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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重要时期安全保障思路
金融事业部 姚兴

在各类行业盛会、党政会议、全球峰会等重要时期，互联网已经成为最为重

要的发布、宣传以及公众开放渠道，其中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重点Web系

统、各核心业务系统也成为恶意攻击者首要的破坏路径，为确保上述各类重大活

动能够正常运行，并在各种异常情况下能快速应对，各金融机构在重大活动期间

需要开展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以下简称“重保”）。本文将对金融机构重要时期

安全保障重点事项进行讨论，为各金融机构提供一些重要时期安全保障的思路，

进而更好的保障各金融机构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1. “重保”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般“重保”都是时间紧任务重，“重保”开始到最终保障完成可能只有短

暂的两个月或者更短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如何做到“万无一失”呢？这必

须从风险的构成要素谈起。

图一  风险的构成与风险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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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风险分析中要涉及资产、威胁、脆弱性等基本要素。每个要素有

各自的属性，资产的属性是资产价值；威胁的属性可以是威胁主体、影响对象、

出现频率、动机等；脆弱性的属性是资产弱点的严重程度。

在整个“重保”中，尽量降低风险将是重中之重，而在其各个阶段又表现

不同：

◆◆ ◆“重保”前，主要针对资产及脆弱性进行持续优化：尽量降低相关系统

的互联网资产数量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减小互联网上的资产暴露面，进而

对相关互联网暴露面的脆弱性进行有效降低，最终进一步降低互联网风

险，达到“互联网资产暴露面的可管可控！”

◆◆ ◆“重保”中，主要针对威胁进行持续优化，并严控互联网资产暴露面的

变化：在“重保”进行时，通过安全防护设备，对威胁进行有效阻断并

监控安全事件告警情况，同时，严控互联网资产/暴露面的变化，尽量做

到基本不变或者进一步缩小；

◆◆ ◆“重保”后，可以进一步对风险三要素进行优化：根据风险三要素的相

关定义，对“重保”前中期发现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进行持续优化，

由于“重保”中对监控及防护能力进行升级，可以考虑提高相关安全监

控能力并进行持续保持，从而进一步加强本组织的安全防护能力。

2. “重保”工作的重点实施思路

根据“重保”工作中不同阶段的理论基础，对相关“重保”工作时间阶段的

技术手段及思路进行论述，为各金融机构提供一些重要时期安全保障的思路，使

“重保”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并提高相关组织的安全能力。

2.1 “重保”前的互联网资产暴露面的可管可控
在“重保”前，管理层面将全面协助组建安全保障团队、制定安全保障承诺

书、安全保障宣讲等；技术层面全面开展各种种类的攻击演练、梳理暴露的在互

联网的资产和业务、自查内网业务的各种安全漏洞、安全配置、弱口令、安全风

险评估、安全整改等，全面协助对现网网络结构根据业务等级划分安全域，明确

安全域边界提供整体安全技术建议，并协调提供安全技术手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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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重保”前重点技术工作

以上都是在“重保”前要做的一些工作，但是重点工作是对互联网资产/暴

露面的可管可控，如何做到相关目标呢？需要以下步骤：

在互联网上以“最小原则”开放相关端口并对互联网IP地址进行全端口及服

务梳理，重点发现公网存在管理页面、中间件或其他组件的页面、可登陆端口等

问题，并对发现的http、https进行重点关注；

可以使用互联网暴露面资产核查服务进行定期（每周）扫描，发现相关端口

及服务，进行全面排查及跟踪，定制时间计划表及责任表对相关互联网资产进行

分析、清理及跟踪进展工作，完成至少三次以上的互联网资产核查及清理工作；◆

图三  互联网暴露面资产核查服务内容

在必要时，可以考虑在“重保”期间对非重要业务或存在高危风险但暂时无

法修复或防护的系统进行暂时关闭操作，以防由于暴露风险面过大引起的潜在安

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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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测试系统，需要单独梳理及确认，在“重保”前期制定严格的测试流

程，避免测试系统在“重保”期间上线；

对于web业务系统除了关注相关漏洞外，还需要关注相关页面，包括组件页

面、后台管理页面、错误页面及其他可能暴露信息的页面，对于发现的页面可以

采取保护、关闭及加固等操作，确保互联网资产暴露面可管可控。

2.2 “重保”中的威胁降低及互联网资产暴露面严控
“重保”期间，需要提供攻防专家、DDOS专家现场保障，并提供建设各种

安全能力：网站安全监测与防护能力、DDOS安全监测与防护能力、APT监测与防

护能力、入侵监测与防护能力、一键封堵等，发生紧急安全事故时，立刻执行一

键封堵，保障整个业务重要时期正常运行，包括：

◆◆ ◆保障各系统和业务在重大活动期间不出现由于系统或业务原因导致的

故障；

◆◆ ◆保障各系统和业务在重大活动期间不出现由于攻击等安全方面的原因导

致的安全事件或故障；

◆◆ ◆保障各系统和业务在重大活动期间出现由于系统或业务原因导致的故障

时，能尽快响应和恢复；

◆◆ ◆保障各系统和业务在重大活动期间出现由于攻击等安全方面的原因导致

的安全事件或故障时，能尽快响应和恢复。

在“重保”中，采取现场值守及远程监控方式进行各类应急事件处理，确保

保障过程中，各业务系统稳定运行，并监控处理安全事件。

图四  “重保”中安全监控的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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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保”中安全监控如何降低威胁并对互联网资产暴露面进行严控，可

以进行以下操作：

在“重保”前对设备策略进行精细化梳理，对于安全事件误报、日志无攻击

源IP地址及“零”安全日志的情况进行重点排查，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策略优化

及相关网络设备配合调优，尽量做到安全设备日志可查询可追溯，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可以考虑开启WAF对攻击源地址的自动封禁策略，以进一步降低安全威

胁事件；

建议“重保”开始时间至少在重大活动开始前的3-5日内展开，这样可以使

各团队在重大活动前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并对各团队配合及支持提供一个准备时

间，以防出现有配合协调出现的“遗漏”问题，结束时间；

在“重保”中对安全设备日志进行分析时应主要梳理TOP100事件（视安全

事件数量而定，尽量覆盖20%以上的安全事件告警），应包含正常及异常行为的

梳理，阻断事件主要关注攻击源IP地址的“正常”行为，并对正常行为中的高频

事件进行分析，包括高频事件源IP地址、单事件但源IP地址较多事件等相关事件

进行分析处置；

图五  威胁情报价值

通过梳理设备攻击源及可疑源IP地址，本地同业金融机构数据共享的攻击源

IP地址（如果有合作），并结合威胁情报对相关源IP地址进行分析，主要发现IP

信誉中存在扫描、木马、DDoS、僵尸网络及其他网络攻击行为的IP地址，同时结

合业务行为分析，考虑非业务地区访问IP进行汇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在

互联网最外层防火墙周期性的对汇总的IP地址添加黑名单进行阻断，并关注业务

情况，有效降低威胁，实时对威胁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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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绿盟威胁情报（NTI）丰富的数据能力

在现场安全专家监控的同时，应借助远程团队进行7*24小时远程网站安

全监控，主要对端口及服务开放情况、网站漏洞、网站平稳度、DNS解析、网

页内容、网站挂马等进行监测服务，建议在“重保”期间提高网站监测服务的

SLA，但是要考虑业务本身的负荷情况，避免由于监测服务SLA的提高造成的业务

异常；

图七  绿盟网站安全监测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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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临时或者永久关闭的端口、服务及应用也要在“重保”期间进行远程监

控，对这类已经处置后的资产暴露面重点进行反向告警监控，即如果相关资产暴

露面开启就要发送告警信息，对现场值守人员进行提示，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

置，以达到对互联网资产暴露面进行严控的目的。

2.3 “重保”后的风险三要素持续优化
每一次“重保”对于整个IT团队都是一次很好的展示机会，同时，通过“重

保”也检验了现有的安全防护体系及安全运维能力，故“重保”之后应对保障过

程进行复盘总结，查漏补缺，合理部署安全设备及对策略进行梳理调整，提高安

全运维水平，使整个安全运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3. “重保”工作中容易忽视的工作

在“重保”工作中除了要注意网路安全外，还需要谨慎对待信息安全的相关

问题，具体如下：

在排查互联网资产暴露面的同时，应对相关微博、Blog、外网邮件、微信订

阅号、公众服务号、短信群发服务、网站留言、LED屏幕、电子销售中心外呼服

务、外网测试网站等进行梳理，以防出现信息安全事件；

办公无线网在“重保”期间可以考虑关闭，并可以考虑关闭内部访问互联网

通道，防止在“重保”期间内部员工发布不当言论造成严重后果；

对营业网点及分支机构进行私设无线网检查，防止由于营业场所由于无线网

而导致的入侵行为，从而造成信息安全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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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信息安全攻防比赛形式介绍

金融事业部 石宇轩

近年来，攻防比赛成为信息安全行业的热点，各类比赛接踵而至。金融行业

作为信息安全建设的领军行业，高水平、高要求、高规格的金融行业攻防比赛在

全国各地不断举行。

图：比赛现场

2018年内，辽宁、四川、内蒙、重庆、广西等省区先后组织了金融行业或银

行行业攻防比赛，在攻防对抗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其中规格最高、影响最

大的莫过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公安部、银保监会、证监会有关部门联合主办的金

融业网络安全攻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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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8金融业网络安全攻防比赛

2018金融业网络安全攻防比赛期间，全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2000余

名技术骨干组成了510支代表队参加初赛，经过激烈角逐，其中20支代表队脱颖

而出进入决赛。本次比赛充分贯彻“以赛代训，以赛促学”的目的，为培养金融

行业网络安全人才、提升行业信息技术风险防控能力、促进行业网络安全技术发

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其他信息安全攻防比赛做出积极示范。

图：2018金融业网络安全攻防比赛

绿盟科技作为技术支持单位参与了多场金融行业攻防比赛。综合业内比赛来

看，常用的比赛形式主要有CTF、网络混战、综合靶场、线上答题几种，下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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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比赛形式进行简单介绍。

图：CTF比赛

CTF（Capture◆The◆FLAG）起源于1996年DEFCON全球黑客大会，中文一般

译作夺旗赛，是时下全球范围内最流行的竞赛形式之一，国内大多数攻防比赛都

会包含CTF的环节。比赛期间，参赛团队在比赛环境中使用各种方式寻找特定的

“FLAG”◆并将其提交给主办方，从而获取分数。“FLAG“为一段特定的字符串

或其他内容，为了获取”FLAG“，参赛团队需要利用WEB、ASP/PHP脚本、缓冲

区溢出、软件脱壳破解、系统漏洞、社会工程学等各类信息安全知识，是对团队

综合技术水平的考量。

但由于CTF比赛是在模拟环境中各自为战，每个“FLAG“所涉及的知识点也

相对独立，通常不涉及队伍之间的对抗，因此从观赏性的角度来说相对其他模式

有所欠缺。线上比赛多采用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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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混战模式比赛

图：混战模式比赛现场

第二种常见的比赛形式是网络混战。网络混战是不同队伍之间相互进行攻

击的比赛模式，在网络混战比赛中，每支队伍拥有一个小型的虚拟网络，多台靶

机。其中靶机上开有很多服务。在攻防对战中，参赛队伍每个队伍都要保护自己

靶机的上的业务能够正常打开，也就是开设的端口要能够正常访问。攻击时则

是要通过渗透机攻击夺取对手靶机上的FLAG。每攻击成功一个点，获取对应的

FLAG值，提交即可获得相应的分数。

混战模式的规则要求参赛队伍不仅要尽可能多的攻击对手的服务器以取得分

数，还要加固自己的服务器防止被对手攻陷。混战比赛时，不同队伍之间直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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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攻防交锋，你来我往，比赛过程非常激烈精彩。

混战模式攻防比赛会考量参赛队伍攻击与防守两方面的知识，对参赛者的要

求较高，因此当参赛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时，差距会被不断放大，很容易出现悬殊

的比分。

图：综合靶场比赛

图：综合靶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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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模式名为综合靶场。赛事主办方设置贴合行业业务的系统架构作为

“靶场“。整个综合靶场由多台漏洞靶机构成。选手需要逐层去挑战。挑战成功

第一层靶场后，获取高级权限，然后通过该靶机去挑战相邻的场景。

综合靶场模式更贴近真实的行业业务场景，参赛队伍有多个攻防入口与多种

攻防路径选择，难度较高，对参赛团队的能力要求也更高。

除了上述的三种比赛模式，很多攻防比赛还会设置笔试答题等环节。不同的

模式考量参赛队伍的不同方面的技能，一次比赛中采取多种比赛形式可以更大程

度发挥比赛对于提升参赛选手安全能力的价值，也会让比赛更具看点。

《孙子·谋攻》有言：“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信息安全建设是攻防双

方不断博弈的过程，围绕信息获取、利用和控制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日益严峻

的信息安全形势，除了做好自身建设，也需要对攻击者的思路、技术乃至心态有

所了解。攻防比赛作为帮助从业者了解攻防技术、展现攻防实力的舞台，未来定

将继续蓬勃发展。而绿盟科技作为巨人背后的专家，也将持续通过攻防培训与攻

防竞赛支持，为行业用户输送安全攻防能力，共同建设更安全，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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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对抗如何开展，绿盟科技来助力

1. 概述

1.1 基本概念
为发现并整改企业内外网资产及业务数据深层次安全隐患，在确保业务平

稳运行的前提下，整合企业安全威胁监测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防护能力，以企

业真实网络环境开展实兵红蓝对抗演练，提高并完善企业安全防护技术与管理

体系。

蓝队（攻击方）模拟黑客的动机与行为，探测企业网络存在的薄弱点，加

以利用并深入扩展，在授权范围内获得业务数据、服务器控制权限、业务控制权

限；红队（防守方）通过设备监测和日志及流量分析等手段，监测攻击行为并对

成功的入侵行为响应和处置。演练结束后，红蓝双方共同复盘，沟通攻防过程中

的优点与不足，结合安全防护体系现状探讨安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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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根据多年安全服务经验及完善的安全系列产品，以红队或蓝队角色

全程参与到客户的红蓝对抗过程中，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配合红蓝对

抗宣贯、现场指导和复盘达到传递技能、提升专业水平和防护能力的效果。

1.2 服务的必要性
随着网络的发展，新的漏洞利用方法及攻击手段也不断的被曝光，防守方由

于对最新的攻击技术及方法理解落后于攻击人员，日常资产管理及安全制度中存

在遗留缺陷，企业人员安全意识层次不齐，导致在攻防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通

过攻防对抗模式及时暴露防守方在该方面的问题，演练集中攻击时的防守人员工

作流程，以提高安全能力。

网络攻击的门槛越来越低，黑灰产业也越来越成熟和组织化，如wannacry

恶意蠕虫，批量挖矿僵尸主机等大规模攻击也越来越多，APT攻击也越来越容

易；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可能导致严重灾难，企业发展导致的攻击面增加都使得

企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大幅提升，为了能在遭受攻击前发现企业安全问题，提升

企业的防护能力及快速处置能力，开展红蓝对抗演练是最能达到效果的方法。

1.3 对抗收益
◆◆ 企业高层视角评估安全体系

根据对抗结果，以CSO，CIO，CEO视角提出企业安全评估观点及解决

方案。

◆◆ 威胁可视化

红蓝对抗中发现企业资产的攻击面，以结果为导向深入扩展，展示出真实入

侵的后果和影响面。

◆◆ 解决木桶效应

企业传统安全防护与安全运营易堆积未修复漏洞，对抗中攻击方通过尝试任

何可利用的风险点，提出修复建议，解决木桶效应。

◆◆ 提升团队能力

通过红蓝对抗，以实际网络和业务环境为战场，真实模拟黑客攻击行为，

防守方通过企业中多部门协同作战，实践大规模攻击情况下的防护流程及运营状

态，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和实战能力。

◆◆ 引导防御姿态转变

传统的安全防护以监控设备告警攻击为主，对抗的经验帮助团队逐渐转变为

通过服务器的异常挖掘攻击行为甚至复现攻击者的入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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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标准和原则

2.1 参考依据
为了保证此次红蓝对抗服务的先进性、完备性、规范性，绿盟科技红蓝对抗

服务将参考下列国内、国际与信息安全攻防技术有关的标准展开工作。

◆◆ 网络安全法

◆◆ 刑法

◆◆ 信息安全职业道德规范

◆◆ GB/T◆18336（ISO/IEC◆15408）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 GB/T◆22080（ISO/IEC◆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 GB/T◆28517-2012网络安全事件描述和交换格式

◆◆ GB/T◆20985.1-2017（ISO/IEC◆JTC1◆SC27）信息安全事件管理◆第1部分：

事件管理原理

◆◆ ISO/IEC◆27035-2信息安全事件管理◆第2部分◆事件响应规划和准备指南

2.2 服务原则
绿盟科技在提供红蓝服务中，将遵循下列原则。

◆◆ 可控性原则

绿盟科技提供红蓝对抗服务，将通过人员和实施规则保证整个对抗过程可

控，详见3.4◆风险控制小节。

◆◆ 标准性原则

绿盟科技渗透测试服务将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遵

照并履行《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十二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

二百八十六条。

在道德方面，严格遵守业界普遍认同的《计算机道德10个戒律》、《信息安

全职业道德规范》、以及《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

◆◆ 保密性原则

保密原则性是红蓝对抗服务中最重要的原则，它是鼓励客户实施红蓝对抗服

务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对客户的人格及隐私权的最大尊重，红蓝对抗的保密范

围包括数据文档的保密性、目标数据的保密性、对抗过程中利用的漏洞和发现的

问题的保密性以及输出成果的保密性。对服务过程中获知的任何客户系统信息均

属秘密信息，不得泄露给第三方单位或个人，也不得利用这些信息进行任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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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行为；对服务提交的报告不得扩散给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或个人。

3. 红蓝对抗服务基础

3.1 服务范围
绿盟科技红蓝对抗服务的范围包括客户的资产（主机、设备等）和相关业

务数据（账号、业务数据等），绿盟科技将在合同和法律约束范围内开展红蓝

对抗。

3.2 服务特点
◆◆ 网络威胁可视化

红蓝对抗服务以攻防对抗的形式，在企业网络中进行实兵演练；蓝队模拟真

实攻击者对目标进行渗透，以多样化的攻击方式挖掘资产的漏洞，通过攻击链暴

露企业网络存在的真实威胁，并充分展示威胁的影响范围。

◆◆ 攻击者视角看防护体系

未知攻，焉知防；红蓝对抗展示攻击者视角下的手法和思路，以此来反思防

护体系的遗漏点并及时补充。

◆◆ 提升综合防护能力

红蓝对抗服务通过事前红队安全评估，增强防护之后，利用蓝队攻击能力挖

掘当前防护体系的脆弱点，再次提升防护能力。同时，在发现脆弱点及响应处置

的过程中，也增加企业员工实战经验，提升安全技能。

3.3 风险控制
为避免意外，红蓝对抗过程中应对蓝队的攻击行为进行限制，并输出为蓝队

实施规则文档；在对抗过程中，确定蓝队成员和客户方配合人员的联系方式，便

于及时沟通并解决服务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对抗过程结束前蓝队在资产上留下的

木马、工具以及入侵痕迹需清理完全。

◆◆ 参演人员可控

参与演练人员为本公司正式员工，政治可靠，无任何违法违规记录；红蓝队

成员与公司签订保密协议，与客户签订保密协议。

◆◆ 工具安全可控

蓝队在攻防过程中使用的带有攻击性的工具，均保证工具本身无携带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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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木马程序也均保证不会造成二次入侵；红队在应急处置过程中使用的应急

工具，均保证工具无携带后门。

◆◆ 演练过程可控

蓝队成员在渗透过程中，全程录屏，并在最终汇报时提交录屏文件。

4. 红蓝对抗服务介绍

4.1 蓝队服务
绿盟科技提供攻击能力的蓝队服务，对客户资产进行模拟入侵；蓝队服务实

施流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阶段、对抗实施阶段、总结汇报阶段。

4.1.1 前期准备阶段
与客户共同确定蓝队服务的实施基本要素，服务开展前，需确定如下信息：

◆◆ 确定目标资产范围、攻防限制要求和时间范围；

◆◆ 明确风险，若业务系统不参与红蓝对抗演练，需提前说明；

◆◆ 风险关注倾向；

蓝队在确定了所有信息之后，制定攻击计划，并准备攻击工具及录屏软件；

之后在项目启动会后，由蓝队成员代表对客户方进行红蓝对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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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对抗实施阶段
蓝队成员遵照实施要求，开展对目标资产的模拟入侵，寻找攻击路径，发现

安全漏洞和隐患。除获取目标系统的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信息、重要业

务数据、代码或管理员账号等）外，还通过漏洞探测利用及社会工程学，获取主

机权限并向目标纵广和纵深发展；每日汇总成果输出日报向客户方汇报。

常用手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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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收集：

通过技术或者社会工程手段，针对既定目标开展信息收集，如利用搜索或

爆破等方式，通过域名IP查询站点获取目标资产的IP信息，CDN，子域名及注册

邮箱，关联信息等；扫描目标主机获取服务器指纹信息，端口服务banner；识别

Web应用并判断防护设备及过滤规则以及操作系统版本；通过GitHub、Google等

多种搜索引擎搜索与域名、IP相关的信息，综合整理并提炼出可利用的脆弱资产

及可利用信息。

入口突破：

对搜集到的资产及相关信息进行利用，寻找突破点，所使用的手段包括但不

限于漏洞利用及社会工程的攻击方式。

◆◆ 通过搜集到的资产信息，识别存在脆弱性的资产并利用漏洞突破；

◆◆ 通过端口或应用扫描获取认证接口，并尝试口令猜解。

◆◆ ◆对于部分APP应用，尝试通过移动终端的可利用功能获取到APP服务器的

相关信息或权限；

◆◆ ◆暴露在公网的媒体系统、测试系统往往是防护人员容易疏忽的资产，对

此类目标进行漏洞挖掘利用并尝试获取权限；

◆◆ 挖掘常见的数据库、FTP、远程访问等应用已知漏洞，并尝试利用；

◆◆ 攻击方伪装用户对业务人员进行社会工程攻击；

◆◆ ◆利用收集到的邮箱账号信息和企业员工可能存在薄弱的安全意识，进行

邮件钓鱼。

在入口突破过程中拿到的主机，均可当做攻防过程中的跳板机，做进一步横

向或纵向渗透。

近程攻击：

发现企业大楼存在的攻击面并利用，大楼WiFi是一个突破点，利用无线网卡

和破解工具对WiFi尝试破解，然后探测内网主机应用并挖掘漏洞，获取信息和权

限；收集路由器的信息并尝试攻击路由器，控制网段；对带有认证的WiFi，尝试

挖掘认证服务器的漏洞，侧面入侵到内网，也可搭建FakeAP钓鱼员工，收集信息

并打通到内网的通道；对自助终端机尝试沙盒绕过，获取控制权限。

内网渗透：

内网整体攻击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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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漏洞拿到系统权限并进入内网之后，搜集该主机的相关文件，如各类

应用服务的配置文件，history、.ssh◆文件夹等，获取当前主机的系统及其他有价

值信息，利用此信息对内网其他资产进行纵向和横向扩展。

尝试提权或通过键盘记录获取高权限账户口令，并及时隐藏后门；查看网

络连接发现内网通信主机，并通过代理对内网进行扫描，重点关注redis，SQL，

Web，Samba等高可利用性服务，再对内网其他主机进行同样的扫描及漏洞挖

掘；内网中的办公支撑系统也是非常容易忽略的点，这类资产防护较弱，极其容

易发现高危漏洞。

整体过程需要对目标系统不断的信息收集和漏洞挖掘以及数据发现，在拿到

主机权限之后，尝试提升到服务器的最高权限，再以该机器为跳板机，继续对内

网进行新一轮的信息收集，突破。

4.1.3 总结汇报阶段
蓝队汇总实施阶段的成果，与客户方召开总结会议，叙述攻击过程中的思路

与技巧；对于具体成果，讲解入侵过程、攻击路径、攻击手法、攻击工具，了解

客户方当前的防护措施之后，讨论可落地防护措施。

总结会议之后，输出红蓝对抗总结报告，并提交给客户方。

4.1.4 交付物小结
前期准备阶段

  红蓝对抗蓝队实施方案，红蓝对抗宣贯PPT

对抗实施阶段

  蓝队工作日报，攻击面梳理，录屏文件



2019.11  /  安全月刊 25

对抗之路

总结汇报阶段

  红蓝对抗总结报告

4.2 红队服务
红队服务由绿盟科技提供对抗组织能力及网络防护能力，与客户共同确定演

练目标，并编写演练方案，邀请蓝队（攻击方）在真实网络环境开展对抗演练；

演练中蓝队进行网络入侵，我方结合攻击行为检测、入侵事件分析和应急处置对

所有攻击行为进行拦截。

按照演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阶段、对抗实施阶段及总结汇报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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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前期准备阶段
4.2.1.1◆制定演练方案

4.2.1.1.1◆确定基本信息

确定本次演练的目标和时间，原则上以企业的所有网络资产和员工为目标；

演练开展前，确定如下信息：

◆◆ 确定演练目标资产范围、核心资产；

◆◆ 若业务系统不参与红蓝对抗演练，需提前说明报备；

◆◆ 演练时间范围

4.2.1.1.2◆建立指挥机制

为保证红蓝对抗演练过程可控，建立红蓝对抗演练的指挥机制，协调演练工

作并解决演练过程遇到的问题，统筹本次演练。指挥机制结构如下：

角色及职责如下：

角色 职责 组成

总指挥 负责演练的整体进度把控，重大事件决策 客户

专家裁判组 负责对抗中红蓝队成果评分及违规操作裁决 客户、绿盟科技

指挥协调组
负责接受总指挥的指令并下达到红蓝队，接
受红蓝队的反馈并调解对抗中的问题

客户、绿盟科技

蓝队 在规定范围及规则下，进行入侵 邀请

红队
整合监测及响应能力，对任何攻击行为进行
拦截

客户、绿盟科技

4.2.1.1.3◆制定演练规则

为避免对业务造成影响，以及发生非法事件的取证，明确禁止使用的攻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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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蓝队成员全程录屏。

为保证公平公正及演练效果，制定红蓝双方评分规则。

4.2.1.1.4◆制定应急预案

为保障演练正常开展，期间业务正常运转，绿盟科技可协助制定应急处置预

案，指定责任人，制定应急预案及保障SLA，结合演练指挥机制，能够对突发事

件做到快速响应和处置。

4.2.1.2◆制定红队保障方案

4.2.1.2.1◆团队组建

确定红队成员、组织结构及工作职责，制定成员角色协同工作流程。

红队组织结构如下：

角色及主要职责如下：

角色 主要职责

红队总指挥

1、协调监测报告组和应急处置组之间的工作；
2、协调与客户业务人员及维护人员对接工作；
3、每日整理日报及次日工作计划；
4、组织开展总结复盘会议并把关总结报告文档。

监测组
1、◆分析所监测的设备及平台产生的安全日志，挖掘入侵事件，填
写《入侵事件分析报告》提交给应急处置组。

2、接受应急处置组的防护策略调整方案，并调整防护策略。

处置组
1、◆确认事件是否由正常业务引起，对真实攻击根据事件定级按次
序进行应急，完成后编写提交《应急处置报告》；

2、防护调整策略输出到监测报告组，配合业务部门修补漏洞。



安全月刊  /  2019.1128

对抗之路

红队运营流程如下：

4.2.1.2.2◆资产安全评估

红队在组建团队完成之后，对参演资产进行安全评估。

首先识别存活资产及开放服务；其次对资产进行漏洞扫描，发现已存在的安

全问题；再对认证接口进行弱口令检查，解决口令隐患；最后，针对web服务器

检查webshell；整体输出为安全评估报告。

4.2.1.2.3◆防护实施

针对资产安全评估的结果，修复安全漏洞，调整网络访问控制，评估当前

防护体系的薄弱点，部署对应检测或防护设备，为方便对抗期间快速发现攻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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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添加SOC平台。

4.2.1.3◆演练启动宣贯与培训

演练指挥部召开演练工作启动会议，明确演练工作流程和参演各方职责纪

律，通告各部门依据预案要求启动预警和响应机制，全面启动红蓝对抗演练工

作，并在会后由绿盟科技专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红蓝对抗培训。

4.2.2 对抗实施阶段
对抗过程中，红队监测组借助安全产品对网络攻击和用户异常行为实时监

测，对抓取到的样本文件进行快速动静态分析，判断为攻击事件后，编写入侵事

件分析报告提交给处置组；处置组经过二次判断之后，及时启动应急处置流程，

同时采取技术手段对攻击者进行溯源追踪，利用安全产品的防护能力及时封堵攻

击源；每日汇总成果输出日报向客户汇报。

攻击识别：

监测组成员实时关注安全设备日志，从告警事件类型、触发时间、多条告警

触发时间间隔等维度，结合告警日志中的源IP地址、目的IP地址、协议摘要为基

本元素，以攻击者思维识别安全事件。

攻击者攻击行为的特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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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同一来源IP地址触发多条告警，若触发告警时间较短，判断可能为扫

描行为；若告警事件的协议摘要中存在部分探测验证payload，则确认为漏洞扫

描行为；若协议摘要中出现具有攻击性的payload，则确认为利用漏洞执行恶意

代码。

◆◆ 若告警事件为服务认证错误，且错误次数较多，认证错误间隔较小，且

IP地址为同一IP地址，则判断为暴力破解事件；若错误次数较少，但超出正常认

证错误频率，则判断为攻击者手工尝试弱口令。

◆◆ 若内网监测发现木马通信告

警，则认为服务器确认已被攻陷。

◆◆ 对捕获到的样本，先识别样

本的文件类型，若是脚本文件，则直

接分析源码，判断是否为恶意程序，

若为二进制文件，则在虚拟环境中执

行文件，动态分析程序的行为，若出

现异常网络访问，异常文件写入与读

取，自启动方式添加，则判断为恶意

程序。

应急处置：

对安全事件及时响应，阻断攻

击利用，防范攻击影响扩大；从监测

到处置，整体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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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优化：

通过提取和总结日志分析过程的经验，结合客户具体的业务访问特征，对安

全设备的规则提出优化建议，提升攻击行为分析准确性，防止真实攻击行为淹没

于大量可忽略的告警日志中。

4.2.3 总结汇报阶段
4.2.3.1◆红蓝复盘

演练结束后，蓝队（攻击方）汇总演练过程中产生的成果，红方综合分析安

全日志，描绘攻击者画像。

指挥协调组组织红蓝双方会议对演练进行复盘，讨论演练过程中蓝方的攻击

路径、攻击手法、攻击工具，以及红方监测到的攻击路径，攻击特征，应急处置

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方法，使得企业能够对暴露出的安全问题及攻击链有更直观

的认识和更深入的理解；红蓝双方总结不足，讨论防护现状，并提出可落地的改

进建议，总结优势经验并固化成果，共同完成对企业网络环境安全防护能力提升

的目标。

总结会议之后，输出红蓝对抗总结报告，提交给客户方。

4.2.3.2◆红蓝对抗演练宣传

演练结束后，演练指挥组梳理演练音视频资料，选取精华部分，制作成攻防

演练宣传材料，持续提升企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4.2.3.3◆交付物小结

前期准备阶段

  ◆红蓝对抗演练方案，红蓝对抗红队保障方案，安全设备访问清单，安全

评估报告，红蓝对抗宣贯PPT

对抗实施阶段

  红队工作日报，入侵事件分析报告，应急处置报告，安全预警通告

总结汇报阶段

  红蓝对抗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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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严阵以待
——重大时期安全保障工作分享
金融事业部 石宇轩

随着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奥运会、世博会、G20峰会、十九大、七十周年大庆等重大活动接连在我国举

行。但每当重要时期来临，境外反动势力总是蠢蠢欲动，妄图通过网络攻击在世

界人民面前抹黑我国国际形象，外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安全法》、“151号令”及其他通知、规定、要求的

发布，国内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对重要时期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也逐渐细致。可以

说，重要时期安全保障已经成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成

为安全工作的重心。

重要时期保障工作全景图

重要时期安全保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备战、临战、决

战与复盘几个阶段。本文将对各个阶段的重要工作做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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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期保障工作全景图

备战阶段

备战阶段主要工作围绕减少受攻击面的重点展开，具体工作包含了团队组

建、资产梳理、暴露面排查、安全评估与加固等，备战阶段工作有效与否与重保

的最终结果关系巨大。只有在备战阶段进行合理的团队配置、细致的内外网资产

梳理、全面的暴露面排查与行之有效的加固，减少受攻击面，才能在重大时期来

临时从容应对海量的攻击行为。

临战阶段

临战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模拟演练与专项培训，通过模拟演练，可以检验预案

的有效性与完善性并及时调整；可以检查应对突发事件所需应急队伍、物资、装

备、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情况，发现不足及时予以调整补充；可以增强演练组织单

位、参与单位和人员等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序，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可以进一

步明确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职责任务，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应急机制。模拟演练配

合重要时期保障专项培训，可以普及应急知识，提高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事件应

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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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阶段

当重要时期到来，就进入决战阶段。经过了前期的充分准备，决战阶段的核

心任务是对各类安全事件的实时监测与响应。通过安全人员现场值守、威胁实时

监测、日志分析研判、情报收集、协调处置等，尽可能提前防范各类安全事件；

当安全事件发生时，依照预案及时进行应急响应，降低事件影响并尽快恢复系

统，进而进行针对性防护策略优化，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总结阶段

重要时期结束后，保障工作也临近尾声。这一阶段需要对保障期间的工作进

行总结，分析工作的得失，完善防护体系与应急体系，将经验沉淀为知识，为未

来的工作储备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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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在过去的历次重大活动中，以技术支撑单位的角色帮助众多用户顺

利完成了安全保障工作，通过实战的不断磨砺，培养出了一批具备丰富经验与过

硬技能的安全工程师，总结出了完善的工作方法论。绿盟科技将把这些经验在未

来的重大时期安全保障工作中与用户分享，共同构筑重大时期的坚固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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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某重大安全实战演练中，绿盟科技为国内多家大型金融机构提

供安全技术支持与现场值守保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某大型商业银行。工作期

间，绿盟科技排除近20人的骨干力量组成现场值守、分析研判与应急处置团队，

协助用户保障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官方网站等重要业务系统的安全。面对长达

三周的密集攻击，所有业务系统安全稳定，在演习中一分未失。

除了现场值守，绿盟科技在重大时期安全保障期间还为用户提供远程网站安

全监测、DDOS攻击清洗、基于SAAS平台的WEB攻击防护等服务，帮助用户发现

网站潜在风险，监测篡改事件，抵御WEB攻击。G20峰会期间，绿盟科技网站安

全监测平台监控12728个站点，发现18436个安全漏洞，发现页面篡改、黑链植入

等安全事故298起，防御133254次攻击，DDoS攻击次数为1984次，清洗41.2TB，

拦截篡改15次，获得用户高度评价。

重大时期安全保障任务重大形势复杂，但山雨欲来，我自严阵以待，岿然不

动。绿盟科技将与用户携手，共同完成重大时期安全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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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蓝对抗演练落地指导方案
金融事业部

1. 演练目的

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内外网网络资产及业务数据深层次安全和隐患，检验并

提高安全威胁监测发现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安全防护能力。拟组织红蓝对抗演

练，保证业务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在真实网络环境下开展实兵网络对抗。

2. 组织演练流程

红蓝对抗演练分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事后总结阶段。具体安

排如下:

2.1 准备阶段

2.1.1 确定演练时间与场地
演练时间：x月x日-x月x日

为达到提升企业安全防护能力的目的，本次红蓝对抗演练涉及资产范围为xx

企业所有信息资产，演练场地为xx企业信息资产与互联网联通的网络环境。

2.1.2 建立演练实施团队
时间节点：x月x日前完成

为完整清晰的完成演练组织工作，需明确演练团队组织，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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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职能如下：

角色 职责

总指挥 负责把控整个红蓝对抗的工作进度，对接与红蓝对抗相关事项

指挥协调组
负责下达演练指令，明确演练要求，协调红蓝队的工作，维护环境
正常运行

专家裁判组
负责维护评分规则，巡查对抗过程中各攻防小组状态，并对攻击和
防护效果进行评价，对攻击成果依据评分规则评分

蓝队 在规定范围及规则下，进行入侵

红队 整合监测及响应能力，对拦截任何攻击行为

2.1.2.1◆建立演练指挥部

根据团队结构，由客户方与绿盟科技共同担任演练指挥责任，并组建为指挥

部，人员安排如下：

角色 人员 电话 邮箱

总指挥 Xxx Xxx

指挥协调组 Xxx，xxx Xxx

专家裁判组 Xxx，xxx Xxx

2.1.2.2◆确定参演队伍

时间节点：x月x日前完成。

蓝队由xx组建，并保证人员的可靠性。

确定红队参演成员及成员职责，并建立红队运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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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定制应急处置预案
相关业务部门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切实保障业务的正常平稳运行。

指定责任人，制定应急预案及保障SLA，上报给应急演练指挥部评审，能够

对突发事件做到快速响应和处置。

2.2 实施阶段
实施时间：x月x日-x月x日

1、召开演练工作启动会议，明确演练工作流程和参演各方职责纪律，通告

各部门依据预案要求启动预警和响应机制，启动红蓝对抗演练工作。

2、组织蓝队（攻击方）按照相关约束性措施要求，开展网络入侵，寻找攻

击路径，发现安全漏洞和隐患；红队根据演练资产范围，做好攻击监测防护和应

急处置应对工作。

3、蓝队除获取目标系统的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信息、重要业务数

据、代码或管理员账号等）外，应做好记录和截图，摸索其安全防护能力。在指

挥组的现场指挥下，按照演练要求固定证据。攻击过程中不可对业务系统做任何

破坏性操作。指挥组巡查攻守双方状态，统筹指挥，提前预判风险，控制演练节

奏，确保安全可控。

4、红队通过各网络节点部署的安全设备，实时对攻击行为进行监测，挖掘

入侵事件，通知并协助相关部门进行排查处置。结合设备监测、安全运营、应急

处置，保障业务系统的安全平稳运行。

5、两队每日汇总结果，上报演练指挥协调组。

2.3 演练总结阶段
时间：x月x日◆–◆x月x日

2.3.1 复盘和总结
演练结束后，蓝队（攻击方）汇总演练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渗透测试工具、木

马、及相关程序脚本、数据(录屏文件及相关日志)◆，提交给红蓝对抗演练指挥协

调组。

指挥协调组组织攻守双方对演练进行复盘，认真梳理演练过程中蓝队的攻击

路径、攻击手法、攻击工具，红队监测到的攻击画像（攻击路径、攻击特征），

应急处置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方法，分析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

红队和蓝队共同清除攻击痕迹、总结演练成果及案例，提炼出演练中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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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共同完成对公司网络环境的安全防护工作。

2.3.2 撰写演练报告
根据复盘总结结果，编写红蓝对抗总结报告。

2.3.3 整改和攻击分析
指挥协调部将红蓝对抗结果下发给相关部门，并通知整改，安全服务部对结

果进行督促和验证。

安全能力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汇总、分析所有攻击数据，优化产

品及产品规则。

2.3.4 红蓝对抗演练宣传
演练结束后由指挥协调组对演练音视频资料进行梳理，选取精华部分，制作

成攻防演练宣传材料。

3 参演方要求

3.1 蓝队
攻击方人员在演练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规定，充分发挥技术水平，展现攻

击团队的技术实力。具体要求如下:

1.保密要求。参演的攻击方团队成员承诺不泄露、不利用演练过程中接触到

的重要数据和发现的系统漏洞。

2.攻击终端的管理要求。攻击方所使用的攻击终端按照要求统一安装录屏软

件。攻击过程中全程开启录屏软件，当发现录屏软件工作异常时，应及时报备、

重新启动。

攻击手段：除DDoS攻击手段及物理攻击外，不限定任何其他信息收集及攻

击和漏洞利用方法。演练结束后，攻击方将所获取的敏感数据自行删除，仅需留

存录屏视频。

3.2 红队
防守方应完善内部应急响应机制，提前部署和优化安全产品与监测平台，准

备应急保障资源;◆演练开始后防守方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对被攻击系统进行监

测，在监测到可疑行为时应及时记录攻击日志，追踪溯源及应急处置过程中，也

应保存响应的数据，并及时上报指挥部;◆演练结束后应根据攻击方提供的整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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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对演练发现的安全问题进行整改。

对防守方要求如下:

1.保密要求。参与防守的人员不得向攻击方人员提供系统安全弱点（包括但

不限于口令、IP地址等）、防守措施等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向外界公

布演练过程和演练结果。

2.发现攻击源时的处置要求。指挥部在演练前应详细列出演练攻击方的攻击

源IP白名单，所有参与演练的攻击IP在指挥部均有备案，当防守方发现攻击行为

后，通报给指挥部，经指挥部确认后，告知是否可以阻断以及何时进行阻断。

3.系统监控和应急响应。防守方在内外网关键节点部署安全防护和监测设

备，加强人员值守并实时通报，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相关业务部门在接到攻击事

件后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

4.每日总结汇报。防守方根据监测和防守结果，在当日对抗结束后，按照上

报内容要求，向指挥部汇报防守成果。

4. 入侵与防御要求

4.1 攻击环节

4.1.1 攻击场景及其安全保障规则
4.1.1.1◆信息篡改

针对攻击目标的业务网络，蓝队通过控制网关和路由等网络关键节点，利用

流量劫持、会话劫持等中间人攻击手段修改正常的网络服务业务传输数据，导致

正常产生的业务被恶意利用。当蓝队已渗透到能够进行业务篡改操作时，可以用

目录结构、屏幕截屏的形式来记录攻击效果，并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在其确认攻

击效果后即可遵循演练规则，终止攻击。攻击者应在完成演练后协助指挥部回溯

攻击过程。

4.1.1.2◆信息窃取

当攻击方渗透到能够获取包含大量机密信息或敏感信息的关键阶段时，应

及时暂停攻击并与指挥部取得联系，在攻击效果被确认后即可遵循演练规则，终

止攻击行为，并在演练后协助指挥部回溯整个攻击过程。演练中应严格禁止使用

“拖库”等手段，造成业务系统信息泄露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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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潜伏控制

蓝队利用各种手段突破防火墙、安全网关，入侵检测设备、杀毒软件的防

护，通过在目标主机和设备上植入后门程序获得其控制权，在真正攻击行动未开

始前保持静默状态，形成“潜代控制”。在经指挥部允许后，攻击方可上传风险

可控的后门，并在演练后为攻击过程的回溯提供协助。演练中，严禁蓝队上传

BOTNET或者具有自行感染扫描却无自行终止卸载的样本。

4.1.2 攻击方式
4.1.2.1◆拒绝服务

为了保障演练的安全性，严禁蓝队成员自行使用外部流量资源或流量攻击工

具进行拒绝服务攻击。

4.1.2.2◆WEB渗透

演练过程中攻击方对成功的WEB渗透应保存相关可回溯信息，在整个击杀

链完成后及时通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信息，在攻击方终止攻击后，及时上报指挥

部，演练结束后告知防守方相关信息并指导其及时修复相关漏洞。

4.1.2.3◆内网渗透

蓝队作为外部攻击者，通过外网攻击，尝试绕过防火墙，并基于外网主机作

为跳板来间接控制内部网络中的主机。

蓝队作为公司员工，从公司内部办公网络对公司资产发起攻击，获取内部主

机的控制权限或获取敏感业务数据等。

演练过程中蓝队对成功的内网渗透过程应保存相关可回溯信息，在整个击

杀链完成后及时上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数据，演练结束后防守方及时修复相关

漏洞。

4.1.2.4◆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学”是指攻击者通过各种欺骗手法语导受害者实施某种行为的一

种攻击方式。演练过程中攻击方对成功的社工案例应保存相关回溯信息，在整个

击杀链中成功完成后及时上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信息，演练结束后告知防守方及

时找到责任人和源头，加强安全意识。

4.1.2.5◆无线入侵

无线入侵是指攻击者通过Wi-Fi、蓝牙等无线通信方式实施的一种攻击行

为。演练过程中蓝队对无线入侵应保存相关回溯信息，在整个击杀链完成后及时

上报指挥部并提供相关信息，演练结束后指导红队及时找到修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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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攻方行为要求
1.禁止破坏性操作，蓝队可通过多种路径进行攻击，不对所采用的攻击路径

进行限定。在攻击路径中发现的安全漏洞和隐患，攻击方应及时向指挥部报备，

确认业务系统具备完善的应急处置机制后，方可开展，避免严重影响业务系统正

常运行。

2.除特别授权外，演练不采取拒绝服务攻击由于演练在真实环境下开展，

为不影响被攻击对象业务的正常开展，演练除非经指挥部授权，不允许使用

SYNFLOOD.CC等拒绝服务攻击。

3.演练只针对互联网网站或重要应用的一级或二级页面进行篡改，以检验防

守方的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演练过程中，攻击团队要围绕攻击目标系统进行攻

击渗透，在获取网站控制权限后，先请示指挥部，指挥部同意后在指定网页张贴

特定图片(由指挥部下发)。

4.演练过程中不得通过收买防守方人员进行攻击；不得通过物理入侵、截断

监听外部光纤等方式进行攻击；不得采用无线电干扰机等直接影响目标系统运行

的攻击方式。

5.攻击方木马使用要求。木马控制端服务器需使用由指挥部统一提供的服务

器，所使用的木马应不具有自动删除目标系统文件、损坏引导扇区、主动扩散、

感染文件、造成服务器宕机等破坏性功能。演练禁止使用具有破坏性和感染性的

病毒、蟠虫。

4.2 防御环节

4.2.1 防御规则
防御规则是指在保证正常业务运行的前提下，尽可能阻止攻击者对目标网络

实施攻击而制定的安全策略。通常防御规则基于最小权限原则制定，即仅仅开放

允许业务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网络资源访问，不能采取极端的防御措施(如屏蔽所有

端口，终止或下线业务)。

4.2.2 攻击监测
红队发现所属网络中有异常流量、流量监听、恶意样本、主机日志审计、安

全设备检测等行为。发现攻击行为后防守方应自行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按通报

规则将攻击事件通报给响应的业务团队进行处置。当攻击的方式严重危及到重要

业务的运行时，防守方应尽快报告指挥部，由指挥部通知蓝队停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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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攻击阻断
被攻击方检测到攻击行为时，为了遏制攻击，使其不再危害目标网络采取

的安全应急手段。通常攻击阻断需要依据攻击行为的具体特点实时制定攻击阻断

的安全措施，如定制防护策略，屏蔽指定IP，切断相关链接，查杀恶意样本等手

段。防守方采取的攻击阻断方式应详细记录在案。

4.2.4 业务恢复
当目标网络被攻击后，被攻击方通过恢复系统备份、数据恢复、系统和软件

重装等方式将系统业务恢复到未被攻击状态。演练规则中正常状态下不应出现需

要业务恢复的场景，当出现需要业务恢复的场景后，防守方应尽可能详细的记录

各种网络环境状态参数用于事后的追踪溯源。

4.2.5 追踪溯源
当被攻击方检测到攻击行为后，通过主机日志、网络设备日志、入侵检测设

备日志以及全流量分析等信息对攻击行为进行分析，以找到攻击者的源IP地址、

攻击服务器IP地址、邮件地址等信息。溯源的目的是要区分出攻击方式和来源以

判断是否为演练组织的攻击者，防守方应及时上报指挥部，演炼结束后红队应该

将完整的溯源流程记录在演练报告中。

附录A  评分规则

A.1 蓝队评分规则

攻击手段 威胁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获取权限 获取域名劫持权限 10 分 / 个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内网邮箱账号密码 10 分 / 个 得分累计不超过 50 分

获取 FTP、web 等应用系统账
号密码

普通权限 20 分，管理员 3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
不超过 300 分

获取邮件服务器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30 分，管理员用户
5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
不超过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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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手段 威胁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获取web 应用服务器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30 分，管理员用户
5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
不超过 250 分

获取域控服务器权限 管理员权限 200 分 不累计得分

获取数据库服务器权限
普通用户权限 50 分，管理员权限
10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最高值，得分累计
不超过 300 分

获取数据库系统远程用户权限 10-100 分
根据数据库服务器重要程度给分，
累加得分不超过 300 分

获取互联网 vpn 接入权限（通
过令牌接入无效）

普通用户权限 30 分，高权限 50 分
两种权限得分取高值，得分累计不
超过 100 分

获取路由器权限
接入层路由器 50 分，汇聚层路由器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交换机权限
接入交换机 50 分，汇聚交换机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防火墙权限
部门级防火墙 50 分，线级防火墙
100 分，公司级防火墙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获取安全设备权限
获 取 IPS/WAF 权 限 100 分， 获
取 IDS/TAC/UTS 权限 50 分，获取
RSAS/WVSS 权限 200 分

得分累计不超 1000 分

获取其他设备权限 / 由裁判组核定得分

获取数据

SQL 注入、WebService 接口漏
洞等方式远程获取数据

30 分 / 系统 得分累计不超过 150 分

漏洞远程可获取系统源代码 50 分 / 套 累计得分不超过 150 分

获取敏感业务数据，如薪酬、
合同等

100 分 / 套 累计得分不超过 200 分

其他数据 / 由裁判组核定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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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手段 威胁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远程控制

植入webshell 木马后门 30 分 / 个 累计得分不超过 150 分

植入终端计算机木马后门 30 分 / 个 累计得分不超过 150 分

其他设备植入控制程序 / 有裁判组核定得分

A.2 红队评分规则

防护手段 防护类型 评分规则 备注

监测攻击 攻击行为监测
未成功攻击：20 分 / 类型
成功攻击：50 分 / 次

两种权限得分取高值，得
分累计不超过 200 分

应急处置 阻断攻击，恢复业务

入侵成功 30 分钟内响应处置：100 分 /
次 ;
入侵成功2小时内响应处置：50分 /次 ;
入侵成功 8 小时内响应处置：20 分 /
次
响应成功后再次被入侵利用：扣除本次
应急处置得分。

累加得分，不计上限

追踪溯源 监测攻击行为，追踪攻击路径 每条击杀链得分 50 分。 累计得分不超过 3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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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安全配置分析
创新中心 江国龙

摘要：容器技术基于容器主

机操作系统的内核，通过对CPU、

内存和文件系统等资源的隔离、划

分和控制，实现进程之间透明的资

源使用。因此，容器主机的安全性

对整个容器环境的安全有着重要的

影响。

1. 概述

最近有很多关于容器安全性的讨论，尤其是当在生产环境中部署使用容

器的时候。容器环境所面临的大多数安全威胁，和非容器环境存在的威胁在

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基于容器的某些特性，出现了一些新的场景和

攻击面。

那么对于容器环境来说，都有什么样的安全威胁呢？总结起来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简单划分。

（1）基础设施/运行环境是否是安全的。容器技术是基于容器主机操作

系统内核实现的资源隔离，相比较vm来讲，容器对主机的操作系统有了更多

的权限，因此诸如OS的安全补丁、API、权限、认证、隔离等问题对容器的安

全性有着很大的影响。

（2）容器的镜像是否是安全的。关于容器镜像的安全性，比如像镜像的

漏洞、恶意程序等问题，之前的文章《容器镜像的脆弱性分析》已经进行了

比较全面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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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容器运行时是否是安全的。比如容器中是否运行了非法的进程、是否

遭到了DDoS攻击、是否发生了逃逸等。

2. 容器环境脆弱性分析

本小节将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容器基础设施/运行环境的安全性。

2.1 容器逃逸
容器逃逸攻击与虚拟机逃逸攻击相似，利用虚拟化软件存在的漏洞，通过

容器获取主机权限入侵主机，以达到攻击主机的目的。这里通过容器入侵主机的

逃逸，一方面包括在容器中获取到更多的主机权限；另一方面包括不完善的隔离

存储。

具体地，一些PoC工具，如Shocker，可展示如何从Docker容器逃逸并读取

到主机某个目录的文件内容。Shocker攻击的关键是执行了系统调用open_by_

handle_at函数，Linux手册中特别提到调用open_by_handle_at函数需要具备

CAP_DAC_READ_SEARCH能力，而Docker1.0版本对Capability使用黑名单管理策

略，并且没有限制CAP_DAC_READ_SEARCH能力，因而引发了容器逃逸的风险。

2.2 容器网络
Docker默认采用预设的桥接网络驱动，一个docker0的网桥将所有容器连接

该网桥，docker0网桥扮演着路由和NAT的角色，容器间通信都会经过容器主机。

默认情况下，这种桥接采用黑名单的方式，即同一主机上的容器之间是允许

所有通信的，用户根据业务需求添加访问控制规则。如果各容器之间没有防火墙

保护，攻击者就可以利用主机内部网络进行容器间的ARP欺骗、嗅探、广播风暴

等攻击。

2.3 拒绝服务
默认情况下容器可以使用主机上的所有资源，如果某个容器以独占方式访

问或消耗主机的大量资源，则该主机上的其它容器就会因为缺乏资源而无法正常

运行。

DoS攻击可针对任何资源，例如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下面分

别以这三种资源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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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资源。Fork◆Bomb◆是

一个很典型的计算型DoS攻击场景，

主机内核正常情况下只能支持一定数

量的进程，如果某个容器内的进程组

新建过多进程，消耗了主机上的所有

进程资源，那其它的容器就没有资源

来创建新的进程，甚至会危及主机的

正常工作。

Fork ◆ Bomb也是自2015年到

现在Docker社区一直讨论的问题，

目前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内存的使用

（--kernel-memory=#M），但是，

当在与加密文件一起使用时可能会偶

尔出现问题。

（2）存储资源。在容器技术的

实现中，通过mount命名空间实现了

文件系统的隔离。但是文件系统隔离

仅仅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不建议

使用AUFS做存储驱动，虽然AUFS创

建出的容器文件系统互相隔离，但是

在存储空间方面却没有任何限制。换

言之，一个容器如果不断写文件，将

会写满存储介质，其它容器将无法执

行写操作，导致拒绝服务攻击。

（3）网络资源。DoS攻击层出

不穷，容器内网络带宽耗尽也是其中

一种，攻击者使用大量的受控主机向

被攻击目标（容器）发送大量的网络

数据包，以占满容器的网络宽带，并

消耗容器主机的网络数据处理能力，

达到拒绝服务的目的。

3. CIS Benchmark

CIS针对Docker和Kubernetes，分别提出了安全基准文档，用于对Docker

和Kubernetes运行环境进行安全审计。

下面本文将通过两个例子，介绍在默认情况下容器环境的安全风险。

3.1 Docker默认配置风险
宿主机采用Ubuntu◆16.04.4◆LTS（4.4.0-116-generic，x86_64）。

参照Docker官方的安装文档https://docs.docker.com/install/linux/

docker-ce/ubuntu/#set-up-the-repository，安装Docker。版本如下图所示。

使用docker-bench-security（https://github.com/docker/docker-bench-

security）对其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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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Host◆Configuration 13 9 0 4

2
Docker◆daemon◆
configuration

18 3 8 7

3
Docker◆daemon◆
configuration◆files

20 16 4 0

4
Container◆Images◆and◆
Build◆File

11 8 2 1

5 Container◆Runtime 0 0 0 0

6 Docker◆Security◆Operations 2 2 0 0

7
Docker◆Swarm◆
Configuration

10 0 10 0

总计 74 38 24 12

从上表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检查结果总计可以划分为三类：

（1）通知提示（INFO/NOTE）。比如针对2.6的检查，要求确保配置了对

Docker◆daemon访问的TLS认证。而测试环境默认启动的Docker◆daemon是没有

启动TCP监听服务的，因此，对于该条目，设置为通知提示。

[INFO]◆2.6◆◆-◆Ensure◆TLS◆authentication◆for◆Docker◆daemon◆is◆configured

[INFO]◆◆◆◆◆◆◆◆*◆Docker◆daemon◆not◆listening◆on◆TCP

（2）通过（PASS）。比如针对2.2的检查，要求确保Docker日志级别设置为

“INFO”，Docker默认的日志级别符合该要求，因此检查结果为PASS。

[PASS]◆2.2◆◆-◆Ensure◆the◆logging◆level◆is◆set◆to◆‘INFO’

（3）警告（WARN）。比如针对2.1的检查，要求连接在默认网桥上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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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之间的网络流量，是要限制其之间的网络访问。而Docker的默认配置，是允

许所有实例通信的，因此该条目提示为告警级别。

[WARN]◆2.1◆◆-◆◆Ensure◆network◆traffic◆ is◆restricted◆between◆containers◆on◆

the◆default◆bridge

由于在CIS的标准中，第5章是针对Container◆Runtime的，在主机上没有容

器实例运行时，这一大项的检测是跳过的，因此所有的数据都是0。这种情况

下，针对全部的74项检测，除去通知级别的38项，剩下的36项检测中，告警的有

12项，比例达到了33%。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主机配置检查

[WARN]◆1.1◆◆-◆Ensure◆a◆separate◆partition◆for◆containers◆has◆been◆created

确保为存储Docker文件，创建一个单独的分区（逻辑卷）

[WARN]◆1.5◆◆-◆Ensure◆auditing◆is◆configured◆for◆the◆Docker◆daemon

确保Docker◆daemon要将审计的能力进行配置，在/etc/audit/audit.rules文

件中添加一条审计规则：–w◆/usr/bin/docker◆–k◆docker。

[WARN]◆1.6◆◆-◆◆Ensure◆auditing◆is◆configured◆for◆Docker◆files◆and◆directories◆

-◆/var/lib/docker

确保对docker文件和目录进行审计，在/etc/audit/audit.rules文件中添加一

条审计规则：–w◆/var/lib/docker◆–k◆docker。

[WARN]◆1.7◆◆-◆◆Ensure◆auditing◆is◆configured◆for◆Docker◆files◆and◆directories◆

-◆/etc/docker

同样是对Docker文件和目录进行审计的检查，在/etc/audit/audit.rules文件

中添加一条审计规则：–w◆/etc/docker◆–k◆do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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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cker◆daemon配置检查

[WARN]◆2.1◆◆-◆◆Ensure◆network◆traffic◆ is◆restricted◆between◆containers◆on◆

the◆default◆bridge

确保容器间在默认的桥接网络上，采用白名单方式实现通信。将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icc设置为false。

[WARN]◆2.8◆◆-◆Enable◆user◆namespace◆support

确保在Docker守护进程中启用用户命名空间，将启动参数userns-remap设

置为default。

[WARN]◆2.11◆◆-◆◆Ensure◆that◆authorization◆for◆Docker◆client◆commands◆is◆

enabled

确保启用Docker客户端命令的认证授权，Docker默认是没有对客户端命令

进行授权管理的功能，这里需要借助第三方插件实现。Docker官方给出的插件主

要包括Casbin◆AuthZ◆Plugin、HBM◆plugin和Twistlock◆AuthZ◆Broker这三种。可以

采用以下命令运行插件：

#◆docker◆run◆-d◆-v◆/var/lib/authz-broker/policy.json:/var/lib/authz-broker/

policy.json◆-v◆/run/docker/plugins/:/run/docker/plugins◆twistlock/authz-broker

然后在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 json）中的

authorization-plugins设置为authz-broker。

[WARN]◆2.12◆◆-◆Ensure◆centralized◆and◆remote◆logging◆is◆configured

确保配置了集中式和远程的日志记录。在docker◆daemon启动参数（/etc/

docker/daemon.json）中的log-driver设置为syslog，log-opts设置为{

“syslog-address”◆:◆“◆=◆tcp://192.x.x.x”。

[WARN]◆2.14◆◆-◆Ensure◆live◆restore◆is◆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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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容器实例可以支持无守护进程运行，也就是说，docker◆daemon在关闭

或者恢复时，不会停止容器，并且可以在daemon重新启动后重新接管。

将docker◆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中的live-restore设

置为true。

[WARN]◆2.15◆◆-◆Ensure◆Userland◆Proxy◆is◆Disabled

Docker引擎提供了两种将主机端口转发到容器端口的方式：DNAT和

Userland◆Proxy。默认情况下，Userland◆Proxy已启用。

将docker◆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中的userland-

proxy设置为false。

[WARN]◆2.18◆◆-◆◆Ensure◆ containers◆ are◆ restricted◆ from◆acquiring◆new◆

privileges

确保限制容器获取新的权限。

将docker◆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中的no-new-

privileges设置为true。

（4）Docker镜像和构建文件检查

[WARN]◆4.5◆◆-◆Ensure◆Content◆trust◆for◆Docker◆is◆Enabled

确保启用了Docker的内容信任，默认情况下，内容信任是被禁止的。可以通

过修改环境变量来进行设置，export◆DOCKER_CONTENT_TRUST=1。

考虑到这里的检测，并未覆盖到第5章中Container◆Runtime相关的内容，因

此在测试环境中，我们运行一个容器，再来进行一下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docker◆run◆-d◆-p◆80:80◆--read-only◆-v◆$(pwd)/nginx-cache:/var/cache/nginx◆

-v◆$(pwd)/nginx-pid:/var/run◆nginx（https://hub.docker.com/_/nginx/，以只读模

式运行ng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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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Host◆Configuration 13 9 0 4

2
Docker◆daemon◆
configuration

18 3 8 7

3
Docker◆daemon◆
configuration◆files

20 16 4 0

4
Container◆Images◆and◆
Build◆File

11 8 0 3

5 Container◆Runtime 31 6 16 9

6 Docker◆Security◆Operations 2 2 0 0

7
Docker◆Swarm◆
Configuration

10 0 10 0

总计 105 44 38 23

对比这两个结果可以发现，1/2/3/6/7这五部分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第四

部分原来的2个PASS的内容变成了WARN，第五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检测。至于第

五部分的内容，涉及到运行时，不同的容器可能结果会不同，因此这里不再详细

分析。第四部分由PASS转为WARN的2项是：

[WARN]◆4.1◆◆-◆Ensure◆a◆user◆for◆the◆container◆has◆been◆created

[WARN]◆◆◆◆◆◆◆◆*◆Running◆as◆root:◆pensive_burnell

默认情况下，容器以root权限运行，并且以容器中的用户root身份运行，应

确保容器镜像的Dockerfile包含USER指令，或者在USER指令前通过useradd命令

添加特定用户。

[WARN]◆4.6◆◆-◆◆Ensure◆HEALTHCHECK◆instructions◆have◆been◆added◆to◆the◆

container◆image

[WARN]◆◆◆◆◆◆◆◆*◆No◆Healthcheck◆found:◆[nginx: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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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将HEALTHCHECK指令添加到Docker镜像中，进而能够对运行的容器实

例进行运行状况检查。默认情况下，HEALTHCHECK未进行设置。

3.2 Kubernetes默认配置风险
采用两节点使用Kubeadm部署Kubernetes◆v1.12.1。

Master节点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API◆Server 34 0 8 26

2 Scheduler 1 0 0 1

3 Controller◆Manager 6 0 4 2

4 Configuration◆Files 12 2 9 1

5 etcd 8 0 6 2

6 General◆Security◆Primitives 8 8 0 0

总计 69 10 2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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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节点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Kubelet 13 0 3 10

2 Configuration◆Files 6 2 4 0

总计 19 2 7 10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再对结果进行详细分析了。

点击此链接，下载《2018绿盟科技容器安全技术报告》完整版。

http://blog.nsfocus.net/global-threat-analysis-container-safety◆

添加好友，备注“进群”，加入容器安全技术交流群，通过后会拉您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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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安全风险评估算法体系
创新中心 赵粤征

无危则安，无损则全。安全意识就在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申鉴》曾有记载：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为之

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则之为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其认为谋事

之道的最高境界是防患未然，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设警戒;其次是在祸患刚开

始显露之际及时采取措施中止其发生,至于事后的惩处训诫是最末等措施。这应是

现代安全风险管理预防为先的思想雏形。

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安全风险管理以预防为先，但构建预防体系的

基础是什么并没有说明。在我们看来，想要预防，必须先要有安全风险的评估，

基于整个网络系统提供的各类基础数据，构建体系的风险评估体系，从这个风险

评估体系中，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系统中，哪个部分是由于自身的脆弱性而容易导

致被攻破；哪个部分是由于对外暴露而容易被攻击；哪个部分已经处于常常被攻

击的场景下。因此，基于此，我们必须有一整套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对整个系统

的有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风险呈现。

国标GB/T◆20984-2007中定义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中只给出了风险评估

计算的原理和基础模型，但并没有给出从定性到定量的方法论。特别是威胁的量

化，如何把威胁的严重性，威胁的热度、威胁情报的影响、威胁严重随时间因素

的衰减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实现对威胁的量化。

本文就是基于国标对安全风险评估的定义，绿盟科技提出如何从定性到定量

实现单资产风险评估算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构建安全风险分层量化体系，

实现不同层级安全域风险的聚合及计算。这两个算法绿盟科技都已经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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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资产风险评估算法介绍

国标GB/T◆20984-2007中定义的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中只给出了风险评估

计算的原理和基础模型，即风险值由威胁值、脆弱性值和资产价值组成并计算，

但存在以下问题没有做清晰的定义：

◆◆ 并没有给出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的具体算法，也即并没有给出从

定性到定量的量化评估算法。

本节给出单资产风险值算法，从而计算出资产基于风险三要素：资产价值/

脆弱性值/威胁值聚合出风险值的一个量化指标。

风险评估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脆弱性：反应资产漏洞情况及配置合规性情况。

威胁：通过以往的威胁事件对网络可能受到的威胁攻击进行预测评估。

资产价值：体现资产在客户网络中的重要性，依据资产在机密性、完整性和

可用性上的赋值等级，经过综合评定得出。

因此在确定资产的安全风险评估算法之前，我们首先要评估出资产脆弱性、

资产的威胁值及资产价值

1.1 脆弱性评估因素与算法
主机脆弱性值由主机漏洞情况及配置不符合项情况决定。其中，主机漏洞脆

弱性由主机系统的所有漏洞风险加权和决定，漏洞危险程度越高的漏洞对主机漏

洞脆弱性影响越大，针对漏洞的威胁程度，在绿盟的定义的漏洞库体系中给出了

单个漏洞的评分系统，这个评分系统除行业标准定义的CVSS评分外。在CVSS评

分不能及时跟进更新的情况下，我们还增加了绿盟自身的Nsfocus评分，作为漏

洞评分系统的补充。

而对于某一主机的脆弱性评分，则是基于当前主机漏洞风险值和配置核查风

险值来决定的。

主机漏洞风险值的的计算，为了最大体现威胁程度最高的漏洞对主机的威

胁，我们假设一个主机共有n个漏洞，按照危险程度及CVSS评分从高到低排列的

对漏洞进行排列列表为：a1，a2，a3，…an，漏洞风险值为则依据绿盟提出的专利

算法最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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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1为威胁最大漏洞的漏洞评分值

◆为影响系数

μ为收敛系数

rv取值范围是[0，10]，最小粒度为0.01

配置核查风险值可以由模版组成，配置脆弱性值的计算由单模版风险值rbi计

算，计算算法如下：

其中，

其中，wi为为不符合配置项的权重，m为不符合配置项的个数；wi为配置项

的权重，n为所有配置项的个数。

最终获得主机脆弱性值rh的计算算法如下：

rh=a*rv+b*rb
绿盟科技提出的脆弱性算法比较全面的考虑了导致主机产生脆弱性的各个因

素，并基于相应的算法，并利用权重系数的调整，最大可能体现了某个严重的漏

洞或者配置项对主机脆弱性值得影响。

1.2 威胁评分因素与算法
在过去几年当中，各厂家威胁评分算法一直被客户诟病，算法存在一系列问

题，如：

(1)◆算法中只考虑了安全威胁事件，其他因素例如是否作用在当前主机、威

胁的热度、威胁情报的影响、威胁严重随时间因素的衰减等因素无法动态添加到

系统中；

(2)◆算法将威胁事件对周边节点的影响统一考虑在当前主机威胁值的计算

中，造成作用在本机上的威胁权重降低，无法体现作用在当前主机的严重性；

基于以上算法上的缺陷，我们将AHP层次分析法引入到主威胁值算法中，从

而实现在威胁的多维度影响下，将影响决策因子基于重要程度进行分层并提出从

定性到定量的威胁权重计算算法，并基于配置机制动态添加决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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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AHP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是指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

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是美国运筹

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为美国国防部研究"根据各个工

业部门对国家福利的贡献大小而进行电力分配"课题时，应用网络系统理论和多目

标综合评价方法，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指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为

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或准则、约束）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

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以作为目标（多指标）、多

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将决策问题按总目标、各层子目标、评价准则直至具体的备投

方案的顺序分解为不同的层次结构，然后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办法，求得

每一层次的各元素对上一层次某元素的优先权重，最后再加权和的方法递阶归并

各备择方案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此最终权重最大者即为最优方案。

层次分析法比较适合于具有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而且目标值又难

于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题。

层次分析法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

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

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从而最终使问题归结为最低层(供决策的方案、措

施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的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次序的排定。

AHP分析法计算步骤主要包含如下：

1.2.2◆威胁值评估层次结构建模

利用AHP分析法，基于资产面临的威胁，我们对其进行分层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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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最终确定资产威胁值

准则层：我们初步把准则层分为三个层次维度：

第一层：是否作用于本机

第二层：威胁维度，包括威胁事件的威胁度，威胁事件的热度、攻击源的信

誉度等。

第三层：时间区间，针对要计算的威胁全量区间，划分时间区间。

方案层：针对不同威胁维度的确定相应的基础威胁值算法/基础热度算法/基

础信誉度算法。

1.2.3◆构造分层判定矩阵

在构造判定矩阵之前，我们需要给出从定性到定量的判定准则。在层次分析

法中，为了使判定定量化，关键在于设法是的任意两个方案对于某一个判定准则

相对优越程度得到定量描述，一般对单一准则来说，两个方案进行比较总能判断

出优劣，我们采用1~9标度的方法，对不同情况评比给出数量标度，实现定性到

定量的标定。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两相邻判定的中值

倒数 因素 i 与因素 j 比较的判断是 aij，则因素 j 与 i 比较的判断 aij=1/aij

在此基础上，针对准则层定义的每一子层的判定决策因子，我们构造判定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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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矩阵元素具有如下特征：

bii=1

bji=1/bij
bji=bik/bij
(i,j,k=1,2,3…n)

判定矩阵中bij是根据资料数据、专家意见和系统分析的人员的经验经过反复

研究后确定。应用层次分析法保持判定思维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只要矩阵中

的bij满足上述三条关系式时，就说明判定矩阵局用完全一致性。因此针对威胁值

评估的分层建模，我们构建出准则层的矩阵为：

在以上矩阵中元素的的取值依赖于专家意见、系统分析人员或者客户诉

求，所以在系统实现时，上述信息的构建通过配置文件，可以动态导入到实现系

统中。

针对准则层各个子层的判定矩阵，利用归一化算法得到各层判定因子的权重

分配。

因此，资产的威胁值的计算公式为：

资产威胁值=本机威胁值*权重+非本机威胁值*权重

其中本机威胁值（非本机威胁值）计算公式为：

本机（非本机）威胁值=威胁度*权重+热度*权重+…+信誉度*权重

其中威胁度计算公式为：

威胁度=最近10天的威胁度*权重+…◆+前80~90天的威胁度*权重

热度计算公式为：

热度=最近10天的热度*权重+…◆+前80~90天的热度*权重

信誉度计算公式为：

信誉度=最近10天的信誉度*权重+…+前80~90天的信誉度*权重

最终，资产威胁值的计算通过准则层权重的逐层迭代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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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威胁值计算简化

在安全威胁的计算体系中，由于系统中可能无法获取信誉度、热度等信息；

同时，针对某一资产的威胁事件也可能是不连续，某个统计时段存在攻击，某些

统计时段可能完全没有攻击，基于此，我们在实现时可以简化实现：

1、◆通过配置文件，可以简化威胁维度，例如只考虑威胁度；

2、◆对于某些统计时段没有威胁攻击时，我们系统中动态降低判定矩阵的维

度，从而不再考虑没有攻击的时段

其计算公式也可以做相应的简化。

1.2.5◆准则层的扩展性

同时在具体实现中，我们可以采用配置文件的方式，针对不同准则的重要

性，定义扩展准则层中的各个子层或者各个子层中的决策因子，例如，如果我们

要将威胁因子-是否阻断添加到判定准则中，由于这个因子和威胁判定维度不再一

个层级，所以，我们可以扩展一个层级为“威胁是否已经阻断”，并为其构建一

个2维判定矩阵，由于我们认为已经阻断比没有阻断我们极端重要，查上表，我

们可以得到这个2维矩阵为 。如图所示：

这样在系统实现中，只需要简单的迭代递归算法，则可以将配置文件中新加

的“是否阻断”准则考虑到威胁值的评估算法体系中去

1.3 资产价值评估因素与算法
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是评价资产的三个基本安全属性。风险评估中资产

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资产在这三个安全属性上的达成程度或者其安全属性未达成时

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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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性

根据资产在机密性上的不同要求，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对应资产

在机密性上应达成的不同程度或者机密性缺失时对整个组织的影响。下表提供了

机密性赋值的参考。

赋值 标识 定义

5 很高
包含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关系未来发展的前途命运，对组织根本利
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泄露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害

4 高 包含组织的重要秘密，其泄露会使组织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损害

3 中等 组织的一般性秘密，其泄露会使组织的安全和利益受到损害

2 低
仅能在组织内部或在组织某一部门内部公开的信息，向外扩散有可
能对组织的利益造成轻微损害

1 很低 可对社会公开的信息，公用的信息处理设备和系统资源等

完整性

根据资产在完整性上的不同要求，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对应资产

在完整性上缺失时对整个组织的影响。

赋值 标识 定义

5 很高
完整性价值非常关键，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重大的
或无法接受的影响，对业务冲击重大并可能造成严重的业务中断，
难以弥补

4 高
完整性价值较高，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重大影响，
对业务冲击严重，较难弥补

3 中等
中等完整性价值中等，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影响，
对业务冲击明显，但可以弥补

2 低
低完整性价值较低，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会对组织造成轻微影响，
对业务冲击轻微，容易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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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
完整性价值非常低未经授权的修改或破坏对组织造成的影响可以忽
略，对业务冲击可以忽略

可用性

根据资产在可用性上的不同要求，将其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对应资产

在可用性上应达成的不同程度。

赋值 标识 定义

5 很高
可用性价值非常高，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达到年
度 99.9 月以上，或系统不允许中断

4 高
可用性价值较高，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达到每天
90%以上，或系统允许中断时间小于 10min

3 中等
可用性价值中等，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在正常工
作时间达到 70%以上，或系统允许中断时间小于 30min

2 低
可用性价值较低，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在正常工
作时间达到 25%以上，或系统允许中断时间小于 60◆min

1 很低
可用性价值可以忽略，合法使用者对信息及信息系统的可用度在正
常工作时间低于 25%

资产价值

资产按如下公式生成资产重要等级（资产价值）

等级 标识 描述

5 很高 很高非常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

4 高 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失

3 中等 比较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中等程度的损失

2 低 不太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可能对组织造成较低的损失

1 很低 不重要，其安全属性破坏后对组织造成很小的损失，甚至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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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产风险评估算法
一般来说，风险有两个属性：后果（Consequence）和可能性（Likeli-

hood）。最终风险对公司信息系统的影响，也就是风险两个属性权衡作用的结

果。不同的资产面临的主要威胁各不相同。而随着威胁可以利用的、资产存在的

弱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加风险的可能性，随着弱点严重级别的提高会增加该资产面

临风险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某资产风险的可能性是面临的威胁的可能性和资

产存在的脆弱性的函数，而风险的后果是资产的价值与脆弱性的函数。

实际计算时，我们取

其中：

rh为主机脆弱性值

t为威胁值，范围0~10

风险可能性取值范围：0~10

风险后果计算公式

其中：

rh为主机脆弱性值

wp为主机的资产重要等级

风险损失取值范围：0~10

风险值计算公式

其风险值及风险等级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风险等级 风险值 标识 颜色 描述

5 8~10 很高 红色
一旦发生将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影响，如
组织信誉严重破坏、严重影响组织的正常经营，
经济损失重大、社会影响恶劣。

4 6~8 高 橙色
一旦发生将产生较大的经济或社会影响，在一定
范围内给组织的经营和组织信誉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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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 风险值 标识 颜色 描述

3 4~6 中等 黄色
一旦发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社会或生产经营影
响，但影响面和影响程度不大。

2 2~4 低 蓝色
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程度较低，一般仅限于组织
内部，通过一定手段很快能解决。

1 0~2 很低 绿色
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几乎不存在，通过简单的措
施就能弥补。

2. 安全风险分层量化体系

在安全风险方面，客户面临的问题当前是：由于算法问题，◆业务域风险或

者总风险可能小于业务单元的风险，也就是总风险不能真实反映安全运营体系

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我们基于我们提出单资产风险算法，面向资产的层级体

系，我们又提出了安全风险木桶权重聚合算法，利用这个算法，在计算每一层级

的聚合风险值之前，我们对当前每个个体风险进行排序，个体风险越大，在计算

最终聚合风险值中所占的权重最大，因而使得这个聚合风险值最能反映风险最薄

弱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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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资产风险评估算法，我们提出风险木桶权重聚合算法，实现安全风险

分层量化体系的评估计算：

2.1 木桶权重算法
假设一个资产域有n个资产，每个资产具有属性值Ri，按照Ri大小，从高到低

排列的属性值列表为：R1，R2,，R3，…Rn，系统总体属性R总的计算算法如下：

◆ – 其中：

◆ –  ◆为影响系数

◆ – μ为收敛系数，要保证◆ ◆计算结果在[0,1]之间
◆ – Ri◆和R总取值范围是[0，10]

由于本算法的计算使得资产属性值最大的资产在计算中所占权重最大，因而

总体属性值最能体现资产属性值最大的资产，并略大于这个值。

2.2 风险量化评估体系
按照木桶权重算法，逐级计算出安全域风险值（包括安全域的脆弱性值及威

胁值）和总风险值（包括总脆弱性值及威胁值），体现资产域整体安全风险的最

薄弱环节，体系如上图所示：

基于木桶权重算法，形成面向资产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的层级量化

算法：

◆◆ 资产风险值层级量化算法

首先假设一个资产域有n个资产，每个资产具有风险值Ri，按照风险值Ri大

小，从高到低排列的风险值列表为：R1，R2，R3，…Rn，系统总体风险R域的计算

算法如下：

◆ – 其中：◆

◆ –  ◆为影响系数

◆ – μ为收敛系数，要保证 计算结果在[0,1]之间

◆ – Ri◆和R域取值范围是[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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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算法计算出某个安全域的域风险值，由于本算法的计算使得风险最

大的资产在计算中所占权重最大，因而总体风险值最能体现资产风险值最大的资

产，并略大于这个值。

然后，假设一个安全监控系统有n个资产域，每个资产域具有风险值Ri，按

照如上相同的算法，最终可以计算出整个系统的总风险值，从而在整个体系中，

能够从下到上立体呈现体系的风险值及风险分布情况（如上图所示）

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算法理论计算出资产域内的域脆弱性值和域威胁值及整

个体系的总脆弱性值和总威胁值。

这样使得整个系统的风险呈现通过横向维度（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

和纵向维度（单资产维度、各层级的安全域维度、总体维度）立体呈现，展现风

险全景。

通过木桶权重算法，上层风险由下层风险最大的资产或者安全域来决定；风

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逐层计算量化，整体风险立体呈现，快速定位风险最薄

弱环节。

基于这个评估体系为我们整个系统带来如下优势：

1.◆根据客户定义的不同类型安全域（资产组、地域、组织架构、业务域），

可以方便快捷的逐层计算出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

2.◆各个层级的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通过木桶权重算法获得，系统安全

风险通过各个层级的风险值、威胁值、脆弱性值立体呈现，使得客户可以通过下

钻快速定位TOP风险域或者TOP风险资产。

绿盟科技所提出的安全风险评估算法，不仅仅是面向某个主机或者资产，而

是一个体系化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面临的各类外部威胁是各类复杂多变的因素需

要考虑到风险评估中时，绿盟科技给出了一个更加的自适应的从定性到定量的方

案，使得体系的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更能接近于真实的网络安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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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敏捷开发模式下银行业金融机构 
开源软件引入风险及管控举措

金融事业部 张海仓

引入开源软件，使用开源技术，必然会引入新的风险点。对开源架构、技术

及其工作特性的不了解，不正确使用而与银行传统网络或系统架构产生冲突

造成的安全事件在过去的几年里时有发生。监管机构也多次发出风险预警，

要求各银行机构排查开源技术使用情况。

为此，在敏捷开发模式下，如何在快速开发和开发风险控制二者间取得

很好的平衡点是摆在商业银行开发者和安全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2. 开源软件应用现状

据◆Gartner◆调查显示，99%的组织在其IT系统中使用了开源软件，同时开

源软件在服务器操作系统、云计算领域、Web◆领域都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开源软件市场规模稳居服务器操作系统首位。根据《Linux◆内核开发报

告2017》显示，全球公有云上运行的负载有90%◆是Linux操作系统，在嵌入式

市场的占有率是62%，而在超算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99%。还有，它运

行在世界上超过◆82%◆的智能手机中，也是所有公有云厂商的主要支撑服务器

（90%）。

云计算领域开源目前主要以IaaS◆以及◆PaaS◆两个层面为主，IaaS◆有

OpenStack、CloudStack、oVirt、ZStack等，PaaS层面有◆OpenShift、

Rancher、Cloud◆ Foundry以及调度平台Kubernetes、Mesos等。而对于

OpenStack的应用，2017《OpenStack◆User◆Survey》显示：◆OpenStack行业

应用前四名分别为电信、研究、金融和政府。

2013年Docker发布之后，技术日渐崛起。截至2014年底，容器镜像下载

量高达1亿；到2017年初，这一数量超过80亿。

1. 背景

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蓬勃发

展，互联网企业积累了海量的用户数

据，逐渐掌握了用户金融服务的需求

和偏好，并将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由最

初的简单支付渗透转账汇款，小额贷

款，现金管理，资产管理、供应链金

融、代销基金和保险等传统商业银行

的业务领域◆[1]。这就不可避免的与

商业银行在市场占有，客户规模，利

润空间等多领域构成竞争。为了更好

的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传统商业银行

近年来在服务方式，支付方式，平台

模式，服务渠道等积极拥抱互联网，

加快加速转变，合理的把传统的金融

构架与互联网的组织构架进行有机的

融合，建立了一个互联网金融商业银

行专属的战略系统，形了商业银行自

己独特的互联网架构◆[2]，并在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领域大胆尝试

和创新。而大多数现代智能技术多以

开源架构为蓝本，在银行业金融机构

这一重要而又相对封闭的行业中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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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软件在Web领域占据主

要市场份额。根据◆Netcraft《Web◆

Server◆Survey》调查发现，Nginx◆市

场份额增加到21.4%，较上一年增长

3.84%，成为了面向◆Web◆的计算机市

场上第三大服务器厂商。Apache的

市场份额下跌了◆0.35◆个百分点，它

在面向◆Web◆的计算机市场的份额达

到42.8%。目前，至少有◆7200◆万个网

站宣称在他们的服务器头部正在使用◆

Apache◆2.2。Apache◆已经成为互联

网站点最为流行的◆Web◆服务平台。

开源软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

用逐步推广起来。谷歌将TensorFlow◆

开源，机器人操作系统◆ROS◆也大多

采用开源技术◆[3]。

3. 开源软件安全现状

整体来讲，开源软件安全现状不容乐观。根据安全公司◆Snyk◆发布的开源

软件安全现状报告，2012◆年以来，每年公布的开源软件漏洞都在快速增长，

2017◆年全年同比增幅创下历史新高。

Snyk◆通过扫描了数以百万计的◆Github◆代码库和程序包，和对超过500个

开源项目的维护者进行调查发现：

◆◆ 只有16.8%的开源项目维护者自认为有较高的信息安全技术和意识。

◆◆ ◆接近半数的开源项目维护者从来不审计代码，只有◆11%◆的维护者能

做到每季度审核代码。

◆◆ ◆开源软件漏洞产生到发现公布的平均时间周期为◆2.89◆年◆75%◆的漏洞

都没有被项目维护者发现。

◆◆ ◆79.5%◆的开源项目维护者都没有公开的漏洞公布策略（这直接导致了

开源项目极低的漏洞上报率）。

◆◆ ◆漏洞采纳到公布的最长时间为5.9年，平均时间为2.5年（这意味着黑

客手里拥有大量的0day漏洞）。

◆◆ 漏洞从公布到被修复最长时间为94天，平均时间为16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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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源软件采用风险

不管是直接使用开源技术，还是购买开源技术的商业软件都需要考虑开源技

术带来的风险，只不过是规避开源技术风险的责任主体不同。◆金融机构在使用或

引入开源软件或代码时，除了需要考虑开源或许可证兼容风险、违约或其他法律

风险、以及数据安全或隐私风险这些开源软件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外，还要考虑监

管合规风险等行业特定风险。

4.1 开源或许可证兼容风险
开源风险主要包括受开源协议与许可证的影响，有可能会使金融机构强制公

开其私有代码或应用。在采用开源软件或代码时，未能充分理解和考查许涵义，

导致按照开源许可证所规范的义务或要求，金融机构将自己的私有软件必须对外

公开源代码。

下图为几种开源许可证之间的关系◆[5]：

4.2 违约或其他法律风险
目前各国法律或法院，对于开源软件使用者，在违反开源许可证的义务或要

求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合同违约，仍未有一致规定或见解。这一风险多半与开源

风险同时发生，当金融使用开源软件后，违背许可证规定，不开放其私有软件或

代码时，也会构成违约风险，由此也可能会导致知识产权风险，著作权风险等一

系列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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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安全或隐私风险
由于开源软件的透明，开放机

制，给了黑客或攻击者更多的研究代

码漏洞的机会。而开源社区维护者在

代码开发过程中，并没有给予安全足

够多的重视，导致数据或隐私成为开

源软件最大的一块短板，也是金融机

构引用开源软件需要重点考虑的安全

风险。开源代码在安全设计上的存在

缺陷的重要一个原因是每一个开源使

用者都很自然的认为其经过了大多数

的测试和审查，而实际上，并没有多

少人在使用时测试系统的安全性。心

脏出血漏洞、GNTTLS里的“Ghost”

漏洞和破壳漏洞都是很好的例证：开

源将源代码公布，许多双眼睛宣称将

检查它，因而任何可能的不良代码都

逃不脱众人之眼。然而自2012年2月

发布之日起，这段有问题的代码就一

直暴露在‘众人之眼’前，但没有任

何一个人发现它，直到两年之后，漏

洞都被利用滥了才忽然醒悟。

4.4 监管合规风险
监管合规风险是金融行业比较特殊的一类风险，如果监管合规风险关把

控不严格，出现监管违规，有可能不只是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可能还会给

企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如评分降级，经营受限等等。例如人民银行明确规

定，对于创新技术在支付领域的首次应用，跨境合作，社会关注度较高等重

要支付创新项目，必须在系统或项目上线前30日内向人民银行备案。

5. 开源软件采用风险控制措施

5.1 建立开源软件采用管理机制
商业银行应建立属于自己的开源软件管理机制，无论是与更新现有的软

件管理机制，还是单独建立开源软件管理机制，都需要对现有的ISMS管理进

行丰富和修正，实现开源软件引入和使用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合规化。可参

考以下框架设计：

开源软件管理规定中明显商业银行哪一类系统可以使用开源软件，并明

确采用开源软件后，应按照软件全生命周期进行跟踪和管理。

在三级文档中明确开源软件管理规定中具体的每一个阶段应该做什么的

问题。以开源软件引入为例，在引入管理办法中应明确开源软件引入时要进

行开源项目评价，并明确可以引入的标准，对于达不到标准的开源项目拒绝

引入。从而在引入阶段把控风险。同时还需要指出在技术层面要进行代码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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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级文档中规定具体的做和操作手册，保证管理办法中的要求可以得到正

确的执行。如开源项目评估，操作手册中应明确规定评估的内容和方法，包括但

不限于开源协议理解，版权及法律风险评估，开源项目活跃度评价1，开源项目成

熟度评估2等内容。

5.2 建立商业银行代码安全需求库
开源软件经过严格的审核和评价机制被引入后，开发团队一般需要对进行基

于业务需求的开发和测试。这一过程，是系统安全性弹性变化最大的阶段，建立

商业银行代码安全需求库，可以很好的保证开发的软件在安全需求上的满足。商

业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来制定自己的安全需求库，例如系统登录中的身

份认证，安全需求可设计如下：

威胁项 威胁点 安全需求项

身份认证

口令强度要求

用户名密码强度

密码复杂度检测要求

身份鉴别复杂度检查要求

网银特殊规定

首次登录修改口令要求 首次登陆改密要求

口令输入保护要求
口令输入显示保护

客户识别信息隐藏展示要求

提供预留用户信息认证功能
要求

提供预留用户信息认证功能要求

上一次成功登录或登陆失败信息展示

具备用户认证尝试超限锁定
功能

具备用户认证尝试超限锁定功能

短信验证码 密码长度控制要求

图形验证码 密码输入保护要求

1 开源项目活跃度评价可以从开源社区数目，社区活跃程度，如贡献者数量，提交的问

题数，外部采用者数量，流行程度，下载量等进行进行评估。

2 开源项目成熟度评估可以参考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开源项目评估模型◆ OSMM◆

Capgemini，◆OSMM◆Navica,◆QSOS◆[5],◆OpenBRR◆[6],◆QualiPso◆Opensrouce◆Maturity◆Mode等，具

体内容在此不再展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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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项 威胁点 安全需求项

身份认证

高风险交易双因子认证

电子银行身份认证强度

针对涉及资金变动和客户签约信息变更
交易增加抗抵赖保护

抗抵赖保护措施选择

高风险交易抗抵赖交易控制要求

具备用户登录环境或时间控制机制

高风险交易采用双因子认证

账号设置要求
应用用户账号设置要求

用户登录控制要求

5.3 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安全评估
任何系统的上线前评估是金融行业信息系统监管评估的红线，不容侵犯。而

对于基于开源软件开发的系统进行安全评估时，商业银行的技术能力很难达到，

建议与第三方安全公司合作评估机制，来进行评估，必要时，可以进行软件代码

成分分析1和代码审计这样更细粒度的评估。甚至可以对软件的网络报文，流量组

成等进行跟踪与测试，以评估与现有网络设备、系统架构的兼容性。

参考文献
[1]	降磊,“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商业银行发展模式研究,”《西南交通大学》,	2013.	
[2]	张庆,“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商业银行发展模式研究,”《现代经济信息》,	pp.	55-55,	2015.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开源治理白皮书,”	2018-04.
[4] 	 snyk , 	“The	 State 	 of 	 Open	 Source 	 Secur i ty,”	 2017. 	 https ://snyk . io/

stateofossecurity/#the-open-source-landscape.
[5]	2	5	2011.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Cc-By-3.0/.
[6]	http://www.qsos.org/	.
[7]	http://www.openbrr.org/	.

1 软件代码成分分析（SCA）技术是指通过对软件的组成进行分析，识别出软件中使用的

开源和第三方组件（如底层库、框架等等），从而进一步发现开源安全风险和第三方组件的漏

洞。通常，SCA的检测目标可以是源代码、字节码、二进制文件、可执行文件等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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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金融业的技术应用新观察
金融技术部 傅戈

前言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Artificial◆Intelligence◆&◆Machine◆learning，为了简

单起见,◆我们将这些概念统称为“AI”)这两个词对于普通大众可能比较新，但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却并不那么陌生。如果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的定义是机器或

信息系统能做出模仿人类认知和决策执行的一种能力，那么AI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50年代的银行业。随着人类科技在算法、编程语言、硬件体系、分布式计

算等方面的发展，AI系统已经可以比过去更快、更准确地进行处理和决策。而

随着互联网及互联网应用的发展，信息数据呈现天文式爆发增长，使得AI可以

通过大数据的不断输入训练和反馈更正，帮助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提

高逻辑思维能力和处理速度。来自美国的发明家和未来主义者Ray◆Kurzweil估

计,◆到2029年，AI将到达人类智力的水平[1]。AI技术的蓬勃发展，让金融行业

的领导人看到了其可能为该行业在服务和业务创新上带来的变革，因此近年

来AI不仅是金融行业的热门话题之一，而且行业的很多机构也正在努力研究如

何利用该技术以帮助获得或保持市场竞争的领先地位。

1 金融业对AI的看法

金融行业对AI持拥抱态度是有其原因的。以下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是其

主要原因：

(1)金融机构现在可获得的数据数量之多,◆需要使用AI◆才能及时和有效利用

这些数据；

目前全球数据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广泛、更快的速度产生，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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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数字化数据的生成水平将是2009年的◆40多倍，因此需要对这些数据

以匹配的方式进行及时的收集、分析和应用到解决方案中。而AI能以远超人类效

率的方式自动执行海量数据的收集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应用；

(2)金融机构将AI视为一种具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优势的技

术因素；新的基于认知的解决方案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加主动和个性化的客

户体验。这种解决方案的基础在于AI能高速积累知识、理解自然语言并以完全合

规的方式进行运行操作。

目前AI是2017年中金融行业机构技术投资最多的三个领域之一◆ [2] ◆。

Accentrue公司2017年对北美市场的研究报告表明在银行业对AI投资中，嵌入式AI

领域的投资意愿为40%，◆机器学习领域为38%，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为37%，机器

人自动处理领域为34%。此外，来自Narrative◆Science与美国国家商业研究所联

合发布的《The◆Rise◆of◆AI◆in◆Financial◆Services》报告中[3]则揭示，在112份金融

机构的反馈问卷中：

◆◆ ◆32%的受访金融机构主管确认使用了诸如预测分析、客户推荐引擎、语

音识别和响应等人工智能技术。

◆◆ ◆而有12%的机构还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原因在于这些机构觉得该技术太

新、未经测试以及对其安全性不太确定。

◆◆ 另外有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致力于测试新的想法和过程。

◆◆ ◆金融行业仍然存在的两个最大挑战是缺乏在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方面

有经验的人，以及存在数据孤岛的现象。

◆◆ 调研报告显示，提高员工生产力为金融行业考虑AI解决方案的主要

因素。

图1：提高生产力为选用AI的首要考虑因素来源：Narrativ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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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arrative◆Science公司另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4]，2017年已经有61%

的企业机构已经使用了AI技术，在金融机构，则有87%的人表示有兴趣使用AI来

自动生成分析见解报告。此外，该报告还展示了当前企业中基于AI技术的解决方

案分布情况。

图2：最广泛使用的AI解决方案分布情况 来源：Narrative Science

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对于AI的整体看法是积极的，而且很多机构也已展开了

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下面将展开介绍人工智能在金融业的

应用。

2 人工智能在金融业的应用

2.1 促进业务发展

2.1.1 客户个性化服务
聊天机器人（chatbot）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聊天系统,◆由利用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的机器学习软件提供支撑，它可以模拟人类聊天,◆而无需任何人工干预。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识别人类最终用户在交流过程中的上下文和情绪,◆并以最适当

的回答对其做出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聊天机器人将收集大量关于用户行

为和习惯的数据,◆这样将帮助金融机构更为深入和全面的了解用户信息,◆有助于适

应客户个人性化的需求。此外，由于聊天机器人不会存在人类天然存在的情绪影

响，因此它能让客户感受到始终如一以及高质量和快速响应的服务。

随着技术的发展，聊天机器人已不单纯停留在解答用户普通的问题，现代金

融机构中部署的聊天机器人不少都具备了或多或少的虚拟助理/虚拟智能投顾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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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它们可以在没有人类同行帮助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基于算法的自动化投

资组合管理建议并帮助实现在线财富管理服务。据统计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可

以定期地重新平衡投资组合，以维持原始投资的指导方针，并以低于100个基

点的成本进行操作（相比之下，传统经纪人的成本为2-3%）。

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在2016年首次推出了一位名为Erica的智能

虚拟助理。Erica其实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客户24小时都能通过在线方式访问

到它,◆并进行咨询和“日常交易”。此外它还可以利用◆"预测分析和认知信息

"预测每个客户的独特财务需求,◆并通过提供明智的建议帮助他们实现财务目

标。Erica在上线3个月后达到了100万人次的访问量。Erica集成了包括交易搜

索功能（获取帐户余额、帐号或支付帐单等）、货币金融知识（例如如何更

好的使用信用卡）、与银行的支出和预算工具集成联动的功能以及与呼叫中

心客户服务人员控制台连接的功能。在与Erica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客户可以

采用语音、文本以及手势点击三种方式。

2018年2月为了利用新兴技术并帮助推动其内部机构组织的变革，美国

富国银行（Wells◆Fargo）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企业解决方案团队。该

AI团队服务于支付、虚拟解决方案和创新团队，其业务目标包括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以加速未来的业务机会。2018年4月，美国富国银行开始在Facebook◆

Messenger平台上试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这个虚拟助理与用

户通信，提供账户信息，帮助用户重设密码。

聊天机器人是如此受重视，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该AI应用也得到金融

机构的青睐。作为印度四大银行机构的HDFC银行在2017年正式推出了印度第

一个人工智能银行聊天机器人Eva。Eva◆使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最新信

息以及了解回答用户查询，截止目前，该行的官方资料宣称Eva已经回答了来

自约100万客户的500多万个查询,◆准确率超过85%。Eva每天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客户进行超过◆20,◆000次对话。在非洲，2018年作为尼日利亚增长最快的零

售银行,◆钻石银行（Diamond◆Bank）推出了人智能聊天机器人Ada,◆利用开拓

性技术,◆通过增强的服务向更多的客户提供服务。

聊天机器人这样的虚拟助理除了在银行业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外，也在

其他非银行业得到应用，例如作为全美排名前十的AllState保险公司和Earley◆

Information◆Science（EIS）公司合作开发了一个名为ABle（Allstate商业保险

专家）的虚拟助理以帮助代理商销售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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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名称 聊天机器人 / 虚拟助理名称

美国银行 Erica

摩根大通 COIN

万事达 Kai

第一资本 Eno

苏格兰皇家银行 Luvo

恒生银行 HARO,◆DORI

蒙特利尔银行 Bolt

SBI SIA

HDFC Eva

ICICI ipal

AllState ABle

建设银行 小微

招商银行 小招喵

工商银行 工小智

中信银行 阿信

表1：部分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聊天机器人/虚拟助理名称

（注：很多金融机构都已经部署使用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理，但是没有为它们取专门
的名称）

DBR◆Media,◆LLC公司发布的2018年9月刊Digital◆Banking◆Report展示了金融

机构中对在不同功能中使用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理的态度，从上至下分别为：

◆◆ 在账户之间转账或付款；

◆◆ 基本账户信息◆(账户余额、预计账户余额和付款通知)；

◆◆ 设定并实现储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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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针对各种主题的量身定制的金融教育。

◆◆ 就如何重建、建设或提高信贷提供指导

◆◆ 消费趋势咨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金融业务操作是当前金融机构对聊天机器人和虚

拟助理最为看重的主要功能。

图3：金融机构对不同功能中使用聊天机器人和虚拟助理的态度 

来源：Digital	Banking	Report

除了为客户个性化的服务外，基于AI技术的聊天机器人应用还可以为金融机

构带来明显的成本节约，而这也是金融机构对这一技术给予热烈响应的缘故。据

Juniper公司《Chatbots:◆Banking,◆eCommerce,◆Retail◆&◆Healthcare◆2018-2023》

的研究报告[5]指出到2018年年底，聊天机器人将为银行节省60亿美元，而到2023

年聊天机器人则可以为银行节约高达110亿美元的费用。该报告还同时指出，通

过减少客户服务查询的时间以及大幅减少通过电话和社交渠道的响应和交互时

间，聊天机器人还可以为银行节省25亿个客户服务小时。利用这些虚拟助理或内

部某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将使银行员工从简单的日常任务中解放出来，以便他们

能够处理更多的其工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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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Chatbots: Banking, eCommerce, Retail & Healthcare 2018-2023》 

来源：Juniper

2.1.2 算法交易
算法交易（Algorithmic◆Trading，有时也称为“自动交易系统”）的历史起

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涉及到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自动预编程交易指

令的软件以及高性能计算机系统来做出极其快速的交易决策。算法系统通常在一

天内进行数千或数百万次交易,◆因此术语◆"高频交易"◆(hft)◆被认为是算法交易的一

个子集。2006年,◆欧盟和美国所有股票交易中有三分之一是由自动程序或算法实

现。而到了2016年，来自路透社的一份报告估计算法交易系统已经处理全球交易

量的75%[6]。其中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实时校准交易决策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业内的专业人士分析，以下三个因素使得AI助力的算法交易还将继续

稳步增长。

◆◆ ◆首先，迄今为止金融机构市场中各种算法（algos）更多的存在于为股市

服务的领域，但例如期货等其他领域存在巨大的产品需求和创新。

◆◆ ◆其次, ◆出现影响机构投资市场的法规, ◆如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

（MiFID）正在推动一些资产类别的交易从没有执行电子化交易转向交易

自动化。美国财政部在2018年7月发布的《创造经济机会的金融体系-非

银行金融、金融技术与创新》报告中也鼓励使用AI技术以创造更多的机

会

◆◆ ◆第三,◆零售交易市场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将使得算法交易向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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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群体开放,◆并进一步增加对技术进步的需求

截止目前，全球许多对冲基金正在使用高端系统来部署人工智能模型，这些

模型通过从金融市场的多种变化来源以及有关市场实体的情绪中获得输入来动态

地做出投资决策。这些对冲基金中的大多数在根据投入确定交易机会时都遵循着

不同的高频交易策略。

此外一些基金公司正在不断探索使用AI技术以更好的改进算法模型和算法本

身并用于投资交易（国外活跃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冲基金有：Two◆Sigma,◆PDT◆

Partners,◆DE◆Shaw,◆Winton◆Capital◆Management,◆Ketchum◆Trading,◆LLC,◆Citadel,◆

Voleon,◆Vatic◆Labs,◆Cubist,◆Point72,◆Man◆AHL）。Sentient◆Technologies是一家总

部设在旧金山的◆AI公司,◆有趣的是它本身也经营着一家对冲基金。该公司开发了

一种算法,◆该算法吸收了数百万的数据点以发现交易模式和预测趋势,◆从而使其能

够做出成功的股票交易决策。该公司根据网上提供的大量公共数据创建并运行总

额数万亿美元的模拟交易场景。它的算法使用这些场景来识别和集成成功的交易

模式,◆并设计和生成对应的新策略。这些技术使该公司能够将1800天的交易量压

缩到几分钟。在模拟交易场景中获得成功的交易策略被Sentient公司称之为◆"基因

"，之后将在实时交易中对“基因”进行测试,◆当它们获得成功时，它们会自行写

入算法中实现算法的“进化”。

另外一家叫做Numerai的对冲基金公司则另辟蹊径。该公司自己不开发算

法，而是把算法任务外包给互联网上众多的匿名数据科学家，由他们帮助创建最

佳算法，回报则是加密货币（随着2018年年末加密货币的暴跌，匿名数据科学家

看来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支付方式了）。Numerai◆与这些科学家共享交易数据的方

式,◆防止他们复制基金的交易,◆同时允许他们建立模型,◆以实现更好的交易◆[7]◆。

2.1.3 保险承保
保险业是一个竞争性行业，随着客户越来越选择地根据他们的独特需求定制

他们的保险购买，领先的保险公司正在探索机器学习（ML）如何提高业务操作和

客户满意度。此外，保险公司和先进的IT公司也一起携手不断进行预测建模并以

此推动分析和交易模型开发以实现更精细的粒度级别，将承销过程扩展到客户群

勘察、保险设计、账户保留和账户服务领域。目前，交互式分析工具可提供“基

于如果”的情景建模和信息可视化（例如，地理空间、热映射、密度图示）。机

器学习使保险公司能够对数据进行连续评估，以检测和分析异常和细微差别，从

而提高模型和规则的精度。

Progressive保险公司是美国排名前10的保险公司之一，2016年该公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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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远程信息处理的移动应用，Snapshot（快照），并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基

于该移动应用从客户那里收集的数据进行预测分析。目前已收集了140亿英里的

驾驶数据。为了鼓励大多数驾驶员使用该移动应用，Progressive公司告知用户如

果连续使用该应用6个月后，用户将获得130美元的保险折扣。该公司2016年的年

度报告中表明[8]，该公司从2014年到2016年间来自商业机构的业务收入增长了

9%，个人业务收入增长了4%，其中AI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Liberty◆Mutual是另一家排名前10的美国保险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1月宣布

计划开发具有AI功能的汽车应用,◆并推出旨在提高驾驶员安全的产品。此外据报

道,◆该保险公司正在试验一个新的应用,◆以帮助发生车祸的司机使用智能手机中的

内置相机实时评估汽车受损情况。通过数千张车祸图像的数据学习培训，该应用

的AI组件将可以向保险公司提供特定损坏的维修费用预估。一旦该应用投入正式

使用，相信可以降低雇佣评估汽车损害的保险理算师的人工成本费用（根据美国

劳工统计局（Bureau◆of◆Labor）估计，2016年，一位评估汽车损坏的保险理算师

的年薪是63510美元）。

在安永公司《承保的未来-人才和技术驱动的转型》报告一文中，作者描述

了未来数据型保险公司的一天将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 ◆离开与代理的会议并打开一个平板电脑来查看来自帐户团队的帐户更

新。在综合销售和承销门户中审查建议，并能够看到更新的保费、条款

和条件，以及来自行业和产品线专业承销商的说明。

◆◆ ◆使用一套稳健、直观、交互式的分析来评估承保决策和报价建议，具体

地说，产品密度和预测模型提供该账户与费率、条款和条件到其他类似

账户的比较分析，然后跟踪对整个投资组合的影响。

◆◆ ◆在综合销售和承保门户（基于运营商的语义网络解决方案）中接收到额

外的紧急警报，向被保险人通知政府监管机构已发出关于被保险人制造

的产品的安全警告和召回通知。

◆◆ ◆利用语义规则解决方案来识别可能受影响的其他账户，然后使用倾向模

型来量化损害程度，并基于这些结果，修改产品责任覆盖范围的可扣除

额和限制，并向生产商发送修订建议。

◆◆ ◆确保代理人和被保险人都在线，并在账户网站上发起群聊，他们可以共

享安全警告和修订提案的观点，并邀请承销行业的主题专家讨论召回和

对行业的影响以及倾向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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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进风险管控

2.2.1 欺诈检测
人工智能在银行业的最早应用之一是欺诈检测，这也是金融行业最为擅长的

人工智能关键应用领域之一。通过对账户活动模式的持续审查，可以监视模式异

常并进行标记以供进一步审查。早期的金融欺诈检测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复

杂而强大的规则集,◆但现代欺诈检测不仅限于风险因素清单,◆还可以主动学习和校

准新的潜在◆(或真正的)◆安全威胁。在过去的十年中，人工智能不仅显著改进了监

控过程，而且现在能够对潜在的欺诈做出实时响应。

在金融欺诈检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检测过程中存在合法交易被错

误拒绝的情况。这类错误无疑将对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和终端零售商造成声誉和

直接的收入损失。根据美国研究公司◆Javelin◆Strategy◆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错

误拒绝的合法交易给零售商造成了1180亿美元的损失◆[9]◆。显而易见，人工智能

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显著的作用。通过分析各类数据，机器学习算法不仅可以帮

助识别和分析以往难以发现的欺诈交易，更可以更好的提高审核准确性，减少假

阳性的占比。

目前，很多金融机构正在探索以◆AI为基础的预防欺诈行为。例如万事达卡最

近推出的决策智能技术(Decision◆Intelligence◆Technology，DIT)。该技术没有局

限于预定义的规则,◆而是从持卡人的历史购物和消费习惯中收集模式,◆以设定行为

基线,◆并在此基础上对每项新交易进行比较和评分。这是对传统预防技术的重大

改进,◆传统的预防技术依靠一刀切的方法来评估所有交易。虽然万事达卡并不是

第一家在欺诈检测中使用人工智能的金融公司,◆但它每年处理的数十亿笔交易为

其提供了大量数据来训练和磨练DIT算法。

作为金融机构中的银行，为了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与科技公司进行合作

以提升己方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竞争力已经是一个流行趋势。例如，美国花旗银

行最近就与不少尖端科技公司建立了一系列的创新合作关系,◆以扩大和改善其服

务。该银行通过花旗风险投资对◆Feedzai公司进行了战略投资,◆Feedzai公司是一

家全球领先的数据科学企业,◆致力于实时识别和消除包括线上和线下在内的所有

商业渠道中的欺诈行为。Feedzai◆利用◆“基于机器的学习”◆的方式来评估◆"大数

据"◆和潜在的欺诈活动。通过对大量数据持续而快速评估,◆Feedzai不仅可以进行

大规模的分析进而识别欺诈或可疑活动,◆还可以迅速向客户发出警报。其提供的

服务除了银行客户外还协助支付提供者和零售商监测和保护与其公司有关的金融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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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一些专注金融欺诈检测产品/平台的公司则采用更全面的方法来完善

数据和分析模型。例如美国Sift◆Science公司从部署其欺诈检测解决方案的◆6,◆000

多个网站收集数据，从而帮助它实现跨渠道设备跟踪和数据分析。其产品该引擎

将不同的数据点关联起来,◆包括支付和网站上的活动,◆以创建更好的客户行为模型,◆

并进行欺诈交易检测。

图5：Sift Science的平台产品

欺诈检测在保险行业也尤为重要。据分析，保险业的欺诈索赔已逐步发展

成为财产和伤亡保险公司最大的一笔支出,◆其总额占到了保险公司收入的◆1◆0%。

在英国,◆发现的欺诈行为估计每年超过10亿英镑,◆而未发现的欺诈行为则为30多

亿英镑◆(源自《Marketforce◆General◆ insurance◆report◆2017◆&◆AInsurance◆Fraud◆

Taskforce:◆Final◆ report,◆ January◆2016》)。而在美国,◆根据反对保险欺诈联盟

（Coalition◆Against◆Insurance◆Fraud）估计每年在所有保险项目因欺诈索赔造成

的损失估计约为800亿美元[10]。这些高昂的费用保险公司一般以保费上涨的形式

转嫁给消费者。据估计美国家庭的平均分摊份额在每年400至700美元之间[11]。

在英国则为50英镑◆(源自《ABI◆July◆2017,◆Marketforce◆General◆ insurance◆report◆

2017》)。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除了加强和执法机构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健全自身

在防欺诈方面的能力。保险公司需要利用AI技术来加强欺诈预防措施，此外还可

以将AI◆集成到除欺诈检测外的索赔管理、风险评估和定价、销售和营销以及客户

服务等领域。

Shift◆Technology是一家致力于自动索赔的法国创业公司。该公司AI◆算法分

析有关保险单和索赔的数据，通过汇总和交叉核对多个合作伙伴（如保险公司）

的数据,◆可以识别多达75%◆的欺诈索赔,◆这有助于保险公司加快处理那些诚实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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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客户需求。该公司的AI◆模型对多个看似无关的索赔进行交叉对比分析，检测

索赔环境情况或发票中的异常相似之处以及检测统计上不可能的索赔趋势。AI算

法会评估文件的怀疑程度,◆并将其与分数关联起来。一旦超过一定的阈值设定，

则转由公司的欺诈服务部门接管。

2.2.2 反洗钱（AML）
反洗钱（AML）是指为制止通过非法行为创收而制定的一系列程序、法律或

法规。在大多数情况下，洗钱者通过一系列的方式和步骤隐藏他们的行为，使非

法或不道德获得的钱看起来像是合法获得的。

洗钱已成为北美和欧洲金融机构被罚款的主要来源。仅在◆2016年，监管机

构就处以42亿多美元的罚款。罚款与资金流动的数额越来越相称。每年，洗钱交

易约占3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5%◆左右。即使有了这些惊人的数

字，只有约1%◆的非法全球资金流动被各国监管当局没收[12]。

普华永道在2017年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的行业调查显示，在银行目前的反

洗钱侦查工作所产生的交易警报中◆(其中大部分是手工编码的，尽管有少数是依

靠基本的数据挖掘和统计技术)，90%◆到95%◆的AML警报被发现为误报。而由于

需要满足监管的合规要求以及配合执法机构进行AML调查，金融机构不得不雇佣

大量的内部和外部人员用于完成对数量众多的AML警报进行分析和排查，为此全

球金融机构支付了高达数亿美元的开销。毫无疑问，如果金融机构采取更好的技

术，则可以从整体上帮助提升AML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减少费用的支出。

现在全球大多数主要银行正在从基于规则的软件系统转向基于人工智能的系

统，这些系统的反洗钱模式和功能更加稳健和智能。在未来几年里，随着人工智

能领域的不断创新和改进，这些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准确和快速。

2017年，汇丰控股◆(HSBC◆Holdings)◆与总部位于硅谷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Ayasdi◆合作，实现了部分合规流程的自动化，以提高效率。该行首席运营官安

迪·马奎尔◆(Andy◆Maguire)◆在2017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银行集团正在实施

Ayasdi公司的◆AI◆技术，以实现传统上由数千人进行的反洗钱调查的自动化。而根

据Ayasdi公司的Blog显示在试点测试中，汇丰银行◆(HSBC)◆在没有减少需要进一步

审查的案件数量情况下,调查数量下降了20%◆[13]◆。

目前考虑到减轻金融机构在AML的风险挑战以及鼓励金融机构及时反馈异

常行为和交易，国外的政府对金融机构采取了一些倾向性的政策。以美国为例，

2018年美国的一些联邦机构联合（包括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

司，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国家信用社管理局以及货币审计署）鼓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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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虑开发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以帮助保护金融系统免遭洗钱和资助

恐怖主义行为。此外，为了鼓励金融私营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创新，美国联邦机构

似乎也愿意减轻接受挑战的银行所存在的一些风险。他们向银行保证，人工智能

试点项目本身不会让银行受到监管批评，即使试点项目◆"暴露"◆出银行现有合规遵

从中存在的空白。美国财政部部长西格尔·曼德勒（Sigal◆Mandelker）2018年12

月3日在美国财政部新闻稿中解释说，"当银行测试或实施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交

易监测系统，并查明在现有程序下本来无法查明的可疑活动时，联邦机构不会自

动假定银行现有程序存在缺陷”◆[14]。

2.3 提高运营效率
每个金融机构都有推动跨产品管理、分销、客户服务和资源管理等功能的

关键系统和流程。这些业务领域可以通过AI实现自动化。AI技术可以用于相当常

规、重复的过程，使这些流程执行更为高效和有效。对于任何希望把每一个运营

操作都进行优化的金融机构而言，最大的挑战是操作流程的广度和复杂性。手动

建模和优化多维系统中的每个变量都超过了许多开发团队的时间、预算和技能。

而现在，机构可以利用内部技能和专业知识来规划AI模型，以提高预测准确性和

实时决策支持，从而从这些复杂的后台系统中提高运营效率。就目前观察而言，

持续测试以及优化驱动这些系统输出的许多变量、行为和配置，可为金融机构带

来显著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和成本的节约。

美国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在AI技术方面进行了很多投资。其最近推出

了一个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合同智能◆(coion)◆平台，该平台旨在“分析法律文件

并提取重要的数据点和条款”。原来对12000份年度商业信贷协议的人工审查通

常需要大约◆360,◆000个小时，而在使用这种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平台后的初步实施

结果表明，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审查同样数量的协议。

纽约梅隆银行是一个有233年历史的金融机构，其通过大量使用机器人过程

自动化（RPA），以提高其运营效率并降低成本。RPA不是物理机器人而是集成

了人工智能的一系列应用程序。这些被称为网络机器人或互联网机器人的应用程

序是专门用来处理自动化任务。2017年5月，该行宣布在过去的15个月里该行已

经推出和部署了由蓝棱镜（Blue◆Prism）公司开发的220多个机器人用于处理那些

通常由员工处理的经常性和重复性质的任务。例如通过名为“外部审计师的数据

请求”和“资金转移机器人”程序帮助纠正美元资金转移请求中的格式和数据错

误。梅隆银行的报告说，RPA的实施获得了很好的一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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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个系统上100%精确地进行了帐户关闭验证

◆◆ 流程处理时间改善了88%◆

◆◆ 贸易进入周转时间改善66%◆

◆◆ ◆机器对交易失败的自动调解只花费四分之一秒，而人工对账则需要5-10

分钟

从财务角度来看，该公司估计，仅其“资金转账机器人”的活动每年就能节

省30万美元。这些机器人减少了员工处理支付和解决数据错误的时间。除了提高

效率和降低成本，在2016年该行的年度报告中[15]还强调，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要

求是该行进一步整合◆AI技术的另一个原因。

印度第二大私营部门银行ICICI◆bank◆在公司各种职能中的200多个业务流程里

也部署了软件机器人技术，从而使其成为印度国内首家部署该技术的银行，而且

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部署这项技术的银行之一。该行官员表示：”在◆ICICI◆银行，

软件机器人将对客户的响应时间缩短了60%，并将准确性提高到◆100%，从而显

著提高了银行的生产力和效率。它还使银行的员工能够更加专注于增值和与客户

相关的功能。”[16]

在保险行业，保险索赔处理是一项单调的任务，较为容易受到由独特的人为

因素◆(如疲劳、无聊和最后期限)◆而引起的错误的影响。通过使用AI技术能够帮助

更好的理解语音，收集、研究、分析及和解释非结构化文档、图像、视频以及预

先格式化的、机器就绪的结构化数据。这种自动化分析技术可以减轻许多繁琐的

法律工作，并标记出可疑的索赔，供人类专家进一步调查。据2017年日本《每日

新闻》报道,一份研究报告称总部位于东京的◆Fukoku◆共同人寿保险公司◆(Fukoku◆

Mutual◆Life◆Insurance◆Co)使用了IBM公司基于Watson技术的AI系统，该系统将帮

助管理每年超过130,000◆保险索赔。AI系统的部署使用提升了工作效率，因此该公

司将削减30%的索赔支付部门员工。这个价值130万美元的系统每年维护费用是

13.3万美元，但是预计两年后则将给该企业节约125万美元的人工费用成本[17]。

3 金融业人工智能的未来

3.1 客户服务
聊天机器人/虚拟助理/智能投顾是一个迅速扩展的风险投资和客户服务预

算领域。不过截止目前这种聊天交互体验在今天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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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见，更多见于国际和区域的大型金融机构。毫无疑问，大型金融机构在开

发和使用AI应用程序时与小型机构相比在人力资源、费用预算投入上具备无可比

肩的实力，但是小型机构仍有可能可以寻求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并利用AI技术

使用聊天机器人技术更好的服务客户，使用AI实现更好的运营效率以争取平衡和

大型金融机构的差异。随着普通大众对聊天机器人/虚拟助理/智能投顾的逐渐接

受和习惯使用，预计未来数年中，聊天机器人/虚拟助理/智能投顾将进入一个爆

发期。

图6：2017年美国国内银行使用chatbot的现状调查[18] 来源：Personetics survey

3.2 咨讯分析
在过去几年里,◆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投资一直在加快,◆其中很大一部分

投资集中在希望在金融服务中部署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公司。这些公司和金融

机构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和金融交易与服务相关的数据对AI系统进行

训练并不断的更新迭代AI模型和算法。但是目前一些专家也提出机器学习未来的

大部分应用应扩展到了解社交媒体、新闻趋势和其他数据来源--而不仅仅是客户

行为、股价和交易数据等。现实中，金融活动往往受到人类情绪的影响，而人类

情绪又受到无处不在的资讯影响，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资讯传播的便捷性更加

放大了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使得市场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习惯发推特的

某大国总统的言论往往具备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并对世界经济发展与运行造成巨

大地影响和波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未来希望机器学习能够对更多的咨讯

进行分析，发现新的趋势，以增强金融机构捕捉和分析其对金融活动影响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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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信号。

图7：某国领导人Twitter言论对股市的影响

3.3 安全保障
金融机构和金融客户的安全是一个风险特别高的领域，随着AI技术的引进和

不断发展，可以看到和预见异常交易检测、反欺诈系统将日益强大，而随着可能

的面部识别、颅骨识别、语音识别、手势识别等生物识别数据的加入，这类异常

检测的系统将会得到更好的完善。用户名、密码泄露对金融用户而言以后将不再

是安全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此外，在信息安全领域，AI技术也不断的在大数据分

析、异常流量检测、态势感知、威胁情报等领域得到应用，相信在未来，部署和

利用AI技术提升机构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将成为常态。它将极大的改善机构在未

知威胁感知和检测方面的能力和响应速度，帮助机构更为全面的了解安全态势，

实现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的转变。

4 总结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人工智能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AI将更

加日益智能，IBM◆的Watson和谷歌的◆alphago已经向人类展示了AI巨大的计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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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能力和对不断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AI的发展将影响大量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引

发在服务模式和服务能力上的变革，金融行业也不能豁免。好消息是金融行业是

这一趋势的早期采用者，并且很快所有的金融服务机构都将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

提供更好的经验，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和增加收入。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对AI

采取积极态度并越早应用AI技术的金融服务机构将在未来的竞争中更早的占据有

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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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容器技术在商业银行云计算环境下的应用
金融事业部 郭嘉琪

引言

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兴起，

各种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互金企业，为

与日俱增的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稳定

高效的金融类业务服务，然而这对于

传统商业银行来说却造成了大量业务

机会的流失。互联网金融、IT能力变

革、快速应用交付……这些关键词准

确地反应了当前商业银行所面临的IT

现状。国内商业银行不仅要在业务层

面上不断创新，对IT基础设施和应用

架构也需要持续的升级改造，才能够

应对这种势如破竹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冲击。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快速进

步的金融科技技术，越来越多的商业

银行借助云计算技术发展的东风，也

开始建设适合自身的基于容器技术的

云平台。希望通过容器云可以更快速

地支持业务创新的落地，例如通过微

服务架构，更灵活、更高效的解决业

务快速上线的效率问题。

1. 互金时代商业银行业务开发交付的困境

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发展，大部分的商业银行都已经通过vsphere、KVM、

Fusionsphere等虚拟化平台，实现了物理机虚拟化。的确，通过虚拟化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维复杂性，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云计算环境中Iaas模

式的发展离不开虚拟化技术和openstack的支持。然而，针对银行的业务系统

发展却依然有不少应用开发交付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冲击让传统的商业银行开始重视用户体验和需求，

这样才能在“互联网+”的浪潮中获得生存。因此，业务部门提出的业务需求

就要求IT部门迅速做出响应，这也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过程。；

其次，商业银行的大部分应用系统都是通过基础软件（包括基础系统、

中间件、开发组件等等）经过二次开发“组装”而成，这些基础软件基本上

都是一些功能全面而又复杂的商业化软件。然而，对于商业银行的业务应用

真正可以使用的功能却只是占到极少部分。这些基础软件一般都存在系统架

构复杂、安装部署繁琐等问题。此外，无论是对于开发人员还是运维人员来

说都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学习过程；

再次，商业银行应用系统规模越来越复杂，庞大的部署架构模式使得应

用的安装、部署和更新也显得比较臃肿，使得业务停机时间和部署成本都有

所增加。运维人员都希望能够通过以微服务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

最后，无论是vsphere商用解决方案还是开源的KVM虚拟化技术，依然面

临着硬件使用率相对较低、资源分配调度相对缓慢等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商业银行的IT部门需要急需缓解这些问题从而能够更好

的提升开发和运维团队的生产力，更加灵活、高效、快速的满足业务系统需

求，最大限度的提升业务价值。近年来，各种开源容器技术经过不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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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建设容器云的价值也被不少商业银行逐渐发掘出来。容器技术能够

从本质上更好的解决在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在敏捷开发、测试、运维上所面

临的问题。

2. 业务交付标准化——容器技术

在工业1.0/2.0时代，区区一颗螺丝钉的标准化，极大的提升了整个制造

业的生产效率。同理，在即将到来的工业4.0时代应用交付的标准化对于IT业

的未来也必将带来一次效率上的飞跃。业界不少人认为容器技术是计算的未

来，其根本原因是使应用交付标准化，而标准化意味着高效。容器技术通过

标准镜像的方式，屏蔽应用部署过程中针对不同环境需要的环境配置、安装

步骤等复杂的过程。把原先投产交付阶段需要部署和配置的运维工作提前到

了开发、测试阶段完成，并且能够在制作镜像阶段有效地解决运维上线中大

部分有可能出现的部署问题。

笔者认为，商业银行业对业务应用开发和交付的变革总体来说主要体现

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业务应用如何快速地进行软件交付，另一方面是交付后

如何高效稳定地进行系统的管理和运维。在过去，同一个业务应用的开发、

测试和运维分别由各自独立的部门负责，部门之间每个阶段的交付件都不完

全相同，例如软件代码、软件测试包等。这就导致了部门之间沟通成本高，

协作效率低。这样的瀑布式的开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这个追求“快感”的

时代。

容器技术的应用定义了一个业务交付的标准◆——无论是开发、测试还

是运维，交付的都是容器。目前，开源的容器技术包括Docker、CoreOS和

Rocket等。以Docker容器技术为例，通过镜像仓库协作，无论是开发测试还

是生产都是基于镜像仓库进行操作，交付出来的容器镜像放进仓库，根据业

务需求不同，从中提取合适的版本进行测试、上线。开发人员可以选择在代

码调整之后，自动进行用例测试、生成镜像、部署上线，极大地提升了迭代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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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复杂系统的运维、IT资源浪费都可以说是交付后运维人员的痛点。然

而，通过Docker容器方式交付的应用，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对应用进行逐步容器

化，就好像堆砌积木一样，一个一个地搭建起来。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可以

更适合商业银行在业务应用开发运维方面的转变，也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有效的

实现资产投资保护。对于复杂系统的运维问题，借助Docker容器轻量化的优势，

使应用业务实现快速启动。例如当一个容器镜像宕掉，可以秒起另一个容器镜

像，几乎没有不存在宕机时间，这极大地提升了系统的高可用性。

此外，Docker容器实际上是基于Linux内核的代码集，既可以运行虚拟机环

境，也可以在物理机上运行，这对于目前商业银行的虚拟机和物理机共存的IT环

境，进一步地保护了银行资产的前期投资。

3. 容器云建设对商业银行IT发展的价值

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
如前所述，容器技术是基于操作系统的轻量级虚拟化技术，与传统的虚拟机

技术相比，通过多个容器共享操作系统的内核进程和内核资源，从而有效节省操

作系统级资源开销，◆通过容器密度的提升更好的利用资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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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容器技术可以基于云计算环境的PaaS模式建立容器云，例如通过开

源的openstack环境、商用的vmware环境等，有效避免厂商的绑定，可实现对商

业银行已有异构基础资源的统一化管理，这种统一管理应用的模式屏蔽环境差异

性，降低系统运维难度，例如招商银行的容器云平台。

◆业务应用快速部署
对于商业银行，例如工商银行通过开展基于容器技术的应用云平台规划和

建设，已经在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纪念币预约等应用系统实施了云化和微

服务化改造，基于分布式系统框架实现资源弹性供应，快速响应业务突发增长需

求，有效应对了“双十一”、“纪念币发行”、“微信红包”等互联网业务冲击

【1】。

通过容器云可以快速搭建应用开发测试环境，并且结合微服务架构，可以加

快应用的部署能力，进而提升持续交付的能力。另外，对于互联网接入和网关类

的交易类业务，一般需要良好的故障隔离和水平扩展性能力，容器可以提供快速

部署和迅速的故障转移；对于非交易类的应用，微服务也是目前容器云上最合适

的应用架构，通过微服务实现内部生态系统的建设。

◆促进Devops架构的落地实施
容器所特有的build、ship、run理念及其技术特点，更好的与CI/CD技术进行

融合，促进CI/CD理念的落地，可以从技术手段上保证项目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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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有效落地；

◆企业自身软件资产的积累
◆镜像仓库通过对应用镜像的集中管理可实现类似应用商店的功能，有利

于更好的沉淀和积累行内的企业软件资产，从而更加快速高效的提供各种运行

环境。

4. 容器云建设的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是满足行业监管要求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商业银行建设容器云平

台的基本要求。与传统的安全管理一样，商业银行容器云的安全管理的包括系统

漏洞、病毒威胁、链路加密、攻击防御、系统访问权限控制、操作审计等等。另

外，结合容器技术自身的特点，在商业银行安全管理的基础上，还需要考虑多租

户隔离、角色管理、镜像安全检测等新问题。◆

◆容器安全的合规
考虑到安全管理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如果把容器云单独进行安全管理将会付

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安全管理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难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各

种事前未考虑完善的安全问题。笔者认为，容器云在安全管理上可以直接应用银

行现有的安全管理防范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类安全工具、手段，在现有安全

管理手段的基础上，按需增加相关安全策略，应对容器云平台带来的新问题。

商业银行面对严格的行业安全监管要求，现有的安全管理防范体系，无论是

技术工具设备还是安全操作流程，或者指导规范等都已经有一定的完备性，例如



2019.11  /  安全月刊 99

技术研究

笔者认为容器云平台应该为不同的租户分配各自专用的、不同的资源

池，每个用户（租户）只能在属于自己的宿主机上运行自己的容器应用。这

似乎跟云环境下资源共享理念背道而驰，并最终导致了削弱了资源利用率。

然而，这确是目前从根本上避免容器运行依赖共享主机系统内核而天生隔离

性不如虚拟机的安全问题。这跟主要基于虚拟机的IaaS平台对多租户隔离的做

法不同。

笔者曾经在深圳某银行信用卡中心交流过程当中了解到，其容器云主要

是基于虚拟机的IaaS模式实现对多租户隔离，从而能够避免容器自身隔离性不

足的安全风险。因此，对于这些基于IaaS模式实现的容器云，我们首先需要考

虑的问题除了容器内的安全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先考虑虚拟机之间的隔离和

Hypervisor自身的安全问题。

应用等级隔离
除了不同用户（租户）间的隔离问题外，还需要在同一用户（租户）

环境下，运行不同安全等级的应用。因为容器共享系统内核的特点，应用也

面临其它等级应用的资源争抢、故障影响等问题。另外，不同等级的应用，

往往要求不同级别的运行环境高可用性、安全性。因此在同一用户（租户）

下，也应该把不同等级的应用进行隔离，分别部署到各自专属的资源池内。

镜像仓库
镜像仓库主要负责存储和发布应用的镜像部署版本，在功能上看并不复

杂。但是，由于监管要求和业务的特殊性，银行也应该高度关切生产环境的

安全性。对于用于生产发布的镜像版本必须通过严格的测试阶段，以及严密

的安全检查步骤，例如中间件的漏洞扫描、安全基线核查等。因此，笔者认

为对生产环境应该运行专用的生产镜像仓库；与此同时，在持续集成越来越

普遍的环境下，为了确保敏捷的开发和测试环境，我们还需要建立测试镜像

仓库。因此，在建设镜像仓库的时候，生产镜像库和测试镜像库在存储物理

上分离，网络上的连通性，并通过防火墙策略进行限制，以最小化开放为原

则，只开放必须的端口用于镜像的同步。

另外，在镜像使用安全策略上，测试镜像仓库允许对镜像随时进行上传

和更新；相反，对于生产镜像仓库，为了保证镜像来源的安全、可控，应该

限制为只能从测试镜像同步。镜像仓库体系和相关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从

安全策略上规定只有在测试镜像仓库中标记为完成测试或者已经完成安全检

系统漏洞的扫描、补丁的安装、防病

毒系统、统一身份认证、访问安全管

理、操作日志审计等等。为了有效利

用这些工具和措施，在设计容器云平

台的网络设计上，就需要仔细考虑使

这些工具和手段在容器云平台上可以

发挥最大的作用。以漏洞扫描为例，

深圳某股份制银行为能实现在容器云

平台上对系统漏洞扫描，在网络方案

设计初期，就已经让漏洞扫描服务能

够与云平台中的容器IP路由可达。◆

多租户隔离
商业银行的容器云同样需要为

不同的用户（租户）提供不同级别的

安全隔离服务。笔者认为可以把不同

用户的容器运行在各自不同的VLAN

中，不同的VLAN之间通过防火墙策

略或者路由控制，确保不同用户（租

户）业务在网络上的隔离。另外，

容器技术的特点就是需要共享宿主机

系统内核，如果把不同用户（租户）

的容器运行在同一台宿主机上，可能

面临来自其他用户（租户）容器运行

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相互资源竞

争导致的宿主机性能下降；其他用户

（租户）容器的应用风险导致宿主机

内核运行异常，从而进一步导致自己

容器的运行故障；另外，还需要考虑

是否存在来自其他租户的恶意容器应

用，利用共享内核进行攻击和窃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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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镜像，并且必须由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账号，在经过必要的审批或者满

足一定规则的情况下，从测试镜像仓库中把镜像同步到生产镜像仓库。这一

权限审核管控的过程可以通过堡垒机的审核功能来完成。当新的镜像进入生

产镜像仓库，就被当作正式的生产发布版本，接下来就可以按照商业银行现

有的生产发布和变更流程，在指定的变更窗口，从生产镜像库中拉取镜像进

行部署，这样做能够切实地满足了银行的安全监管要求。

关于容器镜像的其他安全问题，读者有兴趣建议参考绿盟金融行业安全

月刊2018年8月的《容器镜像安全概述》这篇文章，这里不再详述。

语 本文短短的数千字并不能完整地阐述商业银行容器云建设所需
要考虑的问题，然而容器云的安全建设至少还包括业务应用的服务编
排、容器运行监控日志、网络方案的设计等等问题。容器云平台既要
与底层基础设施交互，又要支持顶层应用，涉及面和覆盖面都非常广
泛。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与企业已有设备、流程进行结合时需要进行
综合考虑。上述内容笔者近期在跟银行客户交流后对容器技术的浅
见，算是抛砖引玉吧！知识面有限，也可能存在理解的误区，欢迎读
者给予纠正。

结束

引用【1】	http://www.sohu.com/
a/150531919_466918

参考书籍：
《云计算架构技术与实践（第二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云计算关键领域安全指南v4.0》，

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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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情报的落地实践之场景篇
金融事业部 张龙飞

自古至今，情报对于战争都是珍贵的信息资源，可以预先知晓对方的策

略、手段、决策等信息，有些情报会对战争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更有

甚者可能直接影响历史的走向。而在网络安全的世界，攻防信息不对称一直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威胁情报在这几年开始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从理论

研究进入落地实践，对企业安全防御来说“化被动为主动”，可以预先获取

攻击者的攻击工具、攻击途径、攻击意图等信息，进一步在企业安全防御中

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绿盟威胁情报中心（NSFOCUS◆Threat◆Intelligence◆

center,◆简称“NTI”）的发展介绍目前威胁情报的实际落地应用场景。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是绿盟科技依赖多年的安全经验和情报数据积累推出

的一款威胁情报分析和共享平台，可为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威胁情报数据。

借助NTI的威胁情报支撑，用户可及时洞悉公网资产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行准确

预警，了解最新的威胁动态，实施积极主动的威胁防御和快速响应策略，结

合安全数据的深度分析全面掌握安全威胁态势，并准确地进行威胁追踪和攻

击溯源。

依托绿盟科技在安全领域的长期积累，结合客户实际安全需求，绿盟威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

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殆。

——《孙子·谋攻篇》

情报是我们了解敌人和敌国的

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行动和想法的

基础。

——《战争论》第一卷



安全月刊  /  2019.11102

技术研究

胁情报中心可为客户实现以下应用场景：

◆◆ 安全威胁事件预测

◆◆ 热点事件实时预警

◆◆ 互联网资产暴露核查

◆◆ 情报驱动设备防御

◆◆ 攻击事件溯源

1. 安全威胁事前预测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结合绿盟科技自研情报、互联网情报以及第三方合作机

构共享情报进行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获得高质量的多维度威胁情报，全面覆盖

作战情报（网络资产基础信息、指纹、漏洞库等）战术情报TTP（战术、技术手

段、过程）、战略情报（高级威胁分析报告等）等不同层面，从而帮助用户洞察

威胁趋势，预先采取措施防御可能发生的攻击。

2. 热点事件实时预警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可以从互联网空间每天发生的海量安全事件提炼最受关注

的热点威胁事件，如突发漏洞、恶意样本、数据泄露事件等，并由绿盟科技安全

研究团队进行持续跟踪和深度分析，第一时间帮忙用户全面深入了解事件的技术

原理，并提供自查和防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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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网资产暴露核查

互联网资产暴露在外部网络，直面互联网上各种安全威胁，因此互联网资

产的安全管理对于企业资产管理尤为重要。绿盟威胁情报中心覆盖数亿公网资产

（如服务器、DNS、路由器、工控设备、智能设备等），数亿公网web资产（包

括域名、服务和应用、版本等），近200种应用（如Apache、OpenSSH、IIS、

Nginx等），30多种服务（如SSH、FTP、DNS等），汇集100+端口协议，并与漏

洞、IP、URL等进行了深度多重关联分析，可为企业提供资产发现能力，帮助用

户秒速快速发现其资产在互联网上的暴露面和安全状况，同时输出完善的报表协

助用户处理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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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攻击事件溯源分析

依托绿盟威胁情报中心的十几种深度关联（如IP关联域名、域名关联

IP、IP关联ASN、域名关联whois等）、机器自学习、安全评分机制和多元分

析能力等，用户可从海量的事件信息中识别出可能的高危攻击事件，针对安

全事件进行追踪溯源，锁定安全事件元凶，并进行可视化展示。

4. 情报驱动设备防御

绿盟威胁情报中心支持将最新

的威胁情报，如IP情报（扫描IP、

僵尸网络、垃圾邮件服务、恶意IP

等）、URL情报（钓鱼、欺诈、篡

改、挂马等）、漏洞、文件等实时推

送给用户本地部署的绿盟设备和平台

型安全设施，增强安全设施的检测和

防御能力，及时阻断和防御安全威

胁，快速提高应急响应速度，进入智

能安全防护时代。



　据
治理
数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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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云雾见天日——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陈磊

IDC的“大数据摩尔定律”表明，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数据一直在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全球数据量将在每两年翻一番。据IDC统计与研

究，全球数据量已经进入了ZB（1ZB=1012GB）级别[1]。随着企业业务发展和扩

大，应用环境的数据越来越庞大，多种多样、复杂多变。面临的数据安全问题和

威胁越来越突出和严峻，不仅有来自外界的攻击，也有内部管理或错误配置等引

发的数据窃取或敏感信息泄露。

图1  当前复杂数据应用环境：正如浩瀚如烟、杂乱无章的图书[2]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海量数据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开展数据安全建设和防护？

有条不紊地做好法律合规工作？更好地应对数据安全的内部和外部等威胁与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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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基于此，获得一本“武功秘籍”（掌握一套科学的数据安全实践体系）对于

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且必要。

图2  数据安全领域的“武功秘籍”：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本文是“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安全”系列的最后一篇：实践体系篇。其他

已经发表两篇包括《浅析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篇）、《鱼和熊掌兼

得——隐私保护与价值挖掘》（技术场景篇）。国内外多数安全公司在数据安全

领域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武功秘籍”，本篇将重点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本：

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框架、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以及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

模型。

1 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框架

数据安全治理◆(Data◆Security◆Governance，DSG)最早由Gartner在◆2017安全

与风险管理峰会上提出。数据安全治理从字面理解：“数据安全”+“治理”不

是“管理”，从范畴来说，前者来说更大，强调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系统性/

综合性的过程。因此，“数据安全治理”可以简单理解为针对数据安全的综合治

理过程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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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Gartner是如何定义的呢？

Gartner认为数据安全治理是从决策层到技术层，从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

自上而下贯穿整个组织架构的完整链条。组织内的各个层级之间需要对数据安全

治理的目标达成共识，确保采取合理和适当的措施，以最有效的方式保护数字资

产[3-5]。其安全治理框架如下图所示，“由上而下”，一共分为5步：第一步是

治理工作的开始，需要进行总体上层的设计，评估数据安全的业务风险：风险时

什么？在哪里？为什么？以及如何？具体来说，考虑和平衡经营策略、治理、合

规、IT策略和风险容忍度之间的关系；第二步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级，对不同类

别的数据类型以及敏感度进行打标签；第三步根据前一步的数据标签，结合不同

用户类别，对不同的数据类型、敏感度制定相应的策略，实施更精细粒度的数

据管理；第四步根据前几步分析的场景需求，确定需要的数据安全产品，比如

加密（Crypto）、数据审计（DCAP）、数据防泄漏系统（DLP）、云防护代理

（CASB）、身份权限管理和访问控制（IAM）以及用户行为分析（UEBA）。最

后一步根据前面分析的策略，为所有产品编排策略，包括数据库、大数据系统、

文档、云端和终端等环境的数据安全管理和防护产品。

图3  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框架[6]

2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在Gartner数据治理框架基础上，结合客户的数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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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需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和实践，也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数据安全治理

方法体系[6-8]。该体系分为四个基本治理步骤——◆“知”、“识”、“控”、

“察”。下面对这四个“动词”分别详细解析：

图4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6-7]

知：分析政策法规，如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电信和互

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欧盟的《General◆Data◆

Protection◆Regulation》等；及时梳理业务及人员对数据的使用规范，以及定义

敏感数据，包括类别、敏感度等；

识：根据定义好的敏感数据，利用工具对全网进行敏感数据扫描发现，对发

现的数据进行数据定位、数据分类、数据分级。这一步十分重要，直接决定后续

治理步骤和数据保护的质量；

控：根据敏感数据的级别，设定数据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可用范围，利用规范

和工具对数据进行细粒度的权限管控；◆

察：对数据进行监督监察，保障数据在可控范围内正常使用的同时，也对非

法的数据行为进行了记录，为事后取证留下了清晰准确的日志信息。如部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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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DCAP）、数据防泄漏系统（DLP）、以及用户行为分析（UEBA）等安全

产品。

3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Data◆security◆capability◆maturity◆model,◆DSMM)

最早由阿里提出，目前已经完成标准化（《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

型》（GB/T◆37988-2019）），2020-03-01即将实施。在该项标准中，DSMM由三

方面构成，其架构关系如图5所示[8]：

（1）数据生命周期安全：围绕数据生命周期，提炼出大数据环境下，以数

据为中心，针对数据生命周期各阶段建立的相关数据安全过程域体系。

（2）安全能力维度：明确组织机构在各数据安全领域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维

度，明确为制度流程、人员能力、组织建设和技术工具四个关键能力的维度。

（3）能力成熟度等级：基于统一的分级标准，细化组织机构在各数据安全

过程域的5个级别的能力成熟度分级要求。

图5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架构[8]

以数据生命周期为主线，其数据安全过程域体系，分为数据生命周期通用的

安全和各生命周期阶段下的安全，包含一系列相应的内容、方法和策略，如图11

所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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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安全过程域体系[8]

总体来说，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以数据为中心，拓展了一切与数据安全

相关的维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且流程十分完善。但这意味着具体实践与落地

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实施更长的时间等成本满足该项标准，这是一项挑战。

4 小结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庞大、多种多样、各类数据相互掺杂等的复杂数据环

境，传统的一两种数据安全技术/方案，难以应对内部或外部原因引起各种各样

新出现的威胁与挑战。掌握一套科学且系统的数据安全实践体系，“以不变应万

变”——这对于一个高度数据化的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且必要。像数据治理一

样，数据治理正被越来越多安全企业提起、诠释以及完善。虽然不同企业的方案

和流程各有差异，但笔者认为，数据安全治理是体系化的指导思想，是解决现有

的、未来的数据安全问题一般方法论的抽象，这些正是它们的共同目的。数据安

全治理的目的决定它是一个综合/系统的过程，涉及法规、场景、技术、产品、人

员管理以及各类标准流程、策略配置等。

虽然当前我国数据安全相关法规还在建立和完善中、惩罚机制尚且没有具体

给出量化措施。但笔者认为，数据安全的建设应该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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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过程：一方面主动的建设比被动建设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安全风险以及经济损

失；另一方面，数据安全治理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若等到法规的完善和强制执

行时候才开始，却为时已晚。因此，主动建设和投入十分重要。

数据分类与分级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开始，也是其关键的第一步。通过定

义、扫描、测绘、梳理、分类和分级等，能准确地掌握敏感数据在哪里？风险在

哪里？对应风险级别？了解到企业敏感数据分布的概貌，从而更好进行治理。

绿盟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完成第一步，在RSA2019年上已经发布了大数据安全

产品——绿盟敏感数据发现与风险评估系统（绿盟IDR：NSFOCUS◆ Insight◆ for◆

Discovery◆and◆Risk），具有智能的数据分类分级、全网的数据资产测绘、实时的

数据流转测绘和全面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等功能[9]。欢迎咨询，欢迎了解（《新

品发布·绿盟科技IDR敏感数据发现与风险评估系统》设置链接https://mp.weixin.

qq.com/s/_JHsNtbaF2ocnGe-6vV52w）。

笔者将“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安全”该主题分成三篇文章分别进行介绍：法

律法规篇、技术场景篇、实践体系篇，本文是该系列的最后一篇：实践体系篇。

若读者对全文阅读，可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即可链接到绿盟博客的《大数据时

代下的数据安全》完整版本。虽然本系列更新已经结束，但笔者的研究与项目仍

然在进行中。本文提供只是一个引子和简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各

位专家或数据安全爱好者共同探讨与分享有趣的话题，欢迎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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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的数据保护
金融事业部 张海仓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据在新常态中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数

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

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2016年3

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还专章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明确我国将

“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

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2017年6月1

日，正式实施《网络安全法》的网络安全法，对数据安全和个人数据保护也给予

了足够的关注。

维度 条文

数据安全

第十条 建设、运营网络或者通过网络提供服务，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
必要措施，保障网络安全、稳定运行，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
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应当
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
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
或者被窃取、篡改：

第二十七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
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
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
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
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
结算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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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条文

数据安全

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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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数据保护 第 40 至 44 条

国家层面的数
据保护

第三十七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
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一条 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国家
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
通报工作，按照规定统一发布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

第五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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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5日，欧盟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正式生效，这更是一

部专门针对数据保护所制定的条例。根据规定，它的影响将不仅限与整个欧盟

（EU）范围内。而是适用于所有处理和持有欧盟居民个人资料的公司，而不论公

司地理位置。以上这些国家战略和法律法规无疑对金融行业数据保护提出了新的

要求。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金融行业业务拓展，企业及用户规模不断上涨。为配

合业务的大数据战略的需求，在数据收集维度和颗粒度方面与过去相比都更加的

全面和精细，造成了数据存储规模达到PB或ZB级别。数据激增，导致数据的存

储方式随之变化，从传统的集中式存储、关系型数据库转向云端存储、大数据平

台、分布式存储、采集器端点存储等多个位置和多种方式，存储方式及位置异常

分散。这种新模式的发展，导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清晰的理清我们业

务系统的数据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传统数据保护方法的落后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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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如何在满足业务发展的同时，满足监管要求，又能很好的保护住企业所

收集和存储的海量数据，是摆在金融行业客户面前一大难题。笔者根据自身数据

保护从业经验提出几点思考，供企业参考。

1. 关注云上数据安全

无论是2016年百度云盘设计缺陷，导致大量用户照片等个人信息的泄露，还

是2017年亚马逊AWS◆S3服务器配置错误造成的美国加州数据分析公司Alteryx泄露

了1.23亿美国家庭的敏感数据，以及180万个注册投票者个人信息泄露。都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由于企业业务或数据上云而引起的一些数据安全问题。

因此，企业在上云过程中应关注数据安全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业务增长和

便利性。针对这种情形，企业可以采用云端加密存储，应用侧解密使用等技术来

解决这种问题。

如图所示：企业通过在本地应用与云端数据交互途径中部署代理工具来实现

数据的加解密，身份管理等工作，保护企业云端数据的安全性。这种工作模式也

适用于目前使用互联网邮箱来作为企业邮箱的中小企业。通过对邮件内容或附件

进行加密存储，收信人通过客户端或特定工具来进行解密使用而防止互联网邮箱

的原因而导致的公司机密泄露。

2. 关注大数据存储安全

随着企业大数据战略的落地，以Hadoop平台为例，大量数据被存放在

Hadoop平台，就形成“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引起的数据集中风险。Hadoop

生态系统的核心是HDFS，虽已开始支持原生静态数据加密，但是这种应用层加

密，在大规模使用时，密钥很难管理，并且对平台的速度和性能、对Hadoo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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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程度、管理都提出了很大的难度。企业可以考虑使用数据单元（cell）加密

和细粒度访问权限控制组件来弥补原生静态加密的不足，如开源的Rhino等。

再者，仅仅对静态数据加密改造还远远不够，数据在平台各组件间传输时

的动态安全也需要关注，需要把Hadoop当前所拥有的一堆网络协议，如RPC、

TCP/IP、HTTP，使用其对应的动态加密协议来进行替换，防止这些数据被镜像或

嗅探。同样，还需要关注各种与Hadoop交互的系统上或流转的中间数据存在的

安全问题，包括MySQL、oracle甚至临时文件、日志、元数据，以及数据提取和

客户端访问。这些都需要企业在未来设计数据安全架构或保护方案时进行考虑和

设计。

3. 关注数据使用安全

3.1 提高数据使用者安全意识
多好的数据安全技术方案，如果数据使用者缺乏安全意识，在数据使用，

流转，存储，销毁以及再生产等众多过程中仍然会产生数据的泄露；这些都必将

给企业造成损失。例如快递公司投入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来推广和使用隐私面单，

但是派送人员为了自己的方便，在派送之前，将所有隐私面单上的电话号码进行

了补充，这最后而又最关键的一个小“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的付出都失去了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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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注低敏感数据
还有数据使用过程中多种低敏感数据的泄露造成重大后果。例如：最近

暴出的某应用平台公布其用户运动数据，导致多国军事基地意外暴露的事件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众多不敏感或低敏感数据泄露后，经过组合分析，

就很有可能造成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在金融行业未来数据安全建设

过程中，除了保护自己现有数据不被泄露外，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跟踪和

分析以前已经泄露的数据，必要时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以前泄露数据可

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改善和弥补。

左图：朝鲜平壤没有地面建筑，地下“隐蔽的”慢跑路线暴露其地下军事基地

右图：美国内华达州51区空军基地

另外，根据Verision数据泄露研

究报告指出，在泄露的数据中高达

55%的数据泄露事件与内部数据使用

人员有关，而这55%中有40%与企业

特权账户失控有关。例如过大的数据

访问权限甚至无限制的访问权限，失

控的特权帐户等都有可能造成一切安

全事故，使得所有的数据安全策略失

效。例如某管理员，既拥有数据防泄

露系统的admin权限，又拥有某系统

的root用户；其就可以通过关闭数据

防泄漏系统来躲避数据使用审计，也

可以将系统数据全盘进行拷员，这都

将为企业数据安全造成致命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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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视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简单来讲，就是提高用户三个能力，即数据资产挖掘能力，数据资

产跟踪能力，以及数据资产价值评估能力。

3.3.1 数据资产挖掘能力
数据资产挖掘能力，就是得知道你拥有哪些类型的数据，他们是什么，都

存在哪里。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有不同的技术手段可以来实现或完成。例如可

以通过对线上数据库抽样扫描、大数据仓库的元数据分析、dlp的本地扫描等来

实现。在未来，这种挖掘和搜集不是应该固化为企业数据保护的一种能力，并且

可以通过数据态势感知平台做到可索引，可下钻。例如发生了大面积的客户密码

信息泄露，数据挖掘能力能够迅速从全量数据中找到所含有客户密码信息的数

据元。

3.3.2 数据跟踪能力
现有的数据保护模式大多采用“栅栏式”式防护。这种防护的最大弊端在

于栅栏永远不可能无限度的高和密，总有数据可以从中泄露出去。基于低敏感数

据来推敲，分析，组合出高敏信息的前提下，数据保护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

企业需要建立企业内部数据跟踪能力，从数据产生到数据销毁，全生命周期的跟

踪。数据跟踪提高企业对自有数据资产的管控能力，也可以帮助企业聚焦数据保

护的重点。例如基于某应用系统产生的数据，对其进行数据传播，再生产，直到

销毁的跟踪。同时，也结合对应用系统的生命周期跟踪，当应用下架后，数据管

理员就会清楚的了解之前该应用系统产生的数据在哪里，是需要进行归档或销

毁。而避免在应用下线后，导致数据孤立而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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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上两者能力具备后，按照网络安全法或GDPR，当用户认为你导致数据

泄露而要求你进行数据删除时，你必须在72小时内作出响应动作来证明自己是清

白的。你便可以立刻知道，关于他的数据散布在哪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谁

访问过，然后根据这些上下游分析异常，如果情况更理想，系统会直接根据自动

的风险规则来查出异常，并突出显示。

3.3.3 数据价值定义能力
数据保护不可能无止境的投入或细化，因此，企业在数据保护和追踪过程

中，肯定是优先对价值较大的数据优先进行保护。这里就涉及一个企业对自身数

据价值定义的一个能力，企业对自己数据价值的定义和预判越准确，数据保护成

果就越显著，工作也会越轻松。例如2016年某银行在进行营业网点搬家的过程

中，将大量的贷款用户资料当作废品进行便买和处理。反映了该公司在数据价值

定义和判断存在严重误差。这种情形下，多好的数据保护技术和多大的资金投

入都无济于事。根据GDPR，你还要能够服从客户的意愿，假设客户要求你立刻

删除所有与他相关的信息。这就需要强制性的响应措施，从不同节点修改/删除

数据。

4. 总结

文章主要偏重与数据保护方面的一些思路介绍，较少涉及到具体的数据保护

技术和产品。近年来，业界也在不断探索一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定情形下的

数据保护问题，在forrester的报告中，描述了这些年在数据安全上的各种防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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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选取其中的技术进行重点了解。

注：图中横轴表示各技术的成长性，纵轴表示该技术的价值。

红色这条线看起来是比较失败的，既没有技术价值，也没有成长性也不强，

表示已经被淘汰的技术，主要有企业权限管理。

灰色这条线上，有区块链、安全通信、应用层加密、密钥管理、数据分类、

各种文件磁盘加密，再到DLP。

蓝色都是眼下炙手可热的技术，包括数据分类和flow◆mapping，数据隐私

管理、数据主体权利管理、数据访问治理、大数据加密、令牌化技术、云数据保

护。这一阶段的很多解决方案还在摸索实践中，相对于前面两条线，蓝色线技术

更顺应大数据、云时代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database/1605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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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金融行业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发展现状
金融事业部 张凯

前言

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成为日益凸

显的问题。由于社会改革开放加快、信息产业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及

立法规划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意识到保护个人信息

的重要性。直到2018年5月1日实行的国家标准GB/T◆35273-2017◆《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发布，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才有了可参照的国家级标准规范。

而在此之前于2017年6月1日实行的《网络安全法》的第四章中对个人信息保护做

了明确的规定，并对侵犯个人信息安全制定了处罚措施。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分

析《安全规范》对金融主营的业务开展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内容上

看，《安全规范》呼应了业内长期关注的痛点，对现实中争议较大的一系列概念

如“敏感信息”、“共享”、“控制者”、“用户画像”和“匿名化”等的内外

边界范围进行了清晰的规划，并对收集、保存、使用、转让等信息处理环节的工

作提出了明确意见，有助于各行各业根据该合规政策拟定符合本行业特征的个人

信息安全保护标准。银行、保险、证券、各类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在办理个人金融

业务的过程中，不仅掌握着消费者个人的财产信息，同时掌握着消费者个人的身

份信息。对消费者财产信息和个人信息加以保护，既是尊重消费者个人隐私的职

业操守和企业名誉需要，更是防范隐私信息被泄露、窃取后造成非法牟利的职责

所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个人信息被侵害案件频发，我国法律加大了对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与侵害个人信息的惩处力度。与此同时，作为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的运营机构（金融行业）必须要高度重视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掌握相

关规定要求内容，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作为一项紧迫的工作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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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内”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回顾：
2018年2月，知名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也被称为“B站”，其不

少用户的视频、昵称、头像及用户评论等，被360旗下的快视频盗用；B站用户表

示担心，自己的账号密码疑似被盗取。

2018年6月，前程无忧51Job.com（Nasdaq：JOBS）用户信息在暗网上被

公开销售，黑客甚至展示了部分样本数据，包括邮箱、密码、真实姓名、身份证

号码、电话等。据贩卖用户信息者称，其手中共有195万条数据可被销售，打包

价为12个比特币。（目前1个比特币价格超过4万元人民币，12个比特币总价约50

万元人民币。）

2018年6月，AcFun（以下简称“A站”）发布一则公告称，A站因受到黑客

攻击，导致千万条用户信息外泄，如果是2017年7月7日之后一直未登入的，密码

强度不是最高级，账号有一定的风险，请尽快修改密码。

2018年8月，网传华住集团旗下汉庭、美爵等酒店共计5亿条包含个人身份证

号、手机号码、开房记录等的个人信息泄露，并被打包在暗网上销售。

2018年10月，香港国泰航空出现隐私外泄事故，有多达940万名乘客受影

响。国泰航空24日公布资料外泄事件，称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港龙航空，有部

分乘客数据曾被未获授权取览，包括个人资料如护照号码、身份证号码等。

2018年11月，在暗网中有黑客称盗取了汽车金融平台玖融网的后台权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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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入侵所有的服务器。而黑客称，他已获得该平台上30万的用户数据，并以一个

比特币（现价值人民币3.5万元）的价格出售。

2018年11月，万豪国际集团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喜达屋旗下酒店的客房预

订数据库中的宾客信息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访问。该数据库包含最多约5亿

名客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顾客的姓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护

照号码、喜达屋VIP客户信息、出生日期、性别和其他一些个人信息，对于部分客

户可能还包括支付卡号和支付卡有效期。

2018年12月，今日用户在微博爆料陌陌3000万数据在暗网上以200元的价格

出售。陌陌方面向媒体表示，爆料里面说的是2015年的事情，具体情况陌陌内部

正在研究确认，会尽快回复。

金融机构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法律法规方面

1) 个人信息范围边界不够清晰，增加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
机构的实施难度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

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

息”，但个人信息范围究竟应该如何确定，该法未曾提及，在企事业单位的实际

操作中也存在较大争议。2017年5月9日公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民个人信息范围只及于刑法领域，是否能

直接适用于民法领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该司法解释对个人信息范围也只

是采取列举式描述，对于年龄情况、家庭住址、债务状况、婚姻状况、家庭成员

状况、职业状况、学历状况、私家车状况、保单信息等在列举之外的内容是否全

部属于个人信息范畴，并没有直接涉及。例如消费记录、理财记录、保单消费范

围、职业范围等数据作为大数据加工后进行营销使用或者贩卖给第三方是否触及

个人信息泄露，现有的民法和刑法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保护规则的不明确不利

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行为预判，银行业金融机构容易处在两难之中，与之产生

的争议和处理成本也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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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很多互联网金融、银行、券商、保险上的合作方存在个
人信息监管隐患

目前很多金融机构的理财平台有众多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P2P网贷、货

币基金、信托产品等，且同时和一些担保机构进行合作对部分产品的消费者进行

损失赔付工作。作为众多理财产品所属公司在客户购买相关的产品后同时会保留

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同时担保机构也有权获得被担保人的个人资料。对于一些

担保业务，有些银行业金融机构也以合同的形式约定了担保人的权利。但多数情

况下获得个人信息的理财所属机构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管并不在产品营销平

台的金融机构监管范围之内。但若发生个人信息被非法交易、个人信息被窃取等

事件后对该金融理财平台所属公司的信誉和名誉都是双重打击。如何保障个人信

息在第三方公司存放的安全性，也是所有金融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

3) 个人信息保存时效范围目前尚不完善
当前法律并没有规定个人信息的保护具体时限，如果一味要求永久保存，各

行业金融机构需付出一定的成本，而这一成本如果均由自身承担，缺乏分担，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不公平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对个人信息保存时间最小

化做了规定：个人信息保存期限应为实现目的所必需的最短时间；超出上述个人

信息保存期限后，应对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根据人行对个人储户信

息的留存时间曾经做出过规定：银行交易记录会被保留3－6个月未清户的账户交

易明细可查询的期限由各省自定，原则上不得低于5年。但当消费者在该金融机

构销户时，大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并没有删除个人原始信息记录。另外，由国家

级研究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是否可以为了研究需要从基于促进社会发展和促进金

融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出发从金融机构调取个人信息等等，也尚未有明确规定。

金融机构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内部管理问题

1)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不够规范
部分金融机构未经同意收集信息、未经授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收集信息范

围过大，不符合“最少必须”原则；在内部接触和使用个人信息时，未实施严格

的审批和责任制度，缺乏必要的权限控制和跟踪管理；未严格执行岗位职责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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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相匹配的操作制度，未合理限制各类操作人员的信息接触面。

2) 对外提供信息不规范
部分金融机构未按规定对外包服务机构和网络特约商户开展安全评估，向外

包公司提供个人信息时未明确告知信息主体；与外包服务商签订保密协议时，未

明确规定其对保护个人信息的职责和保密义务，未制定风险事件发生后的止损措

施。未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的分别处理方式，未采取有效的脱敏手段

进行隐私保护。

3) 个人信息保管不规范
部分保险、证券公司未制定或未能及时修改信息安全技术防范措施，未对

信息系统进行风险评估和等级保护测评工作；信息系统技术防护措施达不到金融

行业的应有的水准，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对内部和第三方运维人员的操作行为进

行审计记录，对消费者个人信息涉及的业务系统没有按照等保要求进行彻底的整

改，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漏洞。同时对接触个人信息的专职人员的办公电脑也没有

采取严格的技术手段进行数据泄露防护。

4) 对员工的信息保护教育培训不到位
部分金融机构未将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纳入企业安全意识教育的培训计划，

对能够接触到个人信息的专职人员未进行专项培训，也缺乏相应的考核。

5) 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不规范
部分金融机构未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岗位设置、职责以及权

限划分，业务部门和信息部门同时拥有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监管权限。未制定专

门的操作规程、检查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及应急预案；未开展个人信息泄露应急

演练，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未通过书面提醒方式进行明确告知和警示；未告

知客户相关信息的使用目的和范围；未明确员工对客户信息保密的相关义务；未

与外包机构约定信息泄露后双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合作终止后客户信息的处置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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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明晰泄露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是解决
个人信息纠纷的主要途径

◆明晰民事责任
在金融机构与消费者订立的相关业务合同中，必须包含消费者个人信息保

密方面的约定，在此情况下，若未经消费者许可，擅自违背个人意愿对外提供个

人信息，则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即使没有保密方面的专门约定，但根据合同法

第六十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仍应为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保密，如不当泄露个

人客户信息，则极有可能承担违约责任。除此以外，金融机构如果因违反客户个

人信息保密义务，侵害了客户隐私权，根据侵权责任法还可能被要求承担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

◆明晰行政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储蓄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

规对违规泄露客户个人信息行为均有明确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国银监会行政处

罚办法》，银行不当泄露客户个人信息可能受到的行政处罚包括以下两类：一是

对银行单位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金融许可

证等；二是对责任人员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取消董（理）

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

行业工作等等。

◆明晰刑事责任
为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刑法进一步加大了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行为的处罚力度。2015年11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同时规定了出售或者非法提

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犯罪。如果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业务发展过程中，为营销客

户、获取存款或者其他目的，未经客户授权，不当提供客户个人信息，就极有可

能违反上述刑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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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审计记录机制是对
非法外泄重要的技术审查手段

◆数据库操作行为记录
采用数据库审计专用设备对多种国内外主流数据库类型，采用旁路镜像或者

软探针方式采集数据，经过通信协议解析和SQL语法分析，获取数据库会话和操

作行为相关信息形成记录，保存信息日志。系统详细记录每次操作的发生时间、

数据库类型、源MAC地址、目的MAC地址、源端口、目标端口、数据库名、用户

名、客户端IP、服务器端IP、操作指令、操作返回状态值。

◆数据库操作行为审计
对数据库操作行为进行全面的审计，包含操作风险审计和会话事件审计。在

此基础上实现多维的访问分析、语句分析和会话分析进行问题追踪。通过对数据

库审计策略的制定，建立数据库操作的风险特征与审计行为的映射规则，审计引

擎根据制定的审计规则对捕获的SQL语句进行专业的SQL语法分析,并根据SQL行

为特征和关键特征，实现高效而精准的审计分析。

◆审计策略建立
审计策略基于审计黑白名单、模板语句、风险操作、SQL注入和数据库漏洞

等几个维度进行设置，其中：

◆◆ ◆审计黑白名单

黑名单等同于禁止规则，针对特定的用户、访问终端、访问方式进行设置；

白名单等同于信任规则，针对指定的语句、操作设置放行忽略风险审计

操作。

◆◆ ◆模板语句规则

系统对数据库操作语句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语句模板，用户可以将语句模板设

置成敏感语句或者信任语句规则，其中：

敏感语句：从安全性及执行性能等方面归纳出SQL常见的敏感语句；

信任语句：正常数据库访问语句设置为信任语句，可有效提升审计效率。

◆◆ ◆风险操作

系统预置风险操作判断规则，用户可启用、停用、编辑和调整优先级；另

外，用户也可以通过选择风险操作特征进行组合新建自己的风险操作规则。

◆◆ ◆SQL注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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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预置数据库SQL注入判断规则，用户可启用、停用和调整优先级。另

外，用户也可以通过选择SQL注入特征进行组合新建自己的SQL注入规则。

◆◆ ◆漏洞攻击检测

系统基于CVE上公开了2000多个数据库安全漏洞，进行漏洞攻击行为研究，

预置漏洞攻击检测判断规则库，用户可启用、停用和调整风险优先级。

审计动作定义

通过规则设置对各类数据库操作访问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对操作行为按照审

计规则打上风险等级标签，其中风险等级标签分为：免审计、高风险、中风险、

低风险四类。对网络中的异常数据库操作行为及时进行告警响应，实时显示告警

信息并记录存储。告警信息可通过邮件或短信方式在通知管理员，以确保管理员

在第一时间发现用户对数据库的违规操作。

附录：关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律法规的发展历程

金融是一个数据化、数字化高度集中的行业，在个人市场和企业市场的等金

融业务领域，需要大规模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因此逐渐产生了个人信息保护的

方方面面的迫切需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陆续续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都

涉及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内容。

1995年5月制定、2003年12月修订、2015年8月29日第二次修订的《商业银

行法》在第三章“对存款人的保护”中规定：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

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

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建立了金融机构为存款人保密的法

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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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施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2006年10月制定的《反洗钱法》要求，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身份

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客户身份资料发生变更的，应

当及时更新客户身份资料。客户身份资料在业务关系结束后、客户交易信息在交

易结束后，应当至少保存五年。金融机构破产和解散时，应当将客户身份资料和

客户交易信息移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定的机构。

2006年11月制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2007年6月制定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

管理办法》

2010年6月制定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2011年1月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

2012年3月发布《关于金融机构进一步做好客户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

通知》

2012年12月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013年3月15日起施行的《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向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提供或者查询信息的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因

过失泄露信息；未经同意查询个人信息或者企业的信贷信息。对信用信息进行采

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并对违法

收集、查询、使用信用信息的行为规定了比较严厉的行政处罚。

2017年6月1日实现的《网络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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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规则，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

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

的个人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从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角度上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进

行立法，并与行业规定进行互补互认，让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得到全面提升。

2018年5月1日，国家标准GB/T◆35273-2017◆《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

范》的发布是首个关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国家级参考标准规范，让个人信息保

护定义和范围有了清晰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章：《中国农村金融》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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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数据安全防护之道
金融事业部 张龙飞

热点事件

2019年4月22日，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简称“B

站”）的网站后台工程源码疑似被上传至GitHub，并且其中包含大量用户名密码

信息，之后官方回应：确认该部分代码属于较老的历史版本，网站已经执行了主

动防御措施，确认此事件不会影响到网站安全和用户数据安全。受该事件影响，

B站盘前股价跌超4%。而本次事件的源头是内部员工所为还是外部恶意入侵所

致，还暂时无从知晓。

2019年4月29日，网传“大疆前员工泄露公司源代码致公司损失百万”，后

经大疆公司官方证实：前大疆员工在负责农业无人机管理平台和农机喷洒系统◆2◆

个模块的编码开发开发时，将模板代码上传至GitHub网站的“公有仓库”，造成

了源代码泄露。尽管大疆公司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但该次事件依然给大疆造

成经济损失116.4万元人民币。

而早在2018年2月，苹果遇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iOS◆9源

代码被泄露至GitHub，据报道该事件的元凶为“苹果的前实习生”，该事件也引

起了公众对苹果手机安全问题的担忧。

焦点问题

在网络安全行业的风向标-全球信息安全盛会RSA大会上，“数据安全”从

2016、2017到2018蝉联三年RSA热词榜冠军，可见“数据安全”早已成为大家共

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2019年RSA最新发布的《2019数据隐私和安全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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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大量高调数据泄露事件的强烈反应暴露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潜在风险：

失去客户信任。数据安全已成为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数据为王”的时代，源代码、客户信息、财务数据等作为企业的数

据资产，一旦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甚至是信任危机等影响无法估量，

数据安全也已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要素之一。

“数据安全”蝉联三年RSA热词榜冠军

对于数据安全，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总结提出了企业面临的三大

挑战：

1、在当前全球数字化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期，企业的业务发展开始依赖

于数据资产带来的金融机会，但同时企业缺乏对数据相关金融风险、负债规模和

范围进行评估的意识或能力。

2、企业数据资产无论是存储在本地还是在公共云，数据资产被使用的速

度，数据资产的规模、种类和价值都在不断增长，导致数字化业务投资决策的复

杂性和风险也急剧增加。

3、在风险敞口增加的同时，企业由于缺乏将数据的投资和安全性进行整合

的业务策略，将减少企业数据变现和价值创造的机会。

针对上述挑战，Gartner提出应用数据安全治理框架来识别安全威胁、监管

合规以及安全事件造成的业务风险，并对每个数据集合使用Gartner财务数据风险

评估的决策矩阵，来指导企业进行合理的风险缓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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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DSG）框架

防护之道

绿盟科技结合客户的数据安全防护需求，对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分

析总结出了一套完整又科学的数据安全治理方法：“知”、“识”、“控”、

“察”。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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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分析政策法规、梳理业务及人员对数据的使用规范，定义敏感

数据；

◆◆ 识：根据定义好的敏感数据，利用工具对全网进行敏感数据扫描发现，

对发现的数据进行数据定位、数据分类、数据分级。

◆◆ 控：根据敏感数据的级别，设定数据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可用范围，利用

规范和工具对数据进行细粒度的权限管控。

◆◆ 察：对数据进行监督监察，保障数据在可控范围内正常使用的同时，也

对非法的数据行为进行了记录，为事后取证留下了清晰准确的日志信息。

绿盟科技将数据安全治理方法：“知”、“识”、“控”、“察”应用于实

际项目中，利用咨询服务发现数据风险，通过产品落地实现对数据的可视化监控

和风险点排除，及时预警、阻止对数据的非法使用行为，最后对数据进行持续运

营服务，让数据始终处于被监控的安全状态，当有新的业务上线时，可根据此数

据治理方法快速的实现针对新数据的安全监控，从而实现针对企业数据资产的全

生命周期安全防护。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③	小心代码变“开源”，信息防护要这样做》	绿盟科技公众号
②《Gartner研究|数据安全治理与财务风险评估关联模型》	安华金和公众号
③《重磅推荐|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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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敏感数据泄露安全评估方法浅谈
金融事业部 姚兴

1. 概述

在古代，人们只要藏住自己的名字与八字、店铺只要收好独家的秘方，就

能保得“信息”安全；而随着电话、银行卡、邮箱等事物被不断的发明，人、企

业、乃至国家需要保管的信息数据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要。也正是因为看中了

这些数据的价值，不法分子攻击网站、机构，并窃取其储存私密信息的事件愈发

频繁。

2018年国内疑似数据泄露事件：

◆◆ 5月◆◆国内黑客成功入侵快递公司后台并盗近亿客户信息

◆◆ 6月◆◆A站受黑客攻击◆近千万条用户数据外泄

◆◆ 6月◆◆圆通10亿条快递数据在暗网上兜售

◆◆ 8月◆◆浙江省1000万学籍数据在暗网被售卖

◆◆ 8月◆◆华住旗下酒店5亿条信息泄露

◆◆ 9月◆◆顺丰疑似泄露3亿条物流数据

◆◆ 10月◆◆国泰航空940万乘客敏感信息外泄。

◆◆ 12月◆◆陌陌数据外泄

◆◆ 12月◆◆“春节抢票”导致信息泄露

经历近年频发的各种信息安全事件，个人隐私、敏感用户信息、业务数据非

法买卖等不同程度的数据泄露事件再次给各金融机构敲响警钟，敏感数据安全已

危及到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金融机构如何做好数据保护工作成为信息安全发展

道路上一个尖锐的话题。而如何对敏感数据进行安全评估工作，通过什么方法进

行安全评估？这些问题成为每个金融机构在安全评估中的重要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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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生命周期

根据国际权威调研机构Gartner《关于2013-2020年间信息安全发展方向的

预测（Prevention◆Is◆Futile◆in◆2020:◆Protect◆Information◆Via◆Pervasive◆Monitoring◆

and◆Collective◆Intelligence）》中提到“2020年，我们需要向以信息为中心和以

人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转变，再结合内部普遍监控和安全情报分享，才能确保企业

安全。”

3.1 向以信息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转变（来自Gartner调研报告）

考虑典型的◆IT◆堆栈（参见上图）。2020◆年，企业◆IT◆部门将不再掌控设备，

在使用基于云的服务时，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控制最终用户使用的网络、服务

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2020◆年，IT◆部门可以真正直接控制的还剩下什么？答

案是信息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必须成为信息安全战略的焦点。

这是一种朝向信息安全的基础的回归，因为信息安全的目标始终是保护信息

的机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和实用性，以及保护对信息的访问。对于许

多企业来说，对设备、应用程序和服务器的控制和加锁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为了实现保护信息的目标，我们利用设备所有权，通过加锁和控制来保护信息。

但是，这会把加锁、所有权和控制等同于信息安全，将手段与最终目标混为一

谈。所有权和严格控制代表着信任。在未来，当◆IT◆部门越来越无法掌控或控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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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使用或发送时，人们就需要使用新的信任模型。信息安全战略需要从自下而

上的设备和以网络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为自上而下的以信息为中心的战略，且该

战略注重信息本身（参见下图）。

3.2 信息生命周期
信息生命周期是指信息数据存在一个从产生，到被使用、◆维护、存档，◆直

至删除的一个生命周期。

一般说来，◆从管理的角度而言，信息数据的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

◆◆ 产生

◆◆ 传播

◆◆ 使用

◆◆ 维护

◆◆ 归宿(存档或删除)

产生阶段指信息数据从无到有的起源。信息数据可以是企业内部的某一个

或某些人员创立的，也可以是从外部接受的，◆还可以是信息系统本身运行所产

生的。例如，各种来往商业函件、◆计算机系统的输入输出、员工编写的各种报

告、◆报表、统计数据等。

传播阶段是指数据一旦产生后，◆按照某种方式在企业内部或外部进行传递



安全月刊  /  2019.11138

数据治理

并到达最终用户手中的过程。

使用是指在信息到达最终用户手中后对数据进行的分析、统计和以其为基础

进行的商业、◆政治和道德决策。

维护是指对信息的管理，◆这种管理包括存放、◆读取、◆传输、◆拷贝、◆备

份等。

归宿是指对已经使用过的信息进行最终处理。这种最终处理可能是存档，例

如对各种法律法规要求存档的文件进行最后归档，◆也有可能是删除。对于使用过

且不再需要的信息可以进行此种处理。例如对个人Email邮件的处理。其中，存

档时间的长短依赖于该信息的法律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商业价值、◆军

事价值和政治价值。

这五个阶段的关系【如图】所示。

3. 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方法

根据信息生命周期理论，以数据（信息）为核心，充分考虑信息生命生命周

期的五个阶段，即产生、传播、使用、维护、归宿(存档或删除)的特征，对各阶

段所遭受的威胁进行建模，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相应威胁进行验证，从而更加充分

的验证技术漏洞、逻辑缺陷及管理缺失，全面评价系统的安全状况。

对于新建系统，除考虑基础数据保护措施外，我们偏重采用威胁建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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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数据泄露的风险可能性，以此来制定最佳的解决方案；对于现有系统，我们

则偏重使用基于数据流程分析的数据泄露风险评估方法，以此来制定最佳的解决

方案。

基于以上两种情况，下图是对信息系统进行基于信息生命周期安全评估的一

般性实践思路。

从上图可知，大致可以分为数据分级分类、数据流图分析、数据使用分析、

数据维护分析，到最后数据归宿分析的数据安全评估方案。

3.1 数据分级分类
首先，需要对现有系统内数据信息进行分级分类，明确要保护的数据对象，

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是要保护的。数据的分级分类可以结合自身业务从“数据价

值”和“敏感程度”两个角度思考。数据价值一般需要考虑业务关联性和业务收

益影响；敏感程度一般需要考虑内部保密要求和数据泄露对客户造成的影响。

数据分类分级的目标为调研系统承载的数据，区分普通数据和敏感数据，确

定敏感数据和敏感性级◆。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步骤：

◆◆ 收集相关管理制度，掌握系统管理措施；

◆◆ ◆收集系统设计文档，掌握系统组成、组网结构、功能架构、数据模型等

资料；

◆◆ 通过访谈，掌握系统维护人员、使用人员的岗位、角色和职责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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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访谈，掌握系统承载的数据类型、价值和机密程度等信息

数据价值判断依据

◆◆ 根据敏感性分级定义，将敏感数据分级分类。

敏感数据分级原则

保密要求 具体要求

高 严格受限、机密信息、限制级

低 内部信息、秘密、授权级

无 对机密性无要求，赋值为公开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结果为对系统承载的所有数据类型有清晰的了解，并对其

中的敏感数据进行区分和敏感性分级，系统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详细内容得到了

明确。

数据安全级别

数据保护应针对安全级别为1、2、3级的数据进行保护和安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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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机构，以下信息是重点需要关注的敏感信息举例：

序号
分类

一类主题 二类主题

1 个人身份信息

个人基本资料

个人证件信息

个人教育工作信息

2 个人财务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个人账户信息

个人信用信息

个人金融交易信息

3 网络身份认证信息
个人身份标识信息

身份鉴别信息

4 其他个人信息

用户画像相关信息

违法犯罪信息

其他个人信息

5 企业基本信息

注册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

企业征信信息

6 企业经营信息

企业财务信息

企业投资信息

企业融资信息

7 其他企业信息
违法犯罪信息
其他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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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流图分析
其次，需要进行数据流图的梳理，明确在现有系统内外，数据产生到最终销

毁的全过程中，数据操作的交互活动和数据的存在状态。数据操作的交互活动一

般会包括创建、读取、修改和删除；数据的存在状态一般会包括使用、传输和存

储。通过分析数据生命周期的各流程数据操作交互活动和数据存在状态，能够更

准确的识别数据的每个细节。

数据信息的一般性生命周期

根据上述数据的生命周期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涉敏业务的数据流向及

业务流向，其目的为通过梳理业务流和数据流，识别分析出敏感数据在生命周期

各过程的存在形式，以及明确可接触到这些敏感数据的人员。

业务梳理步骤：

◆◆ ◆标识资源，找出需要保护的资源，例如：用户信息，交易信息，审计日

志等。

◆◆ ◆调研业务过程，确定敏感数据的生成、获取、分析、处理、存储、搜

索、消亡等各过程的状态。

◆◆ ◆调研业务过程，确定敏感信息生命周期相关数据操作和维护人员，明确

其岗位和职责。

◆◆ ◆通过设备对流量镜像进行分析及人工调研确认的方法，梳理出相关业务

系统中敏感数据的流量流向图，进而为防护方案提供相应依据

◆◆ 分析体系结构

确定应用程序功能

确定应用程序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利用和访问资源的。记录用例，帮助您和

其他人理解应该如何使用应用程序。这还有助于您推断出误用应用程序的情况。

用例在一定的环境中实现应用程序的功能。

确定体系结构示意图

体系结构示意图说明了应用程序、子系统以及物理部署特点的组成和结构。

根据系统的复杂性，您可能需要创建重点处理不同区域的其他示意图，如模拟中

间层应用程序服务器体系结构的示意图，或模拟与外部系统进行交互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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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示意图示例

确定技术

明确应用程序中使用了哪些技术，这将有助于关注技术特有的威胁，并使用

恰当的方法消减威胁。

相关定义如下：



安全月刊  /  2019.11144

数据治理

实际数据流图的举例：

3.3 数据使用分析
结合数据使用过程（分析、统计和以其为基础进行的商业、◆政治和道德决

策）的分析，通过受攻击面分析（Attack◆surface◆Analysis）和威胁建模（Threat◆

Modeling）两个主要手段，对业务的进行数据流层的呈现和分析，利用STRIDE模

型将数据流以及其要素转化成威胁在应用系统的立足点。

◆◆ 受攻击面分析

受攻击面是指应用软件任何可被人或其他程序访问的部分。而针对其进行分

析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应用和数据暴露在不可信用户面前的数量。受攻击面将会定

位各类数据的进入点，如网络输入/输出，文件输入/输出等，同时更进一步针对

进入点的数据类型、信道和协议、访问方法和权限进行尽可能完备的分析，为后

续的威胁建模奠定基础。以下是典型的受攻击面分析对象：

文件格式：如TXT、PDF、JPG等

协议：如HTTP、telnet、ssh等

方法和动作：增删改查，如针对HTTP，如GET、POST、PUT、HEAD、◆

OPTIONS、TRA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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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分析方式优劣势分析

威胁分析方式 核心思想 优势 / 劣势

风险评估
以资产为核心，考虑攻击
者可能危及这些资产安全
的方式

不适用于软件或者系统的需求
和设计阶段，导致改进成本大
幅提升，甚至难以操作

渗透测试
以攻击者为核心，通过对
攻击者能力的了解推演出
对他们可能的攻击方式

以点代面的分析方式，对安全
状态的改进效果有限

威胁建模
以结构化建模的方式，从
组件的环境和功能出发，
定位攻击者的立足点

基于设计的分析方法，对威胁
进行全面、成本可控的分析

STRIDE威胁模型如下：

安全要素 威胁 定义

认证 身份假冒
伪装成某对象或某人

Authentication Spoofing

完整 篡改
未经授权修改数据或者代码

Integrity Tampering

抗抵赖 抵赖 拒绝执行他人无法证实也无法反
对的行为而产生抵赖Non-repudiation Repudiation

机密 信息泄露
将信息暴露给未授权用户

Confidentiality Information◆Disclosure

可用 拒绝服务
拒绝或降低有效用户的服务级别

Availability Denial◆of◆Service

授权 特权提升
通过非授权方式获得更高权限

Authorization Elevation◆of◆Privilege

◆◆ 威胁建模

威胁建模的核心是根据业务功

能确定和了解各项业务功能的风险，

详细了解每个业务功能实现背后的威

胁和可能的攻击，推进开发团队业务

实现的基础上融入安全功能，使风险

管理的决策更加与业务过程相协调。

威胁建模是基于STRIDE威胁模

型进行威胁分析的结构化方法，与传

统针对资产的风险评估不同的是，威

胁建模不仅可以对已上线系统进行威

胁评估，同时更适用于处于设计阶段

的软件与系统。而相对渗透测试式的

威胁呈现方式，威胁建模在参与人员

广泛度、完备性和成本控制上更具优

势，三者的比较可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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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在威胁建模过程中数据流图（DFD）呈现

通过数据流图的元素识别STRIDE威胁：

3.4 数据维护分析
基于数据维护的方法，结合维护（包括存放、读取、传输、拷贝、备份等）

进行威胁验证及威胁削减，进而形成相应闭环。

◆◆ 威胁验证

根据对数据维护进行分析，结合威胁分析，对现有控制点进行测试，其中测

试包括技术测试及安全管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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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元素 威胁 控制项 控制点

用户

身份假冒◆Spoofing 认证◆Authentication

口令管理

帐号管理

敏感信息访问管理

抵赖◆Repudiation 抗抵赖◆Non-repudiation 审计

信息泄露◆Information◆Disclosure 机密◆Confidentiality 保密协议

系统应用平台◆
（处理过程）

身份假冒 Spoofing 认证◆Authentication 帐号管理

篡改◆Tampering 完整性◆Integrity 校验

抵赖◆Repudiation 抗抵赖◆Non-repudiation 敏感信息操作审计

信息泄露◆Information◆Disclosure 机密◆Confidentiality 敏感数据防护

权限提升◆Elevation◆of◆Privilege 授权◆Authorization 权限最小分配

数据存储

篡改◆Tampering 完整◆Integrity hash 机制

抵赖◆Repudiation 抗抵赖◆Non-repudiation 水印

信息泄露◆Information◆Disclosure 机密◆Confidentiality
测试数据管理

敏感数据防护

数据流（边界）

篡改◆Tampering 完整◆Integrity 防嗅探

信息泄露◆Information◆Disclosure 机密◆Confidentiality 敏感数据防护

权限提升◆Elevation◆of◆Privilege 授权◆Authorization

安全域管理

开发测试环境管理

访问控制策略管理

接口管理规范

◆◆ 威胁削减

决定如何减轻你已经标识出的威胁。首先根据STRIDE威胁类型确定控制措

施，对于每一种消减机制，我们采用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技术来实现目标。

常见消减技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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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类型 消减机制 控制措施

假冒 认证 身份认证

篡改 完整性 哈希校验、访问控制

否认 非否认性服务 数字签名、安全审计

信息泄漏 保密性 数据加密、访问控制

拒绝服务 可用性 资源配额、访问控制

特权提升 特权 授权

3.5 数据归宿分析
最后，根据数据归宿分析及对前4步的分析结果，对可接受和转移的风险，

可以不采更多的数据保护措施；而对于需要规避和减低的风险，则要更加重视，

提出详细的解决方案，指导数据保护建设工作。同时，在数据保护建设长期工作

中，还要进行定期的类似评估，使得这项工作不断的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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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 2.0 的变化在哪里？
解决方案中心 孙昌卫

5月10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2.0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制度，作为国家网络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国家网络安全保障工作，提升

网络安全保护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等级保护2.0时代的重要标志

1.◆《网络安全法》全面施行，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提升到法律保障

层面。

2.◆公安部发布《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制定中），从法规层推进实施国

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3.◆网信办发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制定中），加强国家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

4.◆为了解决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问题，等级保护系列标准进行了修订。

等级保护系列标准



2019.11  /  安全月刊 151

体系建设

二、等级保护2.0的整体变化

1.等级保护2.0法律地位明显提升，监管对象更加广泛。将重要网络基础设

施、重要信息系统、云计算平台、物联网、工控系统、大数据平台、公众服务平

台等全部纳入等级保护监管，并将互联网企业纳入等级保护管理。

2.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措施进一步完善。将风险评估、安全监测、预警通报、

应急演练、自主可控、供应链安全等重点措施纳入等级保护制度实施。

3.等级保护2.0下，定级对象的安全等级确定更加科学。根据《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对拟定为第二级以上的网络，其运营

者应当组织专家评审；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应当在评审后报请主管部门核准。跨

省或者全国统一联网运行的网络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拟定安全保护等级，统一组

织定级评审。

定级流程

4.定级矩阵发生了变化（黑色加粗字体是较1.0变化的部分，◆ 1.0是第

二级）。

定级要素与等级的关系（定级指南-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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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备案机关进行了调整。《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

十八条规定，第二级以上网络运营者应当在网络的安全保护等级确定后◆10◆个工

作日内，到县级（之前是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

6.等保2.0下的等级测评发生了变化，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

见稿）》第二十三条规定，第三级以上网络的运营者应当每年开展一次网络安全

等级测评（修改了43号文对第四级信息系统应当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等级测评的

要求）。

7.等级保护2.0时代，以保护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为重点。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在等级保护第三级（包括第三级）以上的保护对象中确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等级保护的关系

8.等级保护2.0下的安全建设，需要考虑建立可信验证机制，可参考安全等级

实施可信验证。

不同安全等级的可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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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的变化

1.◆标准名称的改变

基本要求名称由原来《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最终改为《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与网络安全法保持一致。

2.◆基本要求结构发生了变化，突出了“一个中心，三重防护”。

原基本要求中各级技术要求的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安全、

数据安全及备份恢复，修订为安全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

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原各级管理要求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机构、

人员安全管理、系统建设管理、系统运维管理，修订为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

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建设管理、安全运维管理。

技术要求的变化

管理要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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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等级保护安全要求发生了变化

新基本要求分为安全通用要求和安全扩展要求。安全通用要求是不管等级保

护对象形态如何必须满足的要求，针对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和工业控制系

统提出了特殊要求，称为为安全扩展要求。

基本要求结构

4.◆修订后的基本要求，安全通用部分整体要求项减少，标准更加利于实施。

5.◆安全通用要求分析解读（黑色加粗字体是第三级增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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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全通信网络是针对通信网络提出的安全控制要求。主要对象为广域网、

城域网和局域网等。

7.◆安全计算环境是针对边界内部提出的安全控制要求，主要对象为边界内部

的所有对象，包括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服务器设备、终端设备、应用系统、数

据对象和其他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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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全管理中心是针对整个系统提出的安全管理方面的技术控制要求，通过

技术手段实现集中管理。

9.◆恶意代码防范措施随着安全保护等级增强。第三级的恶意代码防范有两

种选择，在不具备可信验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他技术措施（例如：主机防病

毒、EDR等）进行恶意代码防范。

10.◆第三级的可信验证要求是在应用程序的关键执行环节进行动态可信验

证，在可信验证遭受破坏后进行报警，并将审计记录上传到安全管理中心。

绿盟科技已发布等级保护

2.0系列解决方案，相关咨询请

联系绿盟科技各分公司、办事处

的相关人员或拨打咨询热线：

400-818-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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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之 
云计算扩展要求要点梳理

金融事业部 廖军

云等保涉及概念定义

云计算：云计算本质是一种服务模式，是指通过网络提供计算资源服务的模

式，在该模式下，用户按需动态自助供给、管理各类计算资源。

云服务方：云计算服务的供应方，如各类公有云、行业云的服务商；

云租户：租用或使用云计算资源的客户；

云计算平台：云服务方提供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及其上的服务软件的集合；

云环境系统：云租户在平台之上部署的软件及相关组件的集合。

而云计算平台和云环境系统共同组成了云计算环境；

云计算的服务模式：
云计算分为三种云服务模式：IaaS、PaaS、SaaS；

前言

目前，云计算技术在国家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原有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体系中标

准的适用性提出挑战，防护措施、实

现方法和测评方法都将有所不同。因

此，根据云计算环境中的新增安全威

胁和主要防范手段，在《信息安全技

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第1部

分：安全通用要求》进行了扩展，形

成了云计算安全扩展要求（以下简称

“云等保”）。◆

本文将对云等保涉及的相关概

念、云环境下责任归属、云等保定级

/备案的相关要求、建设流程和建设

要点进行全面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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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等保的责任归属

在不同的云计算服务模式中，云服务方和云租户拥有不同的控制范围，

控制范围则决定了安全责任的边界。

这里列举了不同服务模式下云服务方和云租户的安全责任；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
云服务方向云租户提供可动态

申请或释放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

网络资源等基础设施的服务模式

PaaS 平台即服务
云服务方向云租户提供应用软

件所需的支撑平台，包括用户应用程

序的运行环境和开发环境，供云租户

在此基础上开发和提供相关应用的服

务模式；

SaaS 软件即服务
云服务方向云租户提供运行在

云基础设施之上的应用软件的服务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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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等保的定级要求：
在云计算环境中，应将云服务方侧的云计算平台单独作为定级对象定级，云

租户侧的等级保护对象也应作为单独的定级对象定级。

而对于大型云计算平台，应将云计算基础设施和有关辅助服务系统划分为不

同的定级对象。

同时云计算平台不承载高于其安全保护等级的业务应用系统；

云等保的备案要求：
云系统由于部署在各类云平台上面，而云平台的实际物理地址往往和云租

户不在同一地址，大型云平台还有许多物理节点，很难确定云平台的具体物理地

址；对于云租户来说，应当在云租户云环境系统实际运维团队所在地市网安部门

进行系统备案，因为这样方便属地公安对系统进行监管。

云等保的建设流程：
我们梳理了云等保的整个流程，并给出了各个角色的职责和阶段任务。

其中对于云服务商，一方面需要对自己的云平台进行定级、备案、建设整

改、测评等一系列流程，还需给云租户提供必要的支撑，包括云服务商安全资

质、通过测评的证明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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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等保的建设要点：

物理位置的要求：
前面也提到，对于大型云计算平台，很难确定云平台的具体物理地址，虽

然按照云计算的定义，云客户（云租户）通常不必知晓和控制资源的确切物理位

置，但应能够在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上（比如说国家、州或者数据中心）指定资

源位置。

在云等保中也明确要求：

基础设施位于境内：云计算基础设施位于中国境内；

数据存储于境内：云等保数据保密性要求从二级开始加入“确保云租户账户

信息、鉴别、系统信息存储于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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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安全的要求：
云平台的安全是云计算环境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云等保对于云平台的安全

要求，总结有三点：

1、◆满足等保安全通用要求：云计算基础设施、云管理平台（云操作系统，

Hypervisor◆）的组件自身安全应遵循《安全通用要求》；

2、◆需做好身份鉴别和权限控制：登录云管理平台（◆Hypervisor）等的管理

用户进行相应等级的身份鉴别，确保云平台运维管理员和云服务管理员权限分离

3、◆远程管理实现双向的身份验证：登录云管理平台（◆Hypervisor）等的管

理用户进行相应等级的身份鉴别，确保云平台运维管理员和云服务管理员权限

分离；

资源隔离的要求：
云计算运用了虚拟化等技术将资源量化进行重新分配并交付给用户，资源的

有效隔离非常重要，之前影响全球的Intel处理器Meltdown及Spectre漏洞在云环

境下就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云等保对于云计算环境下资源隔离的要求，总结如下：

1、应对虚拟机逃逸行为进行检测和告警；

2、禁止虚拟实例直接访问宿主机上的物理硬件；

3、不同虚拟机之间的虚拟CPU指令隔离；

4、应保证分配给虚拟机的内存空间仅供其独占访问；

5、应根据云租户业务系统的重安全等级划分网络安全区域并设置区域间访

问控制规则；

6、应保证云平台管理流量与云租户业务流量分离；

7、应保证虚拟机仅能迁移至相同安全保护等级的资源池

访问控制
1、依据访问控制策略控制虚拟机之间访问；

2、实现云平台管理用户权限分离机制，为网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建立不

同账户并分配相应的权限

3、确保只有在云租户授权下，云服务方或第三方才具有云租户数据的管理

权限

4、云计算平台应提供开放接口或开放性安全服务，允许云租户接入第三方

安全产品或在云平台选择第三方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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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与监控
1、审计按职责划分执行应根据云服务方和云租户的职责划分实现各自控

制部分的集中审计

2、审计云服务方所有操作应保证云服务方对云租户系统和数据的操作可

被云租户审计

3、全面审计等保2.0对安全审计提出了全新要求，审计需覆盖到每个

用户，对重要的用户行为和重要安全事件进行审计；在云等保中也不例外，

要求安全审计应可以监控到所有虚拟机之间、虚拟机与宿主机之间的通信

流量。

4、支持第三方审计应为安全审计数据的汇集提供接口，可供第三方

审计；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是网络安全永恒的话题，云计算环境中数据存储在云平台中，

对数据的感知、迁移及数据保密性、可用性、完整性都有更高层次的要求：

1、用户可感知

应提供查询云租户数据及备份存储位置的方式；

2、用户可迁移

应保证云租户业务及数据能移植到其他云平台或者迁移到本地信息

系统；

3、虚拟机安全

确保虚拟机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保护和信息防泄漏

4、镜像安全

对虚拟机镜像文件进行完整性保护，可检测到非授权修改；

5、快照安全

对虚拟机快照文件进行保密性保护

安全管理
1、应根据业务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选择能够提供相应安全等级保护能力

的云服务商；

2、应以书面方式约定云服务商的权限与责任，包括管理范围、职责划

分、访问授权、隐私保护、行为准则、违约责任等；

3、签订服务水平协议SLA和签订隐私保护协议，并可向第三方提供相关

证明。

云等保测评要点：
传统系统在进行等级保护测评

时依据《安全通用要求》，云系统依

据《安全通用要求》+《云计算安全

扩展要求》，在测云服务方的云计算

平台上的定级系统时，应选择全部

《安全通用要求》+《云计算安全扩

展要求》中适用于云计算平台的部分

指标；在测云租户业务应用系统时，

应选择◆全部《安全通用要求》+《云

计算安全扩展要求》中适用于云租户

业务系统的部分指标。也从机制上鼓

励云服务方努力加强云平台自身的安

全防护，也使得云租户在选择云平台

的时候不要只考量经济成本，尽量选

择安全防护更好的云计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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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金融机构私有云安全资源池建设
金融事业部 王志辉

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虚拟化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演进，云计算技术

在金融领域应用逐渐深入，促进了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的改进和

变革。

金融领域云计算部署模式主要包括私有云、公有云（行业云）以及尤

其组成的混合云。金融机构应秉持安全优先、对用户负责的原则，根据信息

系统所承载语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敏感性、发生安全事件时的危害程度等，

充分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谨慎选用与业务系统相适应的部署模式。云

计算技术作为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各大金融集团通过金融科技输出的模式

纷纷布局行业金融云，典型的包括：阿里金融云、建行云、平安云、招银云

创、数金云等。根据2018年人民银行发布的《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技

术架构》中的要求：对于支持关键业务功能、发生安全事件时对金融机构及

其用户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业务系统，金融机构在自身技术能力允许的条件

下，应优先采用私有云部署模式。本文重点说明，金融机构私有云部署模式

下的安全解决方案。

《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安全技术要求》提到云计算安全框架由基

础硬件安全、资源抽象与控制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安全管理功能以

及可选组建安全组成。云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共同实现安全保障。金融机构

是金融服务的最终提供者，其承担的安全责任不应因使用云服务而免除或

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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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金融机构私有云的安全需求主要来自三方面1、传统安全威胁，例

如DDoS◆攻击、僵木蠕威胁、业务系统威胁、主机威胁、恶意代码病毒等◆2、云

计算技术引入新的安全威胁：云服务方和云租户安全责任、云平台与租户业务系

统的合规满足、云技术带来的云内安全等3、自身安全需求：不同客户自身管理

模式、业务模式等特色安全需求。

针对以上安全需求，笔者总结了业界主流的云中心安全解决方案，具体

如下：

云中心安全建设模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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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云中心外部边界安全

正如上述所说，云中心依然面临传统数据中心存在的安全问题，云中心互联

网边界承担了整个数据中心进出流量的关键区域，传统的边界安全防御手段依然

需要而且必须，需要具备基本防护能力：防攻击、防入侵、防病毒。

②◆安全资源池方案（NFV）

NFV技术最早是运营商未来加速部署新的网络服务，降低专用网络设备高昂

成本而采用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NFV）技术。该技术使网络设备功能不再依赖

于专用硬件，资源可以充分灵活共享，实现新业务的快速开发和部署，并基于实

际业务需求进行自动部署、弹性伸缩、故障隔离和自愈等。现在网络安全厂商将

NFV应用到网络安全架构，利用虚拟化技术基于服务器部署安全资源池，把传统

网络安全设备（L4-L7）转化为虚拟化网络安全设备，让安全能力与计算、存储和

网络共同具备了虚拟化特性，非常适合于解决云计算环境中的安全风险。

③◆安全虚拟机（无代理）

为解决云中心内部安全，一部分网络安全厂商提出了在虚拟机所在宿主机上

部署安全虚拟机，从虚拟化层对文件、网络和系统数据进行检测，从而实现网络

安全防护，尤其是虚拟网络中东西向流量的防护。因无需再虚拟机内安装客户端

软件，该方案通常被称为无代理方案。

④◆虚拟机代理方案

在云计算环境中，信息系统部署已经从物理服务器转换为虚拟机，部署形态

发生了变化。为此，以主机安全为代表的厂商通过优化和适配，将传统的主机类

安全产品移植到了虚拟机中，快速实现了虚拟机中安装客户端或者代理软件，通

常称这类方案为代理方案。

下面除①方案外，我们来看看云内安全方案②③④方案的对比。

② 安全资源池方案（NFV） ③ 安全虚拟机（无代理） ⑤ 虚拟机代理方案

虚拟化平台耦合性 网络侧引流，松耦合 底层 API 对接，紧耦合 松耦合

安全能力集
FW/IDPS/WAF/ 审计等，全
面而功能强大

以 FW为主，简化版的
IPS/WAF 和网络防病毒

主机安全为主，如：防病毒、
异常行为检测、网络访问隔离

资源占用
不占用虚拟机和宿主机资
源，占用网络资源

占用宿主机资源 占用虚拟机资源

部署及统一纳管 独立部署，统一管理
单节点部署复杂，无法
统一管理

可随虚拟机模板统一部署，支
持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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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作为业界主流的三种云内安全方案，尽管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实现

方案，从不同层面对信息系统进行了安全防护，但单个方案侧重的对象不同，且

与虚拟化平台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防护并不太彻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实际使用过程中，需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案联合部署。

如果要从三种方案中选出一种更适合云环境、可落地的方案的话，显而易

见，安全资源池方案更胜一筹。下面重点描述该方案。

安全服务资源池是采用“SDS软件定义安全”架构把零散的各类安全设备，

通过接口的适配以及上层平台统一调度，把安全设备服务化和管理集中化，通过

丰富的安全服务，帮助客户解决云计算平台和云上业务系统的安全风险和挑战。

典型架构如下：

◆◆ ◆安全资源池化

安全资源池一般由一个独立的高性能硬件平台提供，该平台涵盖了多种虚拟

化的安全能力，通过统一安全管理平台实现按需生成相应的安全设备实例。安全

资源池应支持安全资源的弹性扩展，可以实现业务资源的动态调整，实现灵活和

可靠的安全防护。安全资源池中的安全能力应越多越好，另外建议还应考虑原有

硬件设备的利旧支持和第三方安全能力的纳管支持。

◆◆ ◆流量调度

安全资源池方案中，如何将需要防护流量（南北向或东西向）动态调度到

安全资源池中，是考验方案可落地的重要能力。传统环境中，安全产品主要以盒

子的形态出现，在网络中根据位置不同可以分为透明、旁路、路由等方式。在安

全资源池中，盒子产品演变成了虚拟化形态，在安全资源池内主要以透明模式部

署，一般部署在网络核心交换旁，要发挥安全资源池防护、检测等作用就需要和

业务网络连接起来，即需要“引流”。引流需要选择合适的引流点和引流方式。

引流点一般选在核心交换、路由等位置，因为这里可到达业务网络的各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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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以根据需要对南北向进出的浮动IP进行防护，也可通过隧道建立，对东西向

的IP进行防护和检测。引流方式的选择跟网络环境密切相关，如果是普通交换网

络，一般是在核心交换机上，手动配置配置策略路由，将流量迁移至资源池。如

果网络环境为SDN环境，通常SDN交换机会提供丰富的接口供安全资源池调用，

实现自动化引流。

◆◆ ◆安全服务编排

上一步通过“引流”将需要防护的流量调度到资源池的入口，资源池内部应

根据防护需求，应支持服务编排（服务链），使多种设备进行联动，实现纵深防

御。对安全要求高的还应支持独享安全实例的个性需求。

◆◆ ◆安全服务化

传统方式下，云平台已经部署相关安全设备的，仍然采用工单方式，当用

户有安全需求时，需要通过工单让运维管理人员最终完成配置。这种方式费时且

不够灵活，难以适应云计算快速交付的要求，也无法快速适应当前安全需求的变

化，所以需要像使用云计算其他服务一样，实现安全按需和快速的交付和使用。

同时为满足等保及行业监管要，通常需要提供服务包的方式，来适应不同等级业

务的合规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云等保（等级保护2.0）即将发布，越来越多的金融客户将自己的重要业务

甚至核心业务稳步迁移至云计算环境。云安全问题是所有上云必须要考虑的工

作，如果说单纯的设备虚拟化基本实现了对云环境进行专业安全防护的从0到1

过程，那本文重点讲述的安全资源池通过将安全设备池化为安全能力，为业务提

供无感知的服务，是现阶段可落地的最优方案，安全资源池让安全像服务一样使

用，让安全管理敏捷实现，让安全变为主动防护，让安全能力随需而动。未来，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引入，必然会设计实现更加完善的云安全解决方

案，通过引入安全运营的理念，使云安全进入智能协同时代。

最后一句话总结“云上资产价值决定云上安全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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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解读
金融事业部 俞琛

证监会于2018年12月发布《证

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版

本分七章共六十四条。这份文件作为

行业信息技术监管的法律依据，对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行业信息技

术服务机构都有重要意义。

一、《管理办法》正式版本与征求意见稿的差异

经过比对两者差异，笔者归纳出六个关注点。

关注点一��适用范围覆盖全面

《管理办法》适用对象不仅包含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且囊括为证

券基金业务活动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机构。相较征求意见稿，正式版本补充

中证信息的职能定位，是在证监会指导下制定相关配套业务规则，协助开展

信息技术相关备案、监测、检测和检查等工作。

关注点二��治理理念先进，要求细致

《管理办法》强调必须设立信息技术治理委员会及首席信息官。

经营机构应当完善信息技术运用过程中的权责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信

息技术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自上而下明确公司各层各部门条线的信息技术

职责。

关注点三��确保风险管理有效覆盖

经营机构应当为合规与风险管理部门配备与业务活动规模、复杂程度相

适应的信息技术资源，并建立相应的审查、监测和检查机制。正式版本明确

要求风险管理系统功能完备、权限清晰，能够与业务系统同步上线运行。

经营机构应当定期开展信息技术管理工作专项审计，频率不低于每年一

次，确保三年内完成信息技术管理全部事项的审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信息

技术治理、信息技术合规与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安全管理、应急管理。正式

版本增补要求，经营机构需委托外部专业机构开展信息技术管理工作的全面

审计，频率不低于每三年一次。

关注点四��不断提升数据使用价值

经营机构满足业务需求开展测试工作，允许在必要安全控制措施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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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脱敏数据。正式版本提出开发测试环境使用未脱敏数据的，应当采取与生产环

境同等的安全控制措施。经营机构应当将经营及客户数据按照重要性和敏感性进

行分类分级，并根据不同类别和级别作出差异化数据管理制度安排。在生产环境

开展重要信息系统技术或业务测试的，应对测试流程及结果进行审查。

在开展数据安全管理基础上，需不断提升数据使用价值。正式版本提出经营

机构应当充分挖掘、梳理和分析数据内容，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在业务经营、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中加强数据应用，实现同一客户、同类业务统一管理，充分

发挥数据价值。

关注点五��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经营机构应当根据系统变更、业务变化等情况，持续更新应急预案。根据应

急预案定期组织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应急演练，演练频率不低于每年一次，并确保

应急演练在两年内覆盖全部重要信息系统。

关注点六��明确过渡安排，量化违规处罚

这份文件将于2019年6月1日起实施。各类主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半年内将

已投产的重要信息系统所在机房、证券基金交易相关信息系统等相关情况报送证

监会。《管理办法》量化违规处罚，其中对于公司治理混乱的，内控失效的，可

采取的措施包含责令暂停部分或全部业务、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限制其权利等行政监管措施。

二、经营机构信息安全应对

新符之时，与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人员聊的最多的就是安全规划话题。金融企

业关心最多的仍然是行业监管新要求和专项通知如何在新一年度的安全规划内覆

盖和落地。对于证券基金企业，近期少不了有关《管理办法》解读与应对。依据

证监会、证券业协会发布的多项相关监管要求，结合行业信息安全风险趋势，本

文如下在信息技术安全建设、数据治理、应急处理能力建设方面提出应对思路。

信息技术安全建设—安全域划分、漏洞管理、投产变更、防护能力
首先优化网络结构，定义安全域，采用防火墙进行逻辑隔离，对进出IP地

址、端口等进行严格控制。明晰重要信息系统定义，采取有效漏洞管理措施，减

少高危漏洞数量。以重要信息系统为主线，制定系统投产、变更和下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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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部署抗拒绝服务攻击、网络入侵防护和恶意程序防护措施提高基础安全水

平，进而可适时采取网络全流量分析技术、持续监测与防护等措施，应对高级别

攻击。

理顺系统架构
经营机构进行安全域划分可以帮助理顺网络和应用系统的架构，使得信息系

统的逻辑结构更加清晰，从而更便于进行运行维护和各类安全防护的设计。

简化网络架构复杂度
基于安全域的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工程方法，它极大的简化了系统的防护复杂

度：由于属于同一安全域的信息资产具备相同的IT要素，因此可以针对安全域而

不是信息资产来进行防护，这样会比基于资产的保护更易实施。

简单快速的漏洞处置过程
执行漏洞闭环管理，漏洞修复并验证是漏洞处置过程最重要一个环节。不

仅部署漏扫工具发现漏洞，同时需要引入机制对漏洞进行验证，比如通过资产梳

理掌握自有软硬件资产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再如采取帐号登陆扫描获得漏扫结果

从而降低误报率。建议采用技术平台提供漏洞处置流程，包括确定漏洞加固方法

（补丁、替代措施、漏洞规避）、漏洞修复反馈、漏洞验证发起和结果反馈等。

因为漏洞闭环管理更专注于漏洞管理工作，使得漏洞修复责任人能在第一时间

了解修复任务与工作要求，大大加快整个漏洞修复速度，降低修补过程的专业

门槛。

降低系统投产变更引入的安全风险
经营机构建立系统投产变更内容评审和审批授权机制，在系统上线前采取综

合安全评估，通常包含漏洞扫描、配置检查、渗透测试和代码审计。各项评估发

现的安全问题能够及时得到整改，进而降低系统投产变更引入的安全风险。

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主要依据信息安全策略及行业发展动态，在对信息安全现状进行风险评估、

差距分析的基础上部署安全防护措施，如遵循金融行业等级保护标准三级要求，

需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防御设备、堡垒机和审计类产品。

建立信息安全检测指标及检测机制，企业信息安全人员掌握设备基础操作。

规模较大的经营机构构建态势感知、持续监测、事件回溯等全面安全监测，辅以

第三方驻场值守。

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牢记以重要信息系统为主线，构建合规、适用、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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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基础性标准文件，

于201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一部关

于我国公民个人隐私安全保护重磅技

术标准。虽然《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责任，但完全可以

作为评判企业是否履行了《网络安全

法》中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依据，如

果需要进行处罚，可适用《网络安全

法》中的罚则。依据《个人信息安全

规范》定义，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

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银行

账号、通信记录和内容、财产信息、

征信信息、行踪轨迹、住宿信息、

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14岁以

下（含）儿童的个人信息等。这类信

息一旦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

害人身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

誉、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歧视性待遇

等情况发生。

为了帮助信息安全人员着手开

展数据分类分级，本文列出目前采用

较多的数据安全梳理方法是全生命周

期管理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是一种

基于策略的方法，用于管理信息系统

的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流动，包

含对数据的产生、使用、迁移、清

理、销毁。通过对数据进行整体生命

周期梳理，由此发现数据在各个阶段

的脆弱点及面临的潜在威胁。例如，

金融机构工商银行构建数据分层的数

据架构体系（数据采集层、数据集成

层、指标模型层、管理操作层），运

信息安全技术框架。

数据治理—企业数据文化建设、数据分类分级、数据保护措施
证券业协会2018年一项调研显示，多数证券公司已经在数据治理方面

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建设，大部分证券公司已初步建立了数据治理相关的组织

架构、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对于数据质量的管控机制、制定了公司层面的数据

治理战略规划。合理推测，基金管理公司的数据治理工作也处在相近管理

水平。

据此，提出符合行业现状的四个建议说明如下：

完善企业数据治理架构，推进数据文化建设
良好的组织架构可以理顺各部门间的数据管理协作关系，保障管理机制

有效执行，提供数据管理制度落地实施。主动积极的数据文化能够提升员工

数据安全意识，改变员工工作方式和习惯，从而降低客户资料泄露风险。

2018年11月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数据治理操作指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指引》）。《指引》第五条要求“证券公司应当成立数

据治理的最高议事、决策机构——数据治理委员会”。考虑经营机构实际情

况，可将信息技术治理、数据治理与企业治理统一高度，建议通过扩充信息

技术治理委员会数据治理职能达到合规目的，明确数据角色，在机构中设立

数据治理归口管理部门全局管理执行数据相关工作，并在各业务部门设立数

据治理工作相关的专岗或兼岗。同时，将数据安全风险管控要求纳入到经营

机构现有风险管理体系，约束和规范数据安全管理工作。

完善数据管理制度
借鉴国内同业和国外相关领域的领先实践，建议经营机构编制数据标准

化规范、数据质量管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安全管理要求，以及可供

经营机构落地实施的数据安全评估流程和评估方法。

精细化数据分类分级
金融数据范围广且数据量巨大，现有措施大多为一刀切管理，未对数

据进行精细化分级分类，影响业务价值的体现，同时也影响数据安全保护。

2018年9月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要求经营机构有效

汇总并整理数据范围，建立数据分类体系，明确数据重要程度等级。

经营机构首要防护数据类别是客户数据。《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

规范》（GB/T◆35273—2017）（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是我国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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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将应用系统按

产品线进行划分，并对各产品线的数

据类别进行识别，且明确各类数据的

数据有效期。保障数据安全，促进各

应用系统信息高度共享，充分发挥数

据价值。

有效降低数据安全风险
金融行业由于自身业务及数据

信息的高价值属性，近年来已成为各

类信息安全事件重灾区。如若经营机

构的数据保护措施较薄弱、现有防护

系统未关注数据威胁警示，都将加剧

数据泄漏风险。因而，适当采取数据

防护技术，根据不同类别和级别作出

差异化数据管理。

《管理办法》指出在开展数据

安全管理基础上，需不断提升数据

使用价值。在生产环境开展重要信

息系统技术或业务测试的，应对测

试流程及结果进行审查。本文参考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提供匿名化

（anonymization）方法生成脱敏数

据。匿名化通过对个人信息的技术处

理，使得个人信息主体无法被识别，

且处理后的信息不能被复原（其是指

可再次识别）的过程。

数据治理方面，完善企业数据

治理架构推进数据文化建设，完善数

据管理管理制度，精细化数据分类分

级，进而采用数据防护技术降低数据

安全风险。《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值

得经营机构学习和关注。

应急处置能力建设—达成数据备份能力、建立应急预案、开展
应急演练

达成数据备份能力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信息系统备份能力标准》（JR/T◆0059—2010）（以

下简称《备份能力标准》）是我国金融行业标准，由证监会发布。《管理办

法》提及的信息系统备份能力等级要求引自《备份能力标准》，明确要求达

成数据备份能力和故障应对能力（RTO/RPO）。

等级 数据备份能力 故障应对能力

第一级

1.◆至少每天备份数据一次；
2.◆备份介质应当在本地机房、同城
及异地安全可靠存放；
3.◆每季度至少对数据备份进行一次
有效性验证。

—

第二级

1.◆至少每天备份数据一次；
2.◆备份介质应当在本地机房、同城
及异地安全可靠存放；
3.◆每季度至少对数据备份进行一次
有效性验证。

1.◆信息系统恢复时间目标 RTO
小于 1小时；
2.◆信息系统恢复点目标 RPO◆小
于 5分钟；
3.◆备份系统具有满足业务需求
的处理能力。

第三级

1.◆至少每天备份数据一次；
2.◆备份介质应当在本地机房、同城
及异地安全可靠存放；
3.◆每季度至少对数据备份进行一次
有效性验证。

1.◆信息系统恢复时间目标 RTO
小于 30 分钟；
2.◆信息系统恢复点目标 RPO小
于 1分钟；
3.◆备份系统具有满足业务需求
的处理能力。

第四级

1.◆至少每天备份数据一次；
2.◆备份介质应当在本地机房、同城
及异地安全可靠存放；
3.◆每季度至少对数据备份进行一次
有效性验证。

1.◆信息系统恢复时间目标 RTO
小于 5分钟；
2.◆信息系统恢复点目标 RPO小
于 30 秒；
3.◆备份系统具有满足业务需求
的处理能力。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信息系统备份能力表（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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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急预案
《证券期货行业信息系统运维管理规范》（JR/T◆0099-2012)◆是我国金融行

业标准，由证监会发布，其指导经营机构做好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应急

演练和培训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以及事件应急处置、调查处理工作。经营机构信

息系统备份策略的制定和实现，备份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可参照《信息系

统灾难恢复规范》（GB/T◆20988-2007）实施。《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

与调查处理办法》（证监会公告[2012]46号），明确了信息安全事件的报告要求

与方式、分级标准、调查处理的要求、责任认定的原则和相应的处罚措施。

开展应急演练
经营机构应当根据系统变更、业务变化等情况，持续更新应急预案。根据应

急预案定期组织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应急演练。规模较大的经营机构，可组织业务

部门、技术支撑部门、风险管理等相关内部部门共同进行应急演练。

应急管理方面，根据行业监管要求，达成数据备份能力建设，应急预案定期

组织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应急演练，演练频率不低于每年一次，以保障应急预案的

时效性，确保应急演练在两年内覆盖全部重要信息系统，提高演练熟练程度，最

大限度降低数据安全带来的业务风险。

三、结语

《管理办法》引导证券基金经营与服务机构在依法合规、有效防范风险的

前提下，持续强化现代信息技术对证券基金业务活动的支撑作用。《管理办法》

将于2019年6月1日起实施。为了信息安全人员第一时间着手合规应对工作，笔者

从信息安全厂商角度详细解读《管理办法》，并给出经营机构在信息技术安全建

设、数据治理、应急处置能力建设三个方面的信息安全应对思路。

参考：
【2013-7号】《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运维管理规范》（JR/T	0099-2012）
【2011-10号】《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信息系统备份能力标准》（JR/T	0059—2010）
绿盟科技金融事业部	《浅谈金融行业数据治理之信息安全考虑》	陈爱珍
德勤Deloitte证券基金行业热点聚焦（第一期）——	起航数据治理，赋能数据生态建设
2018中国证券业协会面向全行业证券公司开展的问卷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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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下的金融机构安全规划建设参考
金融事业部 王志辉

新年伊始，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开始着手准备安全预算，提到预算不得不提

关于来年“安全规划”的话题。笔者近一段时间，陆续接到了多个客户交流安全

规划的需求，一个完整的信息安全规划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安全咨询服务，主要依

据信息安全策略及行业发展动态，在对客户信息安全现状进行风险评估、差距分

析的基础上，从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和安全组织三个角度帮助客户构建短期、中

期与长期的信息安全规划，将信息安全的单点风险控制转变为全面的安全规划，

进而实现有效的信息安全建设并建立完整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然而客户普遍的

反馈：安全规划看起来高大上，实际可能涉及时间因素、监管要求、客户风险偏

好、IT战略目标、技术发展、资源约束和安全价值体现的多方面的考量，最终实

际落地很困难。部分客户问到：有没有一种简单可落地的方法，把明年的预算先

做了。

本文依据实际工作中与客户沟通交流，分别从第三方安全研究机构、监管要

求和同业建设三个维度，探讨安全规划建设。旨在从多个角度为金融客户提供一

种安全规划建设的参考思路。

1、Gartner 2018十大安全项目

2018年6月份，一年一度的Gartner安全与风险管理峰会上，分析师谈到“须

致力于那些能够最大幅度降低风险并能够对业务产生最大影响的项目上”◆为了帮

助首席信息安全官们着手实施，分享了为安全团队建议的十大安全项目。这些项

目可供信息安全主管们作为当年或来年安全投资建设的推荐参考。同时这些都是

独立的项目，而非项目集，它们各自都有真正的落地支持技术，且对于大多数首

席信息安全官来说，这些项目都是新鲜事物，企业采用率还不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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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描述

1 特权账户管理
该项目旨在更好地防御攻击者访问特权账户，并能够让安全团队对非常规访问事件进行监
控。至少，首席信息安全官应该为所有账户管理员都进行强制性多重身份验证（MFA）。
Gartner◆还建议在第三方访问，比如承包商访问时，也进行多重身份验证。

2
持续性适应风险
与风险信任评估
支持的漏洞管理

主要支撑于◆Gartner◆的持续性适应风险与风险信任评估（CARTA）方法，该项目是解决漏洞
管理问题的良好途径，且该项目还具有大幅降低风险的潜力。当修补过程被破坏且信息技术
运营无法解决大量的漏洞问题时，可以考虑使用该项目。也许您不能完全修补所有漏洞，但
是通过对风险管理重要性进行排序，您能够大幅度降低风险。

3 主动反钓鱼
该项目适用于那些员工长期遭受网络钓鱼攻击的公司。该项目要求采用一个三管齐下的策略：
技术控制、终端用户控制以及流程再设计。使用技术控制措施尽可能阻拦更多的网络钓鱼攻
击。但是，同时也让用户成为防御策略中的活跃部分。

4
将程序控制应用
到服务器负载中

该项目适用于那些寻求服务器负载“默认拒绝”或零信任安全态势的企业。该项目可以使用
应用程序控制措施阻止大多数恶意软件安装，因为这些软件都没有列在白名单中。“这是一
种强有力的安全态势”该方案在防御 Spectre◆and◆Meltdown 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5
网段微型化与数
据流量可视化

该项目完全适用于那些无论是在网络会议还是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中使用平面网络技术
的企业，因为，它们需要将数据中心的数据流量可视化并对其进行控制。该项目旨在阻止数
据中心攻击的横向扩展。“当有不法分子访问网络时，该项目能够阻止其肆意访问”。

6 侦测与响应

该项目适用于那些明白泄露是无法避免的，且正在寻找端点、网络或基于用户的方法来获得
高级威胁侦测、调查和响应能力的企业。可以从以下三种变量中进行选择：
终端防护平台（EPP）+ 增强型数据传输速率（EDR）个体用户与实体行为分析（UEBA）欺
诈对那些寻找深入的方法来加强其威胁侦测机制和高保真事件的企业而言，后者是一个规模
较小但理想的新兴市场。

7
云安全态势管理
（CSPM）

该项目适用于那些寻求对其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或平台即服务（PaaS）云安全态势进行
全面、自动化评估，以识别存在过度风险领域的企业。企业可以从很多供应商中，包括云端
访问安全代理商，进行选择。

8 自动化安全扫描
该项目适用于想要将安全控制措施纳入开发 - 运营模式工作流中的企业。从进行开源软件组
合分析开始，将测试集成为开发 - 运营模式工作流（包括容器在内）中的无缝部分。

9
云端访问安全代
理商（CASB）

该项目适用于那些员工流动性较强，且寻找对多企业、基于云的服务进行可视化以及基于策
略的管理控制点的企业。

10 软件定义的界限
该项目适用于那些希望通过限制数字系统和信息曝光度，仅在外部合作伙伴、远程员工和承
包商之间实现数字与信息可见，来降低攻击风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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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同时也提出，客户要开始立项做这十大安全项目之前，建议先考虑

一下基本的安全工作，例如：

1.◆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EPP（端点保护平台），具备诸如无文件恶意代码检

测、内存注入保护和机器学习的功能；

2.◆已经做好了基本的Windows账户管理工作；

3.◆已经有了IAM；

4.◆有了常规化的补丁管理；

5.◆已经有了标准化的服务器/云工作负载保护平台代理；

6.◆具备较为强健的反垃圾邮件能力；

7.◆部署了某种形式的SIEM或者日志管理解决方案，具有基本的检测/响应

能力；

8.◆建立了备份/恢复机制；

9.◆有基本的安全意识培训；

10.◆具备基本的互联网出口边界安全防护能力，包括URL过滤能力。

最后，Gartner也给出了执行项目的优先级和建议。通过实施以下五个项

目，组织受攻击造成的财务损失到2020年将比2017年降低80%。

◆◆ 基于风险优先级（CARTA）的漏洞管理；

◆◆ 特权账户管理；

◆◆ 主动反钓鱼；

◆◆ 服务器负载的应用控制；

◆◆ 开发过程的自动化安全测试

总体建议：

◆◆ 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么就做基于CARTA的漏洞管理项目；

◆◆ 在选择安全项目的时候不要仅仅关注降低风险；

◆◆ ◆找到信息安全能够促进数字业务增长的机会点，只要风险可以接受。先

从自动化安全扫描支撑快速开发做起；

◆◆ 如果你使用了IaaS，立即进行云安全配置评估和管理；

◆◆ 如果你使用了SaaS，立即开始了解你的服务使用情况，并启动敏感数据

发现项目；

◆◆ 在服务器、网络和应用上实施默认拒绝的应用控制策略。

如果你认可以上建议，赶快行动起来吧，前提是先做好基本的安全工作。通

过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调研，已开始进行或计划的前3个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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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漏洞管理

2)◆云安全

3)◆欺骗防御

2、监管关键字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

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对金融单位来讲，最大的变化

莫过于，“一行三会”变革为“一行二会”，即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

会”。新的银保监会主要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银行业和保险业，保

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银行业和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

科技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统计了一下2017年底至2018

年网络安全相关的金融监管“关键字”。

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周年
今年是网络安全法实施一周年，全国多地开出了多行业的违反网络安全法的

行政处罚案例，公安机关例行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安全大检查，也发现了许

多违法案件。整体看依法检查的力度、深度逐渐加强。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

行业势必成为未来检查的重点。

等级保护2.0
从2014年开始针对GB/T◆22239-2008的修订，途径2次草案、多次专家评审

会、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送审稿、标准报批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新消息

“等保2.0标准已在国家安标委最终审批，不日出台”。新的基本要求包括安全通

用要求和扩展要求，其中云计算要求势必对金融领域的私有云、行业云的建设提

出更高的要求。

邮件等保
2017.11◆《关于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互联网电子邮件系统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的通知》

“梳理排查互联网电子邮件系统底数和安全保护状况，加强互联网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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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管理和防护”

个人信息保护
2018.3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

“一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数据治理纳入公司治理范畴，并将数据治理

情况与公司治理评价和监管评级挂钩。二是明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制度性

探索，结合实际情况设置首席数据官。三是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良好数

据文化，树立数据是银行重要资产和数据应真实客观的理念与准则，强化用数意

识，遵循依规用数、科学用数的职业操守。四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数据应

用，发挥数据价值，实现数据驱动银行发展，强调数据应当成为经营管理尤其

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五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应大数据时代需要，强化

数据安全意识，依法合规采集数据，防止过度采集、滥用数据，依法保护客户

隐私。”

2018.5◆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

“一、切实增强征信信息安全管理意识，强化征信信息安全主体责任；二、

完善征信业务操控流程，不断提高征信信息安全管理水平；三、查漏补缺，补齐

短板，完善征信内控制度及问责制度；四、提高技防能力，防范征信信息泄露风

险；五、建立征信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六、建立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年

度考核评级制度；七、建立征信信息安全巡查制度；八、从严强化征信监管，确

保征信信息安全”

2018.5◆《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35273-2017)

“我国第一部关于个人信息安全的国家标准，虽是推荐性标准，但是对个人

信息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指导，被誉为“国内版的GDPR”，◆主要内容要素包括个

人信息及其相关术语基本定义,个人信息安全基本原则,个人信息收集、保存、使

用以及处理等流转环节以及个人信息安全事件处置和组织管理要求等”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CII）
网络安全法要求：金融行业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行业，在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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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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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年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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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的相关安全标准逐步推出与实施，

包括：《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条例》、《信息安全技术◆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护要求》、《信

息安全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控制措施》、《信息安全技术◆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检查评估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障指标体系》，分别从CII的识

别认定、安全防护、监测预警、检测

评估和应急处置多个方便提出了相关

的要求。

支付安全
2018 .8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关于开展支付安全风险专项排查工

作的通知》

依据网络安全法，进一步加强

支付领域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有效

防范支付风险，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人民银行开展支付安全风险专

项排查工作。146号文详细规定了排

查内容（182个排查项）、排查范围

以及精确时间点的工作安排和工作要

求。未来针对“支付安全”的监管检

查应该会成为常态。

无线安全
2018 .6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加强无线网络安全管理的

通知》

近年来，无线网络技术发展较

快，在银行保险机构的业务服务、移

动办公和互联网接入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缺乏线路连接控制及管理

不规范问题，无线网络信息截取、非法入侵、伪冒诈骗等风险近期呈上升态

势。各单位应加强风险防范，确保银行业和保险业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概

括来讲50号文的要求为“

◆◆ ◆分类防范（划分“移动通讯专网”“内网WLAN”“互联WLAN”，

并实施分类防范）

◆◆ ◆三同步原则（无线网络建设遵循“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原则）

◆◆ ◆完善制度（明确管理职能部门，建立规范，完善制度，并明确外包

责任）

◆◆ 日常工作（纳入日常评估、检查及审计范围）

◆◆ 持续监控（持续监控，及时处置）

◆◆ 定期评估（每年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测试）

◆◆ 意识教育（开展专项安全意识教育）

◆◆ 全面自查（开展全面自查，并梳理无线网络）

◆◆ 攻防比赛

2018年关于网络攻防竞赛、比赛的活动在全国各行各业如火如荼的开

展。企业、高校、金融和相关地方、部门组织开展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网络

安全竞赛活动，在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促进网络安全技术交流、培养

和发现网络安全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8◆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关于金融业网络安全攻防比赛的通知》

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2000余名技术骨干组成的510支代表队参加了初

赛，其中20支代表队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本次比赛覆盖范围广泛，特别是一

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较好地达到了“以赛代训，以赛促学”的

目的，为培养金融行业网络安全人才、提升行业信息技术风险防控能力、促

进行业网络安全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当前金融行业网络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

各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成功抵御了各类外部网络攻

击。攻防对抗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对抗。通过“攻防竞赛”的形式，一方面

可检验各金融机构在遭遇攻击时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赛前的培

训，赛中的实战，积累丰富的攻防经验，培养更多优秀网络安全人才，切实

筑牢行业网络安全屏障，有效保障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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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底的邮件等保到年初的数据治理、6月份的无线安全、8月份的支付安

全和攻防竞赛，从人员培养、技术要求到管理制度，面对安全事故频发、内外部

环境复杂、新技术新业态的风险等多方面的影响下，2018年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监

管将会越来越严格。

3、同业安全建设

多数金融客户在做网络安全规划的时候，可能会提出“这个领域最好的团

队做什么。最好的团队在哪里？我们在同业处于什么水平？”将同业做的好的单

位做为对标，也是安全规划建设的重要参考。向规模比自己大的同行学习实践中

遇到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向规模差不多的学习了解安全预算投入和人员配置情

况，向规模比自己小的学习单点突破能力强的安全领域。抓住一切了解同业的机

会，例如行业会议、同行拜访、第三方咨询等方式。笔者将近期调研的部分国内

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银行的安全建设内容（18年在建或19年计划）汇总如下：

类别 建设内容

大型国有银行
漏洞管理、未知威胁防护、大数据安全分析及态势感知平台、
红蓝对抗、攻防培训及比赛、云安全、抗拒绝服务攻击增强、

全国股份制银行
漏洞梳理服务和管理平台、私有云平台安全、行业云安全增值
服务、网络异常行为检测（UEBA）、欺骗防御、邮件安全、
开发安全

最后，希望通过上述三方面的阐述说明，给您的安全规划提供一点建设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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