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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INTRODUCTION

       今 年 的 RSA Conference 于 2 月 24-28 日 在 美 国 旧 金 山 如 期 召 开， 会 议 主 题 为“Human 
Element”，人为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未来网络安全发展最深远的主题。会议期间，官方还基于参
会人员的关注热度，发布了 2020 年网络安全行业十大趋势，DevSecOps 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点之一。其中，有着“全球网络安全风向标”之称的 RSA 创新沙盒，进入十强的安全厂商中近半
数聚焦在应用安全领域，BluBracket 和 ForAllSecure 等就是今年 DevSecOps 领域的创新厂商代表，
Comcast、US DoD 及 NIWC 等机构的 DevSecOps 落地应用也逐渐成为行业实践典范。

       虽然国内的金融、能源、互联网等产业用户没有像美国一些头部机构那样做 DevSecOps 的深
度转型，大部分还是现有的 SDL 体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开始积极拥抱 DevSecOps 框架及 CI/CD
黄金管道涉及的敏捷安全活动。正是这些关键活动涉及的新兴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敏捷安全新理念
的普及，推动了国内 DevSecOps 体系的逐渐落地，关键标志之一就是持续专注 DevSecOps 的创
新安全厂商开始涌现，我们的通用技术方案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用户采纳，并分阶段持续
为行业用户建立起逐渐完善的安全开发运营体系。

       本报告是悬镜安全联合 Freebuf 咨询在国内发布的首个 DevSecOps 行业调查报告，希望从行
业用户、厂商力量及安全媒体等综合视角观察并分析 DevSecOps 在国内的发展现状。报告上篇对
DevSecOps 实践情况进行了一定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资料收集、交流访谈及技术沙龙等形式开
展相关调查工作，对千余名不同 IT 背景的专业人员进行了调研，通过他们的声音和真实反馈，表
明了 DevSecOps 正逐渐被应用开发团队认可并加速实践，部分领先机构的应用安全工作在软件开
发生命周期的早期就已经实现高度自动化。报告下篇描绘了不同行业的 DevSecOps 实践现状，梳
理了当前发展热点技术，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了展望。这部分内容主要依赖于同行业专家的沟通
与座谈，并融合了我们在行业中观察到的具体现象、发展趋势和应用案例。

        拥抱变化是敏捷安全建设的基石。我们希望通过本报告的调查及分析，能够推动更多行业用
户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尝试了解、对比学习甚至着手采纳业内领先的 DevSecOps 敏捷安全体系及
落地实践经验，从源头追踪软件供应链在开发、测试、部署、运营等关键环节面临的应用安全风
险与未知外部威胁，帮助政企组织逐步构筑一套适应自身业务弹性发展、面向敏捷业务交付并引
领未来架构演进的内生安全开发运营体系。同时，也希望本报告能够鼓励更多不同类型的技术力
量与 DevSecOps 行业展开新的对话，并成为建立新的安全基准的参考依据。

出品人 子芽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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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篇
调查篇通过问卷调查、资料收集、交流访谈等形
式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共收到 1571 条有效调研
数据，旨在了解 DevSecOps 实践者和潜在实践
者的想法、做法以及遇到的问题。



1
DevSecOps行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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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研对象及行业领域

受调者职位：本次调查受调人员共 1571 名，其中占比最大的是开发人员，占总人数的 50%，IT 运维人员占
16%，测试人员占 12%，管理者占 10%，除此之外，其他受调者占比均低于 10%，分别是安全工程师占 7%，
UI/UE 占 3%，其他受调者仅占总人数的 2%。DevSecOps 对于开发、测试及运维人员的关系更为密切。

您所担任的岗位类型？

开发人员 50%

16%

12%

10%

7%

3%

2%

IT运维人员

测试人员

管理者

安全工程师

其他

UI/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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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角色：在受调者中普通员工最多占比 82%, 中层管理者占比 14%，而高层管理者占比 3%，自由职业者
占比 1%。在实际工作中，普通 IT 员工和中层管理者与 DevSecOps 实践的联系更为紧密。

受调者所在组织的开发人员：在所有受调者中，仅有 11% 的受调者所在的组织的开发人员人数大于 1000 名，
所在组织开发人员多于 100 名且不超过 1000 名的受调者占比为 15%，所在组织规模开发人员少于 100 名的受
调者占 74%，其中组织开发人员规模在 11 到 30 人的受调者最多，占比为 36%。

您单位的开发人员数量？

0

0 1-10 11-30 31-100 101-1000 1000以上

10%

20%

30%

40%

2%

22%

36%

14% 15%
11%

82% 14% 3% 1%

普通员工 中层管理者 高层管理者 自由职业者

您所在单位中的角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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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处行业：在所有受调者中，来自互联网 / 软件的受调者占 70%，来自金融行业的受调者占 12%，此
两行业受调者总计占比为 82%。在其余 18% 的受调者中，教育行业和通信行业各占 5%。

您单位所处的行业是？

12%

互联网/软件
70%

金融服务
能源
1%

媒体
1%

零售
1%

政府和事业单位
1%

教育
5%

通信
5%

军工
1%

其他
4%

工业
2%



组织对于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因行业而异，尤其是互联网与金融行

业重视用户体验与网络、数据安全，整体IT建设的标准较高，因此本

次调查问卷触达的相关行业人员数量最多。作为DevSecOps安全保

障工作的实际执行者，开发、运维及测试人员对项目开发中的安全痛

点和需求的认识更为深刻，本次调查也更多地触达了以上人群。

小结



贴合实际，全流程多维度安全检查介入，避免

后期安全问题积累，提前获取已知问题得到

最佳修复时间。

大家说：

GuoZhiPing  软件/互联网  上海市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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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vOps/DevSecOps 成熟度

受调者对 DevOps 的熟悉程度：在所有受调者中，对于 DevOps 非常了解且有亲身实践的人数仅占 19%，有
一些了解但没有实践的受调者人数最多占比为 32%，听过但并不了解的受调者占 23%，完全没听过的受调者
占比为 26%。由此可见，虽然有 74% 的人听过 DevOps，但有亲身实践的人少之又少，说明目前实践 DevOps
模式的组织相对较少，尚有较大增长空间。

您对 DevOps 的了解程度如何 ?

DevOps（研发运营一体化）：是 Development 和 Operations 的组合词，它是一组过程、方法与系统的统称。
研发运营一体化是指在 IT 软件及相关服务的研发及交付过程中，将应用的需求、开发、测试、部署和运营统
一起来，基于整个组织的协作和应用架构的优化，实现敏捷开发、持续交付和应用运营的无缝集成。帮助组织
提升 IT 效能，在保证稳定的同时，快速交付高质量的软件及服务，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和市场环境。

DevSecOps（研发安全运营一体化）: 是 Development 、 Security 和 Operations 的组合词，DevSecOps 主要
是针对以 B/S 架构为主的软件应用系统，其核心思想是凭借静态应用安全测试（SAST）、动态应用安全测试
（DAST）、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IAST）等多种形式的检测手段，在软件开发周期内编码、集成、测试等任
一阶段，对软件进行代码层面和应用层面的安全性检测，从而在发布软件前尽可能找到更多的 Bug 或漏洞，
降低软件上线后修复 Bug 或漏洞的成本和风险。

报告术语界定

没听过 听过不了解 有一些了解
但没有实践

非常了解
且亲身实践

26% 23% 3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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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对 DevSecOps 的熟悉程度：在所有受调者中，对 DevSecOps 完全没听过的比重最多为 41%，听过但
并不了解的受调者占 28%，有一些了解但没有相关实践经验的受调者为 21%，对于 DevSecOps 非常了解且有
一定亲身实践的受调者占 10%。通过这部分的数据，可以反映出 DevSecOps 的推广及普及尚处于起步阶段。

您对 DevSecOps 的了解程度如何 ?

没听过 听过不了解 有一些了解
但没有实践

非常了解
且亲身实践

41% 28% 21% 10%

您单位开发的应用类型是？

Web网站

物联网

桌面应用

不开发应用

移动App

小程序

微服务

其他

不清楚

0% 100%

18%

33%

36%

57%

72%

17%

3%

3%

1%

受调者所在组织开发的应用类型：受调者所在的单位中，开发 Web 网站的组织占比最高为 72%，其次是移
动 App 占比为 57%，除此之外组织开发类型较多的为小程序占比是 36%、微服务占比是 33%、物联网占比为
18%、桌面应用占比为 17%。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得出 Web 网站和移动 App 仍是目前组织开发的主流应
用类型，小程序和微服务也占有一定份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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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在组织的软件研发流程模式：在所有受调者中，43% 受调者所在组织在软件开发时会使用 Agile 敏捷
模式，其次是使用 DevOps 和瀑布模式的单位，均占比 12%，而使用 DevSecOps 的单位仅有 6%。透过数据
可以发现，敏捷模式仍是目前市场上组织进行软件研发的主流选择，而选择使用 DevOps 或 DevSecOps 的组
织未超过两成。

受调者所在组织的 DevSecOps 成熟度：在所有受调者所在的组织中，没应用过 DevSecOps 的占 82%，虽应
用过 DevSecOps 但并不成熟的组织占 10%，认为自身有一定成熟度但仍在持续改进中的组织占 6%，认为自
身 DevSecOps 实践已非常成熟的组织仅占 2%。可以看出，DevSecOps 对大多数组织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

您单位软件产品研发所使用的流程模式是？

您单位的 DevSecOps 成熟度如何？

0

DevOps DevSecOps 瀑布模式 敏捷模式 大规模敏捷
模式（SAFE、
DAD、Less等）

不清楚

10%

20%

30%

40%

50%

12%

6%

12%

43%

3%

22%

其他

2%

没应用
DevSecOps

应用了
DevSecOps
但不成熟

有一定成熟
度，持续改

进中

非常成熟

82% 1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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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在组织没有应用 DevOps 的原因：数据显示，组织是因为不了解 DevOps 才没有采用的占 45%，其次
是组织领导层对 DevOps 关注不够占 28%，17% 的组织是因为觉得不易实践或难以推动，仅有 10% 的组织没
有采用的原因是因为项目规模或业务不适用。由此可见，组织不采用的主要原因还是对 DevOps 的了解度不够。

您单位没有应用 DevOps 的原因是？

受调者所在组织使用的 DevOps 平台来源：数据显示，46% 的组织更倾向于使用开源平台，其次是选择使用自
研平台的组织占 19%，而选择收费产品的组织只占 8%，而会选择闭源免费平台的组织仅占 2%。近一半的受
调者确定所在组织并未在 DevOps 平台上进行资金投入。

您单位使用的 DevOps 平台的来源是？

自研平台

不清楚

开源平台

19%

收费产品

8%
闭源免费平台

2%

25%

46%

45% 10% 17% 28%

不了解DevOps 项目规模或业务不适用 不易实践/难以推动 领导层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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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在组织使用的 DevOps 平台：在受调者所在组织中，45% 的组织从未使用过 DevOps 平台，在使用
DevOps 平台的组织中，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自身 DevOps 产品的使用者较多。腾讯系的蓝鲸也有相当数
量的使用量。可以看到，组织在选择使用 DevOps 平台时，会优先选择互联网头部厂商的平台。

您单位使用的 DevOps 平台是 ?

没使用

嘉为蓝鲸

平安神兵

开源和免费工具

阿里云效

腾讯云Coding

华为云DevCloud

博云

其他

0% 100%

5%

7%

12%

13%

45%

11%

5%

1%

1%



安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目前大多数组织只是停留在口头层

面的重视，而非积极主动方式的应对。在传统开发项目中，开发组织

通常更多地关注核心功能，在安全性方面往往缺乏经验与耐心，只会

满足要求的最小集，安全问题暂时推延，导致运维与安全人员不得不

扮演“救火队员”的角色。所以，DevOps实践需要在全流程上引入安

全要素。如果忽视安全的重要性，将会对DevOps的实践结果产生负

面的影响，若速度不是建立在安全性和可用性的基础之上的话，项目

失败将不可避免。

组织中DevSecOps的应用普及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对于安全的关注

度，辅之以长期实践与持续改进的执行力，不能指望短期内就能实现

从无到有，做到完美。只有全员安全意识提升，配备完善的工具与流

程，开展安全相关的培训，加强整个团队的DevSecOps成熟度，才能

从根本上降低生产风险。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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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SecOps敏捷安全领导者 01

大家说：

嘉    金融服务行业     

DevSecOps可以使安全防护左移，在落地的

过程中安全部门要更注重与开发、运维之间

的精诚合作，做到真正的助力业务，守护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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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企业软件应用安全现状

应用安全的重要性：调查数据显示，96% 的受调者已经认识到安全在软件应用中的重要性，但仍有 4% 的受调
者缺乏相关意识。

受调者处理软件应用中安全问题的时间：数据显示，84% 的受调者认为用于处理软件应用中安全问题的时间不
足，只有 16% 的受调者认为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软件应用中的安全问题。

您觉得在软件应用中，安全的重要性是？

您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处理软件应用中的安全性问题？

61%35%4%

不重要 比较重要 非常重要

100%

时间非常充足

有一定的时间处理但不充足

时间非常不足

16%

6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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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在组织软件应用发布上线频率：62% 的组织每周都会进行软件应用发布，其中每周一次的组织占
28%，每周多次的组织占 24%，而每天多次上线新版本的组织占 10%。除此之外，迭代周期为数月的组织占 9%，
低于每年一次上线软件版本的组织仅占 3%。

自动化安全测试工具应用：调查数据显示，已使用黑盒测试工具 DAST 的组织占 49%，使用白盒测试工具
SAST 的组织占 42%，采用软件成分分析工具 SCA 的组织占 15%，采用灰盒安全测试工具 IAST 的组织占 5%。
除此之外，24% 的组织没有用任何工具，其他受调者表示不清楚组织是否有采用安全测试工具的具体情况。

您单位软件应用发布上线的频率是？

您单位软件应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应用安全检测工具有？

0

每天多次 每周多次 每周一次 数周一次 数月一次 低于每年一次

10%

20%

30%

40%

10%

24%

28%
26%

9%

3%

黑盒测试工具（DAST）

软件成分分析工具（SCA）

灰盒测试工具（IAST）

白盒测试工具(SAST)

没用任何工具

不清楚

0% 100%

17%

24%

42%

49%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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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获知应用安全问题的渠道：大部分受调者通过他人的反馈来获知软件应用的安全问题，其中包括通过安
全管理人员了解软件应用安全问题的受调者占 45%，通过客户或用户反馈占 28%，通过政府监管部门通知占
13%。而通过安全工具了解软件应用安全问题的占比为 29%，没了解过安全问题和没发生过安全问题的受调者
共占 28%。

您是通过哪些渠道获知软件应用的安全问题的？

通过安全管理人员

从未发生过安全问题

其他

通过安全工具

客户或用户反馈

我没了解过安全问题

政府监管部门通知

0% 100%

13%

16%

28%

29%

45%

12%

6%

受调者接受应用安全培训：81% 的受调者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安全培训，仅有 19% 的受调者接受过应用安全
培训，其中 10% 的受调者接受过组织内训，5% 的受调者通过自学网课的方式进行安全培训，而仅有 3% 的人
是通过专业的课程完成培训。通过数据分析，大部分的组织进行安全培训的力度有待加强。

您接受过何种应用安全培训？

自学网课

企业内训

从未接受过任何安全培训

5%

专业课程
（等保人员培训、CISP培训等）

3%

第三方培训

1%

1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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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在组织过去一年发生的信息安全事件：仅有 30% 的受调者确认组织在过去一年发生过信息安全事件，
48% 的受调者表示所在组织去年一年未发生任何信息安全事件，22% 的受调者表示并不清楚是否发生过信息
安全事件。

过去一年，您单位所开发的软件应用中是否发生过信息安全事件？

30% 48% 22%

发生过 未发生 不清楚



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应用敏捷开发或

DevOps等模式，随着应用发布频率的加快，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出来。对于企业组织来说，需要加强对开发和测试等人员的安全培训

工作，让安全成为团队中每一个人的责任。

小结



DevSecOps敏捷安全领导者 01

大家说：

宇寰     软件/互联网

关键还是自上而下的执行力，而后就是长期

实践和持续改进，不能指望几个月就能从无

到有，做到完美。再者就是全员安全意识提

升，配合相应奖惩制度，逐步转变观念。



                                        21

受调者所在组织安全工作对软件应用生产效率的影响 ：81% 的受调者表示安全工作会影响软件应用生产的效
率，其中 55% 的受调者表示会降低些许效率，26% 的受调者表示对效率的影响巨大，除此之外 9% 的受调者
表示组织的安全工作对软件应用生产效率几乎没有影响，10% 的受调者表示并不清楚是否存在影响。

您认为安全工作对软件应用生产效率的影响是？

1.4 研发流程与安全现状

几乎没影响 会降低些许效率 对效率影响巨大 不清楚

9% 55% 2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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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所在组织进行应用安全检测的阶段：数据显示，在测试阶段进行应用安全检测的占比最多，为 46%，其
次是发布阶段，编码阶段再次之。

受调者所在组织软件流程与安全测试工作的结合程度：34% 的受调者表示组织的安全测试是需要独立执行的工
作，31% 的受调者表示虽然已经集成，但包含一定程度的人工实施，5% 的受调者表示软件流程与安全测试工
作已完全实现集成且完全自动化。

您单位在什么阶段进行应用安全检测？

您单位软件研发流程与安全测试工作的结合程度是？

0

编码 编码构建 集成 测试 发布 运营

10%

20%

30%

40%

50%

27%

24% 23%

46%

31%

20%

贯穿全流程

19%

不清楚

24%

没结合，安全
是独立执行的

工作

已集成，但包
含一定程度的

人工实施

已集成且完全
自动化

不清楚

34% 31% 5% 30%



当前，安全工作与开发流程的结合是趋势，但尚未成熟。更多的安全

工作还是以相对独立的形态完成，并会对应用开发效率产生明显的

影响。值得欣慰的是，组织已更多地选择将安全工作放到上线之前完

成，以实现“安全左移”。这使得应用漏洞可以在上线前便被修复，减

少上线后发生安全事件的概率。

小结



DevSecOps敏捷安全领导者 01

大家说：

无风格   软件/互联网   河北承德  

确定目标，选好姿势，梳理全流程，制定规范，

最后分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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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容器、开源组件、云服务

受调者所在组织对容器安全方案的使用：38% 的受调者表示所在组织已应用了容器安全解决方案，有 28% 的
受调者表示所在组织并没有应用容器安全解决方案，同时 34% 的受调者表示并不清楚组织是否应用容器安全
解决方案。

受调者所在组织使用的云安全产品供应商：39% 的受调者表示所在组织选择了云服务商所提供的云安全产品，
16% 的受调者表示所在组织使用了云服务但并没有使用安全产品，没有使用云服务的组织占 12%，10% 的组
织会选择第三方安全厂商的云安全产品。

您单位是否应用了针对容器的安全解决方案？

您单位使用的云安全产品供应商是？

38% 28% 34%

已应用 未应用 不清楚

云服务商

不清楚

使用云服务
但没使用安全产品

没使用云服务

第三方安全厂商

0% 100%

10%

12%

16%

2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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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调者对软件应用中使用的开源组件的了解程度：69% 的受调者表示对所生产的软件应用中使用的开源组件有
一定的了解，其中 57% 的受调者表示仅是部分了解，完全了解的受调者占 12%，同时，还有 31% 的受调者表
示对所生产的软件应用中使用的开源组件并不了解。由此可见，虽然大部分人对所使用的的组件有相关了解，
但了解程度有待提高。

受调者组织对软件应用中所使用开源组件的管理情况：75% 的受调者表示所在组织对开发的软件应用中使用开
源组件有相关的管理，其中 58% 的组织只是有一些管理措施，仅有 17% 的组织对使用开源组件的管理措施很
严谨；同时还有 25% 受调者的组织对使用开源组件完全没有管理。由此可见，组织对于开发软件应用中使用
开源组件管理的重视程度相差很大，使用开源组件可以提升一定的效率，但同时也会存在许多风险，这时就需
要组织提升自身对于开源组件安全的重视。

您是否了解所生产的软件应用中使用了哪些开源组件？

您单位对开发的软件应用中使用开源组件的管理情况是？

完全了解

部分了解

不了解

12%

57%

31%

完全没有管理

有一些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很严谨

25%

58%

17%



容器、云、和开源管理，是现代软件开发和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基础

设施是应用软件的根基，只关注自开发代码的安全性是不够的，软件

基础设施的安全同样是保障应用安全必不可少的一环。

小结



DevSecOps敏捷安全领导者 01

大家说：

WH    金融服务行业    北京西城区

自动化测试和手工测试都有存在的应用场

景，一步跨越到完全自动化测试也是不现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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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维护软件应用存在的挑战

受调者在维护软件应用安全性上遇到的最大挑战：36% 的受调者表示最大的挑战是“不清楚应用安全的具体要
求”，29% 的受调者表示是“不清楚如何保障应用安全”，28% 的受调者选择了“发现应用安全问题不全面”。
可以看到，安全上面临的挑战比较多样，但不清楚要求和方法的占比最高，这再一次说明了安全培训的重要性。

您认为，在维护软件应用安全性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

不清楚应用安全的具体要求

迭代速度优先于安全要求

应用安全要求执行不到位

已知安全问题但不会修复

其他

不清楚如何保障应用安全

发现应用安全问题不全面

在安全投入的资源不足

发现应用安全问题太晚

0% 100%

16%

18%

28%

29%

36%

14%

12%

9%

5%



安全永远在路上，安全研发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是一个不断打磨

和演进的过程，其中的问题很多，包含了技术工具融合、方法论运用、

人才培养、跨团队协作等众多挑战。安全培训的加强以及安全工具的

使用，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安全问题带给我们的困难。

小结



2
调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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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从 DevSecOps 实践者及潜在实践者的角度，了解 DevOps 及 DevSecOps 在组织中的实践现
状。本次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受调者在 DevSecOps 实践上的所想、所做和挑战。本次调查中 82% 的
受调研对象来自于金融服务和互联网 / 软件行业，样本行业的集中度较高。 从调查结果中我们看到，更快、更
安全的软件应用是许多组织所追求的，但仍有近七成的受调对象完全不了解 DevSecOps，实践者仅有一成。
在保障安全的方式上，有 73% 的技术人员的安全问题获悉渠道是来源于安全管理人员或者黑客攻击纰漏问题
及用户反馈，这使得企业的风险发现及问题处置工作变得非常被动。

这是本报告的联合编制组完成的首次 DevSecOps 调查，在样本分布控制和问卷设置方面，难免出现不成熟之处，
望读者谅解并指教。

希望在 2021 年的调查中，我们能看到 DevSecOps 实践的成熟和进步。有更多的实践者，通过 DevSecOps 帮
助他们实现敏捷安全的目标。



1
DevSecOps发展现状

洞见篇融合了行业安全专家及咨询师的思考和判
断，旨在阐述DevSecOps在当下的发展态势，以及
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帮助DevSecOps实践者梳
理出前瞻性的实践思路。



1
DevSecOps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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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下技术的不断发展，软件开发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传统的瀑布模式到敏捷开发、再到 DevOps。

DevOps 主张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所有步骤实现自动化和监控，缩短开发周期，增加部署频率。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企业向 DevOps 快速转型，产品交付质量和速度都在快速提升，而安全资源的缺乏以及

传统安全运营模式，却阻碍了 DevOps 的发展。

Gartner 在 2015 年数据中心和信息安全峰会的调研报告显示，安全已经成为 IT DevOps 发展的阻碍。安全，

作为业务合规避险的基石，必须要积极转型，适应 DevOps 全新的开发过程。在此趋势下，DevSecOps 应运而生，

它是 DevOps 的衍生概念，即将安全嵌入到 DevOps 的流程中，强调安全需要贯穿从开发到运营整个软件生命

周期的每个环节。其核心是在不牺牲安全性的前提下，快速和规模地交付软件产品。

对于大部分开发团队而言，安全是比较孤立的，大部分开发和运维人员没有接受过安全编码和安全事件的培

训，使得安全与开发的过程是分割开的。DevOps 所涵盖的角色包括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并不包括安全人

员。安全作为软件开发的保障性因素，却被排除在外。而 DevSecOps 的出现可以通过固化流程、加强不同

人员协作，通过工具、技术手段将可以自动化、重复性的安全工作融入到研发体系内，让安全及合规作为属

性嵌入到 DevOps 开发运营一体化中，在保证业务快速交付价值的同时实现安全内建，降低 IT 安全风险。在

DevSecOps 的理念下，企业的整个 IT 团队目标统一，即在保障敏捷开发的基础上，共同背负起安全的责任。

虽然国内的 DevSecOps 落地仍处于发展阶段，但很多国内企业已经意识到开发安全的重要性。随着 DevOps

的深度实践，工作流程越来越规范、工具和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此趋势下，国内陆续涌现出一批专注

DevSecOps 的创新安全厂商，新一代的技术方案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用户所采纳。
1

DevSecOps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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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evSecOps 现有体系

1.1.1 DevSecOps 概况

传统应用开发流程主要有瀑布模式（Waterfall）和敏捷模式（Agile）。在应用程序的迭代周期较长时，同样较
长的安全工作实施周期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随着 DevOps 的大行其道，传统的安全工作方式成为了应用开发速
度的瓶颈，DevSecOps 针对此问题应运而生。

在 DevOps 中，每个人都必须专注于用户，以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CI/CD）的方式快速满足用户的需求。但
是传统上，安全团队专注于以安全为中心的目标，以使组织符合信息安全法规，并降低应用被网络攻击的风
险。如果安全性阻碍了 CI/CD 交付的速度，那么它将影响以业务为中心的软件生产模型的成功。这就是安全
性需要成为 DevOps 团队不可或缺一环的原因。无论是安全中融合 DevOps 的概念，还是在 DevOps 中包含安
全，目标都是以 DevOps 的速度交付安全的软件产品。DevSecOps 的实践方式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但是，
建立流程模型将主导下一步选择工具和技术以实施流程的步骤。随着安全成为 DevOps 周期的组成部分，有
一种说法将其称为连续安全保障管道。这一持续的安全管道，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流程模型以指导组织实施
DevSecOps。

在建议的流程模型中，持续安全性方法为 DevOps 生态系统提供以下关键服务 :

敏捷软件
开发周期

Agile

计划

验证

发布

监控

安全

开发过程应用迭代周期

数月到数年

数天到数周

数小时到数天

Waterfall

Agile

DevSecOps

计划

集成

评估

测试

开发

设计

生成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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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计：安全设计可确保 DevOps 团队开发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安全最佳实践、法规、标准和法律，并实现数
据隐私和保护。这部分工作重点在详细分析安全需求并进行适当设计。此外，威胁建模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其
目的在于在编码阶段实施控制。例如，实施控制以防止 Web 应用程序出现 SANS 25 和 OWASP Top 10 漏洞。
高级威胁建模对于关键业务系统预测可能面临的威胁来源，并提前考虑预防和应对措施至关重要。安全编码是
开发实践中重要的一环，通过遵循已建立的威胁模型来降低与安全相关的脆弱性、漏洞数量和集成错误。安全
编码涉及输入验证、会话管理、用户凭证验证、用户访问控制、数据保护和隐私、日志记录、API 安全性、检
测安全性错误配置等方面。 

安全测试：安全测试是 DevSecOps 实践的关键部分，软件程序经过各种方法的测试以保证质量。安全测试不
仅应涉及软件程序，还应关注端到端管道、实时生产系统、软件基础设施、数据库以及中间件，以降低任一环
节的安全攻击风险。在安全测试方面，它与传统的手动测试方法有所不同，尽可能采用自动化是其核心要求。
安全团队必须与开发和测试人员合作，测试软件程序的漏洞，例如 SANS 25 和 OWASP Top 10，以确保软件应
用遵循了安全要求和质量要求。通常情况下，需要依赖 CI/CD 管道自动执行这些测试过程，并且必须在代码部
署至实际生产环境之前通过所有必要的测试用例（涉及功能性和安全性）。静态应用安全测试（SAST）是分
析软件模块的源代码以检测常见的安全缺陷和配置错误所遵循的常见方法。开发人员和安全团队必须合作，将
源代码分析集成到集成开发环境（IDE）设置中，在该集成开发环境中进行编码以开发软件模块。同样，动态
应用安全测试（DAST）和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IAST）主要致力于在发布给生产环境之前，从使用方的角度
检测软件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和安全团队必须共同协作，以自动方式在 DevOps 管道中实施这些强
制性测试工作。至于剩余的两个方面：安全监控和风险管理，并不特定用于 DevSecOps，而是软件开发中通
常遵循的安全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帮助 DevSecOps 提升完整性。 
 
安全监控：安全监控的重点是对软件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中产生的日志进行实时和脱机分析，以了解已发生的
攻击事件从而发现漏洞，并向安全团队发出警报，以响应安全事件或漏洞。当需要调查关键安全事件时，可对
取证工作提供支持。

安全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通过采取安全控制措施来分析和缓解安全风险。在 DevSecOps 中，风险管理必须协
同其他工作，以 DevOps 的速度提供支撑，而避免阻碍流程。对 DevSecOps 来说，轻量级方法或快速风险评
估（RRA）通常比传统方法更可取。将组织风险管理流程调整为 DevOps，并尽可能在将应用软件发布到生产
环境之前解决所有适用的威胁。可采用一些广泛使用的威胁建模方法，例如 STRIDE（伪装，篡改，抵赖，信
息泄露，拒绝服务，提升权限）和 DREAD（潜在损失，可复现性，可利用性，受影响的用户，可发现性），
量化将易受攻击的软件发布到实际生产环境中给组织带来的风险。

持续集成
持续交付

管道

持续安全保障 安全监控 生产环境安全设计
(云和数据中心)

DevOps 团队

安全性测试

安全风险管理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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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DevSecOps 成熟度模型

在本文编撰期间，DevSecOps 国内相关的标准已在制定的过程中，尚未正式发布施行。美国总务管理局
（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在早先发布了框架性文件《DevSecOps 指南》，其中描述了
DevSecOps 平台的成熟度模型。

该成熟度模型从 DevSecOps 平台总体考虑事项、镜像管理、日志监控和告警、补丁管理、平台治理、变更管理、
应用开发测试和运营、应用部署、帐户权限凭据和机密管理、可用性和性能管理、网络管理、操作流程权限、
备份和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协议和财务管理等维度全面地定义了 DevSecOps 实践中所涉及工作的成熟度评价
标准。

以下是 GSA 对 DevSecOps 的描述“成功的 DevSecOps 团队工作具有可重复性、低冗余、高协作性和分散集
体努力的特点；为了最有效地实现这一点，自动化和可审计性优先于人工主观决策。”

针对该模型中最有代表性的 DevSecOps 平台总体考虑事项方面，其成熟度描述如下：

总体的 DevSecOps 平台考虑事项
描述

本部分围绕 DevSecOps 平台本身的整体性质，捕获进入环境的工作流和从环境发布的软件。

成熟度模型

·级别 1（不被视作 DevSecOps 平台）: 该平台的特点是依赖人工，状态不透明，团队协作不标准化，并且在
每个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异构配置。

Overarching DevSecOps Platform Considerations

Description

This domain encompasses the holistic nature of DevSecOps around the platform itself, capturing the flow of work into 

the environment and release of software out of it.

Maturity Model

· Level 1 (Not considered viable for a DevSecOps platform): The platform is characterized by manual efforts, is not 
transparent about state, is not standardized across teams, and is heterogeneously configured on a per-project basis.

· Level 2: Application developers have a pipeline that they can use to deploy software which is considerate of security 
and visible to operations. Intake into the platform may be manual or unpredictable. Steps to deploy or maintain 
operations may require manual effort or assessment.

· Level 3: Application developers have a clear, self-service intake onto the platform and the ability to deploy and run 
security-compliant code in production through automation. The platform services are centralized in its infrastructure 
and pipeline implementation.

以下是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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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2: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有一个管道，他们可以使用该管道来部署已考虑安全性并且对运营可见的软件。进
入该平台的方式可能是手动或不可预测的。部署和运维操作的步骤可能需要人工操作或评估。

·级别 3: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在平台上有一个清晰的、自助的入口，并且能够通过自动化在生产环境部署和运行
符合安全性的代码。平台服务集中在其基础设施和管道实现中。

可以看到，无论是对 DevSecOps 的描述还是对成熟度的分级，GSA 都将自动化程度作为了最高准则。因此本
文中，编者对 DevSecOps 实践成熟度的评价，将把自动化程度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同时，auditability（可
审计性）也是比较重要的指标，因此对软件生产过程的监控能力也是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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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evSecOps 安全工具金字塔

DevSecOps 中 的 应 用 安 全 管 理 和 保 障 能 力 依 赖 不 同 的 安 全 工 具 能 力 互 相 作 用、 叠 加、 协 作 而 实 现，
DevSecOps 安全工具金字塔描述了安全工具所属的不同层次。安全工具之间的边界有时会模糊不清，因为单
一的安全工具可以实现多种类别的安全能力。

DevSecOps 安全工具金字塔描述了一组层次结构，金字塔底部的工具是基础工具，随着组织 DevSecOps 实践
成熟度的提高，组织可能会希望使用金字塔中较高的一些更先进的方法。

金字塔中的安全工具分层与组织的 DevSecOps 成熟度分级没有直接关系，仅使用低层次的安全工具也可以完
成高等级的 DevSecOps 实践成熟度，反之亦然。金字塔中的工具分层与该工具的普适性、侵入性、易用性等
因素相关。普适性强、侵入性低、易用性高的安全工具更适合作为底层基础优先引入，普适性弱、侵入性高、
易用性低的工具则适合作为进阶工具帮助 DevSecOps 实践变得更加完善且深入。

应用实践层

传统建设层

卓越层CARTA
平台

ASTaaS

模糊测试

OSS/SCA IAST EDR

SAST MAST DAST WAF IDS/IPS

ASTO

容器安全 RASP

自动化
渗透测试

实
践
深
化

CARTA 平台

产品成熟度 1

市场需求度 2技术创新度 5

1 2 3 4 50 发布

监控

部署

计划

测试

编码

构建 运营DEV OPS

DevSecOps 安全工具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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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A（Continuous Adaptive Risk and Trust Assessment，持续自适应风险与信任评估）由 Gartner 在 2018
年十大安全技术趋势中首次提出，在 2019 年再次被列入十大安全项目，也是 Gartner 主推的一种应对当前及
未来安全趋势先进战略方法。CARTA 强调对风险和信任的评估分析，这个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告
别传统安全门式允许 / 阻断的处置方式，旨在通过动态智能分析来评估用户行为，放弃追求完美的安全，不能
要求零风险，不要求 100% 信任，寻求一种 0 和 1 之间的风险与信任的平衡。CARTA 战略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其包括大数据、AI、机器学习、自动化、行为分析、威胁检测、安全防护、安全评估等方面，集主流技术与一
体打造出一个自适应自判断安全防护平台。

CARTA 跟 DevSecOps 的趋势一致，将安全左移至开发阶段，并最终集成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完成敏捷化的自
适应风险和信任评估。因此 CARTA 已逐渐从单纯的生产环境实践方法，融合进 DevSecOps 的体系之中。

应用安全性测试即服务（ASTaaS）

应用安全测试编排（ASTO）

随着应用开发环境的开放化以及云服务日趋成熟，更轻量级的 ASTaaS 逐渐开始被接受。在 ASTaaS 上，使用
者通常仅需按需付费来对应用程序执行安全测试，而不必再分别购买昂贵的私有化安全设备。该服务通常是静
态和动态分析，渗透测试，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测试，风险评估等安全功能的组合。ASTaaS 通常用于移
动和 Web 应用程序。

ASTaaS 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云应用程序的使用，在云应用程序中，用于测试的资源更易于配置。有数据表明，
全球在公共云计算上的支出预计将从 2015 年的 670 亿美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620 亿美元。

应用安全测试编排（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 Orchestration，ASTO）由 Gartner 首次提出，目前该技术和
工具还处于较为初始的阶段。其目标是对生态系统中运行的所有不同的应用安全测试工具进行集中、协调的管

发布

监控

部署

计划

测试

编码

构建 运营DEV OPS

发布

监控

部署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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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运营DEV OPS

市场需求度 1

产品成熟度 1

技术创新度 4

1 2 30 4 5

市场需求度 3

产品成熟度 1

技术创新度 3

1 2 30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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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报告。ASTO 综合管理 SAST/SCA/IAST/DAST 等各种安全工具的检测能力，完善与开发工具链条的集成与
自动化能力，提供安全能力编排方案。用户自定义编排安全检测的手段、工具与其它安全产品的自动化集成响应。

模糊测试

模糊测试（fuzz testing）是一种介于完全的手工渗透测试与完全的自动化测试之间的安全性测试类型。能够在
一项产品投入市场使用之前对潜在的应当被阻断的攻击路径进行提示。从执行过程来说，模糊测试的执行过程
很简单，大致如下：

·准备好随机或者半随机方式生成的数据；
·将准备好的数据导入被测试的系统；
·用程序打开文件检测被测试系统的状态；
·根据被测系统的状态判断是否存在潜在的漏洞。

发布

监控

部署

计划

测试

编码

构建 运营DEV OPS

市场需求度 3

产品成熟度 3

技术创新度 3

1 2 3 4 50

容器安全

容器安全是保护云原生环境免受漏洞和主动攻击威胁所需的安全工具。容器安全工具可完全集成到构建和部署
管道中，提供针对容器镜像的漏洞管理功能，实现并强制实施合规性。容器安全工具能保护容器的完整性，这
包括从其承载的应用到其所依赖的基础架构等全部内容。通常而言，组织拥有持续的容器安全包含以下方面：

·保护容器管道和应用
·保护容器部署环境和基础架构
·整合企业安全工具，遵循或增强现有的安全策略

市场需求度 3

产品成熟度 2

技术创新度 3

1 2 30 4 5 发布

监控

部署

计划

测试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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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应用自保护（RASP）

运行时应用自保护 (RASP) 是一种嵌入到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运行时环境的安全技术，在应用层检查请求，实
时检测并阻断攻击。RASP 产品通常包含以下功能 :

·通常在应用程序上下文中进行解包和检查应用程序请求。
·产品可以在多个执行点分析完整的请求，执行监控和阻止，有时甚至更改请求以去除恶意内容。
·完整的功能可通过 RESTful API 访问。
·防止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序攻击，并确定攻击是否会成功。
·查明漏洞所在的模块，还有特定的代码行。
·仪表盘功能和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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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组成分析（SCA）

SCA 工具检查软件，以确定软件中所有组件和库的来源。SCA 工具在识别和发现常见和流行组件（尤其是开源
组件）中的漏洞方面非常有效。但是，它们通常不会检测内部自定义开发组件的漏洞。

SCA 工具在查找通用和流行的库和组件（尤其是开放源代码部分）方面最为有效。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将代码中
的已知模块与已知漏洞库进行比较。SCA 工具查找具有已知漏洞并已记录漏洞的组件，并且通常会提示使用者
组件是否过时或有可用的补丁修补程序。

为了进行比较，几乎所有 SCA 工具都使用 NVVD 或 CVE 作为已知漏洞的来源。许多商业 SCA 产品还使用
VulnDB 等商业漏洞数据库作为来源。SCA 工具可以在源代码，字节码，二进制编码或某种组合上运行。在知
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下，基于不同软件授权许可证书的风险检测，正成为新的技术关注点。SCA 可以对不同软件
组件的授权许可进行分析，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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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渗透测试是近年来逐渐被关注的一项新技术，其目的是用自动化测试的方式实现以往只有依靠白帽子人
工完成的渗透测试工作，以提高漏洞检测效率，降低检测成本。这一类工具是随着机器学习等 AI 技术的发展
而产生并成熟的。自动化渗透测试工具可以将白帽子在大量渗透过程中积累的实战经验转化为机器可存储、识
别、处理的结构化经验，并且在测试过程中借助 AI 算法自我迭代，自动化地完成逻辑推理决策，以贴近实际
人工渗透的方式，对给定目标进行从信息收集到漏洞利用的完整测试过程。

PTE 自动化渗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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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IAST）

OPS

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IAST）

IAST 曾被 Gartner 多次列为十大安全技术。IAST 工具结合了 SAST 和 DAST 技术的优点。IAST 可以模拟验证
代码中的已知漏洞是否可以真的在运行的环境中被利用。

IAST 工具利用对应用程序流和数据流的了解来创建高级攻击方案，并递归地使用动态分析结果：在执行动态
扫描时，该工具将基于应用程序对测试用例的响应方式来了解有关应用程序的知识。一些工具将使用这些知识
来创建其他测试用例，然后可以为更多的测试用例产生更多的知识，依此类推。IAST 工具擅于减少误报数，
并且可以很完美地使用在敏捷和 DevOps 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传统的独立 DAST 和 SAST 工具在开发周期中
可能会占用大量时间，而 IAST 几乎不会对原有应用生产效率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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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R

端点检测与响应 (Endpoint Detection & Response，EDR) 是一种主动的安全方法，可以实时监控端点，并搜索
渗透到公司防御系统中的威胁。 这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可以更好地了解端点上发生的事情，提供关于攻击的上
下文和详细信息。 EDR 服务可以让你知道攻击者是否及何时进入你的网络，并在攻击发生时检测攻击路径ー
ー帮助你在记录的时间内对事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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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T 又称白盒测试，测试人员可以在其中了解有关被测代码的信息，包括体系结构图、常规漏洞、不安全编
码等内容。SAST 工具可以发现源代码中可能导致安全漏洞的脆弱点，还可以通过 IDE 插件形式与集成开发环
境结合，实时检测代码漏洞问题，漏洞发现更及时，使得修复成本更低。

源代码分析器可以在未编译的代码上运行，以检查缺陷，覆盖赋值越界、、输入验证、竞争条件、路径遍历、
指针和引用等。部分 SAST 工具也可以用二进制和字节码分析器对已构建和已编译的代码执行相同的操作，但
这实际上已进入 SCA 和 DAST 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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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安全测试（M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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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

WAF 即 Web 应用防火墙（Web Application Firewall），是通过执行一系列针对 HTTP 和 HTTPS 的安全策略，
来专门对 Web 应用，提供保护的一类产品。WAF 初期是基于规则防护的防护设备；基于规则的防护，可以提
供各种 Web 应用的安全规则，WAF 生产商去维护这个规则库，并实时为其更新，用户按照这些规则，可以对
应用进行全方面的保护。

市场需求度 4

产品成熟度 4

技术创新度 3

1 2 30 4 5

DAST 工具又称黑盒测试，与 SAST 工具相对应。测试人员无需具备编程能力，无需了解应用程序的内部逻辑结构，
也无须了解代码细节。DAST 不区分测试对象的实现语言，采用攻击特征库来做漏洞发现与验证。

DAST 工具针对编译后的可执行程序运行，以检测界面、请求、响应、脚本（即 JavaScript）、数据注入、会话、
身份验证等问题。除了可以扫描应用程序本身之外，还可以扫描发现第三方开源组件、第三方框架的漏洞。

动态应用安全测试（D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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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 工具融合了静态，动态和取证分析。它们执行的功能与传统的静态和动态分析器类似。MAST 工具具有
专门针对移动应用程序问题的独特功能，例如越狱检测、伪造 WI-FI 链接测试、证书的处理和验证、防止数据
泄漏等。其针对的移动应用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别：



                                        47

受篇幅所限，金字塔中无法罗列所有的工具。威胁建模、漏洞关联分析、测试覆盖率分析、自动化漏洞修复等
工具都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性且未来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但目前的产品成熟度和市场需求度上还处于相对早期
阶段，因此暂未编排进金字塔中。

金字塔中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随着 DevSecOps 实践的发展，我们可能会增加新的安全工具到金子塔中，或
删除一些被边缘化的安全工具，亦或调整对某个安全工具的评价和运行阶段。在某个工具的实际使用工况发生
改变时，它所处的层次也可能会变更。我们会持续关注 DevSecOps 中安全工具的应用情况。

发布

监控

部署

计划

测试

编码

构建 运营DEV OPS

IDS/IPS

在这几年 WAF 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譬如通过数据建模学习企业自身业务，从而阻拦与其业务特征不匹
配的请求；或者使用智能语音分析引擎，从语音本质去了解。除可阻断针对利用已知漏洞的攻击外，还可防止
部分通过未知漏洞的攻击。

入 侵 检 测 系 统（instruction detection system，IDS）、 入 侵 防 御 系 统（ instruct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是两类传统的安全保障产品，主要用于应对网络安全系统中的黑客攻击事件。

IDS 是依照一定的安全策略，对网络、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监视，尽可能发现各种攻击企图、攻击行为或者攻
击结果，以保证网络系统资源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IPS 能够监视网络或网络设备的网络资料传输行为，能够即时的中断、调整或隔离一些不正常或是具有伤害性
的网络行为。

由于这两种产品的技术和形态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这里放到同一个分类中阐述。IPS 和 IDS 工具已经非常成熟，
甚至可以称为古老。但由于其拥有实时检测和响应的特点，在生产系统中有着高度的实用性，因此现如今依旧
是在线应用的网络保护中十分必要的一环。

市场需求度 4

产品成熟度 5

技术创新度 1

1 2 3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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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同行业的 DevSecOps 现状

1.3.1. 金融行业 DevSecOps 落地现状

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的业务环境愈加复杂，内部系统与外部空间的边界也愈加模
糊。与此同时，网络攻击者的攻击手段却越来越丰富，攻击数量越来越多。面对 0-Day、APT 等新型攻击手段，
金融机构的安全状况面临严峻挑战。根据中国银行保险报最新发布的《金融行业网络安全白皮书（2020 年）》
显示：金融行业网络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金融科技创新对网络安全提出高要求
·事件型漏洞和零日漏洞持续走高
·网络攻击种类、规模与方式不断增加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求与难度加大
·金融行业风险冲击的传导性愈演愈烈
·金融行业信息科技外包风险形式严峻

《白皮书》总结认为，随着国内外网络安全复杂、严峻形势的演变，我国金融行业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面
临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金融科技创新大量采用新技术实现业务创新的同时，也给网络安全带来了更多隐性风险，提出了更高要
求；其次，随着事件型漏洞和高危零日漏洞威胁的持续走高，网络攻击的种类、规模和方式也不断增加，隐蔽
性更强的 APT 攻击成为常态；其三，金融数据涉及大量个人信息和资金等内容，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数据价值，
金融业务的复杂性使得数据安全保护体系的建设难度不断加大；最后，金融行业的业务创新不断加速，各金融
机构与第三方机构的连接越来越多，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大量依靠科技外包来获得快速发展，风险的传导范围和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不断加大，需要重点关注。

虽然 DevSecOps 的实践并不针对特定行业，但不同行业目前在 DevSecOps 实践的成熟度却有明显的差异。这
主要有以下有三个原因：

·不同行业间对应用安全的重视有差异。
·不同行业间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意愿有差异。
·不同行业间对安全敏捷性的需求有差异。

本文选取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行业，简要描述了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以及在此背景下建构的 DevSecOps 实
践案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选取的案例并非一定最领先的行业实践，其实践方案是否适合行业参考借鉴是我
们的重要选择标准，同时也考虑了其代表性。与之相似的是，我们给出的实践成熟度评价，更倾向于体现行业
的中等水平，而非最高水平。

DevSecOps 实践成熟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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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安全整体风险。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 5G 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万物互联”使信息系统与互联网
或其他网络的连接更加的普遍与密切，直接导致系统受攻击面的不断扩大。同时随着搭建在系统之上的应用数
目增多， 逻辑越来越复杂，信息系统隐藏的缺陷与漏洞越来越多，且不易发现与修补。

各国网络安全监管合规风险。运营金融服务企业需了解新发布的网络安全监管条例及条例对其业务的影响，从
而抓准数据监管规则并保持合规，尤其是在涉及跨境交易的情况下。违规通常要缴纳高额罚款，因此保持合规
至关重要。

新技术应用对软件安全的风险。由于金融行业的业务发展和市场要求，需要尽早布局、抢占市场，相关的互联
网金融应用系统的开发周期不断挤压和缩减，为保证业务系统的快速上线，开发过程中的安全活动不断减少或
被取消。

金融行业落地实践：该金融机构安全部门下设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安全技术攻防、安全事件响应相关职能团
队，覆盖应用安全、GRC( 治理、风险和合规 )、数据安全、业务安全、安全运营、安全攻防及安全响应等分支。 

其中，应用安全团队负责 DevSecOps 的研究与落地，应用安全职能专设安全顾问“ISO”的角色，扎口管理项
目安全评估与咨询，负责项目安全建设的全流程跟踪。 

此外，为了解决安全方向较多而安全人力不足的问题，机构跨团队成立了六大虚拟组织“大运营体系”，采
用融合 SCRUM 敏捷方法的安全大运营模式，提升安全人力协作和运营效能。2017 年开始，该机构已全面向
敏捷及 DevOps 转型，DevOps 平台也在同步自研中，目前已经具备较完善的功能，大量的项目在逐步迁移到
DevOps 平台。作为国内较早实施 DevSecOps 实践的金融企业，具备丰富的安全管理及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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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能源行业 DevSecOps 落地现状

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能源行业涉及面较广，包括煤炭、石油和电力工业三大部门，而电力又是占据能源行业的
重要位置，电力产业在信息安全方面走在其他领域之前，但电力企业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电力企业网络信息安全与一般企业网络信息同样具备多方面的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来自互联网的风险
·来自企业内部的风险
·病毒的侵害
·管理人员素质风险
·系统的安全风险

因我国近年来没有遭受大规模严重性网络攻击，所以能源行业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一般来说，对安
全的重视和实施来自三个方面：政策驱动、事件驱动和技术驱动。

政策驱动方面，2014 年我国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7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
国家和政府层面对信息安全已经给予战略层面的重视。

技术驱动层面，主要依托国产自主研发的信息安全厂商，这些企业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在去 IOE
的大势下逐渐崛起，并在各自优势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政策驱动和技术驱动在我国显然已经走在事件驱动前面，事件驱动没有很好的效应并非说明我国在能源信息安
全方面有所建树，只是我国能源行业信息化安全建设还处在初期阶段，能源信息还未全面与国际接轨。其实事
故出了之后，回头再去看防护的成本微乎其微，事件驱动的弊病在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安全问题的本质却
是防患于未然。针对事件驱动，我们应该转变安全思维模式，建立主动保护意识，安全人人有责，将安全贯穿
软件开发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 DevSecOps 倡导的核心理念。

能源行业落地实践：以下是某国有电力集团分公司的 DevSecOps 建设案例。该机构已经使用了 DevOps 生
产模式，整个团队的协同比较有序。但在流程里，开发阶段的若干阶段中，只使用了 SAST 工具，单纯依
靠这种安全测试方法，在效率和效果上都远远无法满足该机构的需要。因此，该机构着手进行开发流程的
DevSecOps 建设。

漏洞管理平台

DevOps流水线

白盒
扫描

人工渗
透测试

Git/SVN CodeCC代码
检查

服务端/web前端
/移动端Build 测试环境

定时/手动/
事件/远程

docker 
hub

开发人员

DevSecOps 实践成熟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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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建设后的流程，由于之前的研发和测试人员已经接触过 SAST 工具，并且企业内部也进行过安全编码培
训，相关人员对代码安全和应用安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建设的实施就比较高效，建设后的
成果也比较全面。该机构将 IAST、DAST、OSS 开源安全测试、应用包检测、容器镜像检测等安全能力以插件
的形式集成在了客户原有的 DevOps 流程管理平台之上。并且通过 API，将安全测试结果向原有的漏洞跟踪管
理平台进行汇总管理。开发安全体系里面覆盖了静态和动态、自有和外源、编译前和编译后等各种不同管理面
向，漏洞的检出率有了跨越式的提高。在执行效率上，因为统一管理和交叉分析的原因，虽然增加了检测时
间，但减少了人工排查的时间，因此总流转时间上并没有比原来单纯使用 SAST 的时候消耗更多，是较为成功
的 DevSecOps 建设案例。

DevSecOps流水线

白盒
扫描

开发人员

漏洞管理平台

容器镜像
扫描

OSS开源
组件

应用包
检测

自动化
渗透测试

Git/SVN CodeCC代码
检查

服务端/web前端
/移动端Build

测试环境

定时/手动/
事件/远程

docker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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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互联网行业 DevSecOps 落地现状

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互联网信息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互联网黑客频繁侵袭、系统漏洞、病毒木马攻击、
用户信息泄露、用户安全意识薄弱、不良虚假信息的传播等方面。具体有以下 7 种风险：

·DDoS 攻击
·互联网业务支撑系统自身安全漏洞
·病毒木马
·信息泄露
·网络钓鱼
·移动威胁
·内控风险

以在线网站为例，对于一个活跃度高的网站来说，日活跃量会达到千万级别，产品形态也会覆盖 Web APP、
Android APP、 iOS APP、SDK、IoT 等，每周都会有数以万计的应用发布次数，在以上安全威胁背景下，如何
保证每一次发布代码的安全性成为了 DevSecOps 实践中最大的挑战。

在软件行业，一个版本的发布从涉及到开发、测试、发布动辄数月，每个版本的发布都可以按照 SDL 流程完
整地做一次安全评估，包括需求评审、威胁建模、安全开发、安全扫描。而在 CI ／ CD 模型下，每天都有几千
次的发布，持续集成、持续部署，如何避免持续引入漏洞，仅仅靠人力是无法解决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安全意识——避免两次踩进同一个坑。日常工作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昨天刚
找开发修了一个 SQL 注入，今天又写了另一处有注入的接口；昨天刚补了一处撞库接口，今天又来了一个验
证码绕过。安全人员沦为救火队长，疲于奔命。其实本质还是需要提高业务团队的整体安全意识，避免安全变
成被动的修补角色。

第三个问题是安全项目的推动难，对于安全工程师来说最差的体验是，“在甲方提工单和在乙方贴发票”。为
什么推动这么困难，原因在于对业务团队来说这似乎是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仅仅是修复一个漏洞就需要开发、
测试甚至产品一起沟通拉齐，确定修复方案、排期，更不要说大规模的推动底层的框架、中间件的升级，一轮
一轮的推动更是难上加难。而解决这些需要与公司框架、与 CI ／ CD 流程更紧密的结合，提供温和嵌入流程的
默认安全方案。

DevSecOps 实践成熟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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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于 2020 年的安全建设结束后，安全培训、SAST、DAST、组件检测等安全工作已经融合进了 DevOps
的体系中，安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较高，该机构的 DevSecOps 体系已经初见成效。

在 2019 年从人工安全评估向自动化安全评估转化的基础上，2020 年该机构更是深化完善去人工化的安全体系。
其 2020 年建设内容中，自动化安全工具、自主安全培训、安全 SDK、数据分析展示是最重要的四个方面，以
求解决之前存在的逻辑漏洞多、研发安全意识薄弱、工具成熟度等问题。

互联网行业落地实践：某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主要业务依赖于自研的在线应用程序，因此该机构非常重视应用的
安全保障工作。近年来，该机构每年都在应用安全的保障工作上进行相当多资源的投入。并通过企业相关部门
的统一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系统的安全体系建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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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该机构的安全建设结束后，安全培训、SAST、DAST、组件检测等安全工作已经融合进了 DevOps 的体
系中，安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较高，该机构的 DevSecOps 体系已经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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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非安全工具的 DevSecOps 融合现状

1.4.1 DevOps 管理平台                                

在 2020 年，我们看到了 DevOps 管理平台向 DevSecOps 管理平台转化上的长足进步。在过去几年间，国内
不同的 DevOps 管理平台已在开发和运维流程的管理能力上逐渐地完善，并趋于同质化。2020 年，安全管理
成为领先的 DevOps 平台厂商着手解决的问题，如腾讯蓝鲸、Coding、阿里云效、博云、平安神兵等 DevOps
管理平台都完成了向 DevSecOps 的初步探索。常规的做法是，第三方 DevSecOps 安全工具以插件或独立模块
的方式集成在 DevOps 管理平台中，DevOps 管理平台在自身的流水线中调用这些安全工具，并将安全结果与
质量红线进行关联，作为版本质量的参考依据。

目前 DevSecOps 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安全能力的丰富程度，还是安全与整体流程的融合程度都有待
进一步地完善，但今年 DevOps 管理平台对 DevSecOps 探索的显著进步，使我们非常期待其在 2021 年的表现。

本章节旨在叙述与 DevSecOps 流程结合较为紧密的非安全类工具的实践现状。在 DevOps 流程中的工具非常
繁杂，且许多工具都与安全风险管控过程相关，鉴于篇幅有限，本节仅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类工具进行阐述。

DevSecOps 实践融合度 3

DevOps 平台的安全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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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lab CI、Bamboo、Travis CI 等工具由于用户的基数有限，DevSecOps 安全产品还较少对其流水线进行支持，
相信随着 DevSecOps 的发展，以上工具也会更多地被纳入安全产品支持的范围中来。

Jenkin 中自动化安全任务的执行结果

1.4.2 持续集成工具

当前，持续集成（CI）工具对 DevSecOps 而言，是自动化和敏捷化的核心支撑工具。因此持续集成工具对安
全自动化的支持成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DevSecOps 实践成熟度。今年，Jenkins 依旧是用户最认可的 CI
工具，达到了 53% 的市占率，因此对 Jenkins 的支持已经成为了 DevSecOps 安全产品的基础能力。假如一款
安全产品没有与 Jenkins 流水线进行集成编排的能力，我们很难说这是一款真正的 DevSecOps 安全产品。

DevSecOps 实践融合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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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需求和项目管理平台

需求和项目管理平台作为软件项目开发不可或缺的支撑工具，从单纯对需求与缺陷的管理，发展到与安全流程
的结合，这似乎是个必然的趋势。这种对安全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偏向流程保障，而欠缺敏捷性，因此严格来说，
这更像是 S-SDLC，而不是 DevSecOps。出于以下两点原因，这里还是把需求和项目管理平台纳入进来叙述。一、
越来越多用户希望将 DevSecOps 安全支撑工具的输出结果同步到需求和项目管理平台上，以方便在项目的维
度上进行整体管控。二、需求和项目管理平台的自动化能力正在不断成长，以求更加适应敏捷模式。

根据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今年发布的《中国 DevOps 现状调查报告》，在需求和项目管理平台方面，Jira 以
44% 的使用率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因此 Jira 平台是本年度观察的重点。我们看到头部的安全工具已经能够与
Jira 平台融合，帮助用户使用 Jira 的项目管理流程，完成安全的流程化管理。

DevSecOps 实践融合度 2

除 Jira 之外，禅道、Ones Project、Redmine、Trello 等工具在需求与项目管理平台领域中也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但出于用户需求、平台开放性以及安全厂商支撑意愿等因素，这些平台在安全能力的结合方面尚在起步阶段，
成熟的案例比较有限。

在 JIRA 中引入安全漏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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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20 年度热点技术

2.1.1 交互式应用程序安全测试（IAST）

IAST 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是 2012 年 Gartner 公司提出的一种新的应用程序安全测试方案，通过代理、VPN 或
者在服务端部署 Agent 程序，收集、监控 Web 应用程序运行时函数执行、数据传输，并与扫描器端进行实时交互，
高效、准确地识别安全缺陷及漏洞，同时可准确确定漏洞所在的代码文件、行数、函数及参数。某种程度上，
IAST 是综合 DAST 和 SAST 技术优势的一种运行时灰盒安全测试技术。DAST 动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技术是在
测试或运行阶段分析应用程序的动态运行状态。它模拟黑客行为对应用程序进行动态攻击，分析应用程序的反
应，从而确定该 Web 应用是否易受攻击。SAST 静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技术通常在编码阶段分析应用程序的源
代码或二进制文件的语法、结构、过程、接口等来发现程序代码存在的安全漏洞。

IAST 交互式应用安全测试技术作为最近几年比较火热的应用安全测试新技术，曾被 Gartner 咨询公司列为网络
安全领域的 Top 10 技术之一。IAST 拥有极高的漏洞检出率和极低的漏洞误报率，同时可以定位到 API 接口和
代码片段。 

技术原理：IAST 灰盒安全测试技术的引入主要为了解决政企用户不同开发测试场景下的精准应用安全测试问
题。一套完善的 IAST 解决方案需要同时支持以下几种主流模式：运行时插桩模式、流量代理 /VPN 模式、流量
镜像模式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模式为运行时插桩模式和流量代理模式。 

插桩模式：插桩模式是在保证目标程序原有逻辑完整的情况下，在特定的位置插入探针，在应用程序运行时，
通过探针获取请求、代码数据流、代码控制流等，基于请求、代码、数据流、控制流综合分析判断漏洞。
 
流量代理模式：在 PC 端浏览器或者移动 APP 设置代理，通过代理拿到功能测试的流量，利用功能测试流量模
拟多种漏洞检测方式对被测服务器进行安全测试。
 
运行时插桩技术原理 ：运行时插桩模式需要在被测试应用程序中部署插桩 Agent，使用时需要外部扫描器去触
发这个 Agent。一个组件产生恶意攻击流量，另一个组件在被测应用程序中监测应用程序的反应，由此来进行
漏洞定位和降低误报。

2
DevSecOps年度热点



                                        60

流量代理技术原理：运行时插桩技术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容器需要适配不同的 
Agent，这对某些用户或用户的某些场景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而流量代理技术不需要在服务器中部署 Agent，
只需测试或使用人员简单配置代理即可，且能检测业务逻辑漏洞。该技术局限的地方在于安全测试会产生一定
的脏数据，漏洞的详情无法定位到代码片段。当甲方的某些业务场景无法部署插桩 Agent 时，流量代理和流量
镜像技术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被测试服务器中安装 IAST 插桩 Agent； 
·DAST Scanner 发起扫描测试； 
·IAST 插桩 Agent 追踪被测试应用程序在扫描期间的反应后，进行附加测试，将有关信息发送给管理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展示安全测试结果。

·功能测试人员在浏览器或者 APP 中设置代理，将 IAST 检测平台地址填入； 
·功能测试人员开始功能测试，测试流量经过 IAST 检测平台，IAST 检测平台将流量复制一份，并且改造成安全
测试的流量； 
·IAST 检测平台利用改造后的流量对被测业务发起安全测试，根据返回的数据包判断漏洞信息。



                                        61

2.2 2020 年十大热点新闻事件

GitLab 发布 2020 年 DevSecOps 年度调查报告 

2020 年 5 月，GitLab 发布了其第四次 DevSecOps 年度调查报告，来自全球 21 个国家 / 地区的 3,650 名受访
者接受调查。报告揭示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团队采用 DevOps，整个软件开发团队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
DevOps 采用和实施新工具的比率不断提高，导致开发人员，安全和运营团队的工作职能，工具选择和组织结
构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开发人员，运营和安全团队来说，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对于角色和职责以及
改善 DevOps 实践并加快发布周期的技术而言，如果操作正确，DevOps 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利润，但要实现
真正的 DevSecOps 仍然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

Gartner 发布《2020 年度 Gartner 应用安全测试关键能力》

2020 年 4 月，Gartner 发布《2020 年度 Gartner 应用安全测试关键能力》报告，该报告从 5 个常见使用场景
方面对供应商产品进行评分：DevOps/DevSecOps、企业、云原生应用、面向公众的 Web 应用程序、移动和
客户端，通过该报告，能够了解其中评估的关键能力如何映射到企业的需求以及各供应商在每个方面的得分情
况。报告指出：“Gartner 观察到 AST 市场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是对企业 DevOps 计划需求的支持。客户需要提
供商能提供高保证、高价值结果的产品同时，该产品又不必放慢开发工作。客户期望产品能够在开发过程中更
早适应，测试通常由开发人员而不是安全专家来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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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Buf 咨询发布《2020 DevSecOps 企业实践白皮书》

2020 年 7 月，FreeBuf 咨询邀请《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部分编者及国内 DevSecOps
实践先行者携程、腾讯及某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等分别从 DevSecOps 工具链及企业落地实践等方面深入探索研
究，共同输出一份 DevSecOps 企业实践白皮书，为企业 CSO 提供安全建设的有效参考。

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发布《研发运营安全白皮书 2020 年》

2020 年 7 月，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发布《研发运营安全白皮书 2020 年》，该白皮书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
头，华为、腾讯、阿里云、浪潮云、京东云、金山云、奇安信等公司联合编制。该白皮书旨在用系统化、流程
化方法梳理软件应用服务研发运营全生命周期安全及发展趋势，帮助从业者提升对软件应用服务研发运营安全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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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院牵头制定《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

2020 年 7 月，全球首个 DevOps 标准，即《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由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牵头，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高效运维社区、 DevOps 时代社区联合 Google、BATJ、清华大学、南京大学、
通信及金融等行业顶尖企事业单位专家共同制定。DevOps 标准评估体系主要包括敏捷开发管理、持续交付、
技术运营、应用架构、安全及风险管理、系统和工具等部分的评估。

中国联通与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合作发布《中国 DevOps 现状调查报告（2020 年）》

2020 年 8 月，中国联通与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合作发布《中国 DevOps 现状调查报告（2020 年）》，调查活
动采用线上调查问卷的形式，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编制的《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能力成熟度模型》
系列标准为参考，聚焦中国 DevOps 实践成熟度现状，对 DevOps 转型现状、未来 DevOps 的发展、企业对政
策 / 资质的需求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反映企业对 DevOps 落地实践的需求，为广大关注 DevOps 的从业人员、
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提供真实可信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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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SecOps 入选《2020 年中国网络安全十大创新方向》报告

2020 年 9 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 信息安全产业创新发展论坛上，北京赛博英杰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晓生正
式发布《2020 年中国网络安全十大创新方向》报告。DevSecOps 入选《2020 年中国网络安全十大创新方向》
报告十大创新方向。报告在发布的十大创新方向上选择了十家代表企业进行了列示，这些公司均具备一些共同
的特点。一是专注于相应领域的创新，通过持续投入不断提升产品能力；二是坚持自主创新，对应应用场景中
积累了较多成功案例；三是资本关注度较高，均已获得一轮或多轮融资，在细分赛道中处于第一梯队。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起草国内首个《开源供应链风险评估体系》标准

2020 年 10 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起草国内首个《开源供应链风险评估体系》标准，联合农业银行、浦
发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宁波银行、腾讯、小米、华胜天成、普元信息、网神信息、中兴、华云数据、
金山云、悬镜安全、甲骨文、思特沃克、宝兰德、棱镜七彩、安恒信息、烽火等企业和组织专家共同编写。该
标准帮助开发企业和云服务商规范开源软件引入、开发和付流程和制度、帮助企业降低开源供应链风险。标准
规定了软件开发企业从开源软件引入到交付的全流程中应该具备的五大能力：开源软件引入管理能力，开源软
件开发管理能力，软件外包管理能力，商用解决方案管理能力和软件交付物管理能力。这是国内首次对软件开
发企业的开源安全能力要求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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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世资讯（CCW Research）发布《2019-2020 年中国 DevOps 产品市场研究报告》

2020 年 10 月，计世资讯（CCW Research）发布《2019-2020 年中国 DevOps 产品市场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
DevOps 近些年来被广泛使用，一方面因为 DevOps 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成功部署 DevOps 的企业，能实现
高效交付，缩短软件开发周期，而且能快速获取反馈，提升软件质量及稳定性；另一方面，国家大力发展云计
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行业上云，为 DevOps 的实现提供了助力；而企业迫于竞争的压力，急需对市场作
出快速敏捷的响应，对 DevOps 产生较强的市场需求。在此背景下，DevOps 迎来发展良机。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牵头起草《静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SAST）工具能力要求》
及《交互式应用程序安全测试（IAST）工具能力要求》标准

2020 年 12 月，TC608 云计算标准和开源推进委员召开《静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SAST）工具能力要求》及《交
互式应用程序安全测试（IAST）工具能力要求》标准启动会，来自中国信通院、联通云、腾讯、阿里云、华为、
悬镜、奇安信、默安、中电、新思、铁塔、华云、普元、华大等 14 家企业和组织的 24 位专家通过线上形式进
行研讨。会议针对《静态应用程序安全测试（SAST）工具能力要求》及《交互式应用程序安全测试（IAST）
工具能力要求》标准范围及框架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确定了标准的范围及框架，针对扫描分析能力、扩展
性能力、安全性要求等八大部分内容进行了激烈讨论，形成了初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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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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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1 年 DevSecOps 实践趋势预测

3.1.1 IAST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根据早先 Industry Research 发布的数据显示，交互式应用程序安全性测试（IAST）预计将以 27.58％的复合年
增长率增长，是 AST 类型产品中，增长最快的品类。

Gartner 2019 年 4 月发布的报告调查数据显示，应用安全测试市场预计将以 1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这仍
是信息安全领域中快速增长的部分。到 2019 年底，AST 的市场估计达到 11.5 亿美元，市场规模占比超过应用
安全总体市场规模的三分之一，且主打 DevSecOps 理念的安全公司也多以 IAST 为基础开展业务。

对 IAST 高速增长的预期并非无的放矢，随着近年来敏捷开发的高速发展，节奏上可以与之匹配的敏捷安全逐
渐受到了用户的关注。而 IAST 技术本身有着实时检测（不额外消耗检测时间）、超低误报率（节省排查误报
的时间）、可以定位到具体代码行（减少分析代码的时间）等特点，是当前支撑敏捷安全的首选工具。

在市场中我们观察到，信息化程度较高且对信息安全重视程度较高的银行、证券、能源、互联网等行业的头部
机构，很多已在 2020 年完成了 IAST 产品的采购或自研。但数量更为庞大的城市乡镇银行、中小型证券公司、
中小型互联网厂商等安全建设相对滞后的机构，依旧存在对 IAST 产品的大量潜在需求，并且很多机构已启动
IAST 建设项目的预研工作。随着 IAST 产品在行业头部机构的顺利落地，其它机构必定会参考学习其成功经验，
从而在 2021 年带动起一波更高的 IAST 建设浪潮。

3.1.2 OSS 开源治理成为新的热点

近年来，伴随着科技产业的发展，开源一词大行其道，这也预示着“开源”这一概念已经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对企业而言，开源技术已经成为构建业务信息系统的关键技术来源，能够助力企业站在巨人肩膀上，避免资源
浪费、实现快速创新和产品迭代。开源，无处不在；风险，如影随形。所以，企业们纷纷构建起内部开源治理
体系，各大软件供应商也逐渐加入到了开源技术、开源软件及产品的研发行列中来。

在当今复杂而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业务团队无法接受速度的迟滞，在研发效率和编码速度的考量下，几乎所有
的软件应用都基于第三方的组件、开源代码、通用函数库实现。随之而来又经常被忽视的是：绝大多数应用程
序都包含开源组件风险 。实际上 ，超过 70% 的应用在初步检测时就会被发现其存在开源组件漏洞 ，而最终的



                                        68

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用户痛点也随之凸显：

·开源漏洞风险不可知：不了解目前使用的开源软件中存在多少已知安全漏洞和知识产权风险。
·安全技术能力不全面：针对开源软件安全漏洞，企业缺少评估和修复能力。
·开源组件使用情况不清晰：企业不清楚系统中使用了多少开源软件，以及哪些开源组件。
·快速精准定位漏洞能力弱：企业在开源软件或组件出现漏洞时，无法快速定位到漏洞组件的影响范围，并及
时止损，禁止漏洞组件下载。

展望 2021，在各种组织的 DevSecOps 实践中，会更加注重开源风险的检测与治理，构建新一代开源威胁综合
管控平台势在必行。

检测结果，存在开源组件漏洞的软件应用比例超过 90%。我们不应一再忽视如此显而易见而又影响广泛的风险。 

3.1.3 RASP 出厂免疫迎来革新发展

我们关注到，Gartner 在 2014 年就正式提出 RASP(Runtime application self-protection) 技术，作为一种新型
运行时应用程序自我保护的安全技术，它基于应用插桩技术，将主动防御能力“ 注入”到应用程序中，与应用
程序融为一体，使应用程序具备自我免疫能力，当应用程序遭受到实际攻击伤害时，能实时自动化检测和阻断
安全攻击。

RASP 与传统的基于流量监测的安全防护技术相比，优势在于可以忽略各种绕过流量检测的攻击方式（如分段
传输，编码等），只关注功能运行时的传参是否会真正产生安全威胁，它更了解应用程序上下文，更方便定位
漏洞信息，且更少的误报和漏报；但缺点在于 RASP 技术比较依赖应用软件的编程语言，并会对服务器的性能
和业务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推动部署落地相对困难。

不过随着 DevSecOps 理念的普及，网络安全已从边界安全到主机安全、再到应用安全的发展演进，我们预判
下一代应用安全重心将是运行时安全。借助于云原生相关技术的支撑，RASP 技术通过与 IAST 技术的融合，将
会提供更优雅更易于接受和使用的部署方案，能够带来兼具业务透视和功能解耦的内生主动安全免疫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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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CONCLUSION

近年来数字经济、互联网软件技术飞速发展，与之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本

报告调查篇中82%的受调研对象来自于互联网/软件、金融服务行业，虽然越来越多的企

业意识到安全先行于业务，大多数开发人员都已经认识到应用安全的重要性，并且将安全

在企业DevOps中进行落地实践，但是仍有90%的企业并未应用DevSecOps，将安全贯穿

于整个软件应用生命周期中，任重而道远。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行业洞察报告，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如何进行研发流程及安全的

结合，同时他们克服了哪些困难，以及他们优先考虑的方法。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行业的总

体发展态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今年我们看到很多令人欣喜的改变，DevSecOps已在很多行业的头部机构中落地，

更多厂商则正在跃跃欲试，准备加入DevSecOps实践者之列。目前，虽然多数机构的实践

成熟度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但就像管理大师理查德帕斯卡尔所说的“成熟的人更倾向于

先做而后产生新的想法，而不是先想再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做。”在DevSecOps这一待探索

完善的领域中，拙略的实践永远比完美的理论有价值的多。

整个信息产业发展到今天，软件系统日益庞大复杂，从业人员日益增多。单纯的依靠

安全岗位这一角色来保证研发的系统不出现安全问题是很不现实的，这也是为何业界不

断的爆出黑客入侵、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的本质原因。当下，安全不仅仅是安全工程师的

责任，而应该成为一个组织整体的最高目标之一，需要每一个工程师的参与。安全和研发

团队都要参与到DevSecOps研发模式的不断建设和优化中来，不断的推进DevSecOps理

论和工具链的向前发展，不断的提供更好更便利的安全能力并且尽可能的通过自动化、自

助化等方式为研发工程师赋能，使大家都能够承担起应有的安全责任，才能进行更好的安

全管控。

最后，感谢接受编辑团队访谈和调查的行业专家及实践者们。希望我们一同努力，在

2021年通过更完善的DevSecOps的实践方法让应用软件更安全。

出品人 董毅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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