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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O 加快业务发展的  
5 个关键途径

现在，首席信息安全官 (CISO) 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参与董事
会层面的决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
形势下，商业头脑已经变得和技术
诀窍一样重要，高管们依靠 CISO 
将安全计划与业务目标联系在一
起，以促进增长，实现创收。

Forrester 最新制定的一份报告建
议 CISO 将安全性纳入企业发展
战略，同时兼顾关键创新并对技
能差距进行管理。我们将为您介
绍可以促进业务发展，为董事会
提出真知灼见的五个最佳实践 — 
让您成为明星式 C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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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了解  
CISO 角色的转变
过去，CISO 被认为是公司安全策
略的先锋。他们很少考虑利润率，
如果出现漏洞或发现漏洞，他们
的反应是去修复系统，而不是调
整业务。但时代已经改变，CISO 
已经成为一个业务角色，而不仅仅
是一个技术角色，关注的焦点从
反应性安全措施和技术转移到了
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管理。

现在，CISO 需要创造价值，增加
收入，吸引客户并推动业务实现两
位数的增长。他们需要提高业务
运营的速度（例如，快速且安全地
将产品或体验推向市场），以获得
竞争优势并增加利润，同时还要
将风险和任何相关的经济损失 
（或更糟的，对品牌信誉的损害）
降至最低。

最后，董事会希望 CISO 从他们的
角度来看待安全问题，并就网络
安全以及其他众多要求进行沟通
和管理（参见：数字化转型）。根
据 Forrester 的说法，“安全部门
的领导者还必须将个性化、虚拟
助手、边缘计算、外部 API 服务
和数字流程自动化添加到他们的
团队所理解的技术列表中。”*本质
上，CISO 必须作为值得信赖的顾
问，通过多个渠道，有效地传达董
事会所理解的风险，这样他们才
能迅速并安全地采取对业务最有
利的措施。

https://www.splunk.com/en_us/form/4-ways-digital-transformation-can-help-the-bottom-line-and-how-a-siem-can-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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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了解董事会的 
业务需求
网络安全曾经被认为是 IT 业务
的一部分，因此对于管理人员来
说，这些问题会过于技术性，
进而让他们难以理解。另一方
面，CISO 对财务风险又知之甚
少，也很少能回答有关整体业绩
的问题。但现阶段，董事会希望 
CISO 成为这些讨论的一部分， 
并在众所周知的会议桌上拥有一
个席位。因此，CISO 需要了解哪
些因素会推动业务增长，以及如
何用董事会能够理解的平实语言
来解释“安全”问题。

大多数管理人员都没有技术背
景。他们无法理解“命令与控制”
和“网络横向移动”之间的区别，
而且可能会对网络安全的复杂性
望而生畏，特别是当讨论涉及技
术性话题和相关人员制定的演示
文稿时。

因此，对 CISO 来说，和其他高
层管理人员找到共同话题至关重
要。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弄
清董事会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以
董事会可以理解的指标传达网络
安全的价值，比如节省的时间和
资金，以及防止的各种事故。不
要深入研究已部署的工具或已测
试的应用程序。他们希望了解安
全性对业务本身的影响 — 而不仅
仅是如何在运维层面进行改进。

最后，为了更好地确定董事会优
先考虑的目标，要弄清楚收入是
如何流入和流出组织的，以及可
能会对这一点产生不利影响的因
素有哪些（例如，大型零售商的
网站故障）。一旦您开始考虑这
些类型的问题，您就可以开始将
各种措施与最为关注的问题联系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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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将安全性纳入 
企业发展战略
执行新项目的任务时，CISO 需要
从一开始就解决安全性问题，然
后通过开发对其进行测试。在开
发过程中构建安全性可以获得客
户的信任，促进销售并更快地将产
品推向市场，从而提高收入。将安
全性纳入项目和业务规划还有助
于降低风险，特别是在发布周期
较短的敏捷环境中。

根据 Forrester 的说法，“缺乏一
致性的安全策略会错失通过设计
将安全性纳入创新周期早期阶段
的机会，进而减缓企业应对大规
模破坏的计划。”安全设计 (SbD) 
可以采用一种全面且具有前瞻性
的安全方法，而不是只在发生事
故时执行安全策略的追溯方法 
（可能有产生故障和经济损失的
风险）。

通过 SbD，安全专业人员可以将
安全性引入到开发过程的每个阶
段，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头开始设
计基础设施，并实现安全控制的自
动化。反过来，这意味着不再需要
就每一项基础设施更改征求CISO 
的意见—这就意味着，重复和繁
杂的工作更少，并有更多的时间关
注更高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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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制定 
战略路线图
涉及到长期规划时，路线图非常有
益。它们可以提供预测和协调技术
开发的框架，进而有效地将安全措
施和解决方案与长期业务目标联
系在一起。

首先，战略计划应该评估当前的
安全状况，并制定未来 12 个月的
大致目标，未来 18-24 个月的中
期目标，最后是未来 36 个月的长
期目标。计划应在较高的层面验
证企业的使命、愿景和目标—这
样，CISO 就可以确定自己的工作
重点。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下游任
务的执行，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全面
的风险管理，防止潜在的失误和
技术滞后。

制定顶层目标之后，CISO 就可以
更细致地研究安全问题，包括公司
应对外部和内部威胁的方法、数
据隐私问题以及将网络安全纳入
日常运维任务范畴的最佳实践。

最后，应在项目完成时继续对目
标进行更新，CISO 应该根据组织
的需要以及不断发展的技术堆栈
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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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定义 
安全解决方案 
的帮助方式
那么，CISO 究竟如何将安全性与
组织的业务目标结合起来呢？尤其
是当他们很忙的时候？他们不仅要
参与董事会的高层管理工作，还要
参与整个组织的管理工作—提供
解决方案，维持正常的运营模式，
并尽可能为员工提供便利。CISO 
基本上无法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尤其是在人手和支持人员明显不足
的情况下。现实是，没有足够的熟
练专业人员来分析大多数组织每
天都会面临的大量事件。

CISO 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平台，
可以确保安全和品牌信誉不受损
害—他们需要一个可扩展的、全
面的安全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安全
团队和 CISO 更好地识别公司内
部的重要资产或数据点的解决方
案，以及分解式数据仓库、简化工
作流，并具有跨 IT 领域和安全生
态系统的全局视图。现在，您可以
自动执行重复性任务，强制增加团
队的工作量，并更好地将注意力集
中在关键任务决策上。

秘密就在于 SOS—也就是 
Splunk 的安全运营套件。
Splunk 的安全运营套件采用最新
的安全运营方式，可降低风险。 
我们的安全套件（包括市场领先的 
SIEM、UEBA 和 SOAR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提高您的网络防御机制，
同时可加速威胁管理并扩展您的
安全运维。

详细了解我们的安全解决方案如
何帮助改善并加速您的运维工作，
包括组织的安全状况。

企业

用户行为分析企业安全 PhantomAOF 内容

https://www.splunk.com/en_us/cyber-secur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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