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介 

由于硬盘 (HDD) 和固态硬盘 (SSD) 存储大量高度敏感的数据，因此数据

中心必须找到一种安全的方法来报废硬盘。但是，一般采取的方法 - 覆

写数据并销毁硬盘（内部处理或通过第三方服务进行处理）的方法成本

高、时间长，且经常不能完全保护敏感的数据。该白皮书将会介绍，具有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ISE) 能力的自加密硬盘 (SED) 技术如何大幅

度的降低硬盘报废时间、成本和困难，同时确保数据的高度安全。

难题：如何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报废硬盘

HDD 和 SSD 产品一般拥有 3 - 5 年的生命周期，不是由于产品的损坏，而

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使其淘汰。这使得各个组织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在保护

重要数据的同时，安全、快速、经济高效的报废企业硬盘？

数据保护十分重要。行业分析师估计有 80% 的企业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 

PC - 甚至更高比例的企业服务器 - 包含需要保护的敏感个人和金融信息

或知识产权信息。HIPAA、Gramm-Leach-Bliley 和 Sarbanes-Oxley 等规

定要求组织保护这些数据的隐私性。许多州甚至出台了有关数据破坏的法

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安全漏洞信息法》（SB-1386），该法律规定

当有理由相信其数据会对他人造成危害时，需要及时通知所有潜在的受害

者。因此，这些规定使得安全违规所造成的损失增加。根据数据的敏感程

度，加上发现违规事件并通知、丧失生产力、丧失客户、罚款和补救措施

等因素，安全违规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一般会在 50 至 300 美元之间。简而

言之，对报废硬盘上的数据进行安全处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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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采取的流程耗时长、花费高且不能完全保护数据

注重数据安全性的企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来以安全的方式处理

硬盘。企业报废硬盘时，通常会将硬盘数据覆写和/或对硬盘进行物理破坏。

数据中心经常会将销毁硬盘的任务外包给第三方。另外，IT 企业通过数据中

心将硬盘覆写并发货给其他的数据中心来用作其他用途，这是一个成本高、

耗时的过程，同样被证明是失败的做法。更多关于现有硬盘报废方法的优点

和缺点的信息，请参考 附录 A。

具有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功能的 SED - 简化并降

低硬盘报废成本

具有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功能的 SED 通过提供一种无障碍、快

速、经济高效且安全的硬盘报废方法，来解决现有硬盘报废方法的缺点。

SED 可执行全盘加密。这些解决方案采用 AES-256 或 AES-128 加密算法，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证明这些加密算法符合等级 2 数据政府事

务处理标准。使用专门的 ASIC 芯片可以将数据在写入磁盘前将其加密。加

密的加密密钥存储在磁盘的安全、不可接触的区域。执行读取时，磁盘上的

加密数据将在离开硬盘之前被解密。SED 将会一直运行 - 也就是说它将持续

进行数据加密，而不能停止。在正常操作中，SED 上的加密操作完全公开透

明。SED 硬盘同非加密硬盘一样对系统的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报废具有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功能的 SED

希捷 Secure™ SED 使用经 NIST 验证安全的方法来生成自己的加密密钥。

需要报废硬盘时，管理员可以简单的将数据加密密钥更改即可。没有正确的

数据加密密钥的话，硬盘上的数据将会快速自动的无法读取，并将安全的进

行重新格式化。

同其他方法相比，希捷 ISE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可以在一秒钟内安全加密

的删除一个 3TB 硬盘内的数据，而之前需要 39 个小时来将硬盘覆写三次。

希捷 ISE 降低了通过销毁或覆写而产生的全部成本。数据中心无需再覆写

硬盘、花钱来用机器销毁硬盘或雇佣第三方来销毁硬盘。由于硬盘没有被销

毁，所以加密、清空的硬盘可以被公司重新安全地进行销售或捐赠来重复 

使用。 

结论

传统的硬盘报废和再利用方法耗时、成本高并且

可能（不排除数据中心的努力）会无法完全消

除数据安全漏洞的风险，具有 Seagate Instant 

Secure Erase 功能的 SED 技术提供了最佳的安

全解决方案。通过使用可以在写入硬盘时自动加

密数据的硬盘，想要报废硬盘的数据中心可以放

弃使用加密密钥。任何人将无法再对保留在硬

盘上的数据进行访问。数据中心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和资金，无需再担心如何保护硬盘内的

数据，可以直接销毁硬盘或重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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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目前硬盘报废方法的优点和缺点

目前两种最常用的硬盘报废方法：

• 覆写硬盘

• 物理破坏

该部分将会探讨两种方法的利弊。

覆写硬盘

不论是准备销毁还是重新利用硬盘，一般数据中心会覆写硬盘数据。覆 

写可以防止数据算坏设备，并确保重新利用硬盘的新用户无法获取原来的 

数据。

要覆写硬盘，数据中心会使用一个软件程序来将 0 和 1 的组合写入到硬

盘的所有位置，使用垃圾数据来代替有用的数据，达到隐藏之前数据的目

的。根据数据的价值和/或行业管理标准，可能会需要多次覆写操作。

按照这些数据覆写标准，公司可以确保其数据无法被恢复。覆写标准包括

美国国防部 (DoD) 5220.22 文件（其中指出硬盘报废或重新使用前需要覆

写三次）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800-88 文件（硬盘在一次覆

写后便不可以恢复数据）。

硬盘覆写优点

由于覆写不会损坏硬盘硬件，因此硬盘可以重复使用。根据硬盘的剩余生

命周期和新硬盘的价格，这样操作可以为企业每块硬盘节省数百美元的资

金。如果硬盘出现物理性的损坏，覆写硬盘后也可以防止数据外泄。

硬盘覆写的缺点

覆写硬盘耗时、极易发生故障且成本较高。

耗时 - 在如今的数据中心中，硬盘的容量非常大。3TB 的容量已十分常

见，4TB 和 5TB 的硬盘即将上市。根据硬盘大小和系统速度，如此大的容

量，需要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来完成覆写操作。例如，一次需要 13 小时来

完成重新格式化/覆写一台 3TB 硬盘。一般来说，如果需要重新使用硬盘，

需要执行三次覆写操作 - 每台硬盘需要 39 个小时。随着硬盘容量的增加，

覆写时间也会随着增长。

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故障 - 硬盘可能会由于数

据错误或其他错误导致运行停止，这些问题会导

致覆写暂停或完全失败。一个伺服错误可能会使

硬盘无法定位数据且/或将其覆写。例如，一位

客户发现覆写经常失败。如果在一两个小时后操

作中止，他们将会重新启动操作。如果在 8 至 

10 个小时后操作中止，他们将会放弃覆写操作

并销毁硬盘，这样会增加成本并带来安全风险。

为此，数据中心的工作人员需要时刻关注覆写过

程来确定覆写何时失败，增加了覆写过程的人力

成本。

成本 - 除了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关注覆写过程的成

本，覆写硬盘的软件程序价格也是千差万别，有

免费软件、价值 70 美元的单用户版本，到价值 

4,000 美元1可供 1,000 名用户使用的软件。

物理破坏

公司通常会销毁其不想回收利用的硬盘。通常会

将硬盘从上到下钻孔、切碎、捶打或压碎。公司

可以选择销毁硬盘的方法，在数据中心销毁硬盘

或请第三方公司进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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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源 - 来自 Multi-wipe (www.multiwipe.com)、iolo Technologies DataScrub-
ber (www.iolo.com)、Lsoft Technologies Active@KillDisk (www.killdisk.
com)、White Canyon Software WipeDrive (www.whitecanyon.com)、Jetico 
BCWipe (www.jetico.com)、Kroll Ontrack Eraser (www.krollontrack.com) 的
解决方案调查。



内部销毁

当无法覆写硬盘时，出于安全考虑，会禁止将硬盘带出数据中心。由于外人

无法进入数据中心，销毁硬盘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性。缺点包括消耗时间、

精力和资金。销毁硬盘的费用会千差万别 - 从手工销毁的 950 美元到大量商

业销毁的 45,000 美元。2 IT 工作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销毁硬盘。由于物

理性销毁硬盘会造成环境性危害，因此 IT 工作人员需要小心的进行搬运和

处理

外包，现场销毁

外部的公司可以进入数据中心来进行现场销毁作业，来确保每一块硬盘都不

会外泄。这种方法消除了硬盘丢失的风险。同样也很方便，IT 工作人员可以

不必花费时间来销毁硬盘并将其运走。缺点是这种方法成本很高。第三方会

收取搬运费用和硬盘销毁费用。同样存在安全风险，因为外部人员可以进入

公司的安全区域。

外包，外部销毁

很多时候，公司会请外面的公司在公司外部销毁覆写后的硬盘。使用这种方

法，外部公司将无法进入安全中心，而且外部公司会负责处理废料。这种方

法成本很高，费用因数量而定，且不能完全消除安全风险 - 特别是数据中心

未能完全覆写硬盘。因此数据中心必须确保其雇佣的公司拥有适当的销毁地

点，并且需要遵守硬盘处理的规范。外包公司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

系 - 一些公司提供客户可以锁定硬盘的控制台，并使用这些控制台来等待卡

车运输硬盘，直到硬盘销毁为止。然后外包公司会开一份销毁证明来证实整

个流程从头到尾一直遵循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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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源 - 国际数据服务 (www.datade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