，平台层的

预算为 500 万美元。

为了计算这一乘数，我们首先从减轻的风

险价值中减去预算，得出投资带来的价

值。然后用预算除以该值。在示例中，平

台层的乘数是 131。

恶意软件的
绕过几率 潜在金融风险
后期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管理与员工 70% 91.0

物理 63% 81.9

网络 32% 41.0

平台 19% 24.6

应用 11% 14.7
大容量存储 8% 10.3
文件和数据 6% 8.3
响应 3.2% 4.1

恶意软件

恶意软件占
13%

1.3 亿美元

黑客入侵占
17%

1.7 亿美元
社交工程占

24%
2.4 亿美元

误用占
33%

3.3 亿美元

物理占
4%
4000 万美元

环境占
1%
1000 万美元

错误占
9%

9000 万美元

总潜在金融风险 = 10 亿美元 
个人识别信息 + 知识产权风险

恶意软件的潜在风险分配 = 1.3 亿美元
总潜在经济损失（10  亿美元）x  威胁的可能几律
（13%）

威胁类别的潜在金融风险分配与总剩余风险（单位：百万美元）

总剩余风险防御层 恶意软件 黑客入侵
威胁类别（潜在金融风险）

社交工程 误用 错误 物理 环境

管理与员工 91.0 132.0 168.0 198.0 51.0 24.0 7.0 671.0
物理 81.9 92.4 134.4 138.6 40.8 4.8 3.5 496.4
网络 41.0 46.2 94.1 110.9 32.6 2.9 3.2 330.9
平台 24.6 27.7 75.3 66.5 19.6 2.3 2.9 218.9
应用 14.7 16.6 67.7 39.9 5.9 1.8 2.6 149.2
大容量存储 10.3 13.3 61.0 31.9 4.1 0.9 0.8 122.3
文件和数据 8.3 12.0 42.7 22.4 3.3 0.3 0.6 89.6
响应 4.1 10.8 21.3 11.2 1.7 0.2 0.3 49.6

图 B. 我们为风险和各防御层的现有控制措施分配经济价值。风险评估基于历史数据并在圆形统计图中以百分比显示。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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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防御层的成本效率 
（单位：百万美元）

防御层 减轻的风险 预算 乘数

管理与员工 671.0 2 335

物理 736.5 1 736

网络 680.5 3 226

平台 659.0 5 131

应用 657.5 2 328

大容量存储 785.5 6 130

文件和数据 739.5 1 739

响应 577.0 5 114

 最高效

表 3. 新拟定投资后每个分层在阻止攻击
方面的效用

绕过几率
防御层 当前投资 后期投资 

管理与员工 70% 70%

物理 63% 63%

网络 32% 32%

平台 19% 13%

应用 11% 8%

大容量存储 8% 5%

文件和数据 6% 4%

响应 3.2% 2.1 %

剩余风险 3.2% 2.1%

分析新投资

除了以上的第 1–3 步外，评估新投资的

价值还需要以下这些步骤。 

第 4 步. 评估新投资的效益

如第 1 步所述，我们的 SME 在拟定投资

后再评定其效益。每个类别的绕过几率计

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第 5 步. 计算每项新投资的价值

为了估算每项拟定投资的经济价值，我们

计算了其可以降低的剩余风险。

为此，我们计算了投资前后剩余风险的差

异：即投资所能够减轻的风险。

图 C 基于我们的假设示例，列出多个不

同分层内的潜在投资价值的对比。表中的

值（图 C，左侧）基于单独应用每项投

资，而并非累计投资。该表还可以帮助我

们对比每项投资对不同类型威胁的效用。

如图 C 所示，投资 A（管理与员工防御

层）具有最高整体价值（它尽量减轻了风

险），这主要是因为在阻止社交工程攻击

时其效率最高。在我们的示例中，为了防

止社交网站上的机密信息意外泄漏，投资

使用了全新的战略，其中包括员工培训和

可主动监控外部站点的第三方服务。这个

战略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风险，尤其是社

交工程攻击不断增长而企业并没有部署充

足的控制措施来阻止这些攻击时。

第 6 步. 评估每项新拟定安全投资的成本

效率

我们根据新投资降低的风险以及所需的

实施预算，使用上述第 3 步中的类似计

算来评估每项新投资的成本效率。表 4 

对图 C 中显示的各项拟定投资的成本效

率对比。投资 A（管理与员工层）的乘数

最大，这表明其成本效率最高。

总剩余风险（单位：百万美元）

威胁类别
总体

不断降低的
风险恶意软件 黑客入侵 社交工程 误用 错误 物理 物理

投资 A
（管理与员工）∞

投资 B
（文件和数据）
投资 C
（响应）
投资 D
（网络）
投资 E
（平台）

1.2 1.4 15.2 7.5 1.1 0.1 0.2 26.7

1.0 2.4 6.1 8.0 1.2 0.1 0.0 18.8

0.8 4.8 8.5 4.5 — — — 18.6

— — 9.2 7.0 1.0 0.2 0.1 17.5

— — — 3.7 0.6 0.1 — 4.4

 最高整体价值  
∞  表中显示了对单个防御层的一项投资。事实上，一项投资可应用于多个分层，或多项投资可应用于一个分层。

图 C. 计算累计投资可能会出现降低经济回报的结果，如图片右侧部分所示。首先对“管理与员工”层投资。每项投资都会降低部分风险，在实施这些投

资时我们从最高层开始，逐渐向最低层过渡。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6 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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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降低的风险 x 预算 x 成本效率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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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显示的所有新投资的乘数都远远小

于图 C 中显示的现有环境中的乘数。这是

因为表 4 仅考虑了一项新安全投资对已有

控制措施新增的价值，而图 C 则考虑了在

缺乏任何其他控制措施时整个分层所带来

的价值。

步骤 7. 评估累计实施拟定投资的效用和

成本效率

为了能够尽量降低风险，可能需要作多项

安全投资。我们的模型支持在按顺序进行

多项投资后评估其累计价值。

图 C 右侧的图表基于我们的假设示例，显

示了一种可能的结果。首先对“管理与员

工”层投资。每项投资都可降低一部分的

整体风险，让随后的下一项投资面临较低

的风险，因此连续投资可能会降低经济回

报，如图 C 所示。

不过这也可能实现相反的效果：之后的投

资可能会比之前的投资产生更高的回报。

例如，当一项安全投资是为其他投资奠定

基础，那么这项投资带来的价值就会更

高。

其中企业权限管理（enterprise rights 

management，简称 ERM）即是其中一

个示例，该功能在“文件和数据”层通过加

密保护信息，并且是其他功能的基础。这

些功能包括数据丢失防护（data loss 

prevention，简称 DLP）技术，它可以检

测是否有人将机密文档传输至机构外的接

收人，并可利用 ERM 保护传输之前的文

档。DLP 有助于减轻社交工程、误用和

错误等类别的威胁，进而带来可观的价

值。

成果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这套模型来分析重大的

安全投资，并推进与财务经理和业务部门

的讨论。我们正将模型应用于新的和现有

安全投资中。

分析新投资

我们使用模型来分析访问管理架构的重

建，此架构是英特尔 IT 实施新安全战略

的重要组件。重建可带来业务优势，例如

帮助更快适应新的使用模型和设备，包括

具有不同安全级别的用户电子设备。

重建需要按顺序部署多个新组件 —— 第

一个架构中其它组件所必需的身份与访问

管理基础组件。单独来看，这套基础组件

是架构中最昂贵的组件，但是并未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风险。

但是，当我们对整个投资顺序建设模型，

便可清楚看到实施这一基础组件后，可以

让后续添加的新功能在风险降低和成本效

率上取得更多收益，如图 D 所示。这些

基础组件包括一个单点登录系统、一个可

提供硬件增强型安全访问的网关以及可通

过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简化访问的特定

应用。

表 4. 比较拟定的新投资的成本效
率 （单位：百万美元）

投资 
（防御层）

不断降低
的风险 预算 乘数

投资 A
（管理与员工）

26.5 1 26

投资 B 
（文件和数据）

18.9 1 18

投资 C 
（响应）

18.6 1 18

投资 D 
（网络）

17.4 3 5

投资 E 
（平台）

4.3 2 1

 最高效

风险降低模型分析

风
险

降
低

累计降低的风险
减轻的风险

设备身份访问 单点登录 网关硬件
管理基础组件

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脑 

3x
71x

84x

90 部智能手机
156 台笔记本电脑

单独来看，这一基础

组件并未在很大程度

上降低风险。但是模

型显示实施这一基础

组件可让后续添加的

新功能取得更多收
益。

–

+

图 D. 后续投资的价值和成本效率模型。数据仅用
于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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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展示基础组件的价值。它显示了

初始投资有多重要，虽然随后按顺序实施

其他组件能够将风险将至更低。

分析现有管理

继续分析我们现有环境的效用非常重要。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安全管理的效用通

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其中部分原

因是由于攻击者不断采用新技术来击败它

们。

通过使用模型对现有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

后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即我们的响应功能

确实非常强大（如高乘数所示）。对于具

有较低乘数的其他分层，我们认为值得对

其继续研究，以确定特定的控制措施的效

用是否正在降低。作为此次分析的结果，

我们在得分较低的分层内对管理按目录分

类、记录具体原因并对投资给出建议。

结论和下一步计划
我们开发的安全投资模型是一个极具价值

的工具，可根据其商业价值对安全投资分

析、对比并确定安全投资的优先级别。模

型可帮助推动与金融专家和英特尔业务部

门举行系统化的数据驱动型讨论。∞

它还提供了可帮助回答关键问题的洞察信

息，例如：

• 特定分层内一般的投资回报是多少？

• 特定威胁的剩余风险是多少？

• 哪项增加的投资可尽量降低风险？

• 哪项增加的投资可实现最高利润回报，

即具有最大乘数？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信

息， 请访问：www.intel.com/cn/it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计划进一步增强

此模型，以提升其为英特尔带来的价

值。例如，只要有可用的信息，便从 

IT 环境中直接获取数据替代效用评

级。此外，防恶意软件套件提供了大量

标准，可以将其应用于模型之中。我们

还部署了商业智能工具来提供具体的详

细信息，例如环境中受影响的系统数

量。在其他情况中，我们可以调整现有

管理工具（如客服中心软件），以便它

们生成的信息与模型中的类别和分层保

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