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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杨传安

拥抱零信任理念，重构安全体系架构

近年来，零信任得到广泛关注。咨询机构持续倡导，安全产业业界也有相关的产品和方案推向市场。有些企业，成功构

建零信任安全架构的技术和管理运营体系，为行业提供了典型的零信任实践案例。

数字化转型中，“云大物移”等技术的业务应用加速落地。新技术元素的导入，提升业务效率，同时模糊企业网络边界。

新技术本身，以及难以避免的 Shadow IT 问题，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在这种新范式下，企业必须不断地分析和评估其内部

资产和业务功能的风险，然后制定防护措施来缓解这些风险，这些控制措施既要确保可信访问的通达，同时提供对网络攻击

的有效防御，这是零信任出现并且赢得高度关注的背景。

零信任安全是一套关于网络基础设施设计和运行的指导原则，零信任体系架构是一种端到端的网络 / 数据安全方法，包

括身份、凭证、访问管理、操作、端点、宿主环境和互联基础设施。 零信任重点在应用和数据的安全，此二者是 IT 系统支

撑业务的价值核心。

零信任安全是一种最小权限的安全。访问主体在访问应用和数据等资源时，先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性，并且经过身份验证，

授予最小权限建立访问会话，并且在访问过程中，访问主体的行为会被持续评估，一旦发现异常，控制策略会被动态调整，

包括降低访问等级，二次认证，甚至切断访问会话等等。零信任安全架构，要求企业从原来专注在边界安全的静态防护，以

及扁平式安全架构，上升到立体的动态的安全架构，以数据防护为中心，基础设施安全（终端、用户、网络、应用）与数据

安全协作，用户与实体持续分析，实现自适应访问控制。

零信任的架构也有不同的部署场景。严格满足零信任的原则是一种理想情况，零信任架构需要多种安全产品和技术来构

建。企业可以借助已经部署的安全产品，规划和设计零信任安全目标和战略，评估当前架构和未来愿景的差距，参考业界实践，

制定路线图，逐步实现零信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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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理论

一个好的安全体系的前提是为合法主体建立信任关系，通过

信任在保证业务的前提下降低安全成本，在运行时及时检测并消除

非法主体的恶意行为，所以信任是网络安全的前提要求。笔者在

2012 年于《计算机学报》上发表过一篇信任机制的文章 [9]，后来

接触了云安全联盟 CSA 提出的软件定义边界 SDP（现在被认为是

零信任网络访问的一种典型流派），在 2014 年 11 月的 CSA 云安

全高峰论坛的晚宴上与 CSA 的 CEO Jim Reavis 有所探讨，所以

自认在信任机制方面有所研究。

从业界今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 Gartner 认为信任和弹性是自

适应安全的两个原则，还是“零信任”理念成为业界热议的流行词，

都说明大家已经反思简单堆砌安全机制已经无法抵御日渐复杂的应

用场景和攻击团伙，所以回归安全的本源，思考如何构建信任体系，

成为当前一种独特的现象。

本文尝试从信任的定义开始，探讨（零）信任的内涵，然后分

析云原生安全和零信任安全的关系，云上的成功会将零信任原生安

全融合更多安全防护手段，应用各类复杂应用场景。

1 信任模型

Wikipedia 上对信任（Trust）的定义为 [1] ：一方（信任方）在

未来依赖另一方（被信任方）行动的意愿。假设给定三方 A、B、C，

三者之间都有交互，如下图所示。

 

图 1 信任度模型

那么信任是指主体 A 对主体 B 未来发生行为 action(B) 的依赖

意愿，这里有两层含义：

1)  信任是对主体 B 是否会做行为 action(B) 的判断，包含了对

主体本身 B 和其行为 action(B) 的双重判断。其中主体 A 对主体 B

的判断为信誉，记为 Reputation(A, B)。

2)  信任是用于判断主体 B 未来的行为的可能性（B 以前的行

为都已经成为 A 的经验）。说明信任度本身是主观的、不确定的。

模糊数学、证据理论等都是是支撑信任度量的数学模型。

那么主体 A 对 B 的信任度 Trust(B,A) 形式化表述为：

Trust(B,A)=t({action (B)}, Reputation(B, C))，其中 t 为信任评

零信任原生安全：超越云原生安全
绿盟科技 创新中心 刘文懋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定义开始，探讨（零）信任的内涵，然后分析云原

生安全和零信任安全的关系，云上的成功会将零信任原生安全融合更多安

全防护手段，应用各类复杂应用场景。

关键字：云原生安全，零信任安全，软件定义边界，信任模型，Z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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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函数。

可见，主体 A 对 B 的 action(B) 行为的信任是结合了 A 对 B 的

历史行为的观察 {actions(B)}、第三方（如主体 C）对其信誉评价

Reputation(B,C) 的综合评估。事实上，信任度的度量会更复杂一些，

需要考虑到观察行为（即证据）的可靠度，以及信任度随着时间推

移衰减等因素。 

而信任机制在应用时，根据不同的场景和需求，会有多种形态，

如 IAM、访问控制、边界控制等，具体产品就更五花八门，但核心

上看，信任管理有四个要素：

1)  主体身份属性确认，即 Identification

2)  资源的属性确认，即 Attribute Enumeration 

3)  主体对资源操作的授权，即 Authorization

4)  操作控制，即 Enforcement

图 2 信任机制表示

行业内主流的信任管理机制都是采用了确定性的信任评估方

式 , 设置后长期不变，虽然简化了策略制定、系统运行时机制，

但没考虑到上下文变化，是造成现在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之一。

从主体身份的角度看，主体身份是可能会被假冒的，或合法主

体在某些条件下作恶。更具体可参考密码验证登陆系统的操作，虽

然系统安全策略要求用户设置复杂的密码，并定期要求更新，也不

能完全假定用户是可信的。攻击者可以使用钓鱼、拖库等常见的攻

击手段，获得用户密码；此外，用户虽然更新的密码复杂，但为了

便于记忆，每次使用的密码存在规律，也容易被破解。所以，现

在越来越多的 IAM 方案采用无密码（Passwordless）、多因子认证

MFA、生物技术 Biotech 等方式。

从资产属性的角度看，防火墙策略中的五元组目的地址所指示

的就是被访问资源，但随着业务变更等环境变化，资源的属性也会

随之变化，但如果安全策略没有及时更新，还是以之前的网络地址

作为五元组目的地址，显然会出现访问控制失效。事实上，在很多

缺乏有效安全运营的大机构，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

现在在一些以风险为基础的模型中，如 Gartner 的自适应访问

控制，安全策略需要根据主体行为等上下文动态调整，这也体现了

信任是主观、动态、不确定的。

从策略控制点的角度看，例如云中的访问控制，随着虚拟机迁

移，主体和资源属性、安全策略都没有发生变化，但资源所在的宿

主机变化了，如果还在原宿主机的虚拟网络上执行策略控制，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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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控制主体的访问行为了。又如云中虚拟子网内部的流量不会经

过虚拟路由器或虚拟防火墙，如果将这些虚拟设备作为子网内部的

访问行为的策略控制点，也是不合适的。可见，访问控制点应根据

主体和资源间的访问路径进行动态部署，且其数据平面的处置应与

控制平面的安全策略一致。

所以，一个好的信任管理机制，在控制平面，需要保证主体、

资源属性与安全策略在运行过程中保持一致（aligned）, 在数据平面，

操作控制点能时刻在主体和资源的访问路径上。

2 真的有零信任吗？

前面我们分析了信任管理，那么“甚嚣尘上”的零信任又是什

么呢？

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零信任？

答案是：“没有”，也“有”。

首先，从人性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零信任的。信任亘古

以来就是一切人类重要活动的前提，论语有云：人无信不立，业无

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我们经常看到，当一个机构的安全管理者认

为业务存在风险时，动辄限制合法用户的访问权限，或将业务功能

降级，以期满足风险合规的要求。但这种做法没有区分合法用户和

恶意攻击者，一概认为用户是不可信的，从结果上看约束了业务的

正常开展，降低了企业各项业务的收益。

其次，从技术的角度看，世界上是“有”零信任的。至少到现

在为止我看到区块链及其之上的应用可以是零信任的。正因为区块

链有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能让上层的智能合约全局一致地执行，

从而支撑了事前无信任或弱信任的多方进行复杂交易。可以说，共

识算法是公有链零信任的基础，但这样的零信任基本是建立在机器

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当前业界在谈的“零信任”。以人为

本的业务的信任机制还应是基于传统的信任模型。

3 零信任的技术路线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零信任“从字面上看是有误导性的，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不信任任何主体的业务，所谓“零信任”安全，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默认不信任，时时处处验证”安全。

从技术上看，要做到信任管理，或在身份上下功夫，或在控制

上下功夫，所以现有业界的零信任方案必定落到某个具体的技术领

域内，如身份管理、访问控制、区域隔离、应用安全等。

身份和权限管理（IAM、IDaaS 和 PAM）作为信任的第一个环节，

也很自然的得到了业界重视，例如 Cisco 收购的 Duo Security
1

，就

是 IAM 起家，并融入到 Cisco 的零信任方案
2

中。此外，如 Centrify

于 2018 年底将 IDaaS 业务拆分为独立的公司 Idaptive，也在套用

零信任的概念，还有国内的九州云腾也有相似的方案。

在主体执行动作时，对主体权限和行为进行判断，最常见的

是网络访问控制，这类零信任方案统称为零信任网络访问（Zero 

Trust Network Access，ZTNA），细分的流派有 CSA SDP 和 Be-

yondCorp 两类。不过 Gartner 在最新的报告中将这两类又统称为

软件定义边界 SDP，所以文中将前者称为 CSA SDP，表示是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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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CSA 提出的狭义 SDP 流派。

CSA SDP 见下图，认证请求是由客户端发起的，控制器经过

访问控制策略判断下发指令，最终 Gateway 根据指令放行或阻断。

图 3 CSA SDP

BeyondCorp 的路线最早见 Google BeyondCorp 项目，其流

程见下，认证请求是由用户访问的服务发起的，控制点也在服务侧，

所以该服务的角色就是代理。

图 4 基于代理的 ZTNA 路线

从效果看，这两种技术路线都是将后面的应用隐藏，除非用户

提供了自己的身份和访问资源，否则用户是无法访问应用的。从部

署上看，CSA SDP 需要客户端安装 Agent，所以环境要求较高，

目前主要是应用于替代 VPN 的场景中，这类公司较多，如 Cyx-

tera、Meta Network、Verizon 等。

从结果看，“零信任”与隔离有很大的相关度。一些云厂商，

借助微隔离技术可天然按照不同粒度隔离业务，也在提零信任。例

如 VMware 在 NSX 产品中提用微隔离减少攻击面，尽管这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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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信任概念火起来之前就存在很久了。所以，这就将我们的讨论

引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零信任和云计算安全的关系。

4 云计算安全：天然零信任

4.1 云计算业务安全天然需要零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内外的云计算发展趋势不同，但公有云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企业上云是共同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企

业的关键业务会越来越多地部署在公有云上，那么其暴露面和攻击

面势必变大，如 SDP 等零信任的技术可以将一些企业内部业务部

署到公有云上，但这些业务对外并不暴露，攻击者无法从互联网上

找到这些业务，但合法用户却可以通过客户端或代理经过验证后访

问这些内部业务。

此外，随着 SDWAN 的火热发展，企业的分支机构通过 uCPE

进行互联，边界设备大大弱化，相反如 Zscalar 等 SDWAN 安全厂

商在运营商网络中提供了各种云化的安全能力，企业员工可在任意

地点，任意终端登录企业各地分支机构的服务，那么在如此复杂的

网络环境中，能否将服务暴露面降到最低，做到全局一致的访问策

略？今年 SDWAN 安全厂商也加入零信任安全中。

此外，前面也提到，云中虚拟资源迁移、业务变更频繁能到秒级，

所以安全策略能否跟随业务，业务间的隔离粒度能否到最小，也是

零信任的原生需求。

从这些角度看，可以说云计算安全是催生零信任最早的行业推

动力。

4.2 云化基础设施为零信任提供强大的能力

云计算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所有资源虚拟化和软件化，平台集

中化。其中，如认证和访问控制机制是云计算系统原生提供的，如

Openstack 提供了 Keystone 认证服务、安全组、防火墙即服务，

Kubernetes 支持多种认证、授权机制和网络策略，所以这些云平

台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都是原生支持零信任的。

具体的，在 Openstack 的管理控制平面，所有用户或组件对

资源的操作都需要先经过认证组件 Keystone 的认证，认证后获得

凭证 token，然后每次执行操作时附上 token，此时再判断主体是

否有权限执行该操作。

然 后 就 可 将 5f6e089b24d94b198c877c58229f2067 放 于

X-Auth-Token 字段，通过 curl 发送请求即可访问其他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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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操作都需要先经认证再根据 token 授权，所以管理平面的

信任是完备的。

在 Kubernetes 管理控制平面，Kubernetes 原生支持 RBAC 授

权 [2]、ABAC 授权 [3] 和节点授权 [4] 等授权机制。管理员或服务

通过证书进行认证，然后系统根据角色或属性判断主体是否能够对

资源进行操作。

如下面命令可建立一个可对 pod 执行“get、watch、list”的

角色 pod-reader

云计算系统数据平面的访问会涉及计算资源的隔离和访问控

制，资源隔离毫无疑问是虚拟化天然的特性，所以 VMware 称其微

分段就是零信任的；至于访问控制，则分为服务暴露和内部网络访

问两部分。

在 VPC 环境中，虚拟机如无分配浮动 IP，外部是无法

访问 VPC 内的虚拟机，又如 Kubernetes 只是新建了 Pod 或

Deployment，外部也是无法访问该 Pod 上的业务的。所以云计算

资源暴露面默认是没有的，从而避免了绝大多数来自互联网上的

威胁。至于当 Openstack 为虚拟机分配了浮动 IP、Kubernetes 为

Pod分配了 Ingress或NodePort服务后，这些云资源对外提供服务，

用户可在外访问，出现了暴露的风险。所以这种场景下，Beyond-

Corp 的 SDP 模式就能帮助企业隐藏敏感服务，提供细粒度的访问

控制。虽说这不是云平台原生提供的安全能力，但 SDP 借助云平

台的开放接口，可以容易得对接到各大公有云。相比而言，如果在

传统企业内网部署类似的 SDP 服务，则需要对传统网络结构、服

务器应用进行大力度改造，几乎是不可能实施的（所以现在传统企

业采用 SDP 主要是代替传统 VPN，实现细粒度的访问控制）。

而在内部的网络中，同样也可以通过零信任的访问控制机制防

止攻击者横向移动。

如在 Openstack 系统中，同一个主机内部的虚拟机是通过

vlan 进行隔离，不同租户的虚拟机是隔离的，内部网络访问通过安

全组（Security Group）可实现白名单机制，所以这种场景下，确

实能实现零信任的防护。

在 Kubernetes 中，内部容器间访问控制和隔离可使用网络

策略（Network Policy）实现，需要注意的是业务网络通常取决于

CNI 插件，所以网络控制也依赖于 CNI 的实现。如果没有打开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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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默认情况下 Pod 之间是互通的 [5]，所以要实现网络零信任，

则需要将网络策略设置为白名单模式。如下面的策略是默认禁止所

有进出流量：

可见，云计算系统的数据平面的可编程和软件化能力确实能够

提供零信任的认证授权、资源隔离、访问控制的机制。

4.3 云原生应用的零信任

4.2 主要谈的是 IaaS 和 PaaS 平台的零信任，在 SaaS 场景中，

随着敏捷开发、高效运营的驱动下，用户越来越多地使用服务网格

（Service Mesh）等云原生的架构开发应用。这些应用所在的基础

设施虽然还在活跃开发中，但因现代化、软件化的基础设施使能、

来自互联网攻击的防护需求，零信任理念已经随之落地。

云原生场景中，应用的颗粒度会被切得非常细，一个容器通常

只运行一个或少数若干进程，故服务称之为微服务。所以，通常实

现一个业务需要多个微服务的交互，所以在云原生场景中，服务之

间的访问关系非常复杂，不能依靠实现固化的访问控制逻辑，而是

应该按照业务的逻辑确定微服务间安全策略，划分微服务的边界进

行持续有效的隔离，以及对微服务之间一致的访问权限控制，就变

得非常重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云原生的系统通常都会有数据和

管理平面的鉴权机制。

而在服务网格场景下，零信任还应覆盖微服务间的交互，这

部分需要使用面向云原生的服务零信任机制。比较典型的方案是

Google 的 Istio，我们在以前的文章（Istio 的安全机制防护）中已

有分析，也可参见官方文档 [6]。从功能上看，Istio 可为微服务无

缝加入认证授权和加密通信的功能。其思想是通过策略控制器，使

用 Kubernetes 的 RBAC 授权机制，对资源粒度细到单个服务的访

问进行控制，从而所有的服务交互都是可信的。

Istio 在控制平面上，由 Citadel 组件做认证，Pilot 组件做授权；

数据平面上，在源目的服务旁插入 Sidecar 容器，截获进出流量，

在进行加解密的同时，也根据 Pilot 的策略进行访问控制。

图 5 Istio 的访问控制和数据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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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Istio 的工作流程和组件

从效果看，如果攻击者没有合法身份，是无法在数据平面横向

移动。因为在网络层，设置了网络策略白名单后，网络层的非法访

问被禁止；而在服务层，微服务 Pod 开放服务较少，且都引入了

认证和业务层访问控制，攻击者也很难发起非授权的连接。

从数据平面分析，Istio 和 SDP 都需要对网络做比较大的修改。

如 SDP 需要添加 IH 和 AH，客户端需要添加组件，服务端也需要

部署代理，而 Istio 的 Sidecar 容器也需要部署在所有业务容器旁，

且截获流量，通过重写 IPTABLES NAT 表的方式将处理完的流量

送回业务容器。

从结果观察，SDP 在传统企业网络中部署因为上述原因遇到

了非常大的挑战，但可预计 Sidecar 的部署模式会在服务网格环境

中会成为主流的安全防护技术路线。原因是 Sidecar 虽然是一种侵

入性部署模式，但全程自动化、用户友好：Istio 主动监听 k8s-api

服务获得新服务部署事件，通过仓库自动部署 Sidecar 容器，通过

Init 容器劫持流量，最后 Sidecar 使用 Citadel 和 RBAC 策略进行

认证授权。一方面，业务方对安全机制毫无感知，所有开发、测试

和运维均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应用间能实现完备的认证和授权，

最终达到内生安全。

5 零信任原生安全：自适应安全 + 零信任

从实践来看，云原生安全和零信任安全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云原生的信任机制都是零信任的，云计算的开放环境，云服务

的开放接口，必然要求云原生的安全首先要做好信任管理，全局、

业务一致的白名单机制就是零信任的。而且在软件定义的基础设施

下，在云原生环境下实践零信任机制是相对容易，无论是 Open-

stack Keystone 的 SSO 的模式，还是侵入式的 Sidecar 模式，都

可做到兼容业务，扩展功能，也贯彻了零信任的理念。

成功零信任机制必然是超越云原生的，虽然云原生应用越来越

流行，但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新兴领域，在大多数传统环境中还不能

直接使用云原生中的零信任机制，这也是当前国内零信任只在少数

大型机构试点的原因。但需要看到随着国外基础设施云化、企业网

SDWAN 化场景越来越现实，因而以固定网段、身份做隔离和访问

控制的传统信任模型被打破，要求不区分地区、终端、时间能访问

业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零信任才被如此推崇。

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推论：云原生的（零）信任机制，

必然会扩展、连接到更多环境，如企业内网、移动网络，甚至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等，就如现在公有云开始连接企业内网、工业互联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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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产环境和云平台的趋势一样。

那么，云原生的零信任机制，就需要借助其先进的软件能力和

先进架构，开始适配云原生以外的更多应用场景，最终实现面向融

合环境的零信任机制。

另外，零信任虽然给我们一种全新的信任管理理念，但不代表

实现了“零信任”的机制就是万无一失、无懈可击的。最极端的场

景下，如果访问主体本身怀有恶意的意图，虽然身份和权限是正常

的，但其行为本身是异常的，所以“零信任是银弹吗”的答案显然

是否定的。

零信任的最大价值在于减少暴露面和攻击面，所以应该在

Gartner 的自适应安全体系的预防（Prevention）阶段，还是应该

假定存在攻击者侵入的可能性。正如 NIST 的零信任模型（NIST.

SP 800-207-Draft）[7] 中包含了持续诊断和缓解系统，进行实时监

测和及时响应。

所以，如何将零信任作为指导思想，融入到整个安全体系中，

就需要我们设计一种零信任原生的形式化模型和安全架构。首先，

应按照第一章中的信任模型定义主体、策略和资源，并根据现有安

全资源的能力，动态地将策略下发到相应的安全设备、平台或强制

点（enforcer），实现全局按需、动态、完备的策略控制。这方面可

参见 Firemon 的访问控制管理 [8]，不过它目前只包含对防火墙的

控制，还不支持其他安全或网络设备。此外，检测后需要做自动化

的响应处置，此时应能根据网络、安全资源和被攻击资源的环境动

态下发控制策略，这可以借鉴绿盟科技提出的软件定义安全的体系

[10,11]。

综上，“零信任原生安全”从设计上就体现了零信任理念，融

合了多种安全能力；在实现上可适配各类应用场景的安全体系。它

脱胎于零信任的理念，融合自适应安全的安全体系，有机形成预防、

检测和响应的能力，利用云原生安全的架构和能力，通过软件定义

的架构，可适配多种应用场景。

[1] Trust (social sci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ust_

(social_science)

[2] 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access-authn-authz/rbac/

[3] 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access-authn-authz/

abac/

[4] 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access-authn-authz/

node/

[5]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services-networking/

network-policies/

[6] https://istio.io/docs/concepts/security/

[7] https://csrc.nist.gov/publications/detail/sp/800-207/draft

[8] https://www.firemon.com

[9] 刘文懋 , 殷丽华 , 方滨兴 , 张宏莉，物联网环境下的信任机

制研究，计算机学报，2012

[10] 绿盟科技，2015 绿盟科技软件定义安全  SDS 白皮

书，2015

[11] 绿盟科技，2016 绿盟科技软件定义安全  SDS 白皮

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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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ubernetes.io/docs/reference/access-authn-authz/r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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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识零信任

当前，很多用户都在谈零信任，那么零信任的本质是什么呢？

零信任能带来什么价值？适合用在哪些方面？我们从攻防变化的角

度来拨开迷雾看本质。

1.1为什么会出现零信任

总体上讲，传统的安全防护是以安全域划分为基础的边界防护，

在信息技术环境、安全攻防、核心关注点产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

现有安全防护体系无法适应和满足新要求新期望，基于零信任理念

的零信任架构应时而生。

•  当前的系统具有种类众多的终端、多样化泛在接入方式、跨域

互联、计算资源集中、物理及虚拟化网络并存、数据集中存储、应

用协同互联的特点，边界正在模糊化，甚至消失，传统安全防护的

根基“边界”已经动摇。

•  传统的安全防护体系多以网络安全设备、主机安全软件的方式

构建，随着 SOA 架构的广泛采用，数据融合并为多个应用提供服务，

应用服务化并通过代理 /总线互联互通，容器与微服务技术的应用

使主机、应用出现频繁更替、伸缩变化、分布无常的特点，传统的

安全防护设备、安全策略无法所“需”而变、所“击”而变，一点攻破，

全城尽失的缺点愈加明显。

•  传统防护是以假定攻击来自边界外部来设计的，通过延迟攻击、

快速响应实现防护目的，而当前的重大威胁多以 APT 攻击、社会工

程攻击等为主，攻击具有目标性、长期性、隐蔽性的特点，且攻击者

往往在边界内部，多呈现为违规操作、业务恶用、数据窃取，传统

安全防护针对这类攻击通常力不从心。

•  传统安全防护侧重于从网络、系统、应用等不同层面对系统进

行纵深防护，简单讲，以对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为主，而对客户的核

心资产“数据”缺乏关注。而且，网络、系统、应用等不同安全层次

之间有很大的依赖关系，对于同时部署在私有云、公有云的企业信

息系统来说，安全防护存在严重依赖底层基础设施的短板，无法做

到统一安全防护，以确保应用和数据的安全。

另外，信息系统是用来处理数据，并为人提供服务的，如果继

续增强和发展边界安全防护，将会降低用户的使用体验，以及增加

构建零信任架构安全体系
绿盟科技 李国军

摘要：传统的边界防护难以满足“数据、业务”安全保障的要求，基于零信任的架构应时而生；

零信任理念的核心是利用现有安全产品和技术重构信任和访问控制机制，实现对业务和数据的主动持

续、动态适度的安全保护；零信任架构的核心逻辑组件包括策略引擎、策略管理器、策略执行点，实

现了策略的动态决策、统一管理和强制执行；零信任架构可适用于各类 IT 基础设施环境，在实际应

用中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构建。

关键词：零信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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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阻力，为此，人们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寻找更好的

安全建设演进路线，零信任架构是当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一条。

1.2 零信任的内涵

安全防护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访问控制”，其构建在主客体访

问模型基础上。虽然，主客体的表征在系统的物理、网络、系统、

应用、数据等不同层面（场景）可能有所差异，但都可以抽象成以

下模型：

图 1 访问模型

访问控制是基于“信任”的，也就是说：经过评估，如果认为

主体是可信任的，就会授予其访问相应客体的权限。

零信任的理念也是基于主客体模型发展的一种防护理念。其内

涵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  初始零信任：主体对客体访问是从“零信任”开始，默认不信任

或最小化信任任何主客体；

•  身份要鉴别：所有的主体、客体都应被赋予身份，并在访问时

被鉴别，且要保持在不同应用的访问过程中全程不变； 

•  一步一授权：对任何一次访问请求，应基于信任和风险评估，

基于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鉴权和放行；

•  访问应保障：要对不同访问所使用的资源（如进程、内存、网络等）

进行隔离，并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如环境感知、威胁检测、网络加密、

边界防护、访问控制、行为审计等等）；

•  持续监测评估：在访问过程中，应持续进行信任和风险评估，

应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授权、变更安全策略；

按照零信任的理念，其可以保证每一个访问活动的安全、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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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并确保每个访问活动间的资源隔离，从而实现全部业务访问

的安全、可信、合规。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  每访问活动的安全

针对访问活动的环境，通过实时环境感知得到的风险，即时调

整安全防护策略，可确保其安全；对于具体访问活动，通过持续监

测评估得到的信任级别，即时调整访问授权，确保其符合最小授权；

同时，通过对访问活动进行实时行为审计，违规阻断，可保证其行

为合规、可信。

•  访问活动链的安全

每个用户（或主体）都可能同时发起多个活动，这些活动在逻

辑上可能是串行的或并行的。甚至简单讲，单一的发起登录活动就

可能包含了网络接入、网络通信、服务访问、数据访问等多个细分

的访问活动，这些细分活动就构成了一个访问活动链。

零信任可以通过一致性的动态访问控制策略和安全防护策略，

确保访问活动链的安全。这也隐含了可能依据信任和风险评估结果，

截断访问活动链，从而确保访问活动的全程安全、可信、合规。

•  访问活动间的隔离

在当前的信息系统中，大量的计算、服务、数据资源是集中的、

融合的、可复用的。通过网络、主机、进程、数据、存储之间的立

体防护，以及打破系统、网络、应用等不同安全层次之间的依赖关系，

可实现不同访问活动间的有效隔离防护。当然，这也部分依赖于传

统安全防护措施。

当前，零信任架构在快速发展成熟，零信任的内涵也在不断丰

富。总体上讲，零信任是以数据安全为中心，重构了安全访问控制机制，

以及整个安全技术框架，相比于传统边界防护具有以下差异点：

2. 零信任架构

基于零信任理念的安全体系如何架构呢？很多机构都给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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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准则和建议，根据笔者的理解和实践，给出如下建议。

2.1 零信任架构的原则

零信任架构的设计和部署应遵循如下原则：

1. 一切资源化、资源服务化。一个信息系统是非常复杂的，由

众多设备、软件、系统、数据及人员构成。但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它们都是资源，并通过服务进行访问。例如网络是一种资源，提供

了网络服务，应用系统是资源，提供了应用服务，数据是资源，提

供了数据服务，安全设备也是资源，提供了安全保障服务。对于一

个企业来讲，将信息系统及数据资源化、服务化封装后，就可以有

选择地暴露，受控地开放。

2. 实体身份化。对于复杂的人机系统，所有合法的用户、服务、

设备、应用等可以作为访问主体的实体都应该进行唯一标识，并进

一步赋予其全局唯一合法的身份（同一身份在不同系统中可以有不

同的账号）。同时，所有资源、数据等可以作为访问客体的实体都

应该被标识，并赋予其安全属性。

3. 访问控制策略是基于每会话或每连接动态做出的。访问控制

策略不是基于用户的身份、网络位置做出的，也不是静态不变的，

而是针对当前的会话或者单一会话中的每一个连接动态做出的，是

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的。

4. 在允许访问前，对访问主体的认证必须严格强制执行，授权

必须最小化。在网络访问中，访问主体通常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

不仅仅限于用户的身份，还包括设备的身份、应用的身份。企业应

基于用户、设备、应用目录中的权威信息，对所有参与访问的主体

身份进行认证。认证必须是强制的、足够健壮，例如采用双因子认证、

数字证书认证、人脸虹膜等认证技术。用户的初始授权必须最小化，

也就是说无限接近于“零”信任，因为这是后续访问活动链的起始点。

5. 最小访问授权策略。根据用户身份、请求行为、访问资源，

以及实时感知的内外部环境信息和历史行为信息，通过实时的信任

和风险评估，按照既定授权策略生成的最小访问授权策略。访问授

权策略的生成不仅仅是基于用户身份、网络位置做出的，而是针对

当前的访问请求，考虑用户的身份、使用的设备及其属性（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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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设备的健康度、面临的威胁、设备可信度）、网络接入方式

及位置、访问的数据类型及安全级别、操作行为的类型及敏感度、

用户正常行为模式的偏离度、访问的物理环境（如多人围观、终

端摄像）、发生的时间和网络逻辑空间等信息生成的最小权限策略。

权限最小化什么程度呢？以当前操作行为是否允许以及是否允许触

发后续访问活动为宜。举例讲，一个本地局域网用户初始时只有发

起网络接入的权限，接入网络活动发生时，将基于当前活动进行最

小授权，简单讲：就是是否允许接入，以及后续是否允许访问互联

网访问代理和发起企业内部用户认证。发起用户认证时，将再次进

行信任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允许用户通过认证（可能由于终端

设备健康度的原因禁止用户认证）。最小授权原则必须得到持续保

证，严格限制设备、应用、服务、数据的可见性和可访问性。

6. 安全策略应被严格、强制、持续地执行。为了确保安全，零

信任遵循决策、执行分离原则，访问控制策略由一系列的访问控制

措施来执行。无论是在访问开始前，还是在访问过程中，确保访问

控制措施不被绕过、策略不被更改，严格执行访问控制策略，并以

不可逆、可验证的方式执行，周而复始，不断地迭代下去，持续保

障访问活动的安全、数据的安全。简单讲就是一步一策略，一步一

执行。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响应，阻断会话及后续访问活动，确保

安全可控。安全访问控制措施的部署和执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满足业务访问需求要求，提升用户体验，实现适度安全。

7. 应持续监控并采取缓解措施，以确保所使用的设备、网络、

系统、应用、外部环境等保持在最佳安全状态。在访问活动进行中，

应持续对用户设备、网络、系统、应用、数据服务及外部环境进行

监测，并进行实时分析，一旦系统受到外部攻击、健康状态出现偏

离，应立即采取安全缓解措施，抵御外部威胁，堵塞安全漏洞、持

续保障系统运行在稳定、可靠的安全状态。这是访问控制策略生成

和执行机制安全、顺畅运转的保证和基础。

8. 记录系统的行为日志，并实时进行分析和审计，以确保访问

活动合规、可信，同时为改进安全策略的决策、管理和执行效能提

供输入。获得权限后，还需要持续跟踪监测访问活动，一旦发现异

常和违规行为，及时阻断，确保访问活动合规、可信。同时，零信

任系统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监控、分析和审

计，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系统，持续满足业务发展的要求。

2.2 零信任架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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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讲，零信任架构的核心逻辑组件包括策略引擎、策略

管理器、策略执行点，它们对应着安全策略决策、管理、执行的三

个层次。另外，还有支撑和保障零信任组件运行的各种辅助支撑组

件。如下图所示。

图 2: 零信任架构原形

组件说明：

•  策略引擎（Policy Engine, PE）：该组件负责最终决定是否授予

请求访问用户或主体对资源（访问客体）的访问权限。策略引擎以企

业安全授权策略、内部实时环境感知结果、外部输入数据作为输入

进行信任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允许对该资源的访问请求。策略

引擎做出（并记录）决策，发给策略管理器。

•  策略管理器（Policy Administrator, PA）：该组件负责客户终端

设备到资源端到端的访问连接管理。在允许访问时，将生成客户终

端用于访问企业资源所需的用户令牌和 / 或访问令牌或其他类似的

凭证。而在拒绝访问时，可能将撤销用户会话或其他类似的凭证。

策略管理器需要和核心策略执行点或其他策略执行点控制点联动，

对其策略执行行为进行管理。

•  策略执行点（Policy Enforcement Point, PEP）：此组件负责使

能、监视并最终终止访问主体和企业资源之间的访问连接。在实际

部署中，可以是多个策略执行点，多个策略执行点在策略管理器的

管辖下协同联动，执行访问控制决策。

另外，还有几个为零信任核心组件提供数据和执行支撑，以及

保证零信任核心组件安全的组件。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可以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构建自己的零信任架构，使用的组件可以和下面内容有所

不同。

•  身份管理系统：提供用户、设备、系统、应用的主体身份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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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属性管理。为策略引擎、策略管理器提供访问主体身份及其

属性信息。

•  �资源访问规则：提供一组围绕企业核心资源（典型的是数据）

而创建的数据访问的属性、规则和策略。可以为策略引擎提供数据

输入，以支持安全访问策略的生成 ；

•  �基线管理系统：提供信息系统的安全防护基线，包括漏洞管理、

安全配置管理、合规管理、安全防护策略管理。为企业信息基础设

施提供安全防护；

•  �安全基础资源：提供安全识别、防护、监测、响应、恢复能力，

保障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为零信任核心组件、企业 IT 资产提供基

础安全防护能力；

•  公钥基础设施（PKI）：提供用户、设备、系统、应用的数字证书

（身份凭证）管理能力，为策略管理器提供访问主体的身份凭证信息。

•  威胁情报：提供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脆弱性、事件等威胁情报。

为策略引擎提供数据输入。

•  环境感知：提供主客体访问环境（包括终端、网络、主机、应用等）

的全面的感知、风险探测能力。为策略引擎提供数据输入；

•  安全审计系统：汇聚企业终端、网络设备、主机、应用、安全

系统等产生的日志，并进行审计。为策略引擎提供数据输入；

•  综合运行管理系统：提供日常安全运行监测管理、安全事件管理、

安全应急管理、预警通告管理等能力；为策略引擎提供数据输入。

3. 构建基于零信任架构的安全保障体系

零信任架构是传统边界防护体系的发展和创新，比边界防护体

系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对于企业信息基础设施来讲，有以下类型：

•  企业拥有信息基础设施，提供广泛的用户终端接入支持，网络

互联支持；

•  企业同时使用了私有云、公有云，提供广泛的用户终端接入支持，

位于企业私有云和公有云上的应用相互联通；

•  企业的应用完全构建在公有云上，提供广泛的用户终端接入支持。

上述几种类型都可以采用零信任架构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在实

际设计中，可以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设计。这里以第

一种情况为例，假设已经构建了传统的边界防护体系，简要介绍如

何构建采用零信任架构的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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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原则

零信任架构在设计时，隐含了一些默认假设，为使其具有预期

的防护效果，在构建、部署零信任体系时，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  用户、应用、数据分离

将应用和数据分离，并对外统一提供数据服务，可以更加有效

的保护数据的安全；将用户与应用 / 数据分离，可以有效阻断来自

各种终端的恶意攻击。

•  数据、控制、管理三面分离

数据面承载业务数据流，控制面承载安全控制流，管理面承载管

理数据流。将数据面与控制严格分离，可以确保零信任体系的安全和

有效运转。将管理面和控制面分离可以进一步保障控制面的安全。

•  统一规划、渐进改造

在传统边界防护的基础上渐进式进行构建，并逐步覆盖全部企

业信息基础设施。通过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可以有序构建完整的

零信任安全保障体系。

3.2 安全方案设计

1、企业信息基础设施情况

该企业有内部用户、外部用户、互联网用户三类用户终端类型，都

需要访问企业的应用以获取数据；企业有两个 Web 应用，并统一使用

后端数据服务，部署在企业的数据中心，两个应用均对所有用户开放。

2、方案设计

采用零信任架构的安全防护体系方案如图所示：

图 3: 零信任架构的安全防护体系

说明：

•  将用户终端与数据中心分离，建立了安全防护平台，所有终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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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安全访问平台才能访问业务数据。在安全访问平台内部署安全

访问代理、Web 安全防护等安全措施作为策略执行点，对应用和数

据服务进行安全防护；

•  在安全访问平台统一安全接入区部署安全接入设备（可以是由

多个设备构成的），提供网络准入、VPN、安全防护服务，实现了三

类用户终端的统一安全接入；

•  策略引擎以及身份管理、综合运行管理、基线管理、安全审计、

资源访问规则管理等部署在数据中心，提供安全数据分析、安全管

理功能，并为策略引擎提供新鲜数据；

•  环境感知代理、威胁监测、数据防泄漏、日志采集代理等探针

类组件部署在安全访问平台，实现用户终端安全及环境信息采集、

威胁监测、日志采集功能，并发送给部署在数据中心内的策略引擎

及其他安全管理应用；

•  策略引擎基于实时数据，经过信任和风险评估，生成控制策略，

发送给策略管理器，由策略管理器进行策略分解、编排并派发给安

全访问代理、Web 防护、威胁监测、数据防泄漏等策略执行点，实

现对应用的安全防护；

•  策略管理器、策略引擎、安全探针类设备、安全服务类应用位

于控制面，安全访问代理、Web 安全防护、业务应用、数据服务等

位于数据面，通过将它们部署在不同 VPC 或 Region 内实现隔离。

为保证安全性，安全访问平台可以部署在独立的 Region 内，实现与

数据中心的物理隔离。

为了重点说明零信任体系架构，这里对方案进行了简化处理，

例如省略了终端安全代理、安全运维代理、态势感知等等组件的设

计，没有将控制面和管理面分开。在实际的方案设计中，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改进和优化。

4. 总结和展望

本文从安全攻防的角度，介绍了零信任出现产生的背景和内涵，

以及零信任架构的原则和零信任原型，最后以一个案例的形式说明

了基于零信任架构的安全保障体系构建方案。

随着数据服务化、应用微服务化的蓬勃发展，以及身份服务、

权限服务、终端安全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安全与应用解耦迹象愈加

明显，重要的是用户对数据安全的愈加重视，这必将促进零信任架

构发展和演进，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将安全体系迁移到零信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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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义边界简介

传统企业网络架构通过建立一个固定的边界使内部网络与外部

世界分离，这个边界包含一系列的防火墙策略来阻止外部用户的进

入，但是允许内部用户对外的访问。由于封锁了外部对于内部应用

和设施的可见性和可访问性，传统的固定边界确保了内部服务对于

外部威胁的安全。但是现在，BYOD 和钓鱼攻击提供了对于内部网

络的不可信访问，以及 SaaS 和 IaaS 正在改变边界的位置，企业

网络架构中的固定的边界模型正在变得过时。

Cryptzone 通过问卷调研，对于企业网络访问安全有三个发现：

（1）很多企业使用的是过时的方法，在旧的网络安全模型下，

缺乏对于限制授权用户和第三方的访问的解决方案。

（2）大部分的信息安全方面的破坏来自于内部威胁。

（3）一些公司并没有经常回顾访问策略，有的甚至已经几年没

有这么做了。当策略制定好后，它们不会或者不去自动更新这些安

全策略。

因此，一个理想的网络访问安全模型，应可以理解上下文信息，

如用户位置，用户使用什么设备来建立连接的，何时建立连接的，

以及用户的角色。这些信息可以集成到特定上下文的访问规则中，

基于上下文参数的认证检查和对于资源的访问，能够提供对于边界

内部和外部的威胁的更好的防护。

软件定义边界由云安全联盟（CSA）于 2013 年提出，用应用

所有者可控的逻辑组件取代了物理设备，只有在设备证实和身份认

证之后，SDP 才提供对于应用基础设施的访问。SDP 使得应用所

有者部署的边界可以保持传统模型中对于外部用户的不可见性和不

可访问性，该边界可以部署在任意的位置，如网络上、云中、托管

中心中、私有企业网络上，或者同时部署在这些位置中。

SDP 包含两部分：SDP 主机和 SDP 控制器（Controller）。

SDP 主机可以创建连接（Initiating Host, IH）或者接受连接（Ac-

cepting Host, AH）。SDP 控制器主要进行主机认证和策略下发。

SDP 主机和 SDP 控制器之间通过一个安全的控制信道进行交互。

图 1 SDP 架构

软件定义边界，从零到一
绿盟科技 创新中心 张星

摘要：本文首先对 SDP 及其相关技术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模块介绍了 SDP 系统的设计思路。

在部署验证环节，以 IaaS 场景为例进行了原型的验证。SDP 作为一种访问控制模式，可以被用来隐

藏服务器和服务器与设备的交互，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安全和运行时间。 

关键词：零信任 软件定义边界 IaaS 访问控制



24

架构设计

、

SDP 改变了传统的网站连接方式。在传统的连接中，首先，

客户端需要建立与服务器端的连接，这一步骤使服务端暴露在公网

中，若服务端有漏洞，则有可能被利用；其次，用户通过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一步骤有可能使得用户名和密码被窃取；最

后，除用户名和密码外还可使用多因素认证，通过多因素认证，可

以抵抗用户名和密码的丢失，但是多因素认证对于用户而言不是很

友好。而在 SDP 中，首先，客户端进行多因素认证，认证设备的

可靠性等，这一步对用户而言是透明的。认证通过之后，才进入用

户登录阶段。这两步均是客户端与 Controller 进行交互，不涉及对

于具体服务的访问。当认证通过后，客户端才能够与可访问的服务

建立连接。

因此，SDP 通过三种方式对抗基于网络的攻击：透明多因素认

证可以抵抗用户凭据丢失、服务器隔离可以抵抗服务器利用、TLS

双向认证可以抵抗连接劫持。

SDP 可以提供对于网络系统、服务和应用的以人为中心、可

管理的、普遍存在的、安全的和敏捷的访问。它解决了 TCP/IP 中

的一个设计漏洞（在认证之前即对报文进行处理）。由于 SDP 的部

署代价更低，因此，SDP 可能颠覆网络防火墙和 VPN 技术。SDP

同样有可能颠覆传统的网络安全技术部署，如 NAC，Switch-to-

Switch 加密，内部的 VPN 能力。这是因为 SDP 的软件 Agent 技

术可以部署在任何其支持的操作系统上，从而创建一个及时的和动

态的网络边界。

以物联网为例，在物联网环境中，大量设备连接到 Internet 中，

管理这些设备并从这些设备中提取信息的后端应用通常很关键，扮

演了隐私或敏感数据的监护人的角色。SDP 可以被用来隐藏服务

器和服务器与设备的交互，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安全和运行时间。

由于 SDP 本身更多是理念的创新而非技术的创新，因此，其

用到了很多已有的技术，接下来，我们首先会对 SDP 相关的技术

进行介绍。之后，将介绍我们所设计的软件定义边界系统（SDP）。

通过上面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到，SDP作为一种新的访问控制理念，

本身是独立于应用场景的，所以，在部署验证环节，我们以 IaaS

场景为例进行了原型的验证。

软件定义边界系统设计

SDP 系统主要包含四个功能模块，分别是 IH 模块，AH 模块，

Controller 模块和 Controller Manager 模块。IH 和 AH 都需要向

Controller 进行认证，并且 IH 和 AH 之间也有认证和通信功能。整

个 SDP 系统的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SDP 系统结构图

IH 模块：主要负责向 Controller 进行认证，认证成功之后接收

从 Controller 端下发的策略，并将客户端的消息转发给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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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IH 模块分层结构图

IH 运行之后，会首先启动 Socks5 代理服务器，同时向 Con-

troller 进行 SPA 认证。认证成功之后，IH 会与 Controller 建立

mTLS 连接，连接建立成功之后，IH 会分别向 Controller 进行设备

认证和用户认证。认证成功之后，IH 会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

IH 服务策略，并会向用户展示出其可以访问的服务列表。

当用户访问服务的时候，IH 的 Socks5 代理服务器会首先检查

与保护这个服务的 AH 是否已经建立了连接，如果已经建立了连接，

则 IH 会将请求转发给相应的 AH。如果还没有相应的连接，则 IH

会首先向AH进行SPA认证，认证成功之后，与AH建立mTLS连接，

连接建立成功之后，再将相应的请求信息转发给 AH。

IH 模块的详细流程如下：

(1) IH 运行之后，启动 Socks5 代理服务器。

(2) IH 向 Controller 发送 SPA 认证包。

AH 模块：与 IH 模块相同的是也需要向 Controller 进行认证，

接收从 Controller 下发的策略，同时还负责将从 IH 端发送过来的

消息转发给相应的服务，并将从服务端传送回来的消息转发给相应

的 IH。

Controller 模块：主要负责 IH 和 AH 的认证工作，同时还负责

策略的生成和下发。其中的 Controller Web 功能模块主要负责与

LDAP 服务器进行交互，此外还为 LDAP 服务提供一个用户界面。

Controller Manager 模块：Controller Manager 是一个管理平

台，主要负责用户信息，设备信息以及策略信息等的管理工作。

IH 和 AH 都需要向 Controller 进行认证。认证成功之后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策略。当客户端向服务端发出请求时，该请求首

先会被 IH 拦截，IH 根据 Controller 下发的策略将请求转发给相应

的 AH，AH 根据 Controller 下发的策略再将请求转发给相应的服务。

整个过程中，服务的 IP 和端口对外隐藏，攻击者甚至都不知道有

哪些服务的存在，更不要说利用服务的漏洞进行攻击了。

IH 模块设计

IH 模块详细说来分为三层，分别是表示层，通信层和逻辑处

理层，如图 3 所示。表示层的功能一般是借助客户端的浏览器来完

成的，其主要功能是展示 AH 和 Controller 返回的信息以及 LDAP

用户认证界面。通信层主要利用 Socks5 代理服务器与 AH 和 Con-

troller 之间进行交互。逻辑处理层主要是进行 IH 认证数据的生成和

策略管理工作。通信层接收到的返回信息由表示层展示给用户，逻

辑处理层的信息通过通信层传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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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H 尝试与 Controller 建立 mTLS 连接。

(4) 如果mTLS连接建立成功，则IH会向Controller进行设备认证。

(5) 如果 mTLS 连接建立不成功，则判断是否重复发送 SPA

包超过了三次，如果没有，则返回到第 (2) 步，如果超过了三次，

则向用户发送提示信息，终止程序。

(6) 如果设备认证成功，则 IH 会显示出 LDAP 用户认证界面。

(7) 如果设备认证失败，则IH会显示出设备认证失败的提示，终止程序。

(8) 用户填写 LDAP 认证需要的内网账号和密码，确认提交。

(9) 如果 LDAP 认证成功，IH 会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 IH

服务策略，并展示出用户可以访问的服务列表。

(10) 若是 LDAP 认证失败，展示认证失败信息，终止程序。

(11) Socks5 代理服务器接收到消息。

(12)  判断这个消息是用户的请求信息，还是返回的消息。

(13) 若是用户请求信息，判断用户访问的是否是 Controller

允许该 IH 访问的服务。如果不是，就认为用户访问的是普通服务，

直接与服务建立连接，发送消息。

(14) 如果是，则 IH 的 Socks5 代理服务器检查与保护该服务

的 AH 是否有 mTLS 连接。

(15) 如果有连接，则将请求信息转发给相应的 AH。

(16) 如果没有连接，则首先向 AH 发送 SPA 认证包，然后 IH

尝试与 AH 建立 mTLS 连接。

(17) 如果 mTLS 连接建立成功，则将相应的请求信息转发给

AH，如果连接建立没有成功，则对信息不做处理。

(18) 若接收到的是返回的消息，则将消息传回给相应的客户端。

(19) 如果有多次信息交互，则重复 (11)-(18) 步。

根据以上流程的详细描述，得到 IH 模块的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AH 模块设计

AH 模块可被划分为通信层和逻辑处理层，如图 5 所示。通信

图 4 IH 模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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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H 向 Controller 发送 SPA 认证包。

(3) AH 尝试与 Controller 建立 mTLS 连接。

(4) 如果 mTLS 连接建立成功，那么 AH 会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 AH 服务策略。

(5) 如果 mTLS 连接建立不成功，则判断是否重复发送 SPA

包超过了三次，如果没有，则返回到第 (2) 步，如果超过了三次，

则在日志中记录信息，终止程序。

(6) AH 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 IH 访问策略。

(7) AH 接收到 IH 的 SPA 认证消息，并对 SPA 认证信息进

行验证。

(8) 如果 SPA 信息验证成功，则 AH 下发 iptables 命令，为

该 IH 打开相应的端口，之后 AH 与 IH 建立 mTLS 连接。

(9) 如果 IH 的 SPA 认证不成功，则回到步骤 (6)。

(10) 如果 IH 与 AH 之间的 mTLS 连接建立不成功，则回到步

骤 (6)。

(11) AH 接收到信息。

(12) 判断该信息是从 IH 发送过来的还是服务返回的消息。

(13) 若接收到 IH 发送过来的访问请求，根据 Controller 下发

的 IH 访问策略，将相应的请求转发给相应的服务（如果有相应的

策略支持）。

(14) 如果没有相应的策略支持，则不进行转发，回到步骤 (11)。

(15) 若 AH 接收到的是服务端返回的消息。

(16) 将返回的消息传回给相应的 IH。

(17) 重复步骤 (11)-(16)。

层主要负责 AH 和 IH、AH 和 Controller 之间信息的传送。逻辑处

理层主要负责 AH 认证信息的生成工作，以及 AH 对 IH 的认证信

息的验证工作，同时还负责策略管理工作。逻辑处理层的信息通过

通信层传递出去，通信层获得的信息交由逻辑处理层进行处理。

图 5 AH 模块分层结构图

AH 启动之后，会首先向 Controller 进行 SPA 认证，认证成功

之后，AH 会与 Controller 建立 mTLS 连接，连接建立成功之后，

AH 会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 AH 服务策略。

当 IH 在 Controller 处认证成功之后，如果 IH 有权限访问该

AH 所保护的服务，那么 AH 就会接收到 Controller 下发的 IH 访问

策略。当 AH 接收到 IH 发送的 SPA 包之后，AH 对 SPA 包进行验

证，如果验证成功，那么该 IH 就可以与 AH 建立 mTLS 连接。连

接建立成功之后，AH 会根据 Controller 下发的策略，将 IH 的请求

转发给相应的服务，并将服务返回的信息转发给相应的 IH。AH 模

块的详细流程如下：

(1) AH 启动 SPA 验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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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流程的详细描述，得到 AH 模块的流程图，如图 6 所示。

图 6 AH 模块流程图

Controller 模块设计

Controller 模块分为四层，分别是通信层，逻辑处理层，服务

层和数据层，如图 7 所示。通信层主要负责认证消息、策略消息和

数据信息的传送。逻辑处理层主要负责对 IH 和 AH 的认证信息的

验证工作和策略生成工作。数据层主要负责与数据库进行交互。

服务层主要负责对将要传给数据层或者从数据层返回的数据进行

处理。

图 7 Controller 模块分层结构图

Controller 运行之后，分别对 IH 和 AH 进行认证。AH 认证成

功之后，Controller 会向该 AH 下发 AH 服务策略。IH 认证成功之后，

Controller 会根据基于属性的访问策略，做出访问控制决策，之后

向相应的 IH 和 AH 分别下发 IH 服务策略和 IH 访问策略。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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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形成相应的 IH 访问策略。

(16) Controller 将生成的 IH 服务策略传送给相应的 IH。

(17) Controller 将生成的 IH 访问策略传送给相应的 AH。

(18) 重复步骤 (2)-(17)。

根据以上流程的详细描述，得到Controller模块的流程图，如图8所示。

Controller Manager 模块设计

Controller Manager 是一个管理平台，主要负责用户信息，设

备信息以及策略信息等的管理工作。本文重点关注当策略具备时，

SDP 机制该如何设计实现（即 IH 模块、AH 模块、Controller 模块

的设计与实现），具体哪些用户具备哪些访问权限仅是给出了简单

示例。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这部分也很重要，尤其是当用户、服务

很多时，如何管理用户、设备和服务的对应关系以及后期的动态维

护将变得尤为重要。

部署验证

本章主要描述的是对 SDP 系统的部署和测试工作。

模拟场景搭建

我们选择了企业内部使用的 OpenStack 平台搭建的 IaaS 环境

来部署 SDP 系统，同时模拟了三种服务访问的场景。具体模拟场

景以及系统部署情况如图 9 所示。

实验模拟场景中设置的访问控制规则为：

(1) 公司普通服务，公司员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都能够访问。

ler 模块的详细流程如下：

(1) Controller 启动 SPA 验证程序。

(2) Controller 接收 SPA 认证包。

(3) Controller 获得 SPA 包中的信息，并从数据库中取出相

应密钥，对 SPA 包进行认证。

(4) 如果 SPA 认证成功，则下发 iptables 命令为相应的 IH

或者 AH 打开相应的端口。如果 SPA 认证失败，返回到步骤 (2)。

(5) 与 IH 或者 AH 建立 mTLS 连接。

(6) 如果 mTLS 连接失败，返回到步骤 (2)。

(7) 若是 mTLS 连接建立成功。如果与之建立连接的是 AH，

则产生对应这个 AH 的 AH 服务策略，并将策略下发给该 AH。

(8) 如果与之建立连接的是 IH，则 Controller 接收到 IH 的设

备认证信息，并进行设备认证，

(9) 如果设备认证成功，则返回 LDAP 用户认证页面给 IH。

(10) 如果设备认证不成功，则返回设备认证失败消息给 IH，

返回到步骤 (2)。

(11) Controller 接收到 IH 发送的 LDAP 认证所需的内网账号

和密码信息。

(12) Controller 将 LDAP 认证信息传送给 LDAP 服务器。

(13) Controller 接收到 LDAP 服务器传回来的认证结果。

(14) Controller 根据 IH 的认证结果和预先定义好的访问控制

规则形成相应的 IH 服务策略。

(15)  Controller 根据 IH 的认证结果和预先定义好的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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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重要服务，只有特别指定的员工能够访问，并且只

能在公司内部或者员工家中，在上班时间访问。

图 8 Controller 模块流程图

图 9 模拟场景和系统部署情况说明图

 (3) 某个部门的普通服务，只能是该部门的员工在公司内部

或者员工家中访问，并且在任何时间都能够访问。

(4) 某个部门的重要服务，只能是该部门经理和一些特别设

定的员工能够访问，并且只能在公司内部或者员工家中，在上班时

间访问。

(5) 对于属于某一个项目组的服务，如果该服务是普通服务，

那么属于同一个项目的员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都能够访问这个

服务。如果该服务是重要的服务，那么属于同一个项目的员工只能

在公司内部或者员工家中，并且在上班时间访问。

根据上述访问控制规则，模拟了三种访问场景，分别是员工在

公司内部访问，员工在家访问和员工在咖啡馆访问。当员工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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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访问时，设定员工内网 IP是 110.0.0.110，经过公司网络出口后，

IP 被转化为 192.168.19.99。当员工在家中访问时，设定员工访问

的 IP 是 192.168.3.191。当员工在咖啡馆访问时，设定员工访问的

IP 是 10.63.10.128。

SDP 系统部署情况也在图 9 中得到展示，虚拟机 VM3 的浮

动 IP 为：192.168.19.243，其上运行着 SDP_Controller。虚拟

机 VM1 的浮动 IP 为：192.168.19.226，其上运行着 SDP_AH_1，

该 AH 保 护 了 两 个 Apache Tomcat 服 务， 分 别 是 service1 和

service2。虚拟机 VM2 的浮动 IP 为：192.168.19.236，其上运行

着 SDP_AH_2，该 AH 保护了两个 Apache Tomcat 服务，分别是

service3 和 service4。详细的 SDP 系统部署环境如表 1 所示。

表 1 SDP 系统部署环境表

表 2 展示了模拟实验场景中四个服务属性信息。Apache Tom-

cat Service 1 是公司普通服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2 是公司

重要服务；Apache Tomcat Service 3 是创新中心部门普通服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4 是创新中心部门重要服务，同时属于物

联网项目组。

表 2 资源属性设置表

表 3 展示了三种访问场景中员工的属性。创新中心的普通员工

分别在公司内部，家中和咖啡馆中访问服务。

表 3 用户属性设置表

表 4 展示了三种访问场景中员工访问时的环境属性。员工从公

司内部访问和从咖啡馆访问时间是在工作时间，而员工在家中的访

问时间不是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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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环境属性设置表

功能测试与结果分析

（1）SDP 系统部署之前

在 SDP 系统部署之前，用户在家或者咖啡厅都需要首先通过

VPN 连接到公司网络，然后再去访问 IaaS 中的服务，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没有部署 SDP 系统之前访问方式图

用户在接入公司网络之后，能够通过 IP 加端口的方式访问到

四个 Apache Tomcat 服务。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通过 IP 加端口的方式访问 Tomcat 服务

（2）启动 SDP 系统 Controller 和 AH。

SDP 系统的 Controller 和 AH 启动后，将不能使用 IP 地址加

端口的方式访问到上述四个服务。如果用户想要访问服务，必须在

客户端启动 SDP 系统的 IH。

（3）运行 SDP 系统 IH。

启动 IH 之后，IH 会向 Controller 进行 SPA 认证，与 Control-

ler 建立 mTLS 连接，接着进行设备认证和用户认证，如果这些认

证都成功了，那么 IH 会显示用户可访问的服务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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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展示和分析。

三种访问场景中，员工的属性都是创新中心的物联网项目组的

普通员工。依据 3.1 小节中叙述的访问控制策略，可知表 5 中展示

的结果与预期结果相符。

表 5 三种访问场景访问结果展示表

当该员工在公司内部访问时，他能够访问是公司普通服

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1，创新中心部门普通服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3，属于物联网项目组的创新中心部门重要服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4。

当该员工在家中访问的时候，由于访问的时间不是工作时间，

所以他只能够访问公司普通服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1 和创新

中心部门的普通服务 Apache Tomcat Service 3。

当该员工在咖啡馆访问的时候，员工访问的地点既不是公司内

部也不是员工家中，所以他只能够访问公司普通服务 Apache Tom-

cat Service 1。

用户在公司内部访问时，用户可以访 Apache Tomcat Service 

1，Apache Tomcat Service 3 和 Apache Tomcat Service 4。访问

页面如图 12 所示。浏览器中显示的并不是服务真正的 IP 地址和

端口，而是系统预先设置好的域名：apache1.sdp.com，apache3.

sdp.com 和 apache4.sdp.com。这种方法隐藏了服务真实的 IP 和

端口。

图 12 用户在公司内部访问结果图

小结

本文首先对 SDP 及其相关技术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模块介绍

了 SDP 系统的设计思路。在部署验证环节，我们以 IaaS 场景为例

进行了原型的验证。SDP 作为一种访问控制模式，可以被用来隐藏

服务器和服务器与设备的交互，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安全和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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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零信任”无疑是这两年安全界炒的很火的一个概念。2020 年

春节前后，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移动办公成为众多企业不得不正

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来因云计算和移动办公而生的零信任方案

更引人瞩目。

2004 年，零信任作为一个安全设计的概念 , 由 Jericho 论坛提

出 : 假设一个安全模型 , 传统边界正在消失 , 工作流正在移动到云 ,

移动终端对于应用程序访问正成为规范。2010 年，Forrester, John 

Kindervag, 创造了“零信任 ”或“零信任网络”的术语，以解决

Jericho 论坛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思想是“Nerver Trust， Always 

Verify”。十年来，多家组织阐述并发展了零信任架构，并在产业界

就零信任网络或零信任架构形成了很多跟具体场景有关的实践。

2020 年 2 月，NIST 发布了第二版的《零信任架构草案（Draft 

(2nd) NIST Special Publication 800-207 Zero Trust Architec-

ture）》，对其第一版零信任架构草案的零信任逻辑模型进行了更新。

本文参考 NIST 零信任模型，结合笔者实际零信任方案架构经验，探

讨零信任模型到研发实现到部署实施所需要关注的技术点及因素。

2.NIST 零信任逻辑模型

NIST 《零信任架构草案第二版》的逻辑架构模型如下图所示。

本章对该逻辑模型进行描述分析。

图 1.1NIST 零信任逻辑架构模型

NIST 零信任模型把零信任核心组件划分为数据平面和控制平

面两个平面，要求这两个平面隔离。控制平面的组件为 PDP（Policy 

Dicision Point），它又划分成两个组件 PE（Policy Engine）和 PA

（Policy Administrator），两个组件共同作用完成策略决策管控。数

据平面是业务访问数据流经的路径。业务流量从访问主体 sub-

ject 经系统（终端设备等）流经 PEP 组件（Policy Enforcement 

Point），不被信任的访问过滤掉，信任的访问可以到达企业资源。

策略引擎 PE ：负责决策是否授予给定主体访问某资源的权限。

PE 使用企业策略及外部输入（包括 CDM 系统、威胁情报信息、

行为日志等）作为信任算法的输入，以授予、拒绝或撤销对资源的

访问。PE 与 PA 配对使用，PE 生成并记录决策，PA 执行决策。

策略管理器 PA ：策略管理器实际建立或者关闭主体和资源的

访问路径，包括生成客户端访问资源的身份认证和认证令牌或者凭

证。策略管理器通过控制通道和 PEP 进行对接通讯。PA 和 PE 实

零信任架构从模型到实践
绿盟科技  总工办 陈景妹

关键词 : 零信任架构，PDP，PEP，PE，PA，访问安全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零信任架构从概念模型到研发实现到工程实施的思路，描述

零信任架构的组成，涉及到的关键技术，以及实施零信任方案的工程建设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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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可以合并为一个独立组件或划分为两个组件实现。

策略执行点 PEP ：负责启动、监控并且最后中止主体和资

源的连接。PEP 实际实现时常常分为客户端侧（如用户笔记本的

agent）和资源侧（如资源前面的访问控制网关）执行点两部分。

策略执行点实现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过渡。

在逻辑模型中，由多个数据源提供 PE 在做出访问决策时使用

的输入和策略规则，包括本地数据源和外部数据源。

持续诊断和缓解系统 CDM（Continuous diagnostics and mit-

igation）：收集资产当前状态，并更新配置和软件。CDM 系统提供

PE 发起访问请求的资产的环境感知数据，如操作系统、运行状态、

漏洞数据等。

行业合规系统：包含合规性策略，保证企业遵守其行业合规性

要求。

威胁情报：提供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情报信息，包括新发现的攻

击或漏洞信息、恶意软件信息等，作为 PE 决策的依据。

数据访问策略 ：访问资源的属性、规则、和策略。在策略引擎

中编码或动态生成。数据访问策略为企业中的帐户和应用程序提供

基本访问权限，是授权访问资源的起点，应当以实际任务角色和需

要为基础。

PKI 系统：负责生成颁发给资源、主体和应用程序的证书并将

其记录在案。

身份管理系统：负责创建、保存和管理用户账号和身份记录（如

LDAP 服务）。包含用户信息和其他属性诸如角色、访问属性和分

配的资产。

网络和系统行为日志 ：聚合资产日志、网络流量、资源访问操

作和其他事件，这些事件提供了关于企业信息系统安全态势的实时

（或接近实时）反馈。这一系统是草案第二版相对第一版增加的数

据源，实际上强调了对网络和系统日志的全面收集以用于ＰＥ决策。

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EM）系统：收集安全信息以用于后

续分析。使用这些数据进行策略优化和攻击告警。

NIST 零信任逻辑模型提供了我们构建企业零信任方案所需要

的逻辑组件框架，实际的零信任实践，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企业业务

场景，并且解决从抽象概念模型到实际实现的关键技术问题。

3. 零信任方案实现的关键技术问题

3.1 高可适应性架构要求

零信任方案是跟具体网络环境和应用环境强相关的方案。在实

际使用者自己研发实现的场景下，可以依据自身情况有针对性的设

计。而对提供零信任解决方案的厂商来说，则要求对零信任方案设

计有足够的鲁棒性，可以适应不同场景。

针对控制平面的 PDP，要求能满足不同的网络架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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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切分为多个 PDP 的联动，已有 IAM 等设施的复用，需要有

灵活的架构支撑。

针对 PEP，实际项目中，PEP 可以是充分利用已有网络设施或

安全设施来实现。这涉及到管控接口调用的问题，一般说来，为了适

应不同厂商不同类型的设施，应当依照接口本身的能力进行标准化。

下图是我们实现的零信任访问安全架构。该架构综合实现

NIST 零信任架构逻辑模型及 CSA SDP 模型（SDP 模型本文不展

开介绍，可以参考相关资料 SDP Specification 1.0），并在架构图

中标出了零信任逻辑模型的 PDP、PA、PE、PEP 等组件和 SDP

模型的 IH、AH、SDP Controller 等。该架构支持单级到多级的

PDP 及多节点多类型 PEP 部署接入。

图 2. 绿盟零信任访问安全架构

参照这个架构图，继续对零信任方案实现的关键技术进行描述。

3.2 设备资产稽查与环境感知

零信任方案要求对整个访问环境的全管控，首先就涉及到整个

环境的认知，包括环境中存在的设备资产及资产关系，以及资产配

置、状态数据和网络状态数据的感知。

针对设备资产稽查，包括主被动的资产发现、通过 agent 上报

等方式实现。

环境感知技术，包括软硬件环境、网络环境等的配置及健康状态的感知。

3.3 数据分类分级

零信任方案是要求精细化资源访问控制的方案。精细化资源访

问控制要求对访问主体及环境的感知以及对访问资源的分类分级控

制。访问资源的分类分级控制一般可体现为数据分类分级控制。分

类，指数据类型划分，不同场景下数据类型定义各有不同；分级，

指数据敏感级别，针对不同行业、单位具有不同的标准、要求。

3.4 访问代理技术

零信任方案实现的访问代理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发起方由可

信终端 agent 实现的终端访问代理，另一部分是在安全访问网关实现

的网关代理。由于零信任方案要求通过访问代理实现应用层会话访

问控制，同时要求全流量加密，如何实现对各种不同应用协议的加

密流量的代理，并且携带必要的终端标识信息，实现终端与访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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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联动，就成了零信任方案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实际上，业界

一些对比 VPN 和零信任方案的论文，认为零信任方案无法最终取代

VPN 的依据，就是目前零信任方案很难实现对全应用协议的代理。

3.5 认证技术

认证技术包括两部分，设备认证技术及用户身份认证技术。

设备认证，要求先认证再允许连接，如何实现认证前保护资源

对设备不可见，并在用户无明显感知的情况下完成设备认证是需要

解决的问题。

用户认证，不同应用系统、不同数据对认证强度的要求不一样，要

求支持多因子认证（MFA）和生物特征认证（如指纹、击键之类）。同时，

零信任方案要求在访问过程中的持续认证和在特定场景下的二次认

证。用户认证服务常常可以考虑利用企业已有的 IAM 设施实现。

3.6 UEBA 技术

UEBA 即用户实体行为分析技术，使用高级分析方法和机器学

习模型，对用户和实体行文进行评估，关联并建立基线，以发现内

部威胁以及外部入侵行为。UEBA 实际上是对用户行为从白到灰到

黑的分析判断。在零信任方案中，UEBA 技术是用户及实体风险及

信任评估的基础，需要尽可能全面的采集实体行为数据，进行建模

分析，判断实体风险情况。

3.7 风险与信任评估和策略决策模型

风险与信任评估是动态策略决策的基础依据。风险与信任评估，

需要围绕用户、终端、应用等访问主体对象的风险与信任级别进行

评估，给出量化风险评分，结合风险评分和当前访问行为进行信任

评估，判定该访问行为的信任级别是否与其所访问的资源的安全等

级是否平衡，当处在平衡状态时，允许访问数据的双向流动。对于

风险评估模型，可以参考 NIST RMF 框架（SP 800-37 r2），ISO 

27004，FAIR 等相关风险管理框架进行设计。

策略决策模型，基于风险与信任评估模型基础上进行决策的模

型。策略决策模型首先要解决的是初始策略问题，包括初始的策略

基线以及隐式信任区的设置问题。在零信任方案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一个从宽松到试点到严格零信任的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变化，

表现在初始的策略基线设置上。策略基线配置完成后，需要配置风

险控制策略，基于策略基线及风险控制策略，以及风险与信任评估

的结果，进行决策，并选择 PEP。

3.8 开放式标准化管控 API

零信任方案的实现涉及到各 PE、PA 的配合及 PA 与 PEP 的

管控 API 对接，要求相关节点提供开放式的管控 API，并且进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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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针对能力做接口统一。标准化的实现，一般要求节点直接按

标准规范进行接口开发，对于无法直接做接口标准化的部分节点，

可以考虑通过资源适配层解决标准适配问题。

3.9 自动化与安全编排 SOAR

作为需要对资源及访问行为进行精细化控制的零信任方案，

SOAR 安全编排是保障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零信任方案的安全编

排，除了用于风险行为的自动响应处置外，还有一个场景是进行策

略优化，基于策略执行的效果进行分析，对策略基线进行自动调整

优化，或给出优化建议。

3.10 小结

上面章节，讲述了零信任方案研发实现所需要考虑的关键技术

问题。解决技术问题并完成系统研发后，零信任方案实践迈出了一

大步，后面则是工程实施方案建设。

4. 零信任方案工程建设要点

零信任方案工程建设，不是传统安全项目建设那样，购买几台

安全设备或者系统，接入到客户网络环境进行一些配置就能够跑起

来的事情。零信任方案建设是在用户网络架构和安全架构中融入零

信任思想的过程，需要对客户的网络环境和应用环境进行充分的分

析，有针对性的设计方案。除了针对全新的网络架构设计可以直接

按照零信任架构进行设计外，一般都需要一个分步建设的过程。

零信任方案建设，首先要对用户环境进行摸底。包括如下内容：

1. 明确零信任建设目标和范围。主要针对什么场景（如远程办

公），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客户对安全的核心诉求如何，纳入零信

任方案建设的应用系统及终端范围是什么。

2. 用户对应用的访问包含哪些角色，用户的分类情况，包括内

部用户的分类，如开发人员、运维人员、一般内部用户，外部合作

用户或存在数据交换的系统分类等等。

3. 设备资产（终端）情况以及可控性，是否都能安装 agent。

4. 客户网络架构情况，网络规模，当前是否具备控制通道与业

务数据通道隔离的条件。

5. 应用部署情况，云化部署还是传统服务器部署，私有云还是

公有云，或混合部署的具体部署情况。

6. 应用架构情况。应用系统是否具备前后端分离的架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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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认证与权限管理，是否已使用统一的 IAM 系统。应用是否

具备可改造的条件。

7. 已有安全建设情况。是否已经有 IAM 系统存在，存在哪些

网络安全检测和防护设备，是否部署统一的终端安全软件。有哪些

安全设施可以作为 PEP 或联合 PDP 存在。

8. 应用访问数据流情况，包括相关应用系统的访问来源，以及

应用系统之间存在的数据交换关系（开放端口），和应用系统与数

据服务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条，实际执行时，可以先大致了解，

通过部署或重用流量采集探针和安管平台（SIEM）对实际流量情

况进行摸底得到。

对上述情况进行摸底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实际的零信任建设方案

设计，基于上述信息设计适当的零信任部署结构，包括 PDP 及 PEP

的选择和部署位置等等，以及是否涉及网络改造和应用改造的设计。

在零信任方案实施阶段，通常先要有一段观察期，在这段观察

期，整体运行在“宽松策略模式”状态下，完成初始的资产发现与

稽查，应用与数据关系和流转分析等工作。

零信任方案建设，一般需要分阶段进行建设。由于零信任方案

属于侵入性较强的安全建设方案，初始策略设置不恰当或者系统未

经充分验证情况下，容易导致业务中断问题。所以一般会选择对业

务持续性要求不太高的进行试点建设，试点运行稳定后，再扩大方

案实施范围。

5. 总结

本文主要介绍零信任架构从概念模型到研发实现到工程实施的

思路，重点介绍所需要考虑的关键技术问题及要点。零信任方案作

为新兴安全解决方案，从业务到技术实现到工程实施，都有待于我

们进一步的去开拓创新，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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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案概述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云大物移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带来新的安

全挑战。最大的变化是网络边界变得模糊，移动互联与云计算，让

人们可以在任意时刻和任意地点访问云端的应用。传统上的网络访

问控制，部署在网络边界上，在新的场景下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网

络威胁。

零信任安全要解决以往依赖边界访问控制的不足。零信任安全

的核心理念，对于任何用户、设备、网络、系统、应用，默认都是

不信任的，除非信任关系得到证明。

绿盟科技零信任安全解决方案，遵循零信任安全理念，组合终

端安全，身份识别与管理，网络安全，应用和数据安全，安全分析

协作与响应等安全模块。实现以用户信任和设备信任为基础，根据

多个多因素持续评估风险，自适应访问控制的零信任安全架构。 

2. 方案架构与组件

2.1 部署架构

绿盟科技零信任安全解决方案，逻辑上划分为数据平面和控制

平面。数据平面是指用户访问应用系统的业务界面，控制平面是信

任，风险分析和策略控制的界面。

控制平面，汇聚来自终端，网络，用户等多个因素，并执行风

险分析，根据风险结果向具有执行能力的组件下发指令，实现动态

访问控制。

图：零信任安全解决方案架构

2.2 方案组件

零信任安全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  解决方案部 刘弘利

摘要：零信任安全，是一种安全理念，也是一种安全架构。零信任安全，以用户信任和设

备信任为基础，根据多个因素持续评估访问风险，实现自适应访问控制。本文介绍绿盟科技零

信任安全架构和组件，实现零信任架构的步骤。

关键词：零信任，用户信任，设备信任，持续风险评估，用户与实体行为分析，自动化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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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安全解决方案，采用了多个安全产品作为组件，实现用

户信任和终端信任，多因素持续评估与自适应访问控制的架构。

1）安全认证网关（SAG）

安全认证网关，以反向代理方式，对外发布应用资源。安全认

证网关将外网用户和内网资源隔离，过滤非法的访问。安全认证网

关为内部应用资源提供加密访问通道，与设备之间通过证书来认证，

增强安全性。

图：安全认证网关功能

2）统一身份认证平台（UIP）

统一身份平台，集合了用户、认证、授权、应用、审计的统一

管理功能，是用户身份和访问管理的平台。用户管理，将各子系统

的账户关联到主账户中，实现账号体系的统一，方便员工的生命周

期管理。 统一身份平台可以利用第三方账户数据，按周期同步。

图：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3）零信任分析与控制（ISOP-ZTA）

零信任分析与控制模块的作用相当于零信任案安全系统的大

脑。通过收集和汇聚风险因素，经过分析评估之后，根据信任评估

的结果作出决策，下发决策指令给到相关的安全设备或者软件系统，

实现访问控制。

收集信息包括：终端安全状态，用户与实体行为分析数据，用

户认证和授权的信息，网络安全风险数据等。根据收集的信息，在

会话建立请求阶段，对用户和设备作出允许访问或者拒绝访问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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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访问期间，持续分析用户和实体行为，结合网络风险，评估

访问信用，基于信用结果向关联设备或者软件联动控制。

图：零信任分析和控制

4）统一终端系统（UES）

绿盟统一终端系统是终端安全组件，提供终端设备的安全状态

信息。终端安全状态，包含多个方面，比如操作系统的版本，补丁

更新，软件和进程，安全配置等等。策略引擎平台可以根据这些选项，

判断访问终端设备是否达到了策略要求的基线，决定是否允许访问。

5）安全管理平台

安全管理平台，能够对全网设备的漏洞和威胁、日志持续监控

和分析，获得风险可视化，自动化响应能力（SOAR）。安管平台的

UEBA 模块，持续检测用户和终端的行为，评估访问主体的安全风险。

2.3. 典型场景

1) 远程办公场景

2020 年初的新冠病毒疫情，需要企业员工远程办公。零信任

架构能够取代传统的 VPN 管道，成为更安全更便捷的远程访问公

司内部应用，以及云端应用。

图：远程办公场景

员工访问单点登录的门户，需要先行认证，加上验证码实现双

因素认证后，根据用户的角色，授予访问应用的权限。更进一步，

增强的终端安全感知，还需要评估访问终端的安全性，只有通过安

全监测的终端才能访问。

2) 数据安全防护场景

零信任架构的终极目标，是保护后台的应用和数据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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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部分，从终端、网络、用户、数据、应用等各个实体，需要

保持在安全的状态。需要在这些实体上部署相应的安全产品，如防

火墙、网络入侵检测、Web 应用防火墙等。

图：数据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措施最大化，权限最小化。安全防护和零信任架构相

结合，确保后台的应用系统和数据的安全性。

3. 解决方案价值

1) 受控的网络访问控制

零信任网络摒弃静态的访问控制规则，持续验证访问实体的安全和

身份，动态调整访问控制规则。这种访问控制，是主动的、动态的、受控的。

2) 减少攻击面

零信任网络，采用先认证后访问的方式，把应用隐藏在后面（通

常是先访问代理设备），减少应用或资产的暴露，从而减少攻击面。

3) 降低安全风险

默认不信任任何设备和用户，以及基于持续风险评估来做访问

决策，加密传输等措施，能够降低安全风险。尤其是对应用和数据

的保护，减少数据泄漏的安全风险。

4) 提高员工访问体验和工作效率

单点登录（SSO）和多因素认证（MFA）等身份认证措施，提

升了应用访问的安全性，同时提高了用户访问系统的体验。单点登

录页面，一次认证，自动登录，提高工作效率。

4. 总结

零信任是一种安全架构理念。围绕着用户安全，设备安全，采

用持续评估风险和信任的手段，动态自适应访问控制。零信任安全

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逐步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零信任体系的建设，涉及到用户身份，终端安全，网络安全，应用

和数据安全，兼顾网络安全和访问体验，最终实现安全防护与零信

任体系相结合，最大限度提升企业网络安全，降低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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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体系下IAM建设浅谈
绿盟科技  SPG产品部 潘文欣

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云、大、物、移的技术变革使企业 IT 环境和业务环境发生

巨变，企业单一物理边界被瓦解，传统边界防御体系面临失效，此背景下，零信任的概念

被提出。而身份与访问管理 IAM 是零信任体系建设的关键组件。本文主要围绕零信任体

系下 IAM 建设这个主题开展介绍，重点讨论下一代 IAM 应具备哪些特性才能够更好的在

零信任网络中发挥作用，最后介绍绿盟科技在这一领域的实践。

关键词：零信任、身份、MFA、访问控制、最小化授权

1. 前言

零信任的概念从 2010 年由约翰 . 金德维格（John Kindervag）

提出以来，至今已经经历了 10 个年头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众

多组织基于对当前安全问题的跟踪研究提出了各自关于零信任体

系与框架的理解，比如 Forrester 的 ZTX（Zero Trust eXtended 

Ecosystem） 框 架 ，Gartner 基 于 CARTA 模 型 的 ZTNA（Zero 

Trust Network of Access） ，以及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发布《零信任架构》标准草案 提出的零信任框架等。这些体系框

架中对于零信任的最核心理念，即“任何人、任何设备、任何流量

初始都是不可信的，所有信任都需要评估与验证”，是基本一致的。

具体来说，在零信任网络中，对于任何用户、设备，流量，不再根

据所处的网络位置作为其是否可信的判断依据，而是需要先评估及

验证其可信度，以及其在访问企业资源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根据

上下文信息持续地、动态地做信任评估与授权控制，以保证持续的

可信。由此可见，细粒度的信任评估与授权控制是零信任的关键，

而 IAM (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身份与访问管理正是助

力安全从粗粒度访问控制升级到多层级、细粒动态访问控制的关键

组件。因此，可以说 IAM 是零信任网络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组件之一。

云大物移的技术变革推动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一过程中 IT

环境复杂化，企业业务趋于生态化，越来越多的人（员工、客户、

合作伙伴）、设备（PC、移动端、IoT）需要访问企业资源；同时，

伴随着云服务托管模式和移动办公需求的增长，企业数据资源分散

化，数据访问方式多样化。在这样的变革下，物理边界逐渐瓦解，

基于物理边界构筑的防御体系在逐渐失效。零信任安全体系正是基

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的。那么零信任体系下的 IAM 建设也需要不断

演进，以便能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变革下的新安全挑战。

2.IAM 定义与范畴

引用 Gartner 对 IAM 的定义：身份与访问管理 IAM(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是一系列的技术和流程的集合，这一集

合用于保障正确的人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理由访问

正确的企业资源，以确保企业业务目标的达成。

IAM 涉及到 4 个领域的内容，包括身份治理与管理 IGA

（Identity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访 问 管 理 AM

（Access Management）、特权访问管理 PAM（Privileged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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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以及 Authentication （认证）。

图 1:IAM 包含的内容

这几部分在 IAM 中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

协作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简单解释下每一部分相关的能力。

身份治理与管理 IGA（Identity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由一系列的基础组件构成，用于跨企业不同应用和系统上提供统一

的用户的数字身份管理以及访问控制权限的管理。涉及到的关键能

力包括：数字身份的生命周期管理、权限管理、角色和组织架构管

理、访问控制请求、交互流程的处理，日志审计及分析报告等。

访问管理 AM （Access Management），由访问控制引擎来实

现对业务的访问控制，包含统一集中认证、单点登录、会话管理和

授权的策略的执行等。

特权访问管理 PAM（Privileged Access Management）保障特

权人员对关键资产和设备的安全管理，国内一般叫堡垒机，或 4A。

认证鉴权 Authentication，包含支持的认证凭证以及支持的认

证方式，如静态口令、Token、生物特征的验证方式。

根据使用场景不同，IAM 也分为员工 IAM，合作伙伴 IAM 与

客户 IAM，不同应用场景下对 IAM 需求的侧重点不同。但在数字

化转型开放、互联互通等深层次合作的背景推动下，合作伙伴，比

如渠道合作商等对企业应用资源的访问正在趋近于企业办公场景。

本篇文章重点关注在企业大办公场景（员工、合作伙伴）下的 IAM

范畴。

3. 零信任体系下 IAM 建设要求

零信任并非真正的“无信任”，不让任何人、设备、网络访问

企业资源。恰恰相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就是开放、合作、互联，

数字化业务需要对更多人（员工、合作伙伴、客户）开放，且随着

业务生态的动态调整会有更多类型的企业应用和服务面向这些人员

开放。要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 IT 基础设施需要改造，安全

也需要同步考量、同步建设。零信任体系的提出正是要取代传统边

界防御体系以解决数字化进程中的开放、合作、互联的业务环境下

安全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来理解零信任概念就更加准确，即零

信任意味着无隐含信任，或者说最小化的隐含信任。作为零信任体

系中的基础组件 IAM，更需要同步考量以上业务需求和 IT 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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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来的新挑战，如满足更多用户群体在访问企业资源过程中的安

全性与便捷性，以及满足访问方式多样化，接入资源多样化、分散

化等。

 

图 2 ：零信任建设对 IAM 的需求

零信任体系下 IAM 建设需要具备的能力特性：

1、 能够满足用户和企业资产访问的多元化

 多元化体现在多个方面：

（1）接入用户多元化：不仅是员工，还有合作伙伴、客户，以

及各种设备也需要身份化管理；

（2）访问终端多元化：不仅再是 PC，还有移动终端、物联网

设备等；

（3）访问地点多元化：不仅只在内网，员工有移动办公需求，

合作伙伴有从外部访问内部应用需求；

（4）应用多元化：应用类型不仅有 Web 应用，还有移动应用、

API 微服务、SaaS 应用等；应用部署位置多样化，或者说企业资

产分散化：越来越多的业务上云，考虑到服务的可用性与服务体验

也会存在多云部署的情况，而不仅只在本地部署。

 这样的背景下，要求 IAM 首先能够具备多元化的用户、设备、

应用身份管理能力，其次是支持多元化的应用接入能力，以及支

持万物互联的身份认证技术，这些是建立统一的细粒度访问控制的

基础。

2、 需要保障企业资产的全面安全性，确保在各层面的最小

授权访问

企业的数字资产是数字化业务的核心，包括企业对外提供的服

务、知识产权，客户及员工的个人信息等等。这些数据在网络、应

用负载、API、终端、服务器等各环节中流转或存储，要保证企业

数字资产全面的安全性，零信任体系建设需在各环节上持续风险评

估及关联分析，并根据评估结果在各层级上实现细粒度的访问和动

态授权控制，才能确保各层级的最小授权访问。那么，零信任体系

下的 IAM，作为动态控制和授权的核心引擎，需要具备如下三方面

能力：

（1）用户、设备、应用的全面身份化管理能力，也即上面第一

点特性要求，这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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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续的用户、设备行为分析和感知能力，以及实时联动外

部各层风险检测组件，并将各组件的风险信息进行关联分析的能力，

如网络层、应用层流量异常检测组件、终端安全组件、威胁情报组

件、数据安全组件等。

（3）多层级、细粒度的访问授权决策与控制能力，即根据上面

联合分析结果动态指导授权决策，并实时下发到网络层、应用层、

API 接口层、数据层等各层级的访问控制执行点来具体执行放行、

阻断流量。

整个过程是 IAM 与零信任各组件间协调、联动，并在各组件间

实现持续、实时、动态地评估、检测、防御、响应过程的循环。这

样才能实现持续的可信验证，以解决传统边界防御体系无法解决的

内部威胁问题，如攻击东西向扩散，合法凭证被盗取或内鬼发起的

越权访问等问题。

3、 需要满足用户访问企业资源的便利性和高效性，确保企

业高效运转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为了降本提效，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

济价值。因此，零信任 IAM 除了要保证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外，仍需

要兼顾企业资源访问的便捷性，办公的高效性。比如，允许各类角

色可以随时随地、便捷地访问企业资源，允许 IT 管理员以更低的

成本、更高的效率管理账户，执行安全策略等。这要求 IAM 具备如

下几方面能力：

（1）支持统一的认证策略和用户体验。需支持主流的认证协议，

例如 SAML、OAuth2、OIDC 等，以及考虑当老旧应用无法改造时

的可替代方案，如密码代填等，以保证各类型应用和资产的统一接

入管理和单点登录。

（2）灵活可控的认证方式编排。例如，除了支持多因素认证

MFA，还应考虑支持不同用户群体、角色认证方式的选择，以及认

证链的灵活编排；认证方式除了静态口令，需要支持移动端动态口

令，指纹、人脸识别等生物特征的认证方式，以便提供更便捷且安

全的认证方式，同时可减轻密码管理负担，降低凭证泄露后带来的

安全风险等。

4、 需要支持业务的弹性扩展与对外的可扩展性。

企业业务会随着企业生态的动态扩张而扩展，零信任安全体系

应具备按需弹性扩展的能力，零信任框架下的 IAM 是助力整体安

全策略实现这一能力的基础。这需要 IAM 在设计时就应充分考虑

自身能力的可扩展性，包括三方面 ：（1）产品自身支持虚拟化形态

以满足云端适配能力；（2）支持集群扩展，支持集群统一管理与集

群各组件间的状态同步，以确保对外流程处理和联动的统一性；（3）

IAM 自身也要考虑模块化设计，并提供标准的接口，以快速扩展自

身能力或联动外部各类安全能力，或接受统一安全策略调度与编排，

以实现整个零信任体系流程的自适应运转。

4. 绿盟科技零信任 IAM 访问安全方案

绿盟科技通过对零信任框架体系的持续跟踪研究，并结合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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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先进的实践经验，打造出基于零信任体系的下一代 IAM 访问安全

解决方案。借助该方案，组织可以低成本实现安全、便捷、多层级、

细粒度的零信任最小化授权访问，保障企业数据资产安全。

 该方案由统一身份认证平台（NSFOCUS UIP）与安全认证网

关（NSFOCUS SAG）产品构成，共提供 8 大核心组件能力，涵

盖统一身份管理组件、统一应用管理组件、统一认证 & 单点登录组

件、统一权限控制组件、应用代理访问控制组件、API 代理访问控

制组件、统一日志记录与审计组件、外部风险因子联动组件。

图 3 ：零信任与 IAM 的结合

通过该方案中各组件协同联动，可构建统一的可信访问控制通

道，保障所有访问主体（用户）对组织客体资源（应用服务）访问

或使用前都需要经过可信访问控制通道的信任评估与验证，在被验

证可信前对应用资源不可见，也不可访问和使用。借助统一认证和

单点登录组件，可以极大提高员工办公效率并保障访问体验的一致

性；对管理员来说，可对企业应用资产的访问实行统一的强认证策

略以及细粒度多层级的授权控制策略，保障企业应用资产访问安全

性的同时兼顾安全管理高效性。同时，借助外部风险信息源，如终

端环境感知、用户实体行为分析、威胁情报等，可进行多重风险信

息的汇聚分析，实现基于访问上下文的综合授权决策，并根据决策

结果动态地调整访问控制策略，以保障访问的持续可信，从而保障

企业数字资产持续安全性。

5. 结束语

零信任体系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基础设

施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目标等，分阶段、分步骤实现零信任网络建

设。在这一过程中，构建基于用户、设备、应用的精细化可信访问

控制通道是零信任建设的第一步，其中，IAM 是基础。但这并不是

零信任网络的全部，零信任的核心是保护数据资产安全，这就需要

安全体系在网络、应用、终端、数据等各个层面均实现精细化的访

问控制，各层级实现最小化授权。因此，在第一步建设的基础上需

要逐渐配套各类安全基础设施，以及需要各安全组件的统一策略编

排、安全可视化等。绿盟科技一直致力于网络安全的深入研究与企

业实践落地，在此基础上，绿盟科技已经推出了零信任解决方案，

并致力于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与企业一道共建安全可信

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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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首要是身份认证

网络安全行业安全盛会 RSA Conference 在旧金山落下帷幕，

2020 年会议主题为“Human Element”，可以翻译为“以人为本”，

从主题上可以看出，人类对于网络安全行业来说永远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也是最为薄弱的安全环节，因此网络安全首要工作是做好身份

管理工作。下面本文介绍常见的五种身份认证场景和技术。

常见的身份认证场景和技术

对人类的 MFA 认证

人在网络安全中是最为常见和关键的一个要素，常见的身份认

证场景很多，比如说回到家打开房门，拿起手机打电话，打开微信

支付账单等等场景，综合来看，这些场景中我们常常使用的认证方

法有口令密码，钥匙，指纹等等认证要素。从网络安全技术上通常

可称为多因素认证技术。

多因素身份认证，英文全称为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可

简称为 MFA。多因素认证通常可划分为三种因素，分别为可知因素，

不可知因素和固有因素。可知因素指人类大脑可记忆信息，比如账

号口令信息、PIN 码等等可被大脑记忆而固定的认证要素 ；不可知

因素指人类无法通过大脑记忆，但可被人所持有的认证要素，例如

我们回家开门用到的钥匙、门禁卡等实物认证要素；固有因素指人

类与生俱来的生物特征，例如人类的指纹、虹膜、说话的声音等。

等保 2.0 规范中已提出要求，对人的访问应采用双因素或多因素身

份鉴别技术。

多因素身份认证主要是围绕人类进行展开的应用场景，身份认

证过程需要人们参与并作出相应动作，也是当前网络安全中常见和

熟悉的身份认证场景和技术。

对机器的 CRAM 认证

具备计算和存储能力的计算机或智能设备之间的认证，也是人

们生活场景中接触到的身份认证场景，但由于生活中人们不需要过

多的参与认证过程，或者无需人们采用认证过程。人们认识了解相

对较少。智能设备之间身份认证通常采用“挑战 - 应答”机制。

“挑战 - 应答”身份认证机制，英文全称 Challenge Respons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可简称为 CRAM。移动通信网络中的

移动终端和基站之间的身份鉴别就是最常见 CRAM 应用场景。例

如 2G 通信网络中的 GSM 技术，用户终端设备（UE）有一个用

户注册域（HLR）和一个用户访问域（VLR）。用户 UE 和注册域

HLR 之间有一个共享密钥 Ki，密钥 Ki 在人们购买电话卡时就建立

获得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 UE 首先与访问域 VLR 联系，

访问域 VLR 跟用户注册域 HLR 联系，得到认证向量，然后 VLR

浅谈网络安全身份认证技术

摘要： “以人为本”点明了人类是网络安全行业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最

为薄弱的安全环节。本文介绍网络安全中常见的身份认证技术和应用场景，并

提出运维安全管理场景下的方案和建议。

关键字：认证技术、身份认证、MFA、身份治理

绿盟科技 BSG产品部 许德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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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认证向量中的挑战信息发送给用户，用户 UE 根据挑战信息进行

应答， VLR 根据用户应答信息情况判断是否为合法用户。具体流程

如图 1 所示。

图 1、GSM 系统中使用 CRAM 机制的身份认证过程

智能设备之间采用 CRAM 机制进行身份认证，而不能类似人

类的 MFA 认证，是由于智能机器和存储能够被克隆仿造，仅单方

面的声称设备自己的身份和校验声明信息，那么认证过程可被监听、

截获、重放等多种安全攻击破坏，CRAM 机制通过挑战的方式，对

身份声明者进行二次鉴别，就能够有效抵御重放和仿冒等网络攻击

行为。

对物品的标签认证

对物品的认证也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身份认证场景之一。例如

在商场采购名贵商品时，验证商品是否是原装正品，特别是在网络

购物时，人们更为关注商品合法身份。伴随着物联网的兴起和发展，

对物品的认证也将受到网络安全行业的关注和重视。

对物品的认证，通常采用标签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物品在生产

制造过程中，会被打上固有的标签信息，或者绑定上 RFID 智能标签。

物品的持有人，通过扫码枪或者专有解码器读取标签信息，根据标

签反馈的信息来鉴别物品的身份合法性。

标签认证从网络安全性来看，标签认证只能提供短期的安全和

抵抗高成本攻击手段，无法彻底解决认证过程的劫持、重放攻击等

问题。但从安全的成本来看，标签认证建设成本低廉，而仿冒、劫持、

破解等成本高。在生活应用中低成本商品身份认证已满足使用需求，

但高价值商品、对于物联网安全来说，还是存在不足和缺陷，在安

全建设中应适当取舍。

数据保护下匿名认证

个人身份信息、隐私数据等敏感数据泄露是当今信息安全的重

灾区，也是网络安全热点。匿名认证技术是一种有效包含数据安全，

同时满足身份认证的解决办法。例如智慧医疗系统的病例隐私性保

护场景中，张三 13 日取到了 20 号患者的标签到医院看病，医疗系

统只需记录 13 日 20 号患者的病情、处方、疗效等信息，而 14 日

李四取到 20 号患者的标签到医院看病，医疗系统记录的是 14 日

20号患者的病情、处方、疗效等信息，至于两个患者的真实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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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系统并不用关注，医生治病应针对病情，而不是患者的身份。

匿名认证中的匿名是指在一组由多个用户组成的匿名集中，用

户不能被识别的状态。匿名认证是指用户在证明自己身份合法性的

同时能够确保自己身份信息、位置信息的匿名性。匿名可以有效保

护认证双方的敏感机密信息，认证可以满足认证双方对身份认证的

需要。

匿名身份认证在网络安全中是对数据的保护，对身份中的机密

数据进行保护，可对认证过程的重放、破解等攻击进行防护。常见

的匿名认证的方法有零知识证明身份认证、假名认证等。匿名认证

技术在 RFID 隐私性保护、智慧医疗系统的病例隐私性保护、网络

投票、区块链等有广泛应用。

有归属感的群组认证

群组在社交中是常见的应用场景，某个个体是否归属于某个群组

是需要通过身份认证来识别的。例如在自组织战场通信网络中，战场

上多个作战单位自动组建通信网络，如何能够正确识别敌我双方、识

别个体作战单元归属于哪个作战单位，都是需要群组认证技术完成。

群组认证是指证明方向验证方证明他是某个群体的合法成员，

而验证方也只能验证该用户是否属于某个群体，不能明确清楚证明

方的具体身份。常用的群组认证技术有群签名、环签名、集合认证

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较少。

运维安全管理

绿盟运维安全管理系统以满足等级保护下身份鉴别、访问控制、

安全审计等监管要求为核心，基于“账号、认证、授权和审计”4A

管理理念，采用三权分立和最小访问权限原则，对运维特权访问行

为进行精准的事前识别、精细的事中控制和精确的事后审计，帮助

企业转变传统 IT 安全运维被动响应的模式，建立面向用户的集中、

主动的运维安全管控模式，降低人为安全风险，满足合规要求，保

证企业效益。

绿盟运维安全管理系统在运维事前进行精准识别，对人进行全

局唯一身份标识、多种双因素身份鉴别等技术，解决身份冒用、混

用和滥用等访问管理难题。同时对信息设备资产进行自动发现纳管，

对设备账号进行自动发现、弱口令发现、自动改密和账号巡检等技

术做好身份治理。在运维事中进行精细权限管控，可自动按运维行

为需求提升特权身份，智能阻断违规高危操作，可实时查看和监管

访问行为。在运维事后进行精确的安全审计和分析，可对运维过程

中新建后门账号，或账号长期无人使用等异常账号进行检测。

结束语

网络安全中对身份的管理不仅仅是身份认证上，更多的是要对

人的身份进行安全治理。在不同的环境和场景下，身份是动态变化

的，因此身份认证技术和防护也应相应的动态变化，才能更好地满

足实际的业务需求，做好网络安全防护，保障网络安全通信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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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受当前疫情影响，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进入了远程办公模式，

同时给安全也带来了很多挑战，安全边界被打破，数据安全风险，

权限管控无序，蠕虫的蔓延，黑客的攻击，核心业务暴露在公网等

等 ......

针对远程办公的安全需求，很多安全公司也提出解决方案。零

信任架构是其中一种，也是安全行业的热门话题。很多人在问，什

么是零信任架构，它真的能解决上面的问题吗？企业如何实施零信

任架构？

我所在的完美世界公司，零信任架构项目启动较早，已闭环上

线运行近 1 年。借此契机，集团全面推行了零信任架构远程办公模

式。本文是对完美世界零信任架构实战的一次总结，希望对大家评

估零信任远程办公方案时有所帮助。

二、完美世界零信任架构

完美世界零信任架构实践是从 15 年开始调研，16 年分阶段

开发，用了较长时间来摸索和一步步落地闭环。在架构上主要是

参考了谷歌公司的 BeyondCorp 项目，结合了公司安全其他需求，

融入自己一些安全理念，设计零信任架构。

图：完美世界零信任架构

核心思想同样是建立基于用户、设备、应用的三者信任链，以

及动态的安全评估机制。在架构设计上按照分层思想设计，即在网

络层、主机层、应用层上分别设有三套独立的系统。系统可以独立

其他系统运行，也可以系统之间进行联动，通过联动来实现更强的

安全防护能力。

后端服务中有统一的用户目录服务、PKI 体系和 OTP 认证等

系统，来支持设备、人、应用的多因素鉴权，结合系统对零信任架

构体系闭环，里面几个核心系统主要功能是：

•  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负责网络边界 ACL管控和网络准入控制，

联动主机安全和应用安全系统，实现经认证的设备的入网和不安全

隔离控制；

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零信任远程办公实战
完美世界 高级安全总监 何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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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安全管理系统：安装在 Windows 和 Mac，移动终端上的

agent 和主机安全网关，实现人和设备的信任关系建立，设备安全

状态的检查，漏洞的修复处理等功能；

•  应用安全管理系统：包含 web 安全网关、策略服务器，负责对

web 资源的保护与授权，对符合 user->device->appliction 信任链

的请求放行。

此外还有一些核心辅助系统，SADB、SOC 等系统，来实现

更复杂的动态安全分析检测等能力。

三、零信任架构与 VPN 方案的对比

除了零信任架构，远程办公也有其他方案可以选择。传统上，

VPN 是最为常见远程办公方案。对比分析 SSL VPN 方案和零信任

方案，我们更青睐零信任架构。

（1）SSL VPN 方案简介

VPN 方案是远程办公的经典方案。其原理是客户端通过 Inter-

net 与公司的 VPN 网关建立隧道，形成一个加密的安全虚拟网络。

VPN 方案有多种，其中 SSL VPN 通常为多数公司用于员工远程办

公方案，本文中 VPN 方案均指 SSL VPN。

图：SSL VPN 架构

（2）SSL VPN 方案安全分析

VPN 方案中，客户端对资源的请求过程，大体可以分为鉴权

建立隧道和资源访问两个阶段 ：

图：SSL VPN 访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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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鉴权阶段：登陆 VPN 虚拟网关，对账号进行鉴权后建立

SSL VPN 隧道并下发 IP 和路由（网关模式）；

2. 资源访问阶段：认证通过建立隧道后，以后对业务的访问不需

要再次鉴权，由VPN网关转发业务请求报文来实现对内网资源的访问。

VPN 方案在安全上的考虑主要有三点：

1. 对账号的鉴权；

2. 会话隧道的加密安全；

3. 基于 IP 和端口的网络层权限控制。

（2）零信任架构方案安全分析

零信任架构对资源的访问过程，有鉴权和资源请求两个阶段，

但这里会有明显不一样的安全考虑与区别，如下：

图：零信任架构访问流程

1. 鉴权阶段：对设备、账号、应用的信任链进行鉴权，通过后

建立 SSL 双向加密会话；

2. 资源访问阶段：每一次对资源的请求，需要重走鉴权阶段进

行重新鉴权，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变化会禁止对资源的访问，资

源访问方式由 web 网关进行转发。

零信任架构在安全上的控制主要有下面几点：

1. 不再仅基于账号进行鉴权，而是账号、设备、应用三者的权

限关系；

2. 每次对资源的访问都是重新鉴权的过程，即零信任；

3. 用户终端纳入安全评估中，终端安全风险可以被控制；

4. 保障会话过程中的加密安全；

5. 基于应用权限进行控制，可以实现细粒度控制；

 
（3）对比总结

在 VPN 方案很成熟的今天为什么要考虑新方案，最大的原因

还是在于安全性上。VPN 方案是来自传统边界安全思想，在安全

有很多缺点，比如仅对账号进行鉴权，对客户端的安全无法控制，

以及一次鉴权后之后的访问就畅通无阻了，还有管控规则过于粗放

等问题。

四、零信任远程办公方案实施

完美世界的远程办公方案的实施，遵照了需求分析、方案准备

和实施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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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分析

远程办公是最大的需求。根据我们的场景可以归为两大类，如下：

通用办公需求

•  即时通讯沟通类：通过即时通讯类系统进行内部沟通、会议；

•  内部网站访问类：访问公司内的 OA、WIKI 等内部系统 ；

•  移动办公类：流程审批、通知公告、信息登记等。

特殊需求

•  开发环境访问类：数据库访问、测试环境访问、测试系统访问等；

•  远程系统管理类：服务器维护、远程办公 PC 访问等。

同时这些需求带给安全的风险与挑战有下面几大类

•  需要较高的质量来保证远程办公体验；

•  短时间大量用户集中远程办公，VPN 设备需要有较强的处理能力；

•  员工远程办公环境的风险不可控，不能确定是否会有病毒、蠕

虫或攻击进来 ；

•  企业数据可能会落地到个人设备中，个人设备的安全性无法保证

数据安全难以控制。

（2）方案准备

上述需求中，零信任架构大部分是容易解决的，但也有解决成

本比较高的，主要难点在即时通讯类的商业产品整合上，以及一些

复杂的开发需求上，如下：

图：访问需求

•  即时通讯沟通类：增强多因素认证，可用但不完美的支持；

•  内部网站访问类：http 类业务通过安全网关，完美支持；

•  移动办公类：整合到了架构中的安全 app上，完美支持；

•  开发环境访问类：特殊需求较多，对无法代理的业务难以支持；

•  远程系统管理类：以 http 协议 over 方式整合到架构中，相对

较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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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的零信任架构可以解决大部分办公

需求，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远程办公需求，所以实际工作中我

们零信任和 VPN 两套方案都有上线，用于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

（3）方案实施

在实施阶段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把架构对互联网开放，大部

分人力上的工作是在对用户的引导和支持上。针对这些问题，我们

做了很多指南，还有一些流程自动化的工作来应对同时支撑大量用

户的办公接入。

从员工角度来看，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指引安装 agent，认证激

活后和在公司内一样，正常去使用业务系统。

五、实践效果和展望

零信任架构方案上线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整体上经受住了

考验，因为同时上线了两套方案，对两类方案的优劣势也有了更

多体会。

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分析，零信任架构无疑在安全上能带来很

多优势，甚至用户使用上也是可以很简单，并且是可以真正落地，

让用户去使用的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零信任架构的远程办公部署，应该是要提前

准备好的事情，绝非短时间可以上线的方案。此外，如果想用零信

任架构取代 VPN，要看公司的办公需求还有公司自身的技术能力，

因为 5% - 10% 的特殊需求可能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才可以转化上去。

零信任架构适合远程办公的场景，兼顾安全性和便捷性。企业

在选择零信任架构时，如果有能力和资源，可以自行设计和部署，

也可以选择市场上零信任解决方案提供商。不管哪一种，都需要根

据远程办公的需求和安全需求，顶层规划，分步实施，在全公司范

围内实现零信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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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信任基本概念

零信任安全最早由著名研究机构 Forrester 的首席分析师约

翰 . 金德维格在 2010 年提出。零信任安全针对传统边界安全架构

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估和审视，并对安全架构思路给出了新的建议。

其核心思想是，默认情况下不应该信任网络内部和外部的任何

人 / 设备 / 系统，需要基于认证和授权重构访问控制的信任基础。

诸如 IP 地址、主机、地理位置、所处网络等均不能作为可信的凭证。

零信任对访问控制进行了范式上的颠覆，引导安全体系架构从“网

络中心化”走向“身份中心化”，其本质诉求是以身份为中心进行

访问控制。

在 Evan Gilman《Zero Trust Networks》一书中，零信任网络

被描述为建立在以下五个基本断言上：

•  应该始终假设网络充满威胁。

•  外部和内部威胁每时每刻都充斥着网络

•  不能仅仅依靠网络位置来建立信任关系

•  所有设备、用户和网络流量都应该被认证和授权

•  访问控制策略应该是动态的基于尽量多的数据源进行计算和评估

零信任安全在运营商行业的实践
绿盟科技 运营商事业部 曹晖

摘要：零信任模型打破了既有的内外隔离，信任等级不同的状态，而是对内部和外部的用户和设备都

一视同仁。对于任何试图接入企业网络、系统的用户和设备，必须先进行验证。只有验证通过之后才会

授权访问。经过验证合法的用户，在后续的访问过程中还会接受持续的、动态的安全评估。一旦经评估认

为该用户存在异常、危险动作，有可能会对系统造成危害，将根据评估指标和策略，降低其拥有的权限，

甚至取消其权限，强制退出业务系统。运营商由于其业务的特点，会有较多的资产和业务应用暴露在互联

网上，如何更好的保护资产和应用，确保其在正常提供业务的基础上更好的保证自身安全是亟需思考和

解决的问题。

关键字：零信任   验证  权限   自适应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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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零信任的理念，已经从边界模型“信任但验证”

转换到“从不信任，始终验证”的模式。

根据以上五个断言，零信任模型被认为遵守以下 4 个基本原则：

1. 验证用户：基于位置、设备和行为来评估用户安全情况，确

定用户是否是其所声称的身份。采取恰当的措施（比如多因子身份

验证）来确保用户真实性。

2. 验证设备：无论是公司设备、BYOD 还是公共主机、笔记本

电脑或移动设备，基于设备身份和安全情况实施访问控制策略。只

允许受信终端访问公司的资源。

3. 限制访问与权限 ：如果用户和设备通过了验证，对资源实施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模型，赋予其仅供完成当次工作的最小权限。

4. 自适应：各类源（比如用户、其设备、与之相关的所有活动）

总在不断产生信息。利用机器学习来设置上下文相关访问策略，自

动调整并适应策略。

2. 零信任带来哪些改变

零信任安全模式是将单一的边界保护转移到公司内的每个端点和

用户。其中心思想是企业不应自动信任内部或外部的任何用户和设备，

且必须在授权前对任何试图接入企业系统的用户和设备进行验证。

目前研究和应用零信任模型的业内人士也宣称，零信任模型可以有效

防止攻击者在突破网络边界后藏身在网络内部继续获取高价值目标。

零信任模型与传统的安全防护理念最大的不同即打破既有的内

外隔离，信任等级不同的状态，而是对内部和外部的用户和设备都

一视同仁。对于任何试图接入企业网络、系统的用户和设备，必须

先进行验证。只有验证通过之后才会授权访问。经过验证合法的用

户，在后续的访问过程中还会接受持续的、动态的安全评估。一旦

经评估认为该用户存在异常、危险动作，有可能会对系统造成危害，

将根据评估指标和策略，降低其拥有的权限，甚至取消其权限，强

制退出业务系统。

在这种安全模型之下，用户的访问权限将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

影响。无论是在企业内网，还是是外部公开的场所，访问权限没有

区别，都是在不可信的基础之上，经过认证和相应的授权后才能够

执行操作。但不同用户会根据不同的权限级别拥有不同等级和类别

的访问资源。

3. 从运营商行业角度看零信任

任何安全理念、安全模型的落地和实现，都需要有相应的场景

提供实践环境，验证可行性。同样，零信任的理念和模型也需要结

合实际的业务场景。在运营商行业，有着更为复杂的网络，多样的

业务。不仅承载自身业务的运行，还承担了多个行业的基本网络通

信，甚至还在云上承载了各个行业的业务运行，因此也会面临更多

的网络安全风险。每年都开展的两部委考核，对运营商网络安全建

设都会提出多个方面的安全考核要求，涵盖保护、检测、响应、预

警等多个角度的安全能力。

一年一度的攻防演练行动更是对运营商的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运营商的业务都在网上，网络是运营商赖以生存的基础，

因此网络安全对运营商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随着运营商业务的不断扩展，从传统的 2G 网络向 3G 、4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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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不断的快速演进，通信网络早已不只是过去的封闭的通信设施，

更多的 IP 化网络业务承载了我们的各类网络应用需求。快速建立

的运营商公有云、私有云业务，承载了各个行业的云上业务需求，

都不可避免的有大量的业务系统、网络资产暴露在互联网上。对于

黑客来说，就是一个个打开的宝库，能够使其通过这扇门进入内网，

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前不久土耳其的网络攻击事件，披露了多个

暴露在互联网上的 hadoop 数据库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攻防演练行

动中，运营商也发现了很多暴露在互联网上的业务。针对以上情况，

亟需有安全措施能够避免这类情况发生，保护业务系统安全。

•  业务需求驱动技术落地

随着企业拥抱云计算、移动互联网、IoT 等新兴技术，企业的

数据和应用都不再局限在内网，因此传统的基于边界防御的安全模

型已经无法适应需求，取而代之是零信任架构。其主张网络隐身、

零信任、最小授权，是更适用于云和移动时代的企业安全架构。

•  行业安全能力建设要求

在 2019 演练行动前，某运营商集团发文要求“各省公司需降

低互联网暴露面。没有充分必要暴露至互联网上的网站 / 系统 / 平

台必须全部通过关停并转等措施断开互联网连接”。某省公司也发

文要求“需进一步降低互联网暴露面，减少网络攻击风险”。

2020 年，某运营商发布《IT 安全能力建设规范》，在《安全接

入能力分册》中，明确提出安全接入要求，目标是“减少应用暴露范围，

降低被攻击风险。通过统一应用访问管理，避免大量的应用直接暴露，

特别需要减少暴露在 Internet 上的应用。公网暴露面的减少使应

用被攻击的风险大大降低，同时系统安全加固更加有针对性”。

•  企业内部办公需求

运营商内部有大量的业务系统，分属不同的业务域，一般划分

为 B 域、O 域、M 域。由于系统众多、系统复杂，存在着用户账号多，

账号信息不统一，大量沉默账号，管理复杂成本高等问题。需要有

更加符合内部办公需要的措施能够解决以上问题。

4. 零信任在运营商的实践

零信任理念、模型，结合运营商的具体业务安全需求，可以从

减少互联网暴露面出发，分析具体应用场景，解决运营商面临的痛

点。

4.1 零信任产品能力介绍

4.1.1 安全接入网关

安全接入网关，以反向代理方式，对外发布应用资源。安全

接入网关将外网用户和内网资源隔离，过滤非法的访问。此外，安

全接入网关，为内部应用资源提供加密访问通道，与设备之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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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来认证，增强安全性。在互联网访问内网的使用场景下，针对 

HTTP 协议下的各种类型的服务访问，SAG 可以替代 VPN，且支

持集群部署应对高并发，助力企业“互联网 +”办工。

SAG 能够实受保护的网络资源现访问控制：

1、防止非法的主体进入受保护的网络资源。

2、允许合法用户访问受保护的网络资源。

3、防止合法的用户对受保护的网络资源进行非授权的访问。

通过 SAG 代理应用，实现 WEB 访问的安全认证接入，相比

较传统的 VPN 接入有以下优点：

•  访问处理能力更强：SAG 网关是基于 https 协议，通用服务器

配置即可支持较好的处理能力；而常用的 SSL VPN 采用 TLS 协议，

对设备硬件要求高，容易形成性能瓶颈；

•  对网络质量要求低：SAG 基于 https 协议请求，对网络质量要

求低，不会引起会话中断；而SSL VPN 模式在网络质量不佳时，容易

出现建立隧道协商缓慢，隧道不稳定中断等问题，非常影响使用体验；

•  安全控制力度更强：SAG 结合 UIP 可以实现应用级别的控制粒

度。同时，结合终端环境监测 agent，可以实现人+ 终端的双重鉴权，

安全更可控。而 SSL VPN 无法对接入终端的安全做控制。

4.1.2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统一身份平台，集合了用户、认证、授权、应用、审计的统一

管理功能，是用户身份和访问管理的平台。用户管理，将各子系统

的账户关联到主账户中，实现账号体系的统一，方便员工的生命周

期管理。 统一身份平台可以利用第三方账户数据，周期同步。

统一身份认证的一个重要诉求是一个账户打通所有的应用和

资源。新的 IAM 产品在认证时利用符合国际标准，基于 PKI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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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 / 私钥证书签名，可以实现所有员工在使用该身份认证时一次

一密，而不是使用长期不变的账户和密码。在最终针对客户解决不

同角色人员全生命周期的统一身份安全认证中，全程采用账户同步

SCIM、单点登录 PKI/OIDC/SAML、权限控制、审计、应用管控等

最佳实践，真正实现员工全生命周期的身份管控。

4.2 运营商应用场景

目前，大部分运营商在用户接入、认证、授权和审计方面，都

是通过自建的 4A 系统完成。外部用户访问业务系统，首先需要登

录 VPN，然后再经过认证、授权之后，才能访问内部业务系统。同时，

4A 平台的审计模块和堡垒机模块对用户操作行为进行审计。

对于运维用户，则是通过 4A 认证、授权后对接堡垒机或直接

使用内部的堡垒机功能模块完成后续运维操作的审计。如下图所示。

4.2.1应用访问和运维访问双统一

通过部署 SAG 安全认证网关，反向代理内部业务应用，对外

部访问用户提供多因素认证方式。同时，解决传统 VPN 设备需安

装客户端（浏览器插件），建立隧道成本高、不稳定、体验差、访

问授权粗粒度等问题。外部用户登录 SAG 后，通过联动运营商本

地 4A 系统完成认证、授权过程。对于业务系统访问人员转向具体

对应的业务应用并启动操作行为审计。对于运维人员，进一步对接

堡垒机，完成二次认证后访问具体运维对象。整个方案实现了统一

应用管理，单点登录，统一的认证授权和行为审计。

TLS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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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减少互联网暴露面

在某运营商的安全接入要求中，有关 WEB 统一接入的要求提

到，外部接入应通过 VPN 登录，再进行认证授权审计等操作，保

障外部用户访问内部业务系统的安全可靠。但经过攻防演练的实践

证明，VPN 同样会有漏洞，一旦拿下 VPN，内部业务系统的大门

就对外敞开，攻击者可以一览无余，因此需要更加符合行业用户需

求的安全手段，一方面加强 VPN 已有的安全能力，一方面业务系

统对外的访问方式能够更集中，实现多个 WEB 域名的合并，对外

只呈现一个通配符域名。从以上角度出发，尽可能的达到减少互联

网暴露面的要求。

对于有条件的省公司，可以通过 SAG 代替 VPN，将 SAG 与

4A 系统对接，实现外部用户对内部业务系统的安全访问，更能够

实现根据用户权限控制可访问业务应用的能力。不同权限的用户只

可以访问策略规定的应用，相比较当前的 VPN 模式更安全。

通过部署 SAG 网关，能够将业务系统的 URL 进行代理和合并。

无论业务系统是通过 URL 还是 IP 地址访问，都可以通过反向代理

后对外提供统一的访问 URL。为了区分实际访问的业务系统，目前

支持通过端口号或者二级域名的方式区分。如下图所示，采用了二

级域名方式区分内部业务系统。内部两个应用经过代理后对外统一

采用一个备案域名访问，通过加带二级域名区分。同样，也可以采

用一级域名 + 端口方式区分。具体通过内部代理策略实现。

5. 总结

零信任的概念、模型，给传统的安全防护思路和手段带来了新

的选择和方向。在具体实践和落地的过程中，需要紧密结合行业需

求和特性，分析优势、价值、效益等，才能够梳理出有代表性的，

行业较为通用的，接受度较高的需求场景和落地方案。目前，在运

营商行业也在不断的摸索、尝试，希望在已有的整体安全规划之内，

把零信任的理念方法传递给用户，进而分析出真需求，解决真问题，

真正提升运营商用户的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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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零信任，人们总是会说到谷歌 BeyongCorp 项目。不仅因为

它是比较早的零信任落地实践项目，更在于谷歌在行业内有巨大的影

响力。让我们来看看谷歌 ByondCorp 项目，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吧。

一、谷歌 BeyondCorp 登录体验

这是谷歌 BeyondCorp 项目的单点登录（Single Sign On）界面，

也是谷歌企业员工访问内网的登录页面。

图：谷歌内网登录界面

想要登录到内网，需要填写表单中的三个字段。谷歌公司的员

工账号，密码和安全码（Secuirty Code），并且使用下方图示的安

全硬件令牌（Security Key）。谷歌使用安全码或者硬件令牌进行双

因素认证（2FA，Secend Factor Authentication），这些我们能够

从登录界面观察而得到。

登录用户需要同时满足用户信任和设备信任。根据谷歌发布

的论文，登录系统的终端还需要进行认证。终端在系统的终端库

（Device Inventory），终端的硬件设备没有发生过变化，终端的安

全性通过评估。这些条件都满足，就可以登录到内网。

图：谷歌 BeyondCorp 逻辑架构

二、BeyondCorp 架构和组件

BeyondCorp 项目的实现架构，如下图所示。其关键组件包括：

访问代理和访问控制引擎，以及为访问控制引擎提供决策依据的各

类信息。这些上下文关联的信息包括：用户库，设备库，信任库，

以及安全状态。

图：谷歌 BeyondCorp 实现架构

访问代理，为用户提供了从任何地方可以访问谷歌企业资源的

入口。访问控制引擎收集来自用户库，设备库，信任库以及安全状

态的信息，来决策是否允许用户访问内部应用。

•  用户库：包括谷歌企业的内部员工和合作伙伴的员工。员工入职，

离职需要在用户中更新，同时，需要了解用户所在部门以及角色。

远程办公-谷歌BeyondCorp项目经验
绿盟科技 解决方案部 刘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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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库：需要登录到企业内网的所有设备，在其购买到报废需

要登记在设备库中。需要设备硬件规格，操作系统等信息。每个设

备会有唯一的身份标示（设备证书），当设备的零部件需要更换时，

设备库也需要同步更新。

•  信任库：存储了角色访问应用信任关系。程序员和财务部门的

员工，他们对应的后台应用显然是不同的。处在一个部门，不同层

级的员工的信任关系也是有所区别。

•  安全状态：分析网络流量来发现入侵和异常，实施检测用户的

设备的安全状态，并将这一信息同步都访问控制决策引擎。此外，

终端设备的安全状态也需要实时获取，作为访问控制的上下文依据。

三、BeyondCorp 项目经验

2017 年 RSA 大会上，谷歌分享了 BeyondCorp 项目的经验。

这些做法值得企业在部署零信任架构时参考。

1. 取得高层支持

管理层支持是必要条件。演讲者提到，BeyondCorp 项目周期长（6

年时间），范围广（涉及所有员工），得到了包括当时 CEO 拉里佩奇

在内的高层的广泛支持。管理层理解项目的目的和必要性，提高项

目的优先级，资源和预算得到保证，并且能够协调其他部门的配合。

2. 数据质量是关键

准确的数据才能让访问控制引擎作出正确决策。不管是终端设

备的入库和报废，还是设备零件更换，都需要及时跟新，用户的信

息更新亦然，这些都是访问控制引擎作出允许还是拒绝访问的基础。

BeyondCorp 在进行任何有影响的更改之前，项目团队做了大

量细致工作，确保他们的数据干净可靠，后续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措

施也是确保持续的高质量数据的重要手段。

3. 对用户无痛迁移

尽量减少对用户的干扰。用户登录和认证的前端页面没有变化，

变化的部分对用户是透明无感的。迁移到零信任的目的，是为了更

加安全，不应该因此而影响用户体验。 

项目实施的计划和团队也很重要。谷歌项目团队，包括员工和

服务台（Helpdesk）人员，一起设计实施方案，避免给员工或技术

支持人员带来过多负担。

4. 做好与员工的沟通

出现问题时，做好员工的沟通。员工登录时可能出现问题，设

备问题或者安全问题，需要与用户沟通。与员工进行清晰的沟通，

让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了什么。谷歌的做法，每当有重要更改时，他

们都会与员工，合作伙伴和公司领导沟通，让他们了解更改的目的，

并且根据他们的反馈做调整。

5. 运行在高度可靠的系统上

BeyongCorp 运行在高可用的，支持全球员工访问的系统。由

于每个请求都通过 BeyondCorp 核心基础架构，谷歌建立了一套全

球的，高可靠的和弹性的架构服务。

谷歌 BeyondCorp 项目，为远程办公的员工提供安全的统一接

入服务，可以访问企业内部的应用系统。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非

接触方式，成为很多公司的选择。需要远程访问企业内应用系统的

场景，企业可以了解并借鉴谷歌 BeyondCorp 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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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零信任行业现状

1.1 概述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办公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

普及，传统的网络边界正在逐渐模糊化，基于边界防护网络安全架

构已经无法胜任对业务和数据安全的防护要求；零信任架构提出以

“身份”替换“边界”思路，将对边界的访问控制权转移到终端设

备和用户身份上，建立以身份为信任的机制，遵循先验证设备和

用户后访问业务的原则，并提供用户动态的信任评估，并实施最

小权限细粒度访问控制策略，从而实现对核心业务和数据的可信访

问控制。

1.2 国际现状

放眼全球网络安全领导者的美国网络安全界，有关零信任的重

大举措在最近半年年成井喷的态势：

•  美 国 国 防 部 国 防 创 新 委 员 会（DIB，Defense Innovation 

Board）,2019 年 7月，发布 DIB 零信任架构白皮书（DIB Zero Trust 

White Paper）。

•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2 月

不到半年的时间，将《零信任架构》（《NIST.SP.800-207-draft-Zero 

零信任建设的演进路径探索
绿盟科技 系统架构部 李凯   DFS测试部 谭福超  

摘要：本文介绍零信任国内外的行业现状和建设挑战，提出“统筹规划 ---PEP 架构 ---PDP 迭代 ---

服务演进”的实践建设的演进路径，推荐企业根据自身基础设施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目标，分阶段、分步

骤实现零信任网络建设；

关键字：零信任、策略控制点、策略执行点、演进

Trust Architecture》）草案从V1.0 版本推进到 V2.0 版本。

•  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2020 年发布的市场趋势报告《通

信服务提供商应对关键 5G 安全挑战》中，零信任被认为是 5G 安

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

由于创新战略、国家标准、业务策略的聚焦关注，使零信任已

然成为全球安全的热点。

1.3 国内现状

聚焦国内的网络安全的行业，有关零信任场景的需求也逐渐成

为行业重点关注的焦点：

•  随着“攻防演练”的常态化推进和更多机构的参与，减小暴露

面和核心资源隐藏的急迫需求，已经使零信任架构成为“攻防演练”

评估取得高分的利器。

•  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也开启了零信任架构在远程办公场景

广泛应用的新纪元。

•  近期热议的“微盟事件”，“内鬼”引发的公司承担亿元和高管承

担数百万的巨额赔偿，促使公司高管空前的关注零信任架构的安全

方案的建设。

由于合规评估、业务场景和重大安全事件的牵引，零信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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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建设快车道。

二 . 零信任实践的挑战

零信任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架构，已经被业界广泛解读和熟知，

在本文中就引用 NIST.SP.800-207-draft（2nd）中有权威定义，如

下所示：

图 1  美国 NIST 标准组织零信任的逻辑架构图

其核心架构即数据平面用户访问数据的路径中插入 PEP（Pol-

icy Enforcement Point）策略执行点进行控制，通过将持续诊断和

缓解系统、数据访问策略、威胁情报、行为日志等控制层面信息，

在 PDP（Policy Decision Point）汇总分析，并生成控制策略和

PEP 联动，完成对用户访问数据的零信任控制。

但从国际 IT 领导者的零信任实践建设的案例来看，其建设周

期和难度都具备一定的挑战性；

•  作为零信任网络的先行者，谷歌花了 6 年时间才从其 VPN 和特

权网络访问模式迁移到 BeyondCorp 零信任环境。

•  作为在 RSAC2020 力挺零信任的巨头，微软通过高层牵头账户、

设备、网络、应用 & 数据等四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于 2020 年构建

了基于零信任架构的微软企业办公环境 ；

通过对谷歌和微软的零信任建设历程调研，发现零信任建设过

程中主要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1）案例可借鉴不能复制，由于每家企业的安全目标和业务现

状的不同，建设规划和方案差异较大，不存在可以完全复制的案例；

2）安全和业务融合度高，建设过程中，业务部门不再是冷眼

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样需要进行业务改造和对接；

3）新建和利旧方案对接，现有的基础设施本身就具备一定的

安全能力，如果高效对现有能力进行利旧，并采取少量的新建和购

置，也是方案建设的重点；

4）建设和运营交替演进，采用分阶段建设，快速部署运营的

思路，将建设的成效，可视化的呈现在企业决策者和用户面前，也

是方案能够持续演进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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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实践建设的演进路径

为解决上述应用场景的挑战和需求，绿盟的零信任研发团队总

结技术积累和实践项目建设经验，制定绿盟零信任建设演进的推荐

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 2  绿盟零信任建设演进的推荐路径

3.1 统筹规划

由于零信任建设的涉及公司 IT 基础设施、业务应用和安全建

设的多个领域，涉及的产品和技术复杂，全局统筹规划和高效执行

力是建设的成败的关键因素，故推荐如下两个方面的规划：

•  高层主责，强制考核

项目启动前，建议确定企业的 IT 业务高管为建设的主责人和

推进者，且需要将建设目标作为 IT 建设的量化的绩效指标，进行

干系人的强制的考核，以保证建设项目的强力推进和高效实施；

•  团队划分，责任明确

 参与建设的团队，按照其技术领域，建议分为四个部门：

1）身份管理团队，其职责主要为确定企业全体员工进行 4A（账

户、认证、权限、审计）设置和管理工作，且明确账户默认不可信

的访问原则；

 2）设备管理团队，其职责主要为设备接入管理，设备的安全

基线实施和确认，并对设备的安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

3）网络设施管理团队，其职责主要为 hybrid 和 mutil-cloud 的

业务部署实施访问通道和安全控制点，并对其交互的流量提供加密

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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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 & 数据安全团队，其职责主要为对业务应用进行统一

盘点，杜绝存在未受管控的阴影应用，对数据分级分类标识，并设

置数据访问控制点。

各个团队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推进整体的建设。

3.2  PEP 架构

PEP(Policy Enforcement Point) 策略执行点，是指是接受策略管

理的安全实体，对安全访问过程进行精细化控制。在实际企业部署中

部署 PEP(Policy Enforcement Point) 策略执行点应满足以下要求：

业务流量强制统一控制路径，明确业务接入点边界

通过对企业的网络结构优化业务访问路径的目的是将所有用户

（不区分内外网）业务流量的访问路径可以统一，防止出现不明的

访问路径导致绕过安全实体，同时最小化业务对外的暴露面，以便

顺利在零信任架构下建立业务访问过程。

建议网络实施团队将用户访问路径通过核心网的调整，形成用

户汇聚路由和业务 & 数据汇聚路由，且通过链路区分用户访问流量

和数据交换通道流量 ；建立独立的运维管理网络 vlan，区分业务数

据流量和运维管理流量。

图 3  统一访问边界和路径

•  业务基于应用、API、数据分层和细粒度的访问控制

企业中的传统应用系统从来源可以分为两类：

1）自研系统，有研发运维人员维护，持续对系统进行升级开发；

2）第三方系统，通过资金购买，通常有部分定制以适应企业

内部需求；

对 应 用 系 统 的 分 层 控 制 改 造， 需 要 应 用 & 数 据 安 全

团队应用架构拆分和开发，其实现方法和技术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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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控制：通过统一应用代理网关，将所有应用通过基于 nginx

反向代理的统一进行访问控制：

API 控制：将应用按照应用上云的方式，进行应用前段和应用

后端分离，并在两者之间嵌入 API 控制网关实现 API 的访问控制。

数据控制：通过将数据和文档进行分级分类标识，并在其存储

区域前部署 DLP 设备，实现敏感文件和数据的访问控制。

图 4  业务基于应用 \API\ 数据分层控制

3.3  PDP 迭代

PDP(Policy Decision Point) 策略决策点，是指是发布策略管

理指令的系统，通常为与 PEP 同时部署的策略控制系统。

•  实时汇总多维风险威胁，安全策略就近动态决策执行

建设方案中采用多种安全检测能力汇总到平台侧，平台根据预

置的安全基线，进行动态决策，生成面向用户、API、会话、数据

标签的控制策略，并利用统一策略控制平台作为总的策略决策点，

网络中就近部署并与各策略执行点进行联动控制，以保证策略执行

的可靠性和实时要求，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5  策略控制平台逻辑架构图

•  南北向标准化接口对接，安全能力逐渐迭代

为实现整体零信任架构的分层解耦和 PEP 的资源化部署，

PDP 策略决策平台应该采用 restful 的标准调用接口来对接南向纵

深分层的策略执行能力和北向的多维威胁检测能力。

南向的对接接口：以用户、API、访问会话、文件和数据标签

作为为控制主体，通过阻断、放行和二次认证等控制动作，对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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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API 、数据进行访问控制。

北向的对接接口：对接传统 4A 能力（认证、权限、账户管理

和操作审计）、终端安全（环境感知、漏洞监测）、网络安全（异常

流量监测、入侵监测）、业务安全（UEBA、文件防篡改）的能力，

通过 OpenC2 对安全能力进行接口内容的标准化，屏蔽不同厂商的

产品功能差异，完成异构厂商安全能力的接入管理。

由于客户的规模和安全投入不同，北向对接的安全能力在实际

场景的部署情况也有较大差别，已有的能力通过适配和改造来利旧

使用，比如 IAM（认证 & 权限）的功能，通常已经通过 4A 产品和

技术的部署具备相应的能力。由身份管理团队将 4A 产品进行改造

对接零信任访问控制，做到所有应用访问的账户统一，以便对账户

权限进行最小化设置 。

缺失的安全能力则需要根据公司的预算和规划，分阶段进行采购

和标准化对接，比如缺失终端环境感知的能力，则需要终端管理团队

对终端的环境感知能力进行部署和联调，推进安全能力的迭代完善。

3.4 服务演进

由于零信任的建设场景，可能涉及单个企业独享和多个企业部

门（多地）共享的场景，故应以服务化架构来部署和实施 PEP 和

PDP 的能力，以便将建设效果持续的传递到企业用户，推进方案

的持续改进和完善；

策略控制点，承载着控制信息汇总分析和控制策略生成的核心

功能，其各地业务的统一管控是运营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推荐利

用虚拟化技术将配置节点和业务节点分离，在多个企业分部灾备部

署业务节点，企业总部部署配置节点进行统一管控； 

策略执行点，通常部署在业务访问的关键路径上，性能和可靠

性是部署该能力的核心诉求，故每个执行节点都需要提供集群化部

署方式，以满足其弹性可扩容的能力。

四 . 建议和总结

本质上来说，零信任是关于如何创建组织的网络安全态势的思

考过程和方法。其体系的落地和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企业可以

根据自身基础设施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目标等，分阶段、分步骤实

现零信任网络建设。

零信任方案涉及到多种安全技术及安全设施的利用整合，以及

对不同网络和应用架构的适配，技术架构上要求系统的开放性、高

可扩展性、组件化解耦。绿盟提出建立零信任的生态的理念，倡导

各厂商以开放合作的态度，将各自优势安全能力进行接口标准化，

利用零信任架构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与企业一道共建安

全可信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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