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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从 IOS 与 Android 为代表的智能终端推出，强大的智能终端

迅速地统治了个人通信设备，其强大的功能以及便携性使其

应用范围逐步超过笔记本电脑与 PC。但移动办公所带来的安全问题

与普通的网络安全问题并非完全相同，因此新趋势所带来的新问题

将会是实现 BYOD 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BYOD 的趋势

目前，BYOD 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的需求，主要为用户自身的办

公需求和企业需提高办公效率。下面将对两种需求进行分析：

BYOD面临的安全问题与解决方案
广州分公司   吴昊  俞琛

关键词： BYOD   移动办公   安全风险

摘要：随着移动终端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的消费者开始使用移动终端进行办公，即

自带设备 (Bring Your Own Device)，他们通过移动终端接收工作邮件，通过移动终端接入

内网搜索资料，而这一切对于企业来说，既带来好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好处在于员工

将自己的设备部分功能用于为企业创造利润，提高效率，但是风险在于自带设备所带来的

安全风险却是不可估量，包括内部资料的丢失、内网安全等方面。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

当前 BYOD 的发展状况，以及实现 BYOD 所遇到的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 用户的个人需求

假设在一个场景中，一个销售人员在地铁上接到客户的电话，在

交流的过程中，销售人员发现客户对某款产品特别感兴趣，并希望

能够与销售人员当面了解，这时，他通过智能终端登上公司的内网，

下载了产品的资料，并仔细进行阅读，在面谈前，他将产品资料进行

筛选，并发送邮件给客户，在整个过程中，大概只要半小时。在过

去智能终端未普及前，销售人员可能需要首先打电话给技术人员，将

相关资料发送到邮箱，然后他找一个能够无线上网的地方收取邮件，

进行阅读，这个过程或许需要花费几个小时。同样的事情，移动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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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对于用户办公带来了便利。

根据 Eccentex 的相关数据，对于 IT 设备，只有 20% 的员工对

其公司已经为他们提供的 IT 设备感到满意，对于提升效率，59% 的

员工认为智能终端与 PC 协助能够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

• 为企业带来的效率

同样是上面的例子，销售人员通过移动终端节省在每一个销售

机会上的时间，对于企业来说等于提高了销售效率，增加了销售的机

会，同时员工使用自带设备进行办公，等于减少了企业在 IT上的投入。 

在 2011 年 Aberdeen Group 做过一个报告——《高绩效企业

通过实时移动分析为员工提供支持》，里面主要是分析移动商务对于

提高企业中不同岗位的作用，以及移动商务所带来的潜力。该报告

中提到，其调查的同类型企业中，通过部署移动商务的企业能够获

得相当的业务价值，92% 的同类型最佳企业的客户完全满意或者非

常满意，他们能够在 87% 的时间里制定关键业务决策访问所需的信

息，相对于行业平均值来说提高了40%，比落后者高 6 倍。

二、BYOD 的安全问题域与解决方案

( 一 ) 个人隐私保密

• 隐私保护

对于个人拥有的设备，要成功部署 BYOD，首先需要员工愿

意将自身设备用于办公，当员工将自身设备用于办公时，必须安装

BYOD 软件，如果软件中的策略影响到用户的个人隐私，用户将不

在愿意将个人设备用于办公。

众多 BYOD 厂商的解决方案中都提到，企业在实施 BYOD 之前，

应该与用户签订隐私条款，用户需要知晓 BYOD 软件可能会涉及那

些数据，以及企业与个人所需要遵循的义务，只有用户同意了该条款

才能安装 BYOD 软件。如果企业不明确条款，将面对法律风险。

另外，BYOD 软件应可以让用户选择他的终端的某些信息是否

可以被收集到服务器上，包括 GPS 位置、个人信息等。

• 用户体验

安装 BYOD 软件必然会影响用户的移动终端的使用，过多的限

制将会使得用户产生负面感受，因此必须平衡限制与用户体验，不

要将个人设备变成公司的设备。另外BYOD软件的使用不能过于复杂，

不是所有的用户都是 IT 工作者，软件的易用性也会影响到用户是否

愿意将个人设备用于办公。

• 个人拥有与企业拥有

个人拥有的移动终端与企业分发给用户使用的移动终端应有不

同管理策略，BYOD 软件应能对接入的不同终端进行定义，以区

分企业拥有与个人拥有。对于企业拥有的设备，能够拥有更多的权

限使用企业资源，但对于用户的使用限制将更多，而个人拥有的设

备则相反。

( 二 ) 安全认证与设备准入

• 限制设备的准入类型

不应该是所有的终端均能参与 BYOD，企业应该限制终端接入

的类型，OS，以及在安装 BYOD 软件时，BYOD 软件能够对终端

的环境进行检测，在符合安装环境的才能进行软件安装。



45

前沿技术

• 办公网接入

员工通过办公区域 Wi-Fi 接入企业内网应进行安全认证与行为

的监控，对于非参与 BYOD 的设备应不允许其接入办公区域 Wi-Fi，

或者限制其访问权限。图 1为某厂商 AnyOffice 对于企业内网接入

的认证手段，所有的用户接入均需要经过安全准入控制网关的认证

才能连接内网数据。

( 三 ) 企业数据保密

• 企业数据与个人数据的隔离

企业的数据应该与个人的数据进行充分隔离，在实施 BYOD 前

应准确定义出企业的数据类型，并通过 BYOD 软件将企业的数据进

行集中存放，相互之间处于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除了部署特定的

策略之外。

如某厂商的 AnyOffice，它的 BYOD 产品是创建一个沙箱并将

企业的数据存放在沙箱中，通过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所有

在沙箱里面进行编辑的数据都是无法移动到沙箱之外，这样做的好

处在于防止企业数据外泄，同时也能防止个人数据中的病毒、木马入

侵到企业的数据。

• 对数据进行严格的控制

企业对企业的数据应该具有充分的控制权，并能够通过 BYOD

的服务器端将策略统一下发至每个客户端；企业的员工在使用 BYOD

软件应当签署保密协议，服从企业的策略，保护企业数据。

如 Air Watch，它的 BYOD 产品支持远程控制，企业和用户均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可以使用的远程控制功能，例如清除设备、

发送短信、锁定设备等。以清除设备为例，用户可以定义终端遗失

后对终端内的数据进行清除。企业与用户能够定义的策略是不一样

的，在涉及隐私的部分企业是无法进行控制，企业只能控制企业相

关部分的数据。

• 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

在移动终端中，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与传输显得更加重要， DLP

图 1 某厂商 AnyOffice 实现方式

• 非办公网接入

当员工在外面办公时，必须通过 BYOD 软件进行 VPN 接入才

能进入内网，访问内网资源，并根据不同职位与接受策略的不同，

限制员工访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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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泄露防护）是在实现 BYOD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企业要

保证自己的数据在存储与传输的过程中不被泄漏，存储安全普遍通

过上面所提到的沙箱的方法进行隔离，并对数据进行加密，来实现

双层保护，传输安全主要通过将数据流进行加密，如 SSL，除了加

密之外，还有一些厂家，如 Symantec，它使用 Proxy 的方式进行

数据保护， 如图 2。

在后面详细讲解）同步到企业的服务器中；同时 BYOD 软件与企业

APP 的数据也应该减少本地存储，尽量使用远程读取的方法，减少

数据泄漏的危险。

( 四 ) 移动设备安全管理

• 为终端建立一道防线

根据 2013 年 Mcafee 的 Q1威胁预测，移动终端的威胁仍然主

要来自恶意软件与蠕虫，因此 BYOD 软件能够对主动攻击与被动攻

击的防御，包括对入侵行为的发现、恶意代码的检查、设备“越狱”

的检查等，定期对设备进行安全扫描，减低移动设备的安全风险。

• 支持远程管理

参与 BYOD 的移动终端均能远程进行策略配置与管理。策略应

分为企业必须遵循策略与用户可选策略；用户与企业管理者能够通

过 BYOD 的服务器端对其设备进行管理，但管理的权限不应相同。

如 Air Watch，它的 BYOD 策略就分为两种，为管理者所定义

的策略与用户自己定义的策略两种。其中管理者所定义的策略，这

些策略是用于所有参与 BYOD 的移动终端，应用范围包括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类型、漫游的方式、加密、密码设置的复杂度等方面。用

户自己定义的策略，首先是隐私策略，包括 GPS 定位、个人信息是

否需要被检查等，其次是一些服务功能，例如远程锁定、发送短信

到终端、清除密码、清除资料等。

• 威胁告警

当终端使用者违反策略时，应该能够及时通知企业管理者，在

策略的允许下对违反者进行警示，记录违反行为，严重的能够直接

图 2 Symantec 针对 BYOD 的 DLP 

图中可以看到，所有直接去往 Internet 的流量都是禁止的，必

须通过加密的隧道经过 Web Proxy 的检查之后才能通往 Internet，

所检查的流量主要是 E-mail、Web、APP 等，主要是防止企业的信

息被上传到网络，被检查到的流量如果违反规则就会被阻断。

• 数据备份与恢复

企业相关的数据均应支持远程备份，包括邮件，文档等，这些

数据可以通过 BYOD 软件或者企业APP（企业自主开发的应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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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其 BYOD 的功能，并清除相关数据。

( 五 ) 移动应用安全管理

• 白名单或黑名单

设置软件安装的白名单或黑名单，白名单是在移动终端上仅允

许安装的软件，其余软件均不能安装，这一类型的限制安全性高，

且对于企业来说，白名单维护起来方便，但是过于严格，容易引

起终端用户的反感，适用于企业为员工配置的移动终端 ；黑名单

是不允许在移动终端上安装的软件，这一类型的限制安全性相对

低，且需要经常更新，但是不会引起用户的反感，适用于员工自带

设备。

• 企业APP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会有自己开发的办公软件，这些软件

不应放在公开的 Andorid 市场和 App store，企业可以组件自己的应

用商城。企业APP 的用户有三类，开发者、管理者、使用者，开发

者主要是对 APP 进行开发与更新；管理者主要是进行策略的制定，

并将策略与 APP 的使用相结合，例如权限控制、使用反馈等；使用

者主要是企业的员工，企业APP 应具备简明易用。

企业APP与个人应用不一样，它应具备以下基本策略：

1. 用户认证与超时，用户使用企业APP 时需要进行认证，并且

有具有超时机制。

2. 数据存储的策略，包括数据是否允许存储于本地，数据存储

是否进行加密等。

3. 数据尽量减少本地存储，尽量保存在云端，减少数据泄漏的

威胁。

4.该软件是否允许文档的共享，包括上传到一些网盘。

5. 一些特殊 API 接入，如复制、剪切、粘贴、打开网页的操作

是否允许。

6. 是否允许越狱和 root 的设备安装。

7. 限制该 APP 的网络连接，只允许该 APP 接入特定 IP、端口、

防止数据外泄。

企业APP与 BYOD 软件的策略应相同。

三、机遇与挑战

BYOD 在国外的发展相对较快，主要原因在于移动终端的普及

程度与发展速度更快，国外从 2010 年就开始有移动设备管理（MDM）

的概念，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逐步趋向成熟，并且在各行业中已

得到大量的应用，包括航空、医院、政府等。

中国的移动终端发展相应迟缓一点，直到近一两年来才开始重

视移动安全这一块。2013 年，某厂商在 RSA 大会上首次展示了他们

的 BYOD 产品——AnyOffice，除此之外，像东软等一些大软件厂

商也开始向移动安全发展；另外今年国家工信部也加强了对 WLAN

与 BYOD 的安全研究。但虽然国内呼声很大，成功案例却不多，所

以真正发展起来仍然需要时间，主要原因是国外与国内的情况差异，

在市场推广与技术实现上存在差异，这个还是需要探索；不过在未

来的几年里，BYOD 将会逐渐在我国成熟，并能够真正在市场中得

到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