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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受邀出席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

11月 9-10 日，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安全

领袖峰会（Cyber Security Summit）即将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此次峰会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协调局指

导，腾讯集团、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政

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的数百位精英齐

聚一堂，共谋互联网安全之道。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便捷智能，但其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与日俱增，

裁叶晓虎博士将在圆桌讨论上就“信息安全

之于现代企业的战略价值“与众多业内大咖

共话企业信息安全威胁防护。

11月10 日智能汽车安全分论坛，绿盟

科技威胁响应中心专家李东宏为与会嘉宾带

来“隐秘的杀手—车联网安全隐患分析”的

主题演讲，多角度阐述车联网面临的安全风

险，并针对性的给出防范建议。

“互联网 + 时代”产业链的防御安全能

力需要相互“连接”，绿盟科技愿与机构、

服务商、企业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连接“在

一起，聚焦产业前沿科技及生活领域安全问

题，为”互联网 +“的健康发展赋予更多能

量与动力，令产业链各方同繁荣，共生长。

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的纰漏，都有可能造

成互联网生态系统的灾难。本届峰会以“智

慧安全 • 连接赋能”为主题，在“互联网 +

时代”，产业链安全能力更需要相互连接，

共同打造基础安全平台。

绿盟科技作为业内领先的信息安全企

业，受邀出席本届峰会。并针对“互联网 +

时代”下的安全风险和层出不穷的威胁迭代，

为与会嘉宾分享了实践中获得的解决之道。

11月 9 日主论坛，绿盟科技高级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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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助力中国电信安全帮 
共建安全生态圈

2016 年 11月 16 日，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北

研院”）联合绿盟科技等，在北京共同发布

“2016 年上半年网站安全报告”。作为信息

安全行业领军企业，绿盟科技助力中国电信

安全帮，携手共建安全生态圈。

中国电信北研院副院长陈运清、信安部

处长郑京芳、中国电信集团网络运行维护事

业部副处长王新峰出席发布会，参加发布会

的嘉宾还有互联网公司、安全公司、金融企

业等产业链合作伙伴及客户。

中国电信北研院副院长陈运清在致辞中

表示，信息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电信北研院副院长陈运清致辞  中国电信集团网络运行维护事业部副处长王新峰致辞 

随着“互联网 +”时代到来，以及互联网新

业务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防护的

要求越来越高。 

中国电信充分利用遍布全网的智能管

道、丰富的安全大数据资源优势以及安全能

力，逐步实现从网络到业务再到终端的全方

位“云、管、端”联动的安全防护战略。中

国电信北研院深入开展安全技术研究，持续

投入安全产品研发，自主研发云安全能力开

放平台，实现专业安全能力对外开放，并探

索安全能力产品化，实现安全服务产业链整

合与价值链延伸；同时积极与绿盟科技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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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布会对 2016 年上半年网站漏洞、

威胁情报、攻击安全、安全事件、安全热点

问题、安全管理现状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

给出了网站安全运营管理建议。该报告联合

监测了 382947个网站，共发现网站安全漏

洞 14805185 个，威胁攻击事件 283615479

起，网站安全事件 23529 起。 

同时，中国电信北研院对自研产品“安

全帮”进行了介绍。该产品是基于专业安全

能力打造的云安全服务平台，同时也是专业、

自助、快捷的 SaaS 云安全服务电子商城，

为企业用户提供专业的云化安全服务和安全

能力；用户通过在线注册购买，即可享受及

势，旨在解决企业安全面临的厂商多、产品繁、

投资大、人才缺等四大问题，为企业省时省

力省钱。

绿盟科技为电信云端安全平台的服务研

发提供支持，这包括全套安全态势感知服务，

以及 Web 漏洞监测服务、网站挂马监测服

务、网页篡改监测服务等，提供有效的安全

分析模型和管理工具来融合这些数据，可准

确、高效地感知整个网络的安全状态以及发

展趋势，从而有效的实现防外及安内，保障

信息系统安全。据悉绿盟科技已与中国电信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

绿盟科技还将在“安全帮”平台上发布独有

在专家专题演讲会上，绿盟科技进行

了“绿盟云网站安全解决之道”的专题演讲，

剖析了当前的网站安全形势，分析了网站安

全威胁，给出了云安全解决方案，为企业网

站安全保驾护航。

绿盟科技将积极与中国电信等开展合作

共建，对整个行业丰富互联网 + 安全的内涵，

积极营造安全生态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

于用户，可以遏制各类诈骗、骚扰，还原清

净的网络安全生活。未来信息安全产业需要

一个多元化的生态圈支撑，绿盟科技与中国

电信基于行业发展需求，进行更深入更全面

合作，共建互联网 + 安全生态圈。

的云端安全服务，这可能包括网站 DDoS 防

护、网站服务器运维、网站安全监测服务等。

业链企业联手，携手各界，齐力共建安全生

态圈。 

时、在线、智能、便捷的安全服务。“安全

帮”具有多异构、共协作、全自助等业内优

中国电信北研院安全技术与应用产品线牛剑锋发布

“2016 年上半年网站安全报告”

中国电信北研院安全技术与应用产品线

产品总监唐洪玉发布“安全帮” 

绿盟科技专家专题演讲



5

安全形势

绿盟WAF中标中移动集采 
领跑行业市场

中国移动 2016 年 WEB 应用防火墙设

备集采工作日前已正式结束，绿盟科技赢得

最大份额，再次成为中国移动在 WEB 防护

领域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

本次移动集采包括 6G、4G 两个规格，

采购数量分别为 328 台和 216 台，对于功能、

性能、安全性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在国内

外多家厂商参与，竞争异常激烈的入围测试

中，绿盟 WAF 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突围

成功，拿下全部两个典配，并均以 70% 的

大份额中标，这也意味着在未来两年内，绿

盟 WAF 将继续统领移动行业内的全国市场。

绿盟 WAF 自 2008 年面世以来，一直

以其强大的攻防能力著称，迄今为止，在金

融、政府、能源、运营商等重点行业已服务

超过 2000 家客户。根据国外权威咨询机构

Frost & Sullivan 最新发布的市场报告显示，

绿盟科技 WAF产品已连续 6 年（2010-2015）

保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领导者地位。

据国际权威咨询机构 Gartner 最新发

布的 2016 Web 应用防火墙魔力象限报告显

示，绿盟科技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厂商入选，

这也是绿盟科技连续 3 年（2014-2016）入

选 Gartner WAF 魔力象限。

按需的交付方案。同时，绿盟 WAF 分别与

WVSS 和 ADS 联动组成“智能补丁”和“Web

攻击 +DDoS 攻击”解决方案，实现从威胁

发现到精准防护的安全防护全闭环。

同时，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 WEB 安全

形势，绿盟科技除了保持其在攻防技术上的

传统优势外，不断寻求业务创新，稳中求变，

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了虚拟化版本 WAF V 系

列，为虚拟化数据中心提供弹性、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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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恶意邮件
总裁办   周博

关键词： 邮箱 恶意邮件 敏感信息 钓鱼页面 挂马页面 带毒附件

摘要：邮件是我们日常工作中进行交流、获取工作信息或文件的最重要通道，只要知

道你的邮件地址的人都可以给你发邮件。邮件是社工或 APT 的重要入口或着手点，这也已

经成为网络安全行业的共识。那么，我们日常可能会接触到哪些恶意邮件，如何防范呢？

这里总结了一些常见的恶意邮件类型以及一些极其简单实用的建议，给大家日常参考。

邮件，这个通道很早就被不良企图者盯上，用于实施一些恶意

行为。从发件人角度来看，恶意邮件一般有两种，伪造身份邮件和

陌生人邮件。

伪造身份邮件一般是从发件人名称、邮箱地址、正文和签名这

些方面伪造成你熟悉的角色，比如领导、IT 管理员、某银行等，不

明真相的群众一看这些发件人就蒙圈，智商猛降 50%，生怕出什么

事，立即按照邮件指示进行操作，然后回头冷静时一想才发现中招

了。这类邮件里其实正文写的什么，写的像不像真的无关紧要，主要

靠冒充发件人行骗。由于邮件服务器传送邮件的原理限制，你的邮

件服务器接收到其他邮件服务器传过来的邮件时，如果没做特殊配

置，就无法验证邮件中写的发件人邮箱是真是假，伪造者可以随意

编写发件人邮箱地址。发件人名称更是可以随意编造了。

另一类陌生人邮件可能就有难度，因为大家看到陌生人的邮件

本来就警惕性很高，会认真谨慎操作，这类邮件就必须编造非常有

吸引力，让人眼睛一亮的内容来诱使你按指示操作，比如“我捡到

你手机了”“这是你的发票”“这儿有你的照片”等等。

恶意邮件有哪些

从恶意行为的角度来看，恶意邮件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骗回复敏感信息

我们的同事经常收到类似的邮件后然后转给我。这种邮件就是

在发件人名称、语气、正文和签名处伪造身份，冒充公司领导、IT

部门或一些政府、银行等机构，直接索要通讯录、密码、转账等，

从性质上来说跟钓鱼有点类似，但由于索要信息更直接，缺少伪造

页面，就更容易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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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打开钓鱼页面链接

这是同事转给我的邮件截图，第一张图片是邮件正文里的内容，

第二张是点击“请点这里进行升级”后弹出的页面。这就是一个典型

的网络钓鱼邮件。

钓鱼邮件有如下特点：

A 诱惑性强：

要使受害者收到邮件后动动鼠标打开钓鱼页面，邮件内容必须

有很强的诱惑性，迫使你对这个页面里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或者必

须打开否则会有损失。

B 仿冒页面：

顾名思义，钓鱼首先要有鱼饵，鱼饵后面藏着鱼钩。鱼饵一定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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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网上发的一个真实案例，之前我也发文分析过。一个网友丢了一台 iPhone，直到某

一天收了一封 QQ 邮件，几分钟后他的 APPLE ID 被修改了。这封邮件不是钓鱼邮件，也没

有输入任何账户密码，唯一的操作就是就打开了一个图片附件，为什么 Apple ID 密码就丢了

呢？实际的过程是这样：

1 点击附件图片链接会跳转到某境外伪造网站，内嵌恶意 js 脚本。

2 此脚本搜索浏览器 cookie，获取了QQ 号和 skey。

3 黑客利用 skey 登陆 QQ 邮箱（即

appleid 的密保邮箱），重置了appleID 的密

码。

这个案例的看点其实在于伪造的附件

框。这个 qq 邮箱的附件框其实是发件人截

取的真实附件框的一个图片，然后将这个图

片加了个超链接，指向挂马网站。真假附件

框的辨别方法如下：

主要看邮件主题下面有无附件行以及鼠

标移到附件框上的图标。

要诱人。钓鱼页面就要做得像真正网站页面一样，才会有人相信。钓鱼者肯定是先研究了真

正网站的登录页面，然后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页面，诱使他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后就

传入钓鱼者的数据库。但是，页面的域名是很难作假的，除非你的 DNS 也被劫持了，但一

般邮件钓鱼不会利用 DNS 劫持的方法，这样效率和难度会大大提高，失去了群发钓鱼邮件

的意义。所以看清楚登录页面的域名是关键。

C 涉及敏感信息：

就如同电信诈骗最终都会提到钱一样，钓鱼邮件及其衍生的网页肯定也会涉及到敏感信

息，如账户密码等。

骗点挂马页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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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e 后缀的恶意可执行文件或者带宏病毒

的 office 文档，近年来邮件客户端都对直接

挂的这类文件做了限制，office 也默认不执

行宏命令，附件病毒得到了一些遏制。不过

近年来又有新的招数，上图是这两年流行的

一个典型附件病毒：勒索软件。这个病毒从

我所收到的样本来看一般都是英文邮件说附

件有发票诱使你打开看，附件是个压缩包，

里面有伪装 TXT 后缀的 JS 文件。JS 文件

也是一类双击后可自己执行任意命令的文

件。虽说比以前的 exe、office 文件看起来

更高端，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如何防范恶意邮件

一般文章的建议都是让你要“谨慎”，

那到底“谨慎”怎么操作呢，还有的教你一

堆方法，比如查看邮件头，但有人说我看了

也不明白啊。那我们这里从邮件要你做的操

作来分类讲述安全建议，这些建议尽量做到

简单好用，不动脑子，适合不懂电脑的人士。

当你收到一封邮件，先不管是正常邮件

还是恶意邮件，如果：

1. 要你敏感信息

如果是领导、IT 管理员、银行等突然

给你发邮件问你要敏感信息，以前从来没遇

到过，那么你的动作是：

不管或者用电话短信问一下发件人。

2. 要你点击链接

这一类包括点击链接后出现钓鱼页面或

者访问了挂马页面。

A. 如果你知道这封邮件的前因后果，你

正在等这封邮件，比如你刚问某同事要个淘

宝链接，那么这个链接放在这非常合情合理，

那就点吧，我说不让你点你肯定也不会听。

B. 如果你觉得这封邮件来的挺突然，第

骗打开带毒附件

防范邮件附件病毒，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了。以往都是直接挂一些伪装成图片

一次知道有这个事，比如邮箱要升级了，比

如我捡到你手机了，不管邮件里自己说的多

合理多诱人，那你的动作是：

不管不点或者用电话短信问一下发件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

3. 要你点击图片

邮件正文中的图片如果有链接的情况（鼠

标变小手），那么陌生人发的不要点，熟人

发的一般不会在正文图片中加链接（挺麻烦

的），加了就有嫌疑，所以也不要点。总之你

的动作是：

一概不要点击。

4. 要你打开附件

A. 如果你知道这封邮件的前因后果，

你正在等这封邮件，比如你刚问某同事要个

文件，那么这个附件放在这非常合情合理，

那就打开吧。

B. 如果你觉得这封邮件来的挺突然，第

一次知道有这个事，比如这是不是你的发票，

这是不是你的手机，不管邮件里自己说的多

合理多诱人，你的动作是：

不管不打开或者用电话短信问一下发件

人（如果有可能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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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威胁月报 2016 11
威胁情报与网络安全实验室 陈颐欢

关键词： 高危漏洞 DDoS 攻击事件 安全会议 绿盟科技漏洞库 绿盟科技博客         

摘要：绿盟科技网络安全威胁周报及月报系列，旨在简单而快速有效的传递安全威胁

态势，呈现重点安全漏洞、安全事件、安全技术。获取最新的威胁月报，请访问绿盟科技

博客 http://blog.nsfocus.net/

一 .  11月数据统计

1.1  高危漏洞发展趋势

2016 年 11月绿盟科技安全漏洞库共收

录 173 个漏洞 , 其中高危漏洞 109 个。相比

10 月份的高危漏洞数量有所下降。

1.2  互联网安全漏洞

NTP 多个漏洞

来 源 ：http://blog.nsfocus.net/ntp-

multiple-vulnerability-notifications/

简 述 ：2016 .11. 21 日，NTF’s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项目发布了 

ntp-4.2.8p9 , 这是 ntp-4.2.8p8 发布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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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更新。此次更新发布了10 个漏洞，其中 1 个高危 。

Nginx 本地提权漏洞

来 源：http://blog.nsfocus.net/local-vulnerability-analysis-

protection/

简述：2016 年 11月 15 日（当地时间），legalhackers.com 网

站发布了一个关于 Nginx 服务器本地提权漏洞的通告，该通告所涉

及的漏洞编号为 CVE-2016-1247。基于 Debian 发行版系统（Debian

或者 Ubuntu）的 Nginx 服务器包被发现允许创建一个不安全的日志

目录，攻击者可以利用此安全问题将用户权限从 Nginx/web 用户提

升为 root。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多个漏洞

来源：http://blog.nsfocus.net/multiple-vulnerabilities-mozilla-

firefox-browser/

简述：2016 年 11月 15 日（当地时间），Mozilla 官方网站发布

了一个关于 Firefox 浏览器的安全通告。通告中公布了 27 个漏洞，

包括 3 个严重漏洞，12 个高危漏洞，10 个中危漏洞和 2 个低危漏洞。

其中部分漏洞将导致拒绝服务、中间人攻击以及任意代码执行等后

果。

Apache Tika 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来 源：http://blog.nsfocus.net/apache-tika-arbitrary-code-

execution-vulnerability/

简述：2016 年 11月 10 日（当地时间），seclists.org 网站发布

了一条消息，通告了一个存在于 Apache Tika 组件中的任意代码执行

漏洞，漏洞编号为 CVE-2016-6809。Tika 封装了 jmatio 解析器用

以处理 MATLAB 文件。攻击者可以将任意代码注入到 MATLAB 文

件中，并在解析器对嵌入在该 MATLAB 文件中的 JAVA 对象进行反

序列化时得到执行。

Adobe Flash Player 多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来 源：http://blog.nsfocus.net/adobe-flash-player-multiple-

remote-code-execution-vulnerability-advertisement/

简述：2016 年 11月 8 日（当地时间），Adobe 官方网站发布

了一个关于 Adobe Flash Player 产品的安全通告。通告中公布了

9 个漏洞，涉及到的平台包括 Windows，Macintosh，Linux 以及

Chrome OS。利用这些漏洞时需要被攻击目标访问一个恶意页面或

打开一个恶意文件。成功利用这些漏洞后，均可以导致远程代码执行。

ImageMagick 命令执行漏洞

来 源 ：http://blog.nsfocus.net/imagemagick-command-

performs-vulnerability-analysis/

简述：ImageMagick 是一个免费的创建、编辑、合成图片的软件。

它可以读取、转换、写入多种格式的图片。图片切割、颜色替换、各

种效果的应用，图片的旋转、组合，文本，直线，多边形，椭圆，曲线，

附加到图片伸展旋转。ImageMagick 是免费软件：全部源码开放，

可以自由使用，复制，修改，发布，它遵守 GPL 许可协议，可以运

行于大多数的操作系统，ImageMagick 的大多数功能的使用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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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命令行工具。由于其强大的功能以及超强的可操作性，是的这款

作图软件深得广大办公人士喜爱。

BIND9 处理递归响应不当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来 源：http://blog.nsfocus.net/bind-9-vulnerability-analysis-

protection-program/

简述：ISC 发布 BIND9 DoS 漏洞 CVE-2016-8864，该漏洞出

现在 db.c 或 resolver.c 模块中，可能导致处理递归请求过程中出现

问题，最终导致服务器停止响应。

 ( 来源：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与网络安全实验室 )

1.3  绿盟科技漏洞库十大漏洞

NSFOCUS 2016 年 11月之十大安全漏洞 

声明：本十大安全漏洞由 NSFOCUS( 绿盟科技 ) 安全小组 

<security@nsfocus.com> 根据安全漏洞的严重程度、利用难易程

度、影响范围等因素综合评出，仅供参考。

http://www.nsfocus.net/index.php?act=sec_bug&do=top_

ten

1. 2016-11-09 Adobe Flash Player 释放后重利用漏洞 (CVE-

2016-7855)

NSFOCUS ID: 35319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319

综述 :Flash Player 是多媒体程序播放器。Adobe Flash Player 

<= 23.0.0.205, <= 11.2.202.643 版本存在释放后重利用漏洞，成

功利用后可导致任意代码执行。

危害 : 攻击者可以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 swf 文件来利用此

漏洞，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2. 2016-11-10 Microsoft Windows Kernel 'Win32k.sys' 本 地

权限提升漏洞 (CVE-2016-7255)(MS16-135)

NSFOCUS ID: 3537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376

综述 :Microsoft Windows 是流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Windows 

kernel-mode driver 未正确处理内存对象，存在多个权限提升漏洞。

危害 : 成功利用后可使攻击者在内核模式中运行任意代码。

3. 2016-11-09 Adobe Reader/Acrobat 内存破坏漏洞 (CVE-

2016-7853)

NSFOCUS ID: 35320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320

综述 :Adobe Reader 是 PDF 文档阅读软件。Acrobat 是 PDF

文档编辑软件。Adobe Reader\Acrobat 的多个版本在实现上存在内

存破坏漏洞。

危害 : 远程攻击者利用此漏洞可执行任意代码或造成拒绝服务。

4. 2016-11-09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Edge 远程信息泄

露漏洞 (CVE-2016-7227) (MS16-129)(MS16-142)

NSFOCUS ID: 3532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324

综述 :Internet Explorer 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一款网页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Edge/Scripting Engine 未正确处理内存对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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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泄露漏洞。

危害 : 成功利用后可使攻击者检测用户的特定文件。

5. 2016-10-24 Oracle Database Server 远程安全漏洞 (CVE-

2016-5555)

NSFOCUS ID: 35187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187

综述 :Oracle Database Server 是一个对象一关系数据库管理

系统。它提供开放的、全面的、和集成的信息管理方法。Oracle 

Database Server 11.2.0.4, 12.1.0.2 版本中，OJVM 组件存在安全

漏洞。

危害 : 远程用户利用此漏洞可影响机密性、可用性、完整性。

6. 2016-11-21 Siemens SIMATIC CP 1543-1 权限提升漏洞

(CVE-2016-8561)

NSFOCUS ID: 35430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430

综述 :Siemens SIMATIC CP 1543-1 通讯处理器可以将 S7-

1500 控制器连接到以太网络。Siemens SIMATIC CP 1543-1 < 

2.0.28 之前版本，存在安全漏洞。

危害 : 远程用户通过访问某些 TIA 门户及项目数据，利用此漏洞

可提升权限。

7. 2016-11-23 libtiff tools/tiffcp.c 堆缓冲区溢出安全漏洞 (CVE-

2016-9540)

NSFOCUS ID: 35445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445

综述 :LibTIFF 是一个用来读写标签图像文件格式（简写为 TIFF）

的库。libtiff 4.0.6 版本在 tools/tiffcp.c 中存在缓冲区溢出安全漏洞，

在处理构造的图形时，可导致越界写操作。

危害 : 攻击者可以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恶意 tiff 文件来利用此漏

洞，从而控制受害者系统。

8. 2016-11-07 WebKit 多个内存破坏漏洞 (CVE-2016-4677)

NSFOCUS ID: 35296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296

综述 :WebKit 是一种用来让网页浏览器绘制网页的排版引擎。

Safari 处理 Array 对象中存在安全漏洞，构造的 Array 对象可触发

内存访问已分配缓冲区之外区域。

危害 : 攻击者利用此漏洞可在当前进程中执行任意代码。

9. 2016-11-01 Foxit Reader/PhantomPDF 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6-8876)

NSFOCUS ID: 3527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274

综述 :Foxit Reader 是一款小型的 PDF 文档查看器和打印程序。

Foxit Reader/PhantomPDF < 8.1 (Windows) 在实现上存在越界读

漏洞。

危害 : 远程攻击者通过构造的 TIFF 图形，利用此漏洞可执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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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代码。

10. 2016-10-31 OpenJPEG 堆缓冲区

溢出漏洞 (CVE-2016-9118)

NSFOCUS ID: 35264

http://www.nsfocus.net/vulndb/35264

综述 :OpenJPEG 库是用 C 语言编写的

开源 JPEG 2000 编码解码器。OpenJPEG 

2.1.2 在 convert.c:1719 pnmtoimage 函 数

中存在堆缓冲区溢出漏洞，可导致任意代码

执行或拒绝服务。

危害 : 攻击者可以通过诱使受害者打开

恶意 jpg 文件来利用此漏洞，从而控制受害

者系统。

( 来源：绿盟科技威胁情报与网络安全

实验室 )

1.4  DDoS 攻击类型

11月份绿盟科技科技威胁情报及网络

安全实验室收集及梳理了超过 17 万次攻击，

与 10 月份相比，攻击次数相近，但是其中

SSDP 的数量明显有上升，这可能跟近期物

联网频繁的漏洞有关系。其中 UDP Flood、

NTP Flood、SSDP Flood 这类反射型攻击

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三类攻击的一个共性就是攻击的放大倍数比较高。其次 SYN FLOOD 的

比率明显下降。这个月的整体攻击模式和上一个月相比有较为明显的变化。

小提示

• Chargen Flood ：Chargen 字符发生器协议（Character Generator Protocol）是一

种简单网络协议，设计的目的是用来调试 TCP 或 UDP 协议程序、测量连接的带宽或进行

QoS 的微调等。但这个协议并没有严格的访问控制和流量控制机制。流量放大程度在不同

的操作系统上有所不同。有记录称，这种攻击类型最大放大倍数是 358.8 倍。

• NTP Flood：又称 NTP Reply Flood Attack，是一种利用网络中时间服务器的脆弱性（无

认证，不等价数据交换，UDP 协议），来进行 DDoS 行为的攻击类型。有记录称，这种攻击

类型最大放大倍数是 556.9 倍。

• WSSDP Flood ：智能设备普遍采用 UPnP（即插即用）协议作为网络通讯协议， 而

UPnP 设备的相互发现及感知是通过 SSDP 协议（简单服务发现协议）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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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伪造了发现请求，伪装被害者 IP地址向互联网上大量的智能设备发起SSDP请求，

结果被害者就收到了大量智能设备返回的数据，被攻击了。有记录称，这种攻击类型最大放

大倍数是 30.8 倍。

更多相关信息，请关注绿盟科技 DDoS 威胁报告。

二 .  博客精选

威胁情报的定义及使用

美国 SANS 研究院联合绿盟科技联合发布报告《威胁情报的定义及使用》，旨在帮助决

策者判断组织是否已做好准备将威胁情报融入其安全项目。

http://blog.nsfocus.net/threat-intelligence-definition/

Python 安全编码之预防 LDAP 注入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协议，是一种在线目录访

问协议，主要用于资源查询，是 X.500 的一种简便的实现。它是一种树结构，查询效率很高，

插入效率稍低。目录和数据库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用于存放数据，可以查询插入，目录可以

存放各种数据，而数据库的数据则有比较严格的约束条件。

http://blog.nsfocus.net/preventing-ldap-injection-python-security-encoding/

（来源：绿盟科技博客）

三 .  安全会议

安全会议是从近期召开的若干信息安

全会议中选出，仅供参考。

DEEPSEC

时间：NOV 8–9

简 介 : The 2016 Threat Intelligence 

Summit will help you create a threa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will allow you 

to anticipate, detect, and respond to 

incidents faster and more effectively. 

Come hear  rea l  c ase s tud ies  and 

e x c h a n g e  i d e a s  w i t h  s e c u r i t y 

professionals from all industries..

网 址：http://threatintelligence.misti.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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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2016 Q3 DDoS态势报告
IIS技术团队  潘文欣 杨旭 孙叶 王琼

关键词： DDoS 分析报告 DDoS 攻击报告 DDoS 报告 DDoS 态势报告         

摘要：日前，绿盟科技发布 2016 Q3 DDoS 态势报告，报告显示，Q3 全球总 DDoS

攻击次数增加 40%，共检测到 71,461 次 DDoS 攻击；300G 以上超大流量攻击发生 35

次；单次 DDoS 攻击峰值为 19.4Gbps ；单次 DDoS 攻击峰值达到 572.6Gbps ；NTP 

Reflection Flood 攻击的反射器数量增加 440% ；全球受 Mirai 感染的物联网设备超过 150

万台，其中绿盟科技独立发现的 Mirai 僵尸网络主控端 23 个，针对 23 端口的日扫描次数

最高达 34 万次。

一 .  全球攻击态势

本季度，全球范围内我们监控到 71,416 次 DDoS 攻击，受攻击

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占全部被攻击国家的 39%，其次是美国，占

比 23.6%。相比 Q1 和 Q2 季度，中国被攻击次数在全球各国家中所

占比例有所下降，分别下降了19.9%，14.2%，美国略有上升。

本季度中国共发生 27,852 次 DDoS 攻击，受攻击最严重的地区

是浙江、广西、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区。

二 .  DDoS 攻击趋势

2.1  DDoS 攻击峰值

Q3 季度单次 DDoS 平均攻击峰值为 19.4Gbps，相比 Q2 的 图 1.1  Q3 季度全球范围内 DDoS 攻击态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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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Q3 季度全球被攻击国家 TOP10 按次数占比图

图 1.3  Q1-Q3 季度全球被攻击国家 TOP5 按次数占比图

图 2.1  Q1-Q3 季度全球 DDoS 攻击累计总流量趋势图

图 2.2  Q1-Q3 季度单次 DDoS 攻击事件周峰值趋势图

16.7Gbps上升 16.2%，比 Q1 的 28.2Gbps 减少 31.2%。

Q3 季度 DDoS 攻击累计流量的最高峰值为 3.7Tbps，比 Q2 季

度的 1.8Tbps 增加 1.9Tbps，比 Q1季度的 1.2Tbps 增长了2.5Tbps。

本季度单次 DDoS 攻击最高峰值为 572.6Gbps，相比 Q2 季度

的 445.7Gbps 峰值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 Q1 季度的 615.1Gbps。

我们对本季度攻击峰值较高的几个攻击事件进行溯源分析，发

现除了几个是 NTP 和 SSDP反射攻击外，其余的非反射攻击大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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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摄像头、家庭路由器这些物联网设备的参与，且大部分流量的

攻击特征符合 Mirai 的僵尸网络攻击特点。这也恰恰印证了我们在

10 月14 日发布《2016 绿盟科技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安全报告》中的

观点，目前已经有大量物联网设备感染了如 Mirai、Luabot 等恶意僵

尸网络程序，被用于扫描、DDoS 攻击等黑客活动。由于物联网设

备普遍存在着各种安全问题，相比传统的 PC 机，黑客开始青睐于

使用直接或者间接暴露于互联网上的物联网设备作为僵尸网络的被

控肉鸡。可以预见，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各行业对其需求的不

断扩大，成千上万的物联网设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接入互联网，这一

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2  DDoS 攻击次数

Q3 季度，我们监控到 DDoS 攻击 71,416 次，相比 Q2 季度

的 50,988 次增加 40%，但仍然低于 Q1 季度的 108,045 次。Q3

季度 7月份共发生 DDoS 攻击 25,795 次，比上个月增长了43.7%。

到 8 月份攻击有所下降，相比 7月份减少 12.4%，9 月份发生攻击

23,020 次，与 8 月份持平。

2.3  攻击流量各区间分布情况

Q3 季度攻击峰值在 20Gbps 以下的小流量攻击占比达整个

Q3 季度总攻击次数的 85%，相比 Q1、Q2 季度所占比例分别增加

10.8%，26%。

攻击峰值在 20-50Gbps 的中型攻击占比 11.5%，相比前两个季

度其占比分别下降 16.8%、4.1%。峰值在 50-300Gbps 间的大流量

攻击占比 3.5%，相比前两个季度占比下降 9.2% 和 6.7%。但攻击

峰值在 300G 以上的超大型 DDoS 攻击相比前两个季度有所增加。

大流量 DDoS 攻击趋势 Q3 季度峰值在 300Gbps 以上的超大

型 DDoS 攻击共发生 35 次，相比前两个季度均有所增加。峰值在

50Gbps 以上的大流量攻击共发生 2,555 次，相比 Q1 的 13,762 次，

Q2 的 5,254 次，分别下降 81% 和 51%。

图 2.3  Q1-Q3 季度各月份 DDoS 攻击次数图

图 2.4  Q1-Q3 季度攻击流量区间占比图

图 2.5  Q1-Q3 季度大流量（峰值 >50Gbps）攻击次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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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攻击持续时间和重复频次

3.1  DDoS 攻击持续时间

本季度攻击时长在 30 分钟以下的攻击占总数的 56.6%，相比前

两个季度继续上升。平均攻击时长为 7.2 小时，相比 Q2 季度的 8.1

小时略有下降 。攻击时长超过 1 天的攻击占总攻击次数的 8.5%，

相比前两个季度继续下降。

我们监控到 Q3 最长的一次 DDoS 攻击持续了 31天 19 个多小

时（764 小时），累计总攻击流量达 17 TBytes。

四 .  攻击类型分布

4.1  各攻击类型次数和流量占比

从攻击次数上看，Q3 反射攻击在总攻击次数上的占比达

90.5%，相比 Q2 季度占比增长了 20.6%。其中，NTP 反射攻击次

数最多，占 40.4%，其次是 Chargen、SSDP、SNMP反射攻击。

反射攻击的原理是攻击者伪造请求，将受害者 IP 地址作为请求

源地址并将之发往互联网中大量存在协议漏洞的反射器，利用这些

协议回应包字节数远大于请求包的特点，达到反射放大流量的效果，

构成对目标网络的大流量 DDoS 攻击。由于不需要像传统僵尸网络

那样对大量的攻击源进行事先感染和控制，因此发起此类大流量攻

击的代价远远小于传统的 DDoS 攻击。目前已知流量放大倍数最高

的反射攻击是 NTP反射攻击，最大可放大至 556.9 倍。 

4.2  攻击类型各流量区间占比

经分析，在不同的攻击峰值流量区间内，攻击协议类型表现

图 3.1  Q1-Q3 季度攻击持续时间占比图

图 4.1  Q3 季度按攻击总次数统计类型占比图

图 4.2  Q3 季度按攻击总流量统计类型占比图

3.2  DDoS 重复攻击频次

Q3 季度单个 IP 平均被攻击次数与前两个季度相比略有下降，

大概单个 IP 每个月平均被攻击 1.4 次，Q1 和 Q2 均是 1.5 次 /月。

我们监控到某网络在 Q3 季度内被重复攻击达 30 次，攻击手段

多是短时的 UDP Flood 和 NTP Reflection Flood 混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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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在 5G 以下的小流量攻击中 NTP Reflection 

Flood、CHARGEN Reflection Flood 等反射类攻击较多，峰值在

50-200G 的大型流量中以 SYN Flood 为主，峰值在 5-50G 中小型

流量和 200G 以上的大型、超大型流量中以 UDP Flood 为主，SYN 

Flood 为辅。这表明，不同的攻击工具，或不同类型的僵尸网络，或

不同攻击组织的攻击手段和攻击能力也不尽相同。

图 4.3  Q3 季度攻击类型各流量区间占比图

图 5.1  Q3 季度混合与非混合攻击手段占比图

图 5.2  混合 DDoS 攻击种类数占比图

我们对使用混合攻击手段发起的攻击进行分析，统计其使用的

种类数占比情况，如下图所示，发现混合攻击中 2 至 3 种攻击类型

的混合较为常见，占总体分布的 99.8%。

另外，对攻击者最常使用的混合类型做了统计，其占比如图 5.3 

所示。

本季度最常见攻击混合类型为 NTP Reflection Flood 和 UDP 

Flood 攻击混合，占全部混合类型的 47.1%。使用反射攻击流量

混合的攻击仍然占较大比例，如 CHARGEN Reflection 和 NTP 

五 .  混合攻击分析

Q3 季度利用多种流量混合发起的攻击占全部攻击流量的

40.3%，相比 Q2 季度的 33.7% 继续增加，占比增长了 6.6%。

图 5.3  混合攻击按混合类型发生次数统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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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Flood 混 合，SSDP Reflection 和 UDP Flood 混 合，

NTP Reflection 和 SSDP Reflection 混合等。

六 .  反射攻击分析

6.1  各类反射攻击占比

Q3 季度反射类型攻击仍然比较活跃，相比 Q2 季度大幅度增加，

我们对本季度各类反射攻击的次数和流量占比情况分别进行了统计。

从攻击流量上来看，NTP Reflection Flood 攻击流量占比最

多，为 60.5%，其占比比 Q2 季度增长了 24.4%。其次是 DNS 和

SSDP Reflection Flood 攻击，攻击流量占比分别为 19.6%， 5.9%，

相比上一季度均有所下降。 

从 攻 击次 数 上看，NTP Reflection Flood 在 本 季 度 超 过

CHARGEN Reflection Flood 成为最活跃的反射攻击，其占比

为 42.6%，比上一季度占比增加 13.6%。CHARGEN 和 SSDP 

Reflection Flood 占比都略有下降。

6.2  活跃 NTP 反射器全球分布

据我们最新统计，本季度被利用来发起 NTP Reflection Flood

攻击的反射器共 25,371 个，相比 Q2 季度数量增长了440%。其全

图 6.1  Q3 季度各类反射攻击流量占比图

图 6.2  Q3 季度各类反射攻击次数占比图 图 6.4  Q3 vs Q2 被利用发起攻击的 NTP 反射器全球 TOP5 国家占比

图 6.3  Q3 季度被利用发起攻击的 NTP 反射器全球分布情况图



22

安全形势

物联网的僵尸网络情况，特别是 Mirai 的近况进行详细分析。

7.1  IoT 僵尸网络工作原理

综合分析这些基于物联网设备的僵尸网络的感染和传播方式，

大多都是通过高危漏洞、弱口令等获取设备 shell 权限，然后植入

恶意程序，并使用已经感染的设备进一步扫描并尝试登陆其他设备，

将可以成功登陆的设备信息发送给 C&C 控制端，再从控制端上去

感染或由设备上被植入的脚本主动从控制端去下载恶意程序，就这

样，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物联网设备不断地被感染。

球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其中，中国占比最多，其次是美国、越南、

韩国和俄罗斯。相比 Q2 季度，越南和韩国两个国家的占比增多，超

过了俄罗斯、日本和法国跻身 TOP5 国家行列。

七 .  DDoS 攻击趋势：基于物联网设备的僵尸网络

我们在 10 月14 日发布的《2016 绿盟科技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安

全报告》中对典型的物联网设备——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安全现状

及基于其的僵尸网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报告指出，全球已经

有大量物联网设备感染了僵尸网络恶意程序，其中包括被人熟知的

LizardStresser，最近名声大噪的 Mirai，还有新种恶意程序 Luabot

等。这些被感染的设备构成了庞大的物联网僵尸网络，正受控于各

黑客组织，执行扫描、DDoS 攻击等黑客活动。

就在报告发布一周后，美国东部时间 10 月 21日早上，大半个

美国互联网陷入瘫痪。受影响的网站包括 PayPal, Twitter, GitHub, 

Amazon 等多家知名网站。据报道，这次事故是因为 DNS 服务提供

商 Dyn 被 DDoS 攻击导致，而据 Dyn 透露，这起攻击是由数百万

个感染了 Mirai 的网络摄像头等物联网设备发起的，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这是继对 Krebsonsecurity 和 OVH 的大规模 DDoS 事件后，

Mirai 这个基于物联网的僵尸网络再一次发动的影响力较大的一次攻

击事件。

关于攻击的细节和导致大面积网络瘫痪的原因已有各种解读，

希望 Dyn 能够公开更详细的数据 。不管怎样，基于物联网设备的僵

尸网络已经改变了全球 DDoS 攻击的趋势，它已经成为黑客 DDoS

工具的新宠，其拥有的潜在破坏能力已经不容小觑。下面我们将对

图 7.1  僵尸网络恶意程序感染和传播方式

我们以当前最活跃的 Mirai 僵尸网络为例，对僵尸网络主控端与

Bot 端的通信过程进行说明。不同的僵尸网络的主控端一般对应 2

类服务器，一类是用于向 Bot 客户端下发 DDoS 指令、扫描指令的，

叫做指令服务器；一个是用于接收各 Bot 端扫描结果并向上报的目

标植入恶意程序的，叫 Report 服务器（一般也用于恶意样本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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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IoT 僵尸网络 DDoS 攻击能力

僵尸网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被黑客利用发起 DDoS 攻击或者直

接提供 DDoS 租赁服务。全球大量的物联网设备，由于普遍存在弱

口令等高危漏洞，长期在线无人问津，且一般会被分配给不错的带宽，

俨然已经成为黑客僵尸网络的最佳感染目标。也正因为如此，基于

物联网设备的僵尸网络不需要任何的反射放大协议就能轻松拥有 Tb

级别的攻击能力。

它们不但能轻松发起大流量的 DDoS 攻击，其攻击手段相比传

统 DDoS 工具也毫不逊色，有些手段甚至更加高明 .

除了可发起伪造源的 DDoS 攻击之外，使用僵尸网络还可以发

起真实源的、甚至突破某些安全设备防护的应用层攻击。例如，某

些恶意样本，攻击时可进行三次握手，且 HTTP GET/POST 攻击

内置很多常见的 refer 和 user-agent 字段，攻击时通过使用随机的

两类服务器与 Bot 端的通信使用不同的端口。Mirai 僵尸网络各控制

端和 Bot 端具体通信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7.2  Mirai 僵尸网络主控端和 Bot 端通信过程

图 7.3  样本中内置 refer、user-agent 用于 DDoS 应用层攻击 

图 7.4  Luabot 攻击突破 Cloudfare 防护过程抓包

refer、user-agent 来规避安全设备的检测，如 8.3 图所示；Luabot

则内置了 v7 Javascript 引擎，用于绕过 Cloudflare、Sucuri 等的基

于 Javascript 的防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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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Mirai 僵尸网络主控端分布情况

截止到 10 月底，我们独立监控到的基于 Mirai 的僵尸网络主控

端有 23 个，如下表所示。包含指令服务器、Report 服务器及其使

用的通信端口号，注册时间和更新时间。

从这些服务器地址的注册时间或者更新时间来看，大部分都是

在今年的 5 月份以后，尤其 7月底至 10 月底最多，这段时间也恰巧

是 Mirai 僵尸网络最活跃的时间。列表中的 santasbigcandycane.cx

是已泄露的 Mirai 源码中提到的主控端。

我们对这些僵尸网络进行了密切的监控，截止到本报告截稿时，

表格中有部分控制端已经无法连上，但大部分依然比较活跃。推测

由于近期 Mirai 的大流量 DDoS 攻击频现，各相关组织已经开始对

其进行治理。

下图是我们监控到 q5f2k0exxxx.ru 这个僵尸网络的攻击指令，

可以看到，其针对同一个目标在短时间段内分别发起了三次 DDoS

攻击，而且攻击手段在不断变化，分别是 GRE IP Flood、ACK 

stomp Flood、HTTP Flood 攻击，很可能攻击者是在试探目标网络

的带宽承受及防御能力。

另外，这些主控端为了躲避检查，经常变换 IP，根据其最后一

次使用的 IP 进行查询，其主控端主要分布在欧洲（荷兰、法国、波兰、

乌克兰），美国和日本。

表 7.1  Mirai 僵尸网络主控端列表

图 7.5  Mirai 僵尸网络某主控端 DDoS 攻击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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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Mirai 僵尸网络 Bot 端分布

截止到 10 月底，我们统计到全球范围内仅感染 Mirai 的物联网

设备的数量就已经达到 1,508,059 个，遍布全球的 209 个国家或地

区。Mirai 僵尸网络 Bot 端全球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Mirai Bot 端全球分布数量占比 Top 10 国家如下图所示，其中

前 3 名是中国、越南、巴西，分别占全球总数的 16%、14.7% 和

13.7%。剩余国家分别是印度、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和乌克兰。这 10 个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总数量的 68.4%。

7.5  Mirai 全球扫描活动

9 月底，Mirai 的作者公开了其源代码。经分析，Mirai 僵尸网络

使用某固定特征对 23 和 2323 端口进行扫描，用于发现网络中新的

感染目标。因此我们对其全球扫描的情况进行了监控。下图是截取

了近一个月内其每日扫描 23 和 2323 端口次数的情况（EST 时间）。

10 月 21日之前针对 23 端口的扫描大概在 15 万次 / 日左右，针对

2323 端口的扫描大概在 2 万次 / 日左右。到 10 月 22 日，针对 23

端口的扫描开始大幅度增加，最高达 34 万次 / 日，后面几天略有震荡，

总体趋势在缓慢下降；针对 2323 端口的扫描相比此前翻了一倍左右。

推测 10 月 22 日扫描的骤增可能与 Dyn 将 21日导致美国大范围断

网的矛头指向 Mirai 有关，这次着实让 Mirai 又火了一把，因此更多

的黑客开始利用 Mirai 建造自己的僵尸网络。

尽管后面其趋势略有降低，但始终都高于 10 月 22 日之前的日

扫描次数。可看出，Mirai 僵尸网络在近一月内仍然比较活跃。可以

预见到，随着全球大量物联网设备不断地接入互联网，感染 Mirai

图 7.6  Mirai 僵尸网络 Bot 端全球分布图

图 7.7  Mirai 僵尸网络 Bot 端全球分布国家 TOP10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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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结束语

随着物联网的崛起及其现阶段暴露的各种安全问题，全球

DDoS 攻击趋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最初的基于传统 PC 机的僵

尸网络攻击，到近两年兴起的反射放大攻击，到现在开始逐步转向

基于各类物联网设备的僵尸网络攻击，这一变化过程反应了攻击者

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试图寻找低成本，高效率的攻击工具及攻击方

式。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这些变化，并及时发布预警和提供行之有效

的防御机制，促进互联网生态环境健康、有序的发展，这也正是我

们在一直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 

图 7.8  Mirai 僵尸网络 23 和 2323 端口日扫描次数图

特别声明

为避免客户数据泄露，所有数据在进行分析前都已经匿名化处

理，不会在中间环节出现泄露，任何与客户有关的具体信息，均不会

出现在本报告中。

绿盟科技 DDoS 攻防研究实验室和威胁响应中心将持续关注 

DDoS 攻击事件的进展 ,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 请联系 : 

• 绿盟科技博客 

•http://blog.nsfocus.net/ 

• 绿盟科技威胁响应中心微博 

•http://weibo.com/threatresponse 

• 绿盟科技微信号 

• 搜索公众号 绿盟科技 

了解更多：

1、NSFOCUS 2016 Q2 DDoS 态势报告 

http://blog.nsfocus.net/nsfocus-2016-q2-ddos-situation-

report/

2、NSFOCUS 2016 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安全报告

ht tp://blog.nsfocus.net /nsfocus-2016-network-video-

surveillance-system-security-report/

3、NSFOCUS 2016 Q1 DDoS 态势报告 

http://blog.nsfocus.net/nsfocus-2016-q1-ddos-situation-

report/

4、NSFOCUS 2015 年度 DDoS 态势报告

http://blog.nsfocus.net/2015-annual-ddos-threat-report/

或其变种的设备数量会继续飞速增长。 

正如之前的《2016 绿盟科技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安全报告》中，

我们所提到的，物联网的安全现状如不加以控制和改变，基于物联

网的僵尸网络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届时将给全球的网络安全防

护带来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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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越底线 不踩红线 不碰高压线
总工办 张彦

关键词： 网络安全法 信息安全管理 信息基础设施 非关键基础设施

摘要：2016 年 11月 7 日我国第一部网络安全法颁布。这次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发，且

法律条文清晰标示出禁止准入、行政处分和判罚、刑事判罚等一系列的红线，这让笔者不

禁为大家抹了一脸冷汗，因为太多的点需要注意了。

2016 年 11月 7 日我国第一部网络安全法颁布。笔者作为安全

行业的从业人员，认真阅读了相关条文。总体感觉：

1. 安全法不但对各种网络行为，明确了规范和法律责任，同

时还是对我们如何建设网络安全提供了指引。从条文中，可以看到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的影子。

2.安全法的各种规范和要求，其实已经长期存在于各行业的行

业标准和主管部门对社会网络行为的指引中，没有太大的意外。

但是这次是以法律的形式颁发，且法律条文清晰标示出禁止准

入、行政处分和判罚、刑事判罚等一系列的红线，这让笔者不禁为

大家抹了一脸冷汗，因为太多的点需要注意了。接下来笔者挑出一些

条文，让客户重点关注。

范围要看清 底线不能越

安全法把用户网络重要性分成 2 个层次定位：关键信息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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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非关键基础设施。在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对公共通信

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

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

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的具体范围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第一句话明确了

什么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第二句明确了安全保护办法规范谁制定。

有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比如域名解析这类看起来不属于重点行业范畴，

但是一但出问题会引起大面积网络无法响应，并造成公共利益受损。

这种业务也会被主管部门纳入到重点管理的范畴。所以建议客户在

条件允许下尽量谨慎一些，把安全等级提高。

管理归属网信部门 不配合就处罚

第八条明确规定了网信部门是负责统筹和监督网络安全工作的

机构。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和其他机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

责网络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

必须对网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予以配合。如果不

配合将按六十九条处以个人和单位罚款。注意这只是说不积极配合，

如果不作为、抵制和违反规定那后果会更严重。一句话，主管部门

的检查必须积极配合。

各单位要有编制 责任落实到人

从第二十一、三十四条对非关键和关键信息基础设置单位明确了

要有网络安全负责人、要有网络安全管理机构、要有定期技能培训

和考核。简单而言就是要有编制，培训投入和明确谁背责任。特别

需要关注一点，本法对招聘安全技术人员的资格也提出的要求。在

第六十三条规定违反第二十七条（也就是从事过非法网络攻击行为）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网络安全管理和网络运

营关键岗位的工作；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终身不得从事网络安全

管理和网络运营关键岗位的工作。这个规定将对已招收或者试图招

收有非法前科黑客的单位敲响了警钟。

产品技术要达标 红线不能踩

本法更多的是从安全建设要达到的效果提出要求，并没有列出

如何安全建设标准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也不方便写出来）。不

过我们从规定里面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安全技术建设要求：

第十条中提到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

也就是说关于在安全产品上必须满足国家标准的要去选购（也就是

要关注国家颁发标准认证产品）。这里提到标准相信不少用户会遇到

不同标准有时候会出现冲突、不一致等现象。

在第十五条中明确了：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

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网络安全管理

以及网络产品、服务和运行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第二十三条：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按照相关

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

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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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制定、公布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并推动

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认证、检测。 意思就说以

后关键信息系统的产品采购需要在网信部门牵头发布的《网络关键

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选取。非关键信息系统产品采购

需要符合国家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安全检测符合要求。比如

说像目前的公安部颁发的安全产品销售许可证是最基本的产品认证

要求。

第二十一条中明确指出用户网络需要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

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采取监测、记

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

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

措施 ；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必须保留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对不同

数据的重要性需要加密和备份。对于这个要求，一些客户单位执行

的并不是很到位。

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关键信息网络需要考虑业务持续问题，防止

单点故障的解决方案必须采用。两地三中心到分布式多活的异地多

活技术将受到更广泛行业的需求。同时这也是对设备厂商的稳定性、

使用年限、成熟度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十五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

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这条笔者理解，在最终采购决策上，法律

会做出解释，但设备国产化或者会有优先权。建议客户在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尽早淘汰国

外产品，既然写入了法律规定就不是建议或指引了。在第六十五条

对违反的单位和负责人将处以重罚，并可责令停止使用。

第二十五和第三十四条要求网络运营者需要制定安全事件应急

预案（点赞）。建议用户与安全运维专业团队保持紧密联系以确保应

急预案的完善和到位。

第二十四条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

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

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

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

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这里要重点关注对于一些 ICP 提供用户信息

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时候需要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保证用户真实

身份。这里需要着重注意，目前技术和业务模式尚不能很好的解决

这个问题，即便是在新用户注册的时候采用手机认证，也存在不少

的漏洞。

第三十八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自行或者委托

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对其网络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检测评估，并将检测评估情况和改进措施报送相关负责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这里规定了安全评估的必须性。

个人信息使用要明示 高压线不能碰

本法用不少篇幅的条文来规定网络产品、服务提供商对用户信

息资料的收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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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

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守本法

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 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

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

使用规则。网络运营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

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第四十二条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

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网络运营者应当采

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

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

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

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十三条 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

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

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

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

更正。

第四十四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

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第四十五条 依法负有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必须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

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笔者了解到众多 ICP 服务商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并没有让用户

明确同意就收集客户的信息，同时还存在与其他机构交换数据的情

况。同时因为安全建设不到位导致黑客入侵，用户资料大量外泄。

为了避免您触及法律红线，请及时咨询专业法律人士。

第六十四条中规定对违反单位主管、责任人、单位重罚并可责

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

吊销营业执照。

注：下一篇是编委会特邀绿盟科技法务经理对安全法进行的专

业解读，五分钟即可带您了解《网络安全法》，翻到下一页，仔细阅读，

必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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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带您了解《网络安全法》
总裁办  马英杰

关键词： 网络安全法 网络安全监测预警 容灾备份 强制认证

摘要：在全面迈入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人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财富和便利的同时，

也面临着互联网本身的诸多风险和威胁，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作为中国网络安全领域

的大事，《网络安全法》以基本法的姿态来到国人面前，这部意义深刻的法律您读了吗，是

不是计划着这七章七十九条，近万字的篇幅得有充裕的时间了才能翻阅？别等了，今天先跟

我一起花 5 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吧！

2016 年 11月 7 日正式通过，并将在 2017 年 6 月1日施行的《网

络安全法》，作为中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律，用七章七十九条的

篇幅，围绕网络安全运行、网络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

监管，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等内容做出了规定，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

下！

透过这部基本法，可以看出只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

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从事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都将受到

这部法律的约束。这部法律的附则中明确将“网络”界定为“指计算

机或者其他信息终端及相关设备组成的按照一定规则和程序对信息

进行收集、存储、传输、交换、处理的系统。”这样一来，在这个互

联网时代，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或个人能够与这部法律断开联系。

在网络运行安全中，这部法律要求网络运营者按照网络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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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健全防范

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记录网络运行状态及安全事件检测、

采取数据分类备份和加密；对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在符合国家标准、

安全维护、强制认证、安全检测方面提出了系列要求；网络运营者

在用户身份认证、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及协助调查领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对重要行业和领域（例如：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

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以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

营者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安全保护义务。诸如：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

构及管理人员的安全背景调查、从业人员的定期培训和考核、重要

系统和数据的容灾备份、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及演练、采购产

品的国家安全审查及保密协议签署、在中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存储及对外提供的安全评估要求等。 

从网络信息安全角度，这部法律尤其强调了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要求网络运营者在收集、使用用户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而且必须明示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对于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信息泄露、毁损、丢

失情况，能够及时的采取补救措施 ；禁止发布或传输违法信息；建

立投诉、举报制度并及时受理。

作为网络的使用者，这部法律赋予了相关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不

可推卸的责任以及不容碰触的法律底线。例如：用户有权要求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有权要求删除或更正错误的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使

用网络不得从事违法行为、不得设置恶意程序、不得非法获取、出售、

提供个人信息、不得利用网络发布犯罪活动信息、不得为违法犯罪活

动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   

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国家网信部门、

国务院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等被赋予了明确的监管职责：例如：

收集、分析、发布网络安全预警信息、制定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定

期组织演练，并且强调如果遇到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经国务院

决定获批准，可以采取临时措施。

如果违反了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责任主体会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作为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根据不同的违法

情形，可被处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

关闭网站、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等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责任人员也会有罚款的处罚；作为个人，根据违法情形，可被

处以罚款、拘留、没收违法所得、追究刑事责任等。更为严重的是，

一旦受到处罚，会根据情形限制其从事网络安全管理和网络运营关

键岗位的工作时限，最长可以限制终身。

另外，这部法律指明了国家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的

发展方向，鼓励和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因此各企业在数据备份

加密、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防范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

施等方面会有更多的需求，而绿盟科技作为国内资深的安全厂商，

凭借多年网络安全技术方面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在安全监测、风

险评估、安全人才交流、承接网络安全产业项目、定制企业安全模

式等方面将会有力地支持合作伙伴在网络安全法施行背景下的合规

设计和运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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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政府行业
信安保障工作新思路
政府事业部 陈安君 张智南

关键词： 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全态势感知 监测预警 网络安全人才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颁布，构成了国家信息安全监管的新形势，由

此带来网络和信息安全的保障，会在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化两个维度上发生相应的变化，给

政府行业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挑战。本文结合《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梳理了安全监管新形势下政府单位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新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内容涉及基本原则、网络安全战

略、网络空间治理目标、网络安全监管体制及政府各部门职责权限、

强化网络运行安全、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义务和

责任、违法惩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措施等方面。《网络安全法》

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

是我国网络空间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职能部门、监管技术规范等方面的新变化，

构成了国家信息安全监管的新形势，由此带来网络和信息安全的保

障会在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化两个维度上发生相应的变化，给政府行

业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挑战。本文结合《网络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梳理了安全监管新形势下政府单位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的新思路。

第一：新的法律责任—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

度

《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

度。作为我国首部网络安全专门性法律，首次以法律形式要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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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将等级保护制度从一项基本制度、基

本国策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家对于等级保护

制度全面贯彻的决心，后续各行各业尤其是政府部门对这一制度势

必需要严格执行。此外根据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出，

网络安全法在原有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创新了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工作方法，各政府部门的信息安全建设需在原有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将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

重要信息系统建设诸如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大

数据等领域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都纳入国家安全等级保护

制度进行管理，将风险评估、安全监测、通报预警、应急演练、灾

难备份、自主可控等重点措施也纳入了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的管理范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许多单位已经按照原有的等级保

护标准要求实施了安全防护，但在未来新修订的标准颁布后，需要

按照修订后的标准要求，更新现有的防御体系，应用标准中新增的

新型安全防护技术、方法，进一步增强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

�

第二：新的监管维度—需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重点保护

网络安全法引入了新的监管维度——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实施

重点保护。我们首先要识别当前纳入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的应

用系统，如政府网站、重要平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等。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在网络安全法即将颁布的一段时间内，需梳理《网

络安全法》与现行法规之间的关系，明晰职责，建立健全相关配套

标准；开启部门、行业、地方的立法和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相

关工作；需对部门、行业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对于容易

受到网络侵害的关键行业要实施重点保护；对于负责运营的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应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负责人，并对其进

行安全背景审查，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意识培训、技术培训及

技能考核，此外需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系统和数据库进行容灾

备份。 
�

第三：新的规则及义务—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到一定高度

本次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聚焦个人信息保护，明确任何个人或组织

不得窃取、篡改、损毁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网络安全运营者、网络

安全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

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并规定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

政府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会在日常办公过程中收集

到大量个人信息，随着网上办公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泄露也成为政

府部门面临的新挑战。本次网络安全法的出台，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有

法可依。这是我国以的法律形式要求各行业从事网络安全运维的单

位和部门，要下大力气管好个人信息数据，这对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府

行业相关部门提出了新考验。我们建议：针对涉及到使用、存储公民

个人信息的政府单位，需尽快盘点已收集、使用、存储的个人信息的

类型，对个人信息的载体处理分析、对使用个人信息的信息系统进行

分析，积极打造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完善单位及行业内的个人信息

保护体系，将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需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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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新的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健全以行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为

技术基础的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

《网络安全法》第五章专门规定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

制度建设，要求建立国家层面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

强化网络安全事件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网络安全事件处置机制；要

求从行业领域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要求网络

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具体概括起来 : 各级相关政府机关需建设面向国家监管部门和

行业所属单位的信息通报机制 , 建立感知网络安全状态的预警体系，

判断安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对发生的安全问题及时进行预警通报

和事件处置；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需建立健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工

作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通过建立行业内监测预警

与应急处置的制度和体系，从而提升整体的网络安全保护能力。

�

第五：新的战略举措—网络安全人才培养

《网络安全法》第二十条　国家支持企业和高等学校、职业学校

等教育培训机构开展网络安全相关教育与培训，采取多种方式培养

网络安全人才，促进网络安全人才交流。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对网络安全领域的人才问题进

行了规定。《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弥补了网络安全人才领域的法律空白，

表明国家更加重视网络安全人才工作，更为以后政府及各个地方出台

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细则提供了法律依据。

总的来说，《网络安全法》一方面明确规定了网络空间活动的法

律禁区；另一方面对政府、企业等各行业都提出的更高要求。 《网

络安全法》的及时颁布，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及时明确

了网络空间行为的准则，有助于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引领社会诚信，

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依法治网和

依法管网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我国拓展网络空间、规范建设网络强国、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绿盟科技作为国家级应急响应支撑单位愿意利用自身的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在政府行业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信息系统等级

保护、电子政务外网、国家关键信息系统的风险管控、安全运维、

网站监护、数据安全、态势感知、新一代威胁防护等方面为信息化

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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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业需要关注
《网络安全法》的6个要点
金融技术部 俞琛

关键词：网络安全法 金融机构 互联网金融 

摘要：《网络安全法》正式出台，对于加强互联网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约束具有重要

意义，对金融机构提出新的网络安全工作思路和要求，起到推进作用。

本文梳理的关注点分布在工作依据、工作原则、网络运行、个人信息、监测与预警、内

部审计 6 个方面，期许通过完善和加强这些方面的管理机制和技术防护措施，从而整体提

升金融行业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安法》）规定了网

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网络安全监测预警

和信息通报、用户信息保护、网络信息安全投诉举报等制度，以及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 处置、漏洞等网络安全信息发布、网络安

全人员背景审查和从业禁止、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数据留存和协

助执法等制度。本文根据《网安法》的要求，对金融机构在网络安

全方面需要关注的内容进行梳理。

【关注点一】金融机构需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

全保护义务

【法律要求】原文第二十一条提到“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度。”原文第三十四条提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安全保护

义务……”。第三十八条提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自行

或者委托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对其网络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测评估……”。

【专家解读】《网安法》新提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和“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网络运营者”这些概念。《网安法》未

对“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做进一步规定，既未解释该制度的内涵、

也没有说明该制度将如何实施，以及“网络安全等级”具体如何划分

和确定。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关注未来中央网信办和银监会

具体如何划分和确定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文件和通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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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监办发 [2016]107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银行业

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治理及配合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

检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107号通知”）通知指出，银行业网络

和重要信息系统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因此，明确银行业金融

机构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证券、基金、保险行业，以及

互联网金融行业暂未明确是否属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需按照

网络运营者要求执行。

《网安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要求一系列安全保护义

务，如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并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又如对其网络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测评

估，相较于人民银行发布《金融行业信息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实

施指引》【JR/T 0071—2012】要求，延长了日志保存时限，提高了

风险评估频率。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该法要求应设置专门安全管

理机构和安全管理负责人并进行安全背景审查等，明确受到治安管

理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人员信息安全关键岗位的从业禁止，要求所有

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对人员背景的调查，建议编写明确的岗位说明书，

尤其是信息安全岗位的人员，人员招募时采取人力背景调查问卷、

第三方机构背调等方式进行安全背景调查。

【关注点二】银行业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建设需遵循“三同步原则”

【法律要求】第三十三条提到“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确保

其具有支持业务稳定、持续运行的性能，并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专家解读】《网安法》明确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必须同时开

展信息安全保障工作。这个要求符合目前信息安全实践趋势，如重

要信息系统在立项之前，从概念阶段伊始信息安全工作就已经介入，

在项目立项、安全需求、安全设计、安全开发、安全测试，直至系

统上线验收全生命周期的保障。

对于安全技术措施遵循“三同步原则”的好处是立项目标与安

全需求定义相匹配，系统功能实现和系统安全流程设计相匹配，如

某信息系统立项定位是重要信息系统，关注系统交易过程数据安全，

安全需求定义认为登录密码与交易（支付）密码的保护等级不同，功

能实现中设定登录密码重置可通过验证手机短消息方式，但交易（支

付）密码重置必须到现场柜台，从而避免因功能实现变更引起的返

工和开发延期，降低安全风险，提高效率，减少系统开发成本。

【关注点三】金融机构需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

演练

【法律要求】第二十五条提到“网络运营者应当制定网络安全事

件应急预案”。第五十三条提到“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

期组织演练工作分工和工作要求”。

【专家解读】《网安法》新提出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的

相关要求，金融机构制定应急预案应覆盖所有网络安全场景，包括

网络扫描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等，系统方面有恶意代码、后门程序等；

另外，根据应急预案涉及的各方面内容，建议由负责应急预案工作

的部门组织预案中各角色相关人员开展应急预案培训。

107号通知指出，银行业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是国家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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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安全风险应对，提升银行业整体防

护能力，按照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风险专项应对

工作的整体安排，决定组织开展银行业网络安全风险专项评估治理

工作。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中国银监会《银行业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等相关规章和标准，结合近年银行业发生的安全事件和面临

的安全风险，制定符合自身组织架构的网络安全应急预案，预案中

明确科技部内部及业务部门的应急响应责任，准备措施以及应对突

发事件的配合机制，并组织演练。

【关注点四】金融机构需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

制度

【法律要求】第二十九条提到“国家支持网络运营者之间在网络

安全信息收集、分析、通报和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合作，提高网络

运营者的安全保障能力。”

第五十一条提到“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

第五十二条提到“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

按照规定报送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

【专家解读】《网安法》提出在网络安全信息的合作、分享，提

高保障能力的思路，这与当下行业内部少部分事前心存侥幸、发生

信息安全事件后企图瞒报、少报的应对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绿盟科技高级副总裁叶晓虎指出“现阶段的企业在安全防护工

作中已经能够切实感觉到整个生态链的影响，而单个企业的数据总

是不够完整，希望能够与更多产业链伙伴进行信息通道的打通和数

据的交换，以保障更快地进行安全响应。”建议采取与合作伙伴或供

应商签署保密协议，保证网络日志、安全告警信息不向社会公开的

前提下，可以自建或招募一些通过背景审查的安全人员形成安全团

队，对同一行业、同一领域的金融机构租用一套行业公有云监测预

警平台，解决缺少 7*24 小时值守人员、缺乏高效运营监管工具的问

题，快速高效的提升防护水平。如采用网站安全监测和预警平台解决，

可以协同运营，降低成本。

【关注点五】金融机构需采取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

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

【法律要求】第四十二条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

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

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

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

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专家解读】《网安法》对网络运营者进行个人信息收集、存储、

处理、使用和转让等各环节都作出明确规定，突出强调了信息收集

者的责任。对于个人信息收集或使用环节应以明确、易懂和合理的

方式如实公示其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范围、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等信息，接受公共监督。《网安法》的

一大亮点就是赋予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求删除和更正其个人信息的权

利。目前，中央网信办正制定个人信息收集规范标准，将更好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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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

互联网金融行业做好自有信息系统的前台和后台数据访问控制，

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如业务流程评估、账号和权限管理、数据库

审计等，降低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风险。建议系统设计开发

阶段考虑账号权限分配和访问控制设定功能，避免因内部工作人员

因职权便利，违规查询或批量下载客户个人信息和交易记录。运行阶

段，制定数据使用、获取、存储规范，对内部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

制度约束，开展技术渗透测试评估，避免功能实现上存在平行提权、

拖库缺陷。

【关注点六】金融机构需开展内部审计，确保网案法贯彻实施

【法律要求】原文第六章法律责任相关要求

【专家解读】《网安法》在第六章“法律责任”中提高了违法行

为的处罚标准，加大了处罚力度，有利于保障《网络安全法》的实

施。为了避免被罚，蒙受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金融机构需建立内

部审计机制并开展内审工作。金融机构需明确制定内部审计检查方法、

标准、检查项，开展内审验证措施有效性，如定期审计信息系统使

用过程中是否存在内部人员违规数据获取行为，验证控制措施效果。

【结语】

《网络安全法》正式出台，对于加强互联网和网络安全方面的法

律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对金融机构提出新的网络安全工作思路和要

求，起到推进作用。

本文梳理的关注点分布在工作依据、工作原则、网络运行、个人

信息、监测与预警、内部审计 6 个方面，归纳如下：

� 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

� 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建设需遵循“三同步原则”

� 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 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

� 采取措施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

� 开展内部审计，确保网案法贯彻实施

综上，期许通过完善和加强这些方面的管理机制和技术防护措

施，从而整体提升金融行业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http://www.cac.

gov.cn/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黄道丽 .《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保护办法》亟待制定 .保密科学技术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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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安全度量建设
金融技术部 胡昂

摘要：基于企业业务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逐步加大 , 企业安全技术体系建设已经初见

成效，信息安全防护手段以消除业务的已 / 未知风险为目标被广泛应用，而众多安全手段

的效率、效果乃至成本往往难以被客观的测量和评价，缺失了测量手段和评价制度，将造

成企业 IT 技术和管理体系在 PDCA 的持续改进过程中缺乏改进的客观依据。

关键词： 企业安全技术体系 安全度量 信息安全防护 信息安全决策 态势感知

一、引言

基于企业业务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逐

步加大 , 企业安全技术体系建设已经初见成

效，信息安全防护手段以消除业务的已 / 未

知风险为目标被广泛应用，而众多安全手段

的效率、效果乃至成本往往难以被客观的测

量和评价，缺失了测量手段和评价制度，将

造成企业 IT 技术和管理体系在 PDCA 的持

续改进过程中缺乏改进的客观依据。

管理学中的有句名言：“无法度量的就

无法管理”。为了提高企业信息安全工作的

有效性和效率，需要针对安全活动和安全防

护手段，建立一套可量化、可重复测量的安

全指标体系，并通过平台自动化收集和呈现，

形成对风险实时和阶段时间内的反馈和针对

企业信息系统保障程度的有效度量，最终为

信息安全决策和态势感知提供客观的数据支

撑。

二、目标

安全度量指标体系

根据行业监管要求、行业规范、外部信

息安全状况、企业信息科技管理目标、信息

科技管理工作实际情况和行业最佳实践制定

企业信息系统安全建设目标、度量指标体系

和期望标准。

安全度量系统

依照前期的信息系统安全建设目标、度

量指标体系和期望标准，根据信息系统实际

情况，建立安全度量系统。度量系统将依照

企业的实际需要，实现安全度量信息的收集、

计算和展示功能。

三、思路

3.1 安全度量流程

对安全度量的流程，不同的文献和标准

中，表述不尽相同，但步骤大体上是相似的。

Debra S. Herrmann 认为，安全度量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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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ebra S. Herrmann 的安全度量流程

图 1-2 信息安全度量开发流程

图 1-3 信息安全度量实施流程

一个是度量指标的建立，另一个是度量数据的采集。

3.2 安全度量对象

广义上来说，安全度量的对象包含两方面内容：安全控制措施

和安全控制目标（资产）。对应安全控制目标的度量，主要度量资产

的风险状态。这部分工作有相当部分属于风险识别的范畴。因此一

般所说的安全度量，更多的是强调对安全控制措施的度量。但是如

果将人员也看作资产的一部分，人员安全也是安全度量的一个重要

内容。

本文中，主要侧重在信息资产，人员不作为度量对象的范围。

3.3 安全风险识别

信息安全领域，对风险的计算有着广泛的共识，即风险 = 资产

* 威胁 * 脆弱性，这种表述与风险的分类层次（业务系统 - 场景 - 事件 -

方式）相符合。其中业务系统对应资产，事件对应威胁，方式对应

脆弱性。场景是威胁与脆弱性的多重组合。理论上资产根据其重要性，

程如下图所示：

NIST SP800-55 Rev1 中，将安全度量的过程分为两个流程：

信息安全度量开发流程（如图 1-2 所示）和信息安全度量实施流程（如

图 1-3 所示）。

ISO 27004 中，将安全度量分为四个步骤：1）开发测度、2）

执行度量项目、3）分析并报告结果、4）对度量项目自身的评估与改

进信息安全度量开发流程。

无论怎样表述安全度量的步骤，有两个最关键的步骤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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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威胁分类模型

还应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本文中，默认所有资产的重要性都是一

样的，即权重系数都为 1。同样的，实际的威胁根据其发生的概率

和依赖的条件，也应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系数的取值依赖于历史的

经验，本文中度量的初始威胁系数都为 1。脆弱性在公开披露时就会

被赋予严重等级，根据不同的等级可以赋予其不同的系数。

资产的分类依照实际业务系统的具体情况进行。业界对威胁的

分类没有公认的结论，我们根据经验，按照威胁的手法，将威胁分

为了六个大类（如图 1-4）：

3.4 安全控制措施量化

经过多年的信息安全度量实践，不同的组织和学者提出了很多

测度指标体系模型，可以用于安全控制措施量化。这些模型大体上

图 1-5

图 1-6 残余风险态势图

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的非盈利研究机构提出的模型，一类是

基于能力成熟度模型（CMM）的模型，最后一类是一些被广泛应用

的标准规范。

企业可参考相关标准规范，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编制一套

适用的安全控制措施量化模型。

3.5 度量结果与呈现

度量的最终结果体现在三个方面：潜在风险、控制能力、残余

风险。我们将用从业务系统（资产）的视角才呈现潜在风险（图 1-5

中左侧部分），从不同标准规范的视角呈现控制措施（图 1-5 中右侧

和中间部分），用总体态势呈现残余风险（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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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安全需求及对策
创新中心 张星

摘要：物联网很多应用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些不恰当的方案设计，可能会直接

或间接地暴露用户的隐私信息，了解物联网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并找到制定对策的方法是非

常重要的。本文是物联网安全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接续上期物联网安全概述之后，讨论《物

联网安全的需求与对策》

关键词： 物联网安全需求 物联网需求 物联网需求分析

一 .  引言

物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也

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安全问题。物联网中的很多应用都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如摄像头，智能恒温器等设备，通过对它们的信息

的采集，可直接或间接地暴露用户的隐私信息。由于生产商缺乏安

全意识，很多设备缺乏加密、认证、访问控制管理的安全措施，使

得物联网中的数据很容易被窃取或非法访问，造成数据泄露。物联 图 2.1 物联网各层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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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这种新型的信息网络往往会遭受有组织的 APT 攻击。由此可见，

物联网安全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物联网涵盖范围广泛，本章关注于物联网安全中较为通用的安

全需求，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让读者对物联网安全需求和研究方

向有更加深刻的了解。通过图 2.1，也可以发现，物联网的不同层次

可能面临相同的安全需求。

二 .  物联网威胁与对策

2.1  隐私保护

物联网中的很多应用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摄像头，智

能恒温器等设备，通过对它们的信息的采集，会直接或间接地暴露

用户的隐私信息。所以隐私保护是物联网安全问题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之一。

（1） 威胁

基于数据的隐私威胁：物联网中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等过程

中的隐私信息泄露。

基于位置的隐私威胁：物联网中各节点的位置隐私以及物联网

在提供各种位置服务时的位置隐私泄露问题。

（2） 对策

通信加密。

最小化数据采集。

匿名化数据采集和处理。

由相关用户决定是否授权数据采集。

路由协议隐私保护法保护节点准确位置信息。

2.2  认证

（1） 威胁：

物联网环境中的部分访问无认证或认证采用默认密码、弱密码。

（2） 对策：

一方面开发人员应考虑在设计时确保用户在首次使用系统时修

改默认密码，尽可能使用双因素认证，对于敏感功能，需要再次进

行认证等；

另一方面作为用户，应该提高安全意识，采用强密码并定期修

改密码。

2.3  访问控制管理

（1） 威胁：

未授权访问

安全配置长期不更新、不核查

（2） 对策：

身份和访问管理、边界安全（安全访问网关）。

持续的脆弱性和错误配置检测清除。

网关是很多公司的关注点。Vidder 公司的产品基于 CSA 定义

的软件定义边界，只有认证后才能对服务进行访问。CUJO 公司的

智能防火墙，采用了网关 + 云 + 手机 APP 的模式，手机 APP 可以

看到对于内部网络的访问情况，并进行访问控制，云端对网关采集

的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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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配置文件被修改。

设备的数量巨大使得常规的更新和维护操作面临挑战。

未认证代码执行。

断电引发的异常。

设备逆向工程。

（2） 对策： 

定期审查配置。

固件自动升级（over-the air （OTA））。

定义对于物联网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控制。

对代码签名以确保所有运行的代码都是经过认证的，以及在运

行时防护。

断电保护。

用白盒密码来应对逆向工程。

物联网环境下有两点尤其要注意，一是众多设备如何升级，二

是对于设备的逆向工程。对于第一点，应定义对于物联网设备的全

生命周期控制，并提供设备固件自动升级的方式；对于第二点，目

前已知的技术是采用白盒密码。

2.7  攻击检测和防御

拒绝服务攻击

（1） 威胁

在物联网中拒绝服务攻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设备进行攻

击，如：一直给电子标签发送恶意请求信息，使标签无法响应合法

未来的智能家庭安全将会是一个关注点，随着家庭中智能设备

的增多，设备本身的访问控制并不足以抵抗日益复杂的网络攻击，如

果设备本身存在漏洞，攻击者将可能绕过设备的认证环节。一个自

然的思路是在网络的入口做统一的访问控制，只有认证的流量才能

够访问内部的智能设备。

2.4  数据保护

（1） 威胁： 

数据的泄露和篡改问题。如基于修改的医疗数据，医疗服务提

供者有可能错误地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2） 对策： 

很多公司都提供了 DLP 产品。

对于物联网环境下的数据安全问题，信息安全公司一般采用将

已有的 DLP 产品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进行推出。

2.5  物理安全

（1） 威胁： 

部署在远端的缺乏物理安全控制的物联网资产有可能被盗窃或

破坏。

（2） 对策： 

尽可能加入已有的物理安全防护措施。

并非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应作为标准的一部分进行规范。

2.6  设备保护和资产管理

（1）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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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另一种是控制很多物联网设备对其它系统进行攻击。

（2） 对策

针对第一种攻击，物联网远端设备需要嵌入式系统抵抗拒绝服

务攻击。针对第二种攻击，一方面加强对节点的保护，防止节点被劫持，

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有效地识别被劫持的节点的方法。

Zilog 和 Icon Labs 联合推出了使用 8 位 MCU 的设备的安全解

决方案。防火墙控制嵌入式系统处理的数据包，锁定非法登录尝试、

拒绝服务攻击、packet floods、端口扫描和其他常见的网络威胁。

病毒攻击

（1） 威胁

病毒攻击指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数据的

代码。

（2） 措施

物联网设备需要代码签名，以确保所有运行的代码都是经过授

权和认证的。

赛门铁克的白皮书中指出设备保护需要对代码签名以确保所有

运行的代码都是经过认证的；天威诚信 VeriSign 代码签名证书；

Instant SSL、微软、Digicert 等都在做代码签名相关的工作。

APT 攻击

（1） 威胁

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指的是高级持续性威胁。 

利用先进的攻击手段有组织地对特定目标进行长期持续性网络攻击。

APT入侵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 USB 等移动设备为攻击对象，进

而入侵企业信息系统。

（2）恶意邮件，钓鱼网站，恶意链接等。

（3）利用防火墙、服务器等系统漏洞继而入侵企业网络。

（2） 对策

（1）使用威胁情报。

及时获取最新的威胁情报信息，如：APT 操作者的最新信息；

不良域名；恶意邮件地址，附件，主题；恶意链接和网站等信息，

及时进行防护。

（2）建立防火墙和网关，进行访问控制。定期检查配置信息，

及时更新升级。

（3）收集日志进行分析和溯源。

（4）全网流量行为的模型建立和分析。

（5）对用户的访问习惯进行监测。

在检测到 APT 攻击的同时，也可以对 APT 攻击进行监测和溯

源分析，并将威胁情报共享。

蜜罐

蜜罐是设置好故意让人攻击的目标，引诱黑客前来攻击。所以

攻击者入侵后，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得逞的，可以让人随时了解

针对系统所发动的最新的攻击和漏洞。

2.8  态势感知

态势感知是在大规模系统环境中，对能够引起系统状态发生变

化的安全要素进行获取、理解、显示以及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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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将对一个态势感知系统中比较重要的几部分进行介绍。

异常行为检测

异常行为检测的方法一般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特定的环

境中，如工控领域等可以进行全流量分析和深度包检测。

一个异常行为检测系统应能自动进行异常行为检测，对客户的

网络进行分析，知道什么是正常的行为，并建立一个基线，然后如

果发现不正常的或者可疑的行为就会报警。除监视应用程序的行为

外，它还应监视文件，设置，事件和日志，并报告异常行为。

总结来说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建立正常行为的基线，从而发现

异常行为，另一种是对日志文件进行总结分析，发现异常行为。

脆弱性评估

客户如何知道他们是否采用了足够的安全措施，或者是否采用了

正确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资产和业务。客户需要从众多的公布的标

准和最佳实践中获取信息来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是有时候阅读和理

解一些相关的标准有些困难。所以需要为用户提供一套解决方案来

被动或者主动地评估系统、网络和应用，发现不良行为，并不断提

供脆弱性评估报告。

脆弱性评估应具备从多传感器中收集到的网络通信和事件信息

数据来分析环境的脆弱性和威胁的能力，对 IT 安全进行持久的监控。

威胁情报交换

物联网设备的经销商、制造商甚至政府机构能够合作起来，及

时发现各类木马病毒和 0day 漏洞威胁，防范并拦截 APT 攻击、未

知威胁等新型恶意攻击，实现共赢局面。

Intel 白皮书中指出汽车的经销商、制造商甚至政府机构能够合

作起来，进行威胁情报交换，能够快速将零日漏洞和恶意软件通知

相应的车辆。CUJO 通过将流量信息与商业威胁情报源进行对比，

以确保未授权的 IP 没有连接到用户的网络中。

通过利用威胁情报，及时对最新的攻击进行防御。当遭受到未

知攻击的时候，及时将威胁情报发布出去，实现威胁情报的共享。

可视化展示

可视化展示能够直观的呈现数据特点，同时容易被读者接受和

理解，所以大数据分析（深度包检测、全流量分析）结果需要可视

化展示。

大多数分析系统都有可视化的功能，如：NexDefense 支持网

络流量 3D 可视化等。

可以通过与手机 APP 结合实现移动可视化。

物联网事件响应措施

当系统遭到攻击时，需要快速的识别攻击来源，攻击路径，对

攻击做出快速的响应，在攻击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实施有效的措施，

减少损失。在攻击之后，需要快速地防止此类攻击的再次发生。

采用的策略一般是态势感知中的常用方法、异常行为检测和及

时打补丁。

2.9  通信保护

物联网设备与设备之间，设备与远程系统之间需要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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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信缺少传输加密和完整性验证，那么

通信很可能会被窃听或篡改。通信保护需要

对于设备和远程系统之间的通信进行加密和

认证。

很多公司的产品或者解决方案中都有

数据的传输加密、以及授权和认证功能

模块，如 Mocana 公司的安全服务平台；

Arrayent 的 Arrayent Connect Platform ；

Device Authority 的 Data Centric Security 

Platform ；SecureRF 开发了快速，超低功

耗的加密工具，Bastille 指出的无线鼠标和

键盘劫持问题也与通信保护有关。

在工控场景中，可通过单向网闸，实现

数据只能从低安全等级的系统流向高安全等

级的系统。

2.10  日志和审计

（1） 威胁： 

对于威胁的检测。

行业安全标准的合规。

（2） 对策： 

日志分析。

合规性检查。

从行业角度来说，特定行业的合规性必

不可少。对于日志的分析有可能发现潜在的威胁，但关键点在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三 .  物联网安全技术

物联网安全产品的核心在于技术，由于物联网的安全是互联网安全的延伸，那么我们可

以利用互联网已有的安全技术，结合物联网安全问题的实际需要，改进已有技术，将改进后

的技术应用到物联网中，从而解决物联网的安全问题。

通过对物联网安全需求和对策的分析，我们总结出需要重点关注的技术。后面我们将分

别从已有技术在物联网环境中的应用、新技术的探索和物联网相关设备、平台、系统的漏洞

挖掘和安全设计三个方面介绍物联网安全技术研究的一些思路。

在下一期文章中，我们接着讨论《物联网安全的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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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
解读
ICS产品管理团队 王晓鹏 张学聪

摘要：11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通过，在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国

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

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

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

工信部近期也发布了《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 而在此之前，工信部曾经发

布过工信部协 [2011]451 号《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下文简称 451

号文），从通知文件到防护指南，适用范围更加聚焦，目标更加明确，本文从不同角度做出

解读，并给出相关解决方案。

关键词： 工控安全 工控信息安全 工控安全生命周期 等级保护 防护指南 

差异性分析

适用范围的差异

451 号文适用于核设施、钢铁、有色、化工、石油石化、电力、

天然气、先进制造、水利枢纽、环境保护、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

城市供水供气供热以及其他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领域 ；《工业控制

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则直接指出该指南适用于工业控制系统应

用企业以及从事工业控制系统规划、设计、建设、运维、评估的企

事业单位，范围更广，目标更加明确。

落实的手段差异

防护指南深化了对原有 451 号文要求的内容，在工业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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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防护的落实手段上进行了强化。原有 451 号文旨在加强各

相关机构针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如

各级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工

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有关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监

督；有关部门要加快推动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技术研究和产

品研制；国有大型企业要切实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领

导。侧重点在于加强各部门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的认识上，

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责任要求。

防护指南对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落实手段进行了进一步的明

确。规定了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

筹安排，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业企业进行指导并制定工控安全防护

实施方案。要求各相关单位建立工控安全管理机制、成立信息安全

协调小组等方式，明确工控安全管理责任人，落实工控安全责任制，

部署工控安全防护措施。

可以看出，从原 451 号文到防护指南的推进，工控系统安全防

护落实的手段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从要加强、要加快、切实加强到建立、

成立、明确、部署，整体防护落实手段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技术方向的差异

目前防护指南深化了对原有 451号文要求的内容，强调了可落地

的防护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具体到工业防火墙和网闸等具体的措施

上。

防护指南在原有 451 号文有关连接管理要求基础上进行了细化，

涉及企业信息网络 ( 生产管理层、信息管理层 ) 和企业生产网络 ( 过

程监督层、过程控制层 ) 的数据交互明确了防护措施。除了指出禁止

没有防护的工业控制网络与互联网连接，还提供了具体的边界安全

防护手段，如规定将工业控制系统的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进行分离，

通过工业控制网络边界防护设备对工业控制网络与企业网或互联网

之间的边界进行安全防护，通过工业防火墙、网闸等防护设备对工

业控制网络安全区域之间进行逻辑隔离安全防护。

涉及企业信息网络向企业生产网络的远程访问安全，防护指南

参考了电力等先进发展行业中已经采用并得到检验的技术手段，如严

格禁止工业控制系统面向互联网开通 HTTP、FTP、Telnet 等高风

险通用网络服务；确需远程访问的，采用数据单向访问控制等策略

进行安全加固，对访问时限进行控制，并采用加标锁定策略。

涉及企业过程监督层、过程控制层的安全配置管理方面，防护

指南在原有 451号文有关配置管理要求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加入了补

丁管理和身份认证相关要求。如密切关注重大工控安全漏洞及其补

丁发布，及时采取补丁升级措施。在补丁安装前，需对补丁进行严格

的安全评估和测试验证；在工业主机登录、应用服务资源访问、工

业云平台访问等过程中使用身份认证管理。对于关键设备、系统和

平台的访问采用多因素认证；合理分类设置账户权限，以最小特权

原则分配账户权限。

防护指南对原有 451号文有关应急管理要求进行了加深，引入了

安全监测机制和应急预案演练手段。规定了需要在工业控制网络部

署网络安全监测设备，报告并处理网络攻击或异常行为；在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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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控制设备前端部署具备工业协议深度包检测功能的防护设备，限

制违法操作；定期对工业控制系统的应急响应预案进行演练。

另外，防护指南还特别指出需要保留工业控制系统的相关访问

日志，并对操作过程进行安全审计。

管理方面的差异

安全软件选择与管理

�引入工控安全软件验证测试的环节，防病毒软件和白名单软件

需要在离线环节中进行测试和验证。防病毒和白名单软件是近几年

工控系统比较流行的安全软件，《指南》中强调了在这些软件上线前

需要做好充分的测试，防止因为这些软件导致工控系统的故障。

�引入防病毒和恶意软件入侵管理机制，对工业控制系统及临时

接入的设备采取病毒查杀等安全预防措施。对于任何接入已有工控

系统或新上线的工控系统都需要进行上线前的安全检查。

配置和补丁管理

�引入重大配置变更的管理，在进行重大配置变更前进行影响分

析和严格的安全测试。

�在配置管理的基础上引入补丁管理，相关企事业单位需要及时

进行补丁升级，并且在安装前需要进行安全评估和验证。现阶段很

多安全厂商已经具有了扫描工控系统漏洞的能力，但是在扫描出相

关的漏洞后如何进行漏洞的修复一直是一个问题，《指南》中着重强

调了在进行配置变更（包含业务配置变更和安全基线配置变更）和漏

洞修复前都需要在试验环境中进行验证和测试。

身份认证

�引入身份认证的要求，并且提出对于关键资产的访问需要采用

多因素认证。多因素认证也是《指南》中新增的针对工控系统的要求，

相关的关键资产应该采用口令加 RFID 等多种认证方式进行认证。

�引入最小特权原则；

�引入强口令的要求，并要求对一些工控软件定期更换口令。工

控系统大部分还是使用厂家配置的默认口令，或使用弱口令，通过

设置强口令，并定期更换，可以增加攻击者暴力破解口令的难度。

�新提出了加强对身份认证证书信息保护力度，禁止在不同系统

和网络环境下共享的要求，防止身份认证信息泄露，从而导致身份

认证失效。

安全监测和应急预案演练

�提出在工控网络部署网络安全监测设备，及时发现威胁。相关

的建议在一些行业规范中也可以找到对应的条例，现阶段工控系统

的安全状况还是处于一个朦胧的阶段，管理员并不清楚自己负责的

工控系统中是否已经具有相关的威胁，所以在工控系统中部署网络

入侵检测装置可以很好的帮助管理员了解该系统现有的安全状况和水

平。

�提出在重要资产前部署具备工业协议深度包检测功能的防护设

备即工控防火墙类设备，限制违法操作；

�在 451 号文的基础上提出工控安全事件需逐级报送直至属地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并提出注意保护现场便于取证。该建



52

行业热点

议在 451 号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现场和取证的要求，工控安全不

仅要做到“防得住”，还要尽量做到“查得到”。

资产安全

�引入资产安全明确资产的责任人，建立台账和资产的处置机制

等，这些是目前工控系统普遍比较欠缺的，在防护指南中提出并做

了相关要求。

�提出对关键主机，网络，控制组件进行冗余备份

数据安全

�提出对动态和静态数据的保护；

�提出对测试数据进行保护，一是方便后期的维护，二是测试环

境大都按照真实环境进行模拟，攻击者获取测试环境的数据后可以

参考这些数据对真实系统发动有针对性的攻击；

供应链管理

在 451 号文供应商选择和在合同中明确安全责任和义务的基础

上增加了保密条例，防范敏感信息外泄，做好数据防泄漏工作，很

多工控系统涉及国计民生，相关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都属于秘密

信息，因此在 451号文的基础上《指南》提出了防泄密的要求。

落实责任

提出通过建立工控安全管理机制、成立信息安全协调小组等方

式，明确工控安全管理责任人，落实工控安全责任制，部署工控安

全防护措施。很多企事业单位工控系统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是两批人，

可能负责信息安全的又是另一拨人，因此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问

题，落实此条建议可以避免生产部门和信息部门之间工控系统安全

责任落实不明确，没有责任人的问题。

解决方案

根据防护指南对工控安全的防护要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工业控制系统全生命周期

工业控制系统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考虑贯穿于系统生命周期各

个阶段的防护措施。

• 在设计阶段，将信息安全因素考虑其中，给出成型的系统建设

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 在设备选型阶段，选择成熟的融合信息安全的工业控制系统

（DCS、PLC、RTU、IED 等）和经过严格测试和认证的全线工控安

全产品；

• 在测试阶段，通过漏洞检测与挖掘技术对已成型的系统进行

严格的安全测试，通过渗透测试、漏洞扫描、漏洞挖掘等方式发现

系统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进行加固和修复，同时，需要分离工业控制

系统的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确保风险的隔离。

• 在运行阶段，通过非法入侵检测与异常行为安全审计等手段实

现安全管理；

• 在系统检修阶段，继续通过漏洞扫描、漏洞挖掘等手段对系

统进行二次安全测试；

• 在废弃阶段，对系统残余风险进行确认，确保系统正常报废

无风险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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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企业工业控制网络区域中部署工业防火墙，通过工业防火墙对安全区域之间进行

逻辑隔离安全防护，包括对重要工业控制设备的安全防护。工业防火墙应能提供针对工业协

议的数据级深度过滤，实现对 Modbus、OPC 等主流工业协议和规约的细粒度检查和过滤，

帮助用户阻断来自网络的病毒传播、黑客攻击等行为，限制违法操作，避免其对控制网络的

影响和对生产流程的破坏。

二、在企业工业控制网络区域与企业网或互联网区域之间部署工业防火墙或网闸设备，

解决控制网络如何安全接入信息网络的问题，解决控制网络内部不同安全区域之间安全防护

的问题。

三、对于确需远程维护的工作站，可通过工业防火墙自带的 VPN 等安全接入方式进行

连接。

四、在确需使用 USB、光驱、无线等接口的情况下，通过工控终端管控系统对外设进

行严格的访问控制。工控终端管控系统还可

兼具防病毒及应用程序白名单功能，只允许

经过工业企业自身授权和安全评估的软件运

行。

五、在工业控制网络区域部署网络安全

监测设备，如工控入侵检测系统、工控安全

审计系统，及时发现、报告并处理网络攻击

或异常行为。安全监测设备应能识别多种工

控协议，适应攻防的最新发展，准确监测网

络异常流量，自动应对各层面安全隐患，通

过对相关工控协议进行解析，发现潜在的异

常行为，并在第一时间进行告警。

六、工业控制系统应用企业上级监管机

构可通过扫描器等合规性检查工具对相关单

位的工业网络资产进行安全评估，包括对资

产的漏洞修复情况和配置合规情况的审计。

同时，工业控制系统应用企业也可通过合规

性检查工具完成对本单位工业网络资产合规

性的自查工作。合规性检查工具应实现针对

DCS、PLC、RTU 等工业控制设备的漏洞

扫描，以及针对传统上位机系统软件、组态

软件的漏洞扫描，其应该具备发现漏洞、评

估漏洞、展示漏洞、跟踪漏洞等完备的漏洞

管理能力。

工业控制网络综合防护拓扑图

工控网络架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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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模乘简介

摘要：RSA、DH 密钥交换等算法都涉及大数模幂，一般通过大数模乘完成。1985

年数学家蒙哥马利 (Peter L. Montgomery) 提出一种与 CPU 强相关的优化算法用于计算

REDC(T)=T*R' mod N (N>1)，该算法避免了除以 N 的操作，称之为蒙哥马利约分。技巧

性地组合使用蒙哥马利约分来实现大数模乘，可以规避大开销的除法、求模运算，一般称

此时的大数模乘为 " 蒙哥马利模乘 "。本文未做严格数学推导，只是从程序员以及逆向分析

人员的实用角度简介之。

关键词： 大数模乘、蒙哥马利优化、模逆元

一、求模运算

在初等代数里有一种很重要的运算，求模。用一般人能理解的

表述方式，就是求余数。比如，9 除以 7余 2，也可以说 9 模 7 等于 2，

写作 :

9 mod 7 = 2

还可以写作 :

9 ≡ 2(mod 7)

假设都是整数，如果 a=k*n+b对某些 k 成立，那么 a ≡ b(mod n)，

a mod n = b。

( a + b ) mod n = ( ( a mod n ) + ( b mod n ) ) mod n

( a - b ) mod n = ( ( a mod n ) - ( b mod n ) ) mod n

( a * b ) mod n = ( ( a mod n ) * ( b mod n ) ) mod n

( a * ( b + c ) ) mod n = ( ( ( a * b ) mod n ) + ( ( a * c ) mod n ) 

) mod n

高级安全研究部 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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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做严格的数学定义及推导，只是

大概介绍一下模运算。

逆元 (inverse)，也叫倒数，比如 4 的

逆元是 1/4，因为 4*(1/4)=1。在模运算领域

也有类似的概念。对于两个正整数 a、n，若

存在正整数 b，满足 :

( a * b ) mod n = 1

或

a*b ≡ 1(mod n)

此时 b 称做 a 的模 n 逆元，也叫数论

倒数。求模逆元即求解方程 (a*x) mod n=1,

也写作 :

a^(-1) ≡ x(mod n)

a*x ≡ 1(mod n)

等价于求解二元一次不定方程 :

ax-ny=1

比如 :

5*3-14*1=1

5^(-1) ≡ 3(mod 14)

即 5 的模 14 逆元是 3。

如果模逆元存在，必然有无数个，若 :

a*b ≡ 1(mod n)

必有 :

a*(b+k*n) ≡ 1(mod n)

但是，模逆元并不总是存在，比如 :

2^(-1) ≡ x(mod 14)

无解。

若两个正整数 a、n互素，则 a 的模 n

逆元必然存在，可以用欧拉定理证明 :

a^φ(n)=a*a^(φ(n)-1) ≡ 1(mod n)

此时 (a^(φ(n)-1) mod n) 就是 a 的模 n

逆元。比如，gcd(3,11)=1，有 :

3^(φ(11)-1)=3^(10-1)=3^9=19683

19683 mod 11 = 4

3*4 ≡ 1(mod 11)

若 gcd(a,n)>1，a 的模 n 逆元不存在。

当模逆元存在时，可以用 " 扩展欧几里得算

法 " 求解。

二、32-bits 整数版本的蒙哥马利模乘

所谓模乘运算，指形如 "x*y mod N" 的

运算，即两数相乘再求模。而模幂运算是

模乘的升级，即求 x 的 y 次幂再求模。稍

微了解点公开密钥体系的人都知道，RSA、

Diffie-Hellman(DH 密钥交换 ) 等算法会涉

及大数模幂，通常可以通过加法链算法将模

幂运算转换成若干模乘运算。

模幂可以转换成模乘，模乘中开销最大

的操作是求模，求模实际就是除法，一次除

法实际包含了多次加法、减法和乘法。如果

算法中能尽量减少、避免除法，则效率大大

提高。

求模运算在计算机领域中相当普遍，除

了 RSA、DH，其实更常见的是 x86 汇编

中的 32-bits 整数回绕，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mod 0x100000000"。可以说，你的计算

机中天天进行着求模运算。

1985 年 数 学 家 蒙 哥马 利 (Peter L. 

Montgomery) 提出一种与 CPU 强相关的

优化算法用于计算 REDC(T)=T*R' mod N 

(N>1)，该算法避免了除以 N 的操作，称之

为蒙哥马利约分。技巧性地组合使用蒙哥马

利约分来实现大数模乘，可以规避大开销的

除法、求模运算，一般称此时的大数模乘为

" 蒙哥马利模乘 "。

设 N>1 是整数，选一个 R>N，满足

gcd(R,N)=1，此时必存在整数 R'、N' 满足 :

R*R' ≡ 1(mod N)

R*R'-N*N'=1 ≡ 1(mo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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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 1(mod R)

(R-N)*N' ≡ 1(mod R)

0<R'<N

0<N'<R

即R'是R的模N逆元，N'是 -N(不是N)

的模 R 逆元。

定 义 蒙 哥 马 利 约 分 (Montgomery 

Reduction):

x*R' mod N

设 0<=T<R*N，有 :

T=T*R*R'-T*N*N'

T+T*N'*N=T*R*R'

令 m=T*N'，有 :

T+m*N=T*R*R'

(T+m*N)/R=T*R'

这表示对于任意 0<=T<R*N，存在整数

m，使得 (T+m*N)/R 没有余数。用如下算法

计算蒙哥马利约分 :

REDC(T)=T*R' mod N

int REDC ( int T )

{

    int m, t;

    /*

     * R*R'-N*N'=1

     */

    m   = ( ( T % R ) * N' ) % R;

    t   = ( T + m * N ) / R;

    if ( t >= N )

    {

        t  -= N;

    }

    return( t );

}

T * R '  m o d  N =T * R * R ' / R  m o d 

N=T(N'*N+1)/R mod N=(T*N'*N+T)/R mod 

N

注意到对于任意整数 k，有 :

( ( T * N ' + k * R ) * N + T ) / R  m o d 

N=(T*N'*N+T)/R mod N

从而在计算 "T*R' mod N" 的过程中，

不必计算 m=T*N'，可以计算 "m=T*N' mod 

R"。 对 于 0<=T<R*N，t=(T+m*N)/R 小于

2*N，计算 "t mod N" 时，可以用一个判断

及减法完成。

仔细观察 REDC(T)，若 R=2^i (i>1)，

则 REDC(T) 中的除法、求模都是廉价的

位操作。这个算法就是蒙哥马利约分算法

(Montgomery Reduction Algorithm)。

定 义 蒙 哥 马 利 剩 余 (Montgomery 

Residue):

x'=x*R mod N

欲求 :

z=x*y mod N

有 :

z ' = z * R  m o d  N = x * y * R  m o d  N = 

(x'*y')*R' mod N=REDC(x'*y')

z = z ' * R '  m o d 

N=REDC(z')=REDC(REDC(x'*y'))

上 式 表 明 为求 得 z， 只需 要 几 次

REDC()，当 R 为 2 的幂时 REDC() 很廉价。

我们仍需要计算 "x'=x*R mod N"，这个可以

优化 :

x '=x*R mod N=(x*R*R)*R '  mod 

N=REDC(x*(R*R mod N))

新问题出现，为了计算 x'，需要计算

"R*R mod N"。由于 R、N 是常量，只需预

计算一次 "R*R mod N" 即可。

现在我们有 :

x'=REDC(x*(R*R mo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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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EDC(y*(R*R mod N))

z'=REDC(x'*y')

z=REDC(z')

z = x * y  m o d  N = R E D C ( R E D C ( R E D C ( x * ( R * R  m o d 

N))*REDC(y*(R*R mod N))))

这个算法就是蒙哥马利模乘算法。

三、32-bits 整数版本的蒙哥马利模乘示例

已知 :

x=6

y=10

r=2

R=16=2^4 ( 比 N 大的最小 r 幂 )

N=11

gcd(16,11)=1

求 :

z=x*y mod N=6*10 mod 11=5

计算 :

R'=9

N'=(16*9-1)/11=13

R*R mod N=256 mod 11=3

x'=REDC(x*(R*R mod N))=REDC(6*3)=REDC(18)=(18

+m*11)/16

m=((T%R)*N')%R=((18%16)*13)%16=(2*13)%16=10

x'=(18+10*11)/16=8

y'=REDC(y*(R*R mod N))=REDC(10*3)=REDC(30)=(30

+m*11)/16

m=((T%R)*N')%R=((30%16)*13)%16=(14*13)%16=6

y'=(30+6*11)/16=6

z'=REDC(x'*y')=REDC(8*6)=REDC(48)=(48+m*11)/16

m=((T%R)*N')%R=((48%16)*13)%16=0

z'=(48+0*11)/16=3

z=REDC(z')=REDC(3)=(3+m*11)/16

m=((T%R)*N')%R=((3%16)*13)%16=(3*13)%16=7

z=(3+7*11)/16=5

虽然当 R 为 2 的幂时 REDC() 很廉价，但算法本身并没有要求

R 为 2 的幂，下例 R=100。

已知 :

x=17

y=26

N=79

r=10

R=100=10^2 ( 比 N 大的最小 r 幂 )

gcd(100,79)=1

求 :

z=x*y mod N=17*26 mod 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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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

R'=64

N'=(100*64-1)/79=81

R*R mod N=100*100 mod 79=46

x'=REDC(x*(R*R mod N))=REDC(17*46)=REDC(782)=(782

+m*79)/100

m = ( ( T % R ) * N ' )

%R=((782%100)*81)%100=(82*81)%100=6642%100=42

x'=(782+42*79)/100=4100/100=41

y'=REDC(y*(R*R mod N))=REDC(26*46)=REDC(1196)=(119

6+m*79)/100

m = ( ( T % R ) * N ' )

%R=((1196%100)*81)%100=(96*81)%100=7776%100=76

y'=(1196+76*79)/100=7200/100=72

z '=REDC(x ' *y ' )=REDC(41*72)=REDC(2952)=(2952

+m*79)/100

m = ( ( T % R ) * N ' )

%R=((2952%100)*81)%100=(52*81)%100=4212%100=12

z'=(2952+12*79)/100=3900/100=39

z=REDC(z')=REDC(39)=(39+m*79)/100

m = ( ( T % R ) * N ' )

%R=((39%100)*81)%100=(39*81)%100=3159%100=59

z=(39+59*79)/100=4700/100=47

R 为 100 时，对于 CPU 来说 REDC() 并不廉价，但口算时

除以 100 或模 100 会很容易，相当于规避了除法、求模。这正是

REDC() 乃至蒙哥马利模乘算法的精髓所在。上两例 REDC() 的中

间结果 t 都小于 N，因此没有减 N 操作。

四、大数版的蒙哥马利模乘

设 :

gcd(r,N)=1

R=r^m

R'=r^(-m)

N=sum[i=0 to m-1](N[i]*r^i),0<=N[i]<r,N<R

N[0]=N mod r

X=sum[i=0 to m-1](X[i]*r^i),0<=X[i]<r,X<N

X[0]=X mod r

Y=sum[i=0 to m-1](Y[i]*r^i),0<=Y[i]<r,Y<N

Y[0]=Y mod r

S=X*Y*R' mod N,S<N

S=sum[i=0 to m-1](S[i]*r^i),0<=S[i]<r,S<N

S[0]=S mod r

用如下算法计算 S:

S=Montgomery(X,Y)=X*Y*R' mod N

Montgomery ( X, Y )

{

    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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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N[0])'*(r-N[0]) ≡ 1(mod r)

     */

    p   = ( r - N[0] )'

    for ( i = 0; i < m; i++ )

    {

        q   = ( ( S[0] + X[i] * Y[0] ) * p ) mod r;

        S   = S + X[i] * Y + q * N;

        S   = S / r;

        if ( S >= N )

        {

            S   = S - N;

            if ( S >= N )

            {

                S   = S - N;

            }

        }

    }

    return( S );

}

仔 细 观 察 Montgomery(X,Y)， 若 r=2^i (i>1)， 则

Montgomery(X,Y) 中的除法、求模都是廉价的位操作。这个算法就

是大数版的蒙哥马利约分算法。

要点在于寻找一个 q，使得 :

( S + X[i] * Y + q * N ) mod r = 0

令 :

q = ( ( S + X[i] * Y ) * N' ) mod r

有 :

( q * N ) mod r = ( ( S + X[i] * Y ) * ( R * R' - 1 ) ) mod r

( S + X[i] * Y + q * N ) mod r = ( ( S + X[i] * Y ) * R * R' ) mod 

r = 0

化简 q:

q = ( ( S + X[i] * Y ) * N' ) mod r = ( ( S[0] + X[i] * Y[0] ) * N' ) 

mod r

  = ( ( S[0] + X[i] * Y[0] ) * ( r - N[0] )' ) mod r

定义 :

X'=X*R mod N

欲求 :

Z=X*Y mod N

有 :

Z ' = Z * R  m o d  N = X * Y * R  m o d  N = X ' * Y ' * R '  m o d 

N=Montgomery(X',Y')

Z=Z'*R' mod N= Montgomery(Z',1)=Montgomery(Montgome

ry(X',Y'),1)

上式表明为求得 Z，只需要几次 Montgomery()，当 r 为 2 的幂

时 Montgomery() 很廉价。我们仍需要计算 "X'=X*R mod N"，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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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优化 :

X'=X*R mod N=X*(R*R)*R' mod N=Montgomery(X,(R*R 

mod N))

新问题出现，为了计算 X'，需要计算 "R*R mod N"。由于 R、

N 是常量，只需预计算一次 "R*R mod N" 即可。

现在我们有 :

X'=Montgomery(X,(R*R mod N))

Y'=Montgomery(Y,(R*R mod N))

Z'=Montgomery(X',Y')

Z=Montgomery(Z',1)

Z=X*Y mod N=Montgomery(Montgomery(Montgomery(X,(R

*R mod N)),Montgomery(Y,(R*R mod N))),1)

这个算法就是大数版的蒙哥马利模乘算法。

五、大数版的蒙哥马利模乘示例

已知 :

X=17

Y=26

N=79

r=10

m=2

R=100=r^m ( 比 N 大的最小 r 幂 )

gcd(10,79)=1

R'=64

求 :

Z=X*Y mod N=17*26 mod 79=47

计算 :

p=(r-N[0])'=(10-9)'=1'=1

R*R mod N=100*100 mod 79=46

X ' = M o n t g o m e r y ( X , ( R * R  m o d 

N))=Montgomery(17,46)=17*46*64 mod 79=41

S=0

S[0]=0

q=(0+7*6)*1 mod 10=2

S=0+7*46+2*79=480

S=480/10=48

S[0]=8

q=(8+1*6)*1 mod 10=4

S=48+1*46+4*79=410

S=410/10=41

Y ' = M o n t g o m e r y ( Y , ( R * R  m o d 

N))=Montgomery(26,46)=26*46*64 mod 79=72

S=0

S[0]=0

q=(0+6*6)*1 mod 10=6

S=0+6*46+6*79=750



61

智慧安全 2.0

S=750/10=75

S[0]=5

q=(5+2*6)*1 mod 10=7

S=75+2*46+7*79=720

S=720/10=72

Z'=Montgomery(X',Y')=Montgomery(41,72)=41*72*64 mod 

79=39

S=0

S[0]=0

q=(0+1*2)*1 mod 10=2

S=0+1*72+2*79=230

S=230/10=23

S[0]=3

q=(3+4*2)*1 mod 10=1

S=23+4*72+1*79=390

S=390/10=39

Z=Montgomery(Z',1)=Z=Montgomery(39,1)=39*1*64 mod 

79=47

S=0

S[0]=0

q=(0+9*1)*1 mod 10=9

S=0+9*1+9*79=720

S=720/10=72

S[0]=2

q=(2+3*1)*1 mod 10=5

S=72+3*1+5*79=470

S=470/10=47

r 等于 10 时，对于 CPU 来说 Montgomery() 并不廉价，但

口算时除以 10 或模 10 会很容易，相当于规避了除法、求模。这

正是 Montgomery() 乃至蒙哥马利模乘算法的精髓所在。上例

Montgomery() 的中间结果 S 都小于 N，因此没有减 N 操作。

六、小结

蒙哥马利模乘的关键在于蒙哥马利约分，后者将 div N、mod N

转换成 div R、mod R、div r、mod r ；当 R、r 是 2 的幂时，除法、

求模都是廉价的位操作。

蒙哥马利模乘要求预计算 "R*R mod N"，大数版本额外要求预

计算 (r-N[0])'。

七、参考资源

Montgomery modular multiplication

ht tps: //en.wikipedia.org/wiki /Montgomery _modular_

multiplication

Modular Multiplication Without Trial Division - Peter L. 

Montgomery [1985-04]

http://www.ams.org/journals/mcom/1985-44-170/S0025-

5718-1985-077728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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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云安全吗
创新中心 江国龙 刘文懋

摘要：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数据中心中，安全防护通常是通过在安全域入口部署专用

的安全设备来实现的，比如防火墙、NIDS、NIPS 等。那么在云计算这种新型的计算模式下，

传统的“一劳永逸”的防护方案就不那么奏效了。

关键词： 云安全 数据中心 高危漏洞

1. 概述

近年来，随着虚拟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云计算得到了广

泛的认可与接受，许多组织已经或者计划进行云平台建设。因此，一

大批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也涌现了出来，包括知名的 Amazon AWS、

Google GCE 以及 Microsoft Azure ；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像阿里云、

腾讯云、移动云、云杉网络等一批优秀的云服务提供商。

云平台的发展与普及加大了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的风险。一方

面，虚拟化系统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安全威胁。比如，作为当今全

球最大的商业和开源虚拟化系统，VMware 和 OpenStack 曾分别

出现了 222 和 68 个漏洞，其中不乏高危漏洞。如果攻击者通过

Hypervisor 漏洞从虚拟机逃逸到宿主机，那么攻击者就可能读到宿

主机上所有虚拟机的内存，进而控制这台宿主机上的所有虚拟机。

另一方面，在当前广泛为大家所接受的云平台中，它的虚拟化环

境很少提供专门的安全防护机制或者部署专门的安全设备来防护租

户的资源。因此一旦攻击者对租户的计算、网络或者存储资源进行

攻击，无论是租户还是云平台，对此将无能为力。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数据中心中，安全防护通常是通过在安全

域入口部署专用的安全设备来实现的，比如防火墙、IDS、IPS 等。

那么在云计算这种新型的计算模式下，传统的“一劳永逸”的防护方

案就不那么奏效了。一方面，各租户的业务和流量存在很大的差异，



63

智慧安全 2.0

如果单纯的在入口进行安全防护，既难做到租户之间的区分，同时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安全设备的负载，增大网络故障的风险。另

一方面，云环境使得网络的边界变得不像物理数据中心那么清晰，

很难进行固定安全域的划分，同时东西向流量又占据了很大比重，

因此机房内部的流量攻击是传统入口部署方式防护不了的。

2. 云环境防护需求

从传统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来看，通常安全设备所提供的防护

能力，包括扫描类（比如系统漏扫、Web 漏扫、配置核查等）的安

全服务和网关类（比如防火墙、入侵防御、入侵检测等）的安全服务。

那么对于云计算等虚拟化环境下业务的安全防护，其防护需求是否

发生了新的变化？虚拟化环境的安全防护又和传统数据中心的安全防

护有什么区别？

其实，无论是针对传统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还是基于云计算的

虚拟化安全防护，业务对于安全防护的需求，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

变化。换句话说，安全防护的手段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不

同之处在于虚拟化环境下，业务的流量更复杂，防护的方式更加的

多元化、复杂化。

从大多数的云环境业务网络规划部署来看，用户在将其业务部

署云化之后，其流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公网访问云平台内部业

务的流量，也就是通常所提到的南北向流量；（2）同一个租户不同

子网之间的访问流量；（3）租户同一个子网不同虚拟主机之间的访

问流量，也就是所说的东西向流量。因此，基于云环境的安全防护，

通常也基于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流量进行应对。 

3. 云环境防护思路

上文提到，通常安全防护的服务包括扫描类和网关类两种，那

么如何在云环境中有效的应用这两种类型的安全防护，使我们的云

更安全呢？

3.1 扫描类防护

扫描类防护服务，其核心的问题在于，安全服务需要与被防护

对象网络可达。从这个角度来看，云上业务的扫描类安全防护可以

分为两类。一种是拥有外网访问权限的业务；另一种是外网无法访问

的业务。

拥有外网访问权限的业务，比如我们的 Web 服务器、邮件服务

器等。对其进行扫描类安全防护通常比较简单，可以直接采用云端

图 1 虚拟化网络流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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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扫描服务，比如绿盟云的极光自助扫描。用户只需按需的申请扫描

应用，而无需购买、部署任何类别的扫描设备，就可以实现业务的

安全扫描。

而另一种业务类型，则是不允许外网访问的，仅允许业务集群中

的网络进行访问，比如数据库系统、ERP 系统等。这种类型业务的

扫描类防护，其核心难点也就是如何保证扫描类安全设备如何与业

务能够网络互通。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实现。（1）将虚拟化的

安全设备实例与待防护系统部署在同一个虚拟的子网中，提供一个

专属的管理网络，供安全运维人员对扫描器进行操作控制；（2）基

于云平台内的虚拟网络，利用 VLAN/VXLAN 或 SDN 技术，将部

署在云上业务的网络与扫描器的网络实现互通。关于这一点，将在

3.2 网关类服务

对于网关类的安全防护，如何有效的应对上述提到的三种不同

层面访问流量的防护，成为了云安全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

对于第（1）种流量类型。这种南北向的流量防护，在安全防护

部署时相对简单，通常可以参照传统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部署方式，

将安全设备部署在数据中心的入口，进行公网与内网之间的访问控

制等防护。这里的安全设备既可以是传统的“硬件盒子”，也可以是

虚拟化的安全设备虚拟机。

对于第（2）种和第（3）种流量类型，也就是东西向流量，传统

图 2 公网业务扫描防护示意图

图 3 扫描类服务应用示例

后文中做更为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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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件盒子设备很难部署进用户的云平台内部，因此其对于东西向

流量的防护显得有些吃力。通常东西向的流量防护有两种思路：一

种是把安全设备放进云平台进行防护；另一种则是把云平台内部的

业务流量导出来，经过安全设备的清洗后，再回注到云平台。

针对第一种防护思路，可以采用 NFV 的方式，将传统的安全设

备进行虚拟化，把硬件盒子虚拟化为软件的安全设备虚机，将其与

用户云平台内的业务统一部署在云平台中，通过云平台的网络规划，

实现业务流量东西向的防护；

针对第二种防护思路，可以实现为安全资源池化的方式，将传

统的硬件安全设备或者虚拟化的安全设备，组织成安全资源池，将

用户云平台内的流量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牵引到安全资源池内，安

全资源池完成对其进行的安全防护之后，将流量再回注给云平台。

上述两种思路各有其利弊，很难说哪种方式更好，第一种思路

将安全设备部署在了用户业务网络内部，与传统的部署方式很像，

实现起来相对简单。但是其存在的问题在于，传统的硬件安全设备

盒子无法继续使用，而且安全设备的虚拟化镜像也要对各种各样的

云平台进行适配，方案落地难度大，实现代价较大。而第二种思路，

则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的硬件安全设备，并且其部署方式也与云平台进

行充分的解耦，降低了方案部署落地的难度。但是它存在的问题是，

如何高效的将云平台内的流量进行动态的牵引，并且准确的进行回

注。

4. 弹性安全云

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扫描类的安全防护还是网

关类的安全防护，都可以采用独立于云平台的安全资源池技术来进

行实现。这种池化的安全服务方式，我们将其称作一朵弹性的安全云。

安全云分布式的部署在用户云平台所在的每一个数据中心内部，

实现安全防护的就近选择。这种弹性的安全云其好处主要在于：

（1）流量处理灵活。用户既可以实现南北向流量的安全防护，

又可以实现东西向流量的防护。

（2）与云平台解耦。安全设备的形态既可以是传统的硬件盒子，

也可以是虚拟化的安全设备实例。设备部署不依赖于云平台，并且可

以集成众多厂商设备，共同组成这朵安全云。

（3）弹性扩充和收缩。由于安全云内部拥有众多的虚拟化安全

设备实例，因此，可以根据用户防护任务的压力大小，动态的实现

安全云朵的扩张与收缩。既满足的防护需求，同时又可以做到绿色

环保。

（4）负载均衡与高可用。弹性的安全云根据各安全设备负载大小，

动态的对安全防护任务分布进行负载均衡，保证每一项防护任务的

防护性能和防护效果。同时还可以据此实现防护服务的高可用。

（5）安全服务编排。由于用户流量的安全防护均在安全云内进行，

因此可以针对不同的流量特性，对其进行自动化的服务编排，实现

多种安全防护的智能组合，使得防护更加精准与安全。

那么如何将安全云与用户的业务云进行整合联动，成为了这朵

安全云存在价值的关键之所在。近年来，SDN 技术快速的发展与成

熟，尤其是在云网络的管理和应用上，更是越来越普遍。SDN 的这

种控制与转发相分离的网络架构，使得云平台内网络流量的管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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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弹性安全云示意图

得更加的灵活。那么依托 SDN 这种天然的优势，可以动态的将待防

护流量牵引到安全云，安全云对其进行清洗完毕后，会将流量再送

回至 SDN 网络，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行。

如果云平台的网络没有 SDN，那安全云的防护方式是不是就不

可用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没有 SDN，我们可以在云平台

部署一个专属的引流代理，根据用户特定的防护需求，通过 VLAN

等方式将其流量牵引至安全云上进行防护。甚至可以将这个引流代

理预先部署在用户云平台上每一个虚拟机内。

5. 总结

随着虚拟化技术的日臻完善，云计算已经在各行各业得到了众多

的应用，政务云、金融云、电信云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那

么如何保证云上业务的安全，成为了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本

文从安全防护的角度出发，简要介绍了一些云上业务安全防护的思

路，但是终究还是不能完全覆盖。如果您需要深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可以参考《软件定义安全 SDN/NFV 新型网络的安全揭秘》。

这是我们研究团队历时一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关于软件定义

安全的书籍，全书深入剖析了基于 SDN 和 NFV 这种新型网络所面

临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有效的应用 SDN/NFV 技术来进行解决。

同时根据我们的学术积累以及客户反馈，深入的分析了学术界和工业

界当前在软件定义安全上所进行的探索与实践。希望通过我们的工

作，能够让您更加清晰的知道如何使自己云上的业务变得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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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盒子在云中获取网络流量的方法
政府技术部 杨开焕

摘要：虚拟化安全漏洞、虚拟机之间流量不可见和虚拟机逃逸等安全问题给企业带来

了不安。如何最大程度利用已部署的“硬件盒子”覆盖云端安全，降低企业安全投入成本，

为新一轮的安全布局争取更长的过渡期，是企业正在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 虚拟化安全漏洞 云端安全 流量调度 硬件盒子

概述

随着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优势显现，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部署

云环境。在新技术和新服务模式带来利益的同时，黑客对云端资源

的觊觎以及攻击手段的不断升级，也引发了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

虚拟化安全漏洞、虚拟机之间流量不可见和虚拟机逃逸等安全问题

给企业带来了不安。如何最大程度利用已部署的“硬件盒子”覆盖云

端安全，降低企业安全投入成本，为新一轮的安全布局争取更长的

过渡期，是企业正在面临的问题。

提及云安全，“硬件盒子”在云环境下会有些不适应，由于这些“硬

件盒子”在传统网络中均采用旁挂的部署形态，决定了其获得网络

流量的方式依赖于被旁挂设备，如通过交换机端口镜像技术或 Flow

技术等。但在云环境下，租户的网络通常是虚拟化的网络，而且绝

大多数的流量为业务的东西向流量，因此很难将这些“硬件盒子”放

入云环境内部对用户的流量进行安全防护。

既然在云平台等虚拟化的网络中“硬件盒子”放不进去，那么为

何不转变一种思路，将流量引出来。由于不同厂商采用的虚拟化类型

和技术存在差异，虚拟化结构复杂，而且虚拟化的网络又有着各种

各样的形式，因此“硬件盒子”获取流量的制约因素多，难度大。

常见方法

随着计算、存储虚拟化的发展，在云平台建设中，这两类资源

的实现方式已经相对成熟。而发展相对滞后的网络虚拟化成为了各种

云平台实现技术的主要区别之一，同时也是云环境中最复杂的模块

之一，各厂家的实现方式各有不同。比如 VMware 有使用虚拟交换

机的原生模式，也有使用 NSX 的 SDN 方案；OpenStack 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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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使用其虚拟化组件 Neutron 的方案，激进一些的云服务提供商

有使用 DragonFlow、OpenDove 等与 Neutron 集成的 SDN 方案，

还有利用硬件 SDN 交换机与开源 Open vSwitch 自主设计的网络

方案，还有一些云服务提供商自成一体，集成网络厂商的虚拟化和

SDN 方案。因此很难用固定的方式实现云平台内网络流量向外部安

全设备牵引。

从各云平台的网络设计来看，可以大体的将其网络分为基于

SDN 的虚拟化网络和非 SDN 的虚拟化网络。SDN 网络由于其控制、

转发相分离的架构，逻辑上集中的控制平面成为了流量调度天然的

优势，因此在这种网络中实现云平台内网络流量向安全设备牵引，相

对比较简单，而且容易实现自动化。

另一种就是没有 SDN 的虚拟化网络，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实现流

量的调度，只能是结合用户的业务部署情况以及安全设备防护任务

和防护策略情况，手动的去修改云平台内虚拟的网络设备，进而实

现其流量的定向移动。或者可以在云平台内，针对特定的网络结构，

通过脚本的方式，实现网络配置的更改，完成相对自动化的流量调度。

获取流量示例

方法描述

以 VMware 为例，其云环境内网络流量的获取方法主要有以下

几种方式：

� • 基于 VMware vSphere 平台的端口镜像技术或 Flow 技术 ；

� • 基于 NSX 的虚拟机流量重定向技术 ；

� • 基于其提供的虚拟化平台安全 API 接口，通过这类接口获取

到虚拟机的流量。

下文主要从方式一的角度展开介绍。以 VMware vSphere 云场

景获取网络流量，网络数据包副本实际上需经过两次中转。第一次

中转发生在 vSphere 内部，虚拟机流入 / 流出分布式交换机（vSphere 

distributed switches，以下简称 VDS）的数据包，无论是 ESXi 主

机内的虚拟机流量，还是主机间的虚拟机流量，通过 VDS 的端口镜

像功能，流量可被镜像至 VDS 的上行端口（Uplink），由于 ESXi 主

机网卡连接着 vSphere 外部的物理交换机，流量会经 Uplink 管道

流向 vSphere 外部物理交换机。此时，通过在该交换机上再次配置

port-Mirroring，即可完成第二次网络流量的中转，“硬件盒子”由于

旁挂在这台物理交换机上，通过监听口即可获得网络数据包副本。

具体配置流程

� • 背景知识一：VMware vSphere 场景下的端口镜像技术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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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满足两个条件

      1) 虚拟机通过 vSphere 分布式交换机连网；

      2)vSphere 版本在 5 以上（vSphere 5 开始引入VDS）；

� • 背景知识二：分布式交换机上的接口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与

ESXi 主机物理网卡相连接的级联口，以及与虚拟机的虚拟网卡相连

接的虚拟口。虚拟口还包括管理口，VMKernel 口和 VMotion 等特

殊功能接口。

下述场景以两台 ESXi 主机为例，ESXi 主机上原本采用的是标

准交换机（以下简称：vSwitch）进行连网，分别管理各自的虚拟机。

要完成两次流量中转，前提是将 vSwitch上的虚拟机迁移至 VDS，

配置步骤如下：

1. 新建 vNetwork 分布式交换机

2. 选择分布式交换机的版本

3. 指定级联端口（dvUplink）的数量，保持与主机上的物理适

配器的最大数相同，本场景中两台 ESXi 主机都各有两块网卡，其中

一块配置到了 vSwitch上，这里指定为 1，可自行添加。

4. 添加主机与物理网卡到分布式交换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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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动创建默认端口组

6.分布式交换机创建完成

7. 原本 vSwitch 没有变化，虚拟机原有通讯都可以正常进行，

接下来把 vmnic0 从标准交换机上移除，并加入分布式交换机，

8. 初步调整后的情况如下，注意，因为还没有将虚拟机迁移到

分布式交换机，所以现在 vm01与 vm02 暂时无法与外界通讯了。将

虚拟机也迁移到分布式交换机上，完成配置过程。

9.开始 VDS上端口镜像的配置。用户可以定义端口镜像会话的

名称，并选择是否想要在目标端口允许正常 I/O。还可以选择 VLAN

进行镜像数据包封装。

10. 点击下一步后，选择监控的镜像源（Ingress、Egress 或者

Ingress/Egress）。然后，指定源虚拟机的端口 ID，如果不知道虚拟

机的 dvPort 号或者 Port ID 号，可参考下述方法：

1) 首页 >目录 > 网络视图

2) 选择 dvSwitch 并选择右侧面板中的端口选项，向下滚动以查

看虚拟机和相关端口 ID 在 Port ID 框输入端口号，并将其移动到右

侧面板，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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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镜像流量的目的地。在目的地下拉菜单中，有两个选项，

分别为 port 和 Uplink，选择 Uplink 并执行下一步。

12.启用该端口镜像会话， dvSwitch Setting > Port Mirroring > 

Edit 窗口下，在 Status 状态栏处选择“启用”，如下图所示，这样就

启用了该端口镜像会话，VDS 会将流量镜像到选定的目标端口。

13. 通过在 vSphere 外部的物理交换机再次配置端口镜像，将

连接 ESXi 主机物理适配器的接口指定为镜像口，将连接“硬件盒子”

的接口设置为监听口，“硬件盒子”即可获得云场景下的内部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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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情报，携手建立
新一代企业安全运营平台
安全平台中心 富源

摘要：随着企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公司信息化资产数量日趋增多，导致网络安全日

志从之前的 GB 级一下跃升至 PB 级，给企业安全管理和安全运维带来巨大的困难。

国家对网络安全越加重视，并逐年加大投入，同时对企业安全建设水平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给安全从业人员带来巨大压力。

关键词：大数据 企业安全平台 风险管理 安全运维

一、当前的安全形势

随着企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公司信息化资产数量日趋增多、系统的关联性和复杂度不

断增强，然而当前信息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信息安全防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为了更好监控和保障信息系统运行，及时识别和防范安全风险，同时满足国家和行业监管要

求，保证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依法合规，企业亟需建立一个全数据、集中管理的企业安全平

台，做到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分析以及响应，全面的提升信息安全管理与防护水平。

2014 年，公安部下发了《2014 年关于加强网络安全信息通报预警工作的指导建议》，其

指导思想是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中央企业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各成

员单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按照“积极

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快完善信息通报预警机制，加大网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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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报预警工作力度，严格落实重大突发网络安全事件事故报告制

度，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2016 年，习总书记在“4.19 讲话”中再一次强调网络安全建设

的重要性，并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

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

措施，化解网络风险。

国家层面接二连三的政策密集出台，其旨在督导各级政府，企事

业单位，要把网络安全预警建设，安全态势感知建设和重大安全事

故汇报以及应急响应处理机制建设纳入未来的工作重点。

二、传统企业安管平台之殇

如今，从业内各个安全厂商提供的平台型解决方案来看，主要

是以日志审计为基础，集成部分网络管理能力，在运维流程和工单

管理方面做些强化的安全运维解决方案。面对新的安全形势，新一

代的安全运营平台建设不仅要满足客户安全管理需求、支撑起客户安

全管理工作，还要解决传统平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何实现对分散的海量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展示？

客户要面对以上挑战，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安全管理平台。这个

安全管理平台应该能够实现对客户分散的海量安全信息进行全面的

收集、整理、强化、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告警。一旦遇到安全问题，

能够进行审计追溯和取证。同时，该安全平台应该能够对从GB 到

PB 级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以满足对海量数据的管理，分析，筛选，

并提取关键意义的安全事件。

1) 如何快速洞悉全网的整体安全趋势？

图 1 日志生命周期管理

图 2 网络入侵态势感知

图 3 僵木蠕态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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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缺乏整体安全趋势呈现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安全平台上构

建一个安全分析应用模型，该应用模型承载着将企业零散的安全信

息转化成可见的“安全态势”的重任。通过大可视化技术手段和对攻

防技术的理解，将企业从边界，内网，终端等不同安全维度安全信

息的发展趋势直观的呈现在客户面前，用来协助安全分析人员快速

感知全网安全趋势并有效预测未来的高风险点，同时也为企业领导

进行安全决策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撑。 

2)如何避免被动响应，以主动的方式进行安全管理和事前预警？

其实这已不是一个管理平台的难题，而是一个安全管理的难题。

当前的安全平台是以安全事件为核心的，更倾向于事后分析，并且以

被动的响应和处置为主。安全事件都是对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行为

的描述，分析结果更多地指导我们进行故障处置和应急响应，这样

就大大增加了安全事件的处置时间。

图 4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图 5 系统漏洞态势感知

图 6 异常流量态势感知 图 7 情报驱动的安全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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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用户而言，他们更希望安全提

供方能够告知他们哪里可能会出问题，潜在

风险是什么！而不仅仅是哪里出了问题，如

何补救的问题！因此，主动的安全管理更显

得至关重要，用户侧急需要引入一套具有前

摄性的安全机制和技术支撑手段，威胁情报

孕育而生。

通过威胁情报的主动推送，并与本地平

台的数据信息进行多维度的关联分析，可以

帮助企业在第一时间了解攻击动向，并采取

相应的对策，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主动运

维的难题。

3) 如何将风险管理工作落地并有效执

行？

对于企业风险治理问题，最好的办法是

找到问题的核心和根源。经典的风险管理模

型是从资产，威胁，脆弱性三个层面进行评

估和计算的。面面俱到，往往又欲速而不达，

传统平台厂商伤透了脑筋。

我们思路是，建立以漏洞为核心，资产

为辅助，威胁为参考的三位一体风险管理体

系，将问题聚焦，着重解决核心难题。由于

企业的风险是以资产的视角进行呈现的，而

漏洞又恰恰是资产的风险系数的决定因素，

漏洞也决定着威胁攻击是否成功可达，最终

左右着资产风险的波动。

因此，要想管理好企业风险，首当其冲

图 8 以漏洞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管理 图 9 自适应体系的安全管理平台

是先管理好企业资产的漏洞，并围绕漏洞管

理流程进行整体监控。因此，要求安全平台

能够将漏洞发现，漏洞评估，漏洞验证和漏

洞修复所有环节能够系统，清晰的展示，并

能够对漏洞生命周期管理流程的每个环节进

行精准控制。

4) 如何与其他系统和平台进行协同管

理？

最后，针对安全协同和管理。安全协同

是相对于安全孤岛而言的，建设安全平台，

不仅要打破安全防御的孤岛，将分散的安全

设备和 IT 系统中的安全机制有效地联合到

一起，还要能够与针对不同管理目标的管理

系统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实现与各种管理系

统的协同工作。这就要求平台具备一套自适

应的体系架构，能够对每一次的安全事件进

行全方位的防御，监控，分析，调查追溯以

及预测，尤其是对重大安全事件和漏洞，能

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和早处置，最终实现

企业安全治理的终极目标。

三、如何实现平台转型

有了以上的对策和思路，我们还需要采

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才能完成平台转型呢？

我们从 2 个层面进行逐步演进。

� • 技术方面的转变

1) 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库已经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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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海量日志采集，存储，分析的需要，新的安全平台需要采用

HADOOP、SPARK、HIVE、HDFS 等技术架构以及插件化设计。

平台需要具有很高的性能、可靠性、适应性，包括开放性、可伸缩性

和可扩展性。

2) 传统的关联分析基本都属于基于规则的关联分析，只能识别

规则所能描述的已知的问题，无法识别未知的攻击，或者是尚未被

描述成规则的攻击和行为。而规则的撰写又需要专业的安全领域知

识，因此实用性受到极大制约。新的安全平台需要采用机器学习技术，

对用户的行为特性进行自学习和轮廓画像，通过正常行为特性的持

续学习和训练，将企业网络异常行为进行识别和告警。

3) 安全平台通过跟绿盟情报中心进行联动，通过情报关联引擎

自动收集情报和智能分析成果，对企业发布早期预警信息，评估企

业内部可能受影响的设备或资产，避免核心业务系统遭受的攻击和预

防潜在的安全隐患，提高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 • 运维观念的转变

1) 新的安全运维人员或团队需要积极转变观念，从被动响应服

务转变为主动运维服务，利用手中的工具，采用攻防的思想，要把

企业安全看成“已被攻击”的状态，而不是“已安全”的状态，从攻

击者的角度去进行防御，去检测攻击，并找到 IOC/IOA，并且执行

相应处置动作。

四、绿盟企业安全平台的实践和探索

绿盟科技作为国内安全行业的领军者，早已在安全运营方面进

行的了整体布局。在云端，建立了以有效情报为核心的绿盟威胁情

报中心。在用户侧，打造了以大数据架构为基础的安全运营平台。通

过客户侧的大数据平台，利用云端威胁情报，有效的结合多种攻防

场景模型及可视化手段，协助安全专家快速发现和分析安全问题，

并能通过实际的运维手段实现安全闭环管理。

同时，针对不同用户的实际需求，我们也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 大数据治理解决方案

• 态势感知解决方案

• 企业资产稽查解决方案

• 脆弱性管理解决方案

• 统一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五、结束语

在安全威胁和 IT 环境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安全管理已经成为

大部分企业的刚性需求。我们应该对安全管理平台有着清晰的认识，

如同狙击手对抗一样，拥有先进的狙击枪和伪装是取得胜利的必要

条件，同时拥有全面的对抗技能和知识则是左右战局的关键。

一款适合我们的安全管理系统首先应该能够尽量覆盖我们安全

运维的所有场景，能够帮我们监视安全威胁，能够帮我们预测安全

风险，能帮我们对安全运维的结果进行追溯。其次，安全管理平台

系统应该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能可持续地、连贯地使用，

不会影响新产品或新版本的安全设备可用性，不会使我们安全管理

模式受到牵制和羁绊，不会因安全管理的覆盖面难以扩展导致业务

安全性面临挑战或更大的风险。这样才能逐步的接近企业安全的理

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