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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云雾见天日——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陈磊

IDC的“大数据摩尔定律”表明，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数据一直在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全球数据量将在每两年翻一番。据IDC统计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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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应用环境的数据越来越庞大，多种多样、复杂多变。面临的数据安全问题和

威胁越来越突出和严峻，不仅有来自外界的攻击，也有内部管理或错误配置等引

发的数据窃取或敏感信息泄露。

图1  当前复杂数据应用环境：正如浩瀚如烟、杂乱无章的图书[2]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海量数据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开展数据安全建设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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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且必要。

图2  数据安全领域的“武功秘籍”：数据安全治理体系

本文是“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安全”系列的最后一篇：实践体系篇。其他

已经发表两篇包括《浅析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律法规篇）、《鱼和熊掌兼

得——隐私保护与价值挖掘》（技术场景篇）。国内外多数安全公司在数据安全

领域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武功秘籍”，本篇将重点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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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1 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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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风险管理峰会上提出。数据安全治理从字面理解：“数据安全”+“治理”不

是“管理”，从范畴来说，前者来说更大，强调以“数据安全”为核心的系统性/

综合性的过程。因此，“数据安全治理”可以简单理解为针对数据安全的综合治

理过程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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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Gartner是如何定义的呢？

Gartner认为数据安全治理是从决策层到技术层，从管理制度到工具支撑，

自上而下贯穿整个组织架构的完整链条。组织内的各个层级之间需要对数据安全

治理的目标达成共识，确保采取合理和适当的措施，以最有效的方式保护数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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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工作的开始，需要进行总体上层的设计，评估数据安全的业务风险：风险时

什么？在哪里？为什么？以及如何？具体来说，考虑和平衡经营策略、治理、合

规、IT策略和风险容忍度之间的关系；第二步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级，对不同类

别的数据类型以及敏感度进行打标签；第三步根据前一步的数据标签，结合不同

用户类别，对不同的数据类型、敏感度制定相应的策略，实施更精细粒度的数

据管理；第四步根据前几步分析的场景需求，确定需要的数据安全产品，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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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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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步根据前面分析的策略，为所有产品编排策略，包括数据库、大数据系统、

文档、云端和终端等环境的数据安全管理和防护产品。

图3  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框架[6]

2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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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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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下面对这四个“动词”分别详细解析：

图4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6-7]

知：分析政策法规，如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电信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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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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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数据，包括类别、敏感度等；

识：根据定义好的敏感数据，利用工具对全网进行敏感数据扫描发现，对发

现的数据进行数据定位、数据分类、数据分级。这一步十分重要，直接决定后续

治理步骤和数据保护的质量；

控：根据敏感数据的级别，设定数据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可用范围，利用规范

和工具对数据进行细粒度的权限管控； 

察：对数据进行监督监察，保障数据在可控范围内正常使用的同时，也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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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3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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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由阿里提出，目前已经完成标准化（《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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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构成，其架构关系如图5所示[8]：

（1）数据生命周期安全：围绕数据生命周期，提炼出大数据环境下，以数

据为中心，针对数据生命周期各阶段建立的相关数据安全过程域体系。

（2）安全能力维度：明确组织机构在各数据安全领域所需要具备的能力维

度，明确为制度流程、人员能力、组织建设和技术工具四个关键能力的维度。

（3）能力成熟度等级：基于统一的分级标准，细化组织机构在各数据安全

过程域的5个级别的能力成熟度分级要求。

图5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架构[8]

以数据生命周期为主线，其数据安全过程域体系，分为数据生命周期通用的

安全和各生命周期阶段下的安全，包含一系列相应的内容、方法和策略，如图11

所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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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数据安全过程域体系[8]

总体来说，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以数据为中心，拓展了一切与数据

安全相关的维度，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且流程十分完善。但这意味着具体实

践与落地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实施更长的时间等成本满足该项标准，这是

一项挑战。

4 小结

在大数据时代，面对庞大、多种多样、各类数据相互掺杂等的复杂数据

环境，传统的一两种数据安全技术/方案，难以应对内部或外部原因引起各种

各样新出现的威胁与挑战。掌握一套科学且系统的数据安全实践体系，“以

不变应万变”——这对于一个高度数据化的企业来说是十分重要且必要。像

数据治理一样，数据治理正被越来越多安全企业提起、诠释以及完善。虽然

不同企业的方案和流程各有差异，但笔者认为，数据安全治理是体系化的指

导思想，是解决现有的、未来的数据安全问题一般方法论的抽象，这些正是

它们的共同目的。数据安全治理的目的决定它是一个综合/系统的过程，涉及

法规、场景、技术、产品、人员管理以及各类标准流程、策略配置等。

虽然当前我国数据安全相关法规还在建立和完善中、惩罚机制尚且没有

具体给出量化措施。但笔者认为，数据安全的建设应该是一个主动过程，而

不是一个被动过程：一方面主动的建设比被动建设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安全风

险以及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数据安全治理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若等到法

规的完善和强制执行时候才开始，却为时已晚。因此，主动建设和投入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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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数据分类与分级是数据安全治理的开始，也是其关键的第一步。通过定

义、扫描、测绘、梳理、分类和分级等，能准确地掌握敏感数据在哪里？风险在

哪里？对应风险级别？了解到企业敏感数据分布的概貌，从而更好进行治理。

绿盟为了帮助客户更好地完成第一步，在RSA2019年上已经发布了大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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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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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流转测绘和全面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等功能[9]。欢迎咨询，欢迎了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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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com/s/_JHsNtbaF2ocnGe-6vV52w）。

笔者将“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安全”该主题分成三篇文章分别进行介绍：法

律法规篇、技术场景篇、实践体系篇，本文是该系列的最后一篇：实践体系篇。

若读者对全文阅读，可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即可链接到绿盟博客的《大数据时

代下的数据安全》完整版本。虽然本系列更新已经结束，但笔者的研究与项目仍

然在进行中。本文提供只是一个引子和简介，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各

位专家或数据安全爱好者共同探讨与分享有趣的话题，欢迎合作与交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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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金融机构私有云安全资源池建设
金融事业部　王志辉

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虚拟化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演进，云计算技术

在金融领域应用逐渐深入，促进了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的改进和

变革。

金融领域云计算部署模式主要包括私有云、公有云（行业云）以及尤

其组成的混合云。金融机构应秉持安全优先、对用户负责的原则，根据信息

系统所承载语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敏感性、发生安全事件时的危害程度等，

充分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谨慎选用与业务系统相适应的部署模式。云

计算技术作为金融科技的核心技术，各大金融集团通过金融科技输出的模式

纷纷布局行业金融云，典型的包括：阿里金融云、建行云、平安云、招银云

创、数金云等。根据2018年人民银行发布的《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技

术架构》中的要求：对于支持关键业务功能、发生安全事件时对金融机构及

其用户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业务系统，金融机构在自身技术能力允许的条件

下，应优先采用私有云部署模式。本文重点说明，金融机构私有云部署模式

下的安全解决方案。

《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 安全技术要求》提到云计算安全框架由基

础硬件安全、资源抽象与控制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安全管理功能以

及可选组建安全组成。云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共同实现安全保障。金融机构

是金融服务的最终提供者，其承担的安全责任不应因使用云服务而免除或

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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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安全框架

笔者认为金融机构私有云的安全需求主要来自三方面1、传统安全威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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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技术引入新的安全威胁：云服务方和云租户安全责任、云平台与租户业务系

统的合规满足、云技术带来的云内安全等3、自身安全需求：不同客户自身管理

模式、业务模式等特色安全需求。

针对以上安全需求，笔者总结了业界主流的云中心安全解决方案，具体

如下：

云中心安全建设模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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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云中心外部边界安全

正如上述所说，云中心依然面临传统数据中心存在的安全问题，云中心互联

网边界承担了整个数据中心进出流量的关键区域，传统的边界安全防御手段依然

需要而且必须，需要具备基本防护能力：防攻击、防入侵、防病毒。

② 安全资源池方案（NFV）

NFV技术最早是运营商未来加速部署新的网络服务，降低专用网络设备高昂

成本而采用一种网络功能虚拟化（NFV）技术。该技术使网络设备功能不再依赖

于专用硬件，资源可以充分灵活共享，实现新业务的快速开发和部署，并基于实

际业务需求进行自动部署、弹性伸缩、故障隔离和自愈等。现在网络安全厂商将

NFV应用到网络安全架构，利用虚拟化技术基于服务器部署安全资源池，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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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共同具备了虚拟化特性，非常适合于解决云计算环境中的安全风险。

③ 安全虚拟机（无代理）

为解决云中心内部安全，一部分网络安全厂商提出了在虚拟机所在宿主机上

部署安全虚拟机，从虚拟化层对文件、网络和系统数据进行检测，从而实现网络

安全防护，尤其是虚拟网络中东西向流量的防护。因无需再虚拟机内安装客户端

软件，该方案通常被称为无代理方案。

④ 虚拟机代理方案

在云计算环境中，信息系统部署已经从物理服务器转换为虚拟机，部署形态

发生了变化。为此，以主机安全为代表的厂商通过优化和适配，将传统的主机类

安全产品移植到了虚拟机中，快速实现了虚拟机中安装客户端或者代理软件，通

常称这类方案为代理方案。

下面除①方案外，我们来看看云内安全方案②③④方案的对比。

②安全资源池方案（NFV） ③安全虚拟机（无代理） ⑤ 虚拟机代理方案

虚拟化平台耦合性 网络侧引流，松耦合 底层 API 对接，紧耦合 松耦合

安全能力集
FW/IDPS/WAF/ 审计等，全面
而功能强大

以 FW 为主，简化版的 IPS/
WAF 和网络防病毒

主机安全为主，如：防病毒、异
常行为检测、网络访问隔离

资源占用
不占用虚拟机和宿主机资源，
占用网络资源

占用宿主机资源 占用虚拟机资源

部署及统一纳管 独立部署，统一管理
单节点部署复杂，无法统一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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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从不同层面对信息系统进行了安全防护，但单个方案侧重的对象不同，且

与虚拟化平台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防护并不太彻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实际使用过程中，需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案联合部署。

如果要从三种方案中选出一种更适合云环境、可落地的方案的话，显而易

见，安全资源池方案更胜一筹。下面重点描述该方案。

安全服务资源池是采用“SDS软件定义安全”架构把零散的各类安全设备，

通过接口的适配以及上层平台统一调度，把安全设备服务化和管理集中化，通过

丰富的安全服务，帮助客户解决云计算平台和云上业务系统的安全风险和挑战。

典型架构如下：

 ◆ 安全资源池化

安全资源池一般由一个独立的高性能硬件平台提供，该平台涵盖了多种虚拟

化的安全能力，通过统一安全管理平台实现按需生成相应的安全设备实例。安全

资源池应支持安全资源的弹性扩展，可以实现业务资源的动态调整，实现灵活和

可靠的安全防护。安全资源池中的安全能力应越多越好，另外建议还应考虑原有

硬件设备的利旧支持和第三方安全能力的纳管支持。

 ◆ 流量调度

安全资源池方案中，如何将需要防护流量（南北向或东西向）动态调度到

安全资源池中，是考验方案可落地的重要能力。传统环境中，安全产品主要以盒

子的形态出现，在网络中根据位置不同可以分为透明、旁路、路由等方式。在安

全资源池中，盒子产品演变成了虚拟化形态，在安全资源池内主要以透明模式部

署，一般部署在网络核心交换旁，要发挥安全资源池防护、检测等作用就需要和

业务网络连接起来，即需要“引流”。引流需要选择合适的引流点和引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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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IP进行防护和检测。引流方式的选择跟网络环境密切相关，如果是普通交换网

络，一般是在核心交换机上，手动配置配置策略路由，将流量迁移至资源池。如

果网络环境为SDN环境，通常SDN交换机会提供丰富的接口供安全资源池调用，

实现自动化引流。

 ◆ 安全服务编排

上一步通过“引流”将需要防护的流量调度到资源池的入口，资源池内部应

根据防护需求，应支持服务编排（服务链），使多种设备进行联动，实现纵深防

御。对安全要求高的还应支持独享安全实例的个性需求。

 ◆ 安全服务化

传统方式下，云平台已经部署相关安全设备的，仍然采用工单方式，当用

户有安全需求时，需要通过工单让运维管理人员最终完成配置。这种方式费时且

不够灵活，难以适应云计算快速交付的要求，也无法快速适应当前安全需求的变

化，所以需要像使用云计算其他服务一样，实现安全按需和快速的交付和使用。

同时为满足等保及行业监管要，通常需要提供服务包的方式，来适应不同等级业

务的合规需求和个性化需求。

云等保（等级保护2.0）即将发布，越来越多的金融客户将自己的重要业务

甚至核心业务稳步迁移至云计算环境。云安全问题是所有上云必须要考虑的工

作，如果说单纯的设备虚拟化基本实现了对云环境进行专业安全防护的从0到1

过程，那本文重点讲述的安全资源池通过将安全设备池化为安全能力，为业务提

供无感知的服务，是现阶段可落地的最优方案，安全资源池让安全像服务一样使

用，让安全管理敏捷实现，让安全变为主动防护，让安全能力随需而动。未来，

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引入，必然会设计实现更加完善的云安全解决方

案，通过引入安全运营的理念，使云安全进入智能协同时代。

最后一句话总结“云上资产价值决定云上安全投入”。

参考文献
[01] 人民银行.《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技术架构》（JR/T0166-2018）
[02] 人民银行.《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安全技术要求》（JR/T0167-2018）
[03] 杨长茂.“云安全的解决思路”.绿盟科技安全＋（技术版）.2018/10总第039期
[04] 冯超.“解决资源池引流的密码？手动or自动”.绿盟科技黑板报.201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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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古代，人们只要藏住自己的名字与八字、店铺只要收好独家的秘方，就

能保得“信息”安全；而随着电话、银行卡、邮箱等事物被不断的发明，人、企

业、乃至国家需要保管的信息数据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要。也正是因为看中了

这些数据的价值，不法分子攻击网站、机构，并窃取其储存私密信息的事件愈发

频繁。

2018年国内疑似数据泄露事件：

 ◆ 5月 国内黑客成功入侵快递公司后台并盗近亿客户信息

 ◆ 6月 A站受黑客攻击 近千万条用户数据外泄

 ◆ 6月 圆通10亿条快递数据在暗网上兜售

 ◆ 8月 浙江省1000万学籍数据在暗网被售卖

 ◆ 8月 华住旗下酒店5亿条信息泄露

 ◆ 9月 顺丰疑似泄露3亿条物流数据

 ◆ 10月 国泰航空940万乘客敏感信息外泄。

 ◆ 12月 陌陌数据外泄

 ◆ 12月 “春节抢票”导致信息泄露

经历近年频发的各种信息安全事件，个人隐私、敏感用户信息、业务数据非

法买卖等不同程度的数据泄露事件再次给各金融机构敲响警钟，敏感数据安全已

危及到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金融机构如何做好数据保护工作成为信息安全发展

道路上一个尖锐的话题。而如何对敏感数据进行安全评估工作，通过什么方法进

行安全评估？这些问题成为每个金融机构在安全评估中的重要思考点。

金融机构敏感数据泄露安全评估方法浅谈
金融事业部　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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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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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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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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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转变，再结合内部普遍监控和安全情报分享，才能确保企业

安全。”

3.1 向以信息为中心的安全战略转变（来自Gartner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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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基于云的服务时，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控制最终用户使用的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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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是信息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必须成为信息安全战略的焦点。

这是一种朝向信息安全的基础的回归，因为信息安全的目标始终是保护信息

的机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和实用性，以及保护对信息的访问。对于许

多企业来说，对设备、应用程序和服务器的控制和加锁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为了实现保护信息的目标，我们利用设备所有权，通过加锁和控制来保护信息。

但是，这会把加锁、所有权和控制等同于信息安全，将手段与最终目标混为一

谈。所有权和严格控制代表着信任。在未来，当 IT 部门越来越无法掌控或控制技

术的使用或发送时，人们就需要使用新的信任模型。信息安全战略需要从自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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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设备和以网络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为自上而下的以信息为中心的战略，且该

战略注重信息本身（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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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删除的一个生命周期。

一般说来，从管理的角度而言，信息数据的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

 ◆ 产生

 ◆ 传播

 ◆ 使用

 ◆ 维护

 ◆ 归宿(存档或删除)

产生阶段指信息数据从无到有的起源。信息数据可以是企业内部的某一个

或某些人员创立的，也可以是从外部接受的， 还可以是信息系统本身运行所产生

的。例如，各种来往商业函件、计算机系统的输入输出、员工编写的各种报告、

报表、统计数据等。

传播阶段是指数据一旦产生后，按照某种方式在企业内部或外部进行传递并

到达最终用户手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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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是指在信息到达最终用户手中后对数据进行的分析、统计和以其为基础

进行的商业、 政治和道德决策。

维护是指对信息的管理， 这种管理包括存放、 读取、 传输、 拷贝、 备

份等。

归宿是指对已经使用过的信息进行最终处理。这种最终处理可能是存档，例

如对各种法律法规要求存档的文件进行最后归档， 也有可能是删除。对于使用过

且不再需要的信息可以进行此种处理。例如对个人Email邮件的处理。其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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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价值和政治价值。

这五个阶段的关系【如图】所示。

3. 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安全评估方法

根据信息生命周期理论，以数据（信息）为核心，充分考虑信息生命生命周

期的五个阶段，即产生、传播、使用、维护、归宿(存档或删除)的特征，对各阶

段所遭受的威胁进行建模，通过技术手段模拟相应威胁进行验证，从而更加充分

的验证技术漏洞、逻辑缺陷及管理缺失，全面评价系统的安全状况。

对于新建系统，除考虑基础数据保护措施外，我们偏重采用威胁建模的方式

分析数据泄露的风险可能性，以此来制定最佳的解决方案；对于现有系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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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偏重使用基于数据流程分析的数据泄露风险评估方法，以此来制定最佳的解决

方案。

基于以上两种情况，下图是对信息系统进行基于信息生命周期安全评估的一

般性实践思路。

从上图可知，大致可以分为数据分级分类、数据流图分析、数据使用分析、

数据维护分析，到最后数据归宿分析的数据安全评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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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是要保护的。数据的分级分类可以结合自身业务从“数据价

值”和“敏感程度”两个角度思考。数据价值一般需要考虑业务关联性和业务收

益影响；敏感程度一般需要考虑内部保密要求和数据泄露对客户造成的影响。

数据分类分级的目标为调研系统承载的数据，区分普通数据和敏感数据，确

定敏感数据和敏感性级 。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步骤：

 ◆ 收集相关管理制度，掌握系统管理措施；

 ◆ 收集系统设计文档，掌握系统组成、组网结构、功能架构、数据模型等

资料；

 ◆ 通过访谈，掌握系统维护人员、使用人员的岗位、角色和职责等信息；

 ◆ 通过访谈，掌握系统承载的数据类型、价值和机密程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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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价值判断依据

 ◆ 根据敏感性分级定义，将敏感数据分级分类。

敏感数据分级原则

保密要求 具体要求

高 严格受限、机密信息、限制级

低 内部信息、秘密、授权级

无 对机密性无要求，赋值为公开

敏感数据分级分类结果为对系统承载的所有数据类型有清晰的了解，并对其

中的敏感数据进行区分和敏感性分级，系统需要保护的敏感数据详细内容得到了

明确。

数据安全级别

数据保护应针对安全级别为1、2、3级的数据进行保护和安全监控。

对于金融机构，以下信息是重点需要关注的敏感信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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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类

一类主题 二类主题

1 个人身份信息

个人基本资料

个人证件信息

个人教育工作信息

2 个人财务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个人账户信息

个人信用信息

个人金融交易信息

3 网络身份认证信息
个人身份标识信息

身份鉴别信息

4 其他个人信息

用户画像相关信息

违法犯罪信息

其他个人信息

5 企业基本信息

注册信息

银行账户信息

企业征信信息

6 企业经营信息

企业财务信息

企业投资信息

企业融资信息

7 其他企业信息
违法犯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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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的全过程中，数据操作的交互活动和数据的存在状态。数据操作的交互活动一

般会包括创建、读取、修改和删除；数据的存在状态一般会包括使用、传输和存

储。通过分析数据生命周期的各流程数据操作交互活动和数据存在状态，能够更

准确的识别数据的每个细节。

数据信息的一般性生命周期

根据上述数据的生命周期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涉敏业务的数据流向及

业务流向，其目的为通过梳理业务流和数据流，识别分析出敏感数据在生命周期

各过程的存在形式，以及明确可接触到这些敏感数据的人员。

业务梳理步骤：

 ◆  标识资源，找出需要保护的资源，例如：用户信息，交易信息，审计日

志等。

 ◆  调研业务过程，确定敏感数据的生成、获取、分析、处理、存储、搜

索、消亡等各过程的状态。

 ◆  调研业务过程，确定敏感信息生命周期相关数据操作和维护人员，明确

其岗位和职责。

 ◆  通过设备对流量镜像进行分析及人工调研确认的方法，梳理出相关业务

系统中敏感数据的流量流向图，进而为防护方案提供相应依据

 ◆ 分析体系结构

确定应用程序功能
确定应用程序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利用和访问资源的。记录用例，帮助您和

其他人理解应该如何使用应用程序。这还有助于您推断出误用应用程序的情况。

用例在一定的环境中实现应用程序的功能。

确定体系结构示意图
体系结构示意图说明了应用程序、子系统以及物理部署特点的组成和结构。

根据系统的复杂性，您可能需要创建重点处理不同区域的其他示意图，如模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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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技术
明确应用程序中使用了哪些技术，这将有助于关注技术特有的威胁，并使用

恰当的方法消减威胁。

相关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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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数据流图的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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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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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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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将数据流以及其要素转化成威胁在应用系统的立足点。

受攻击面分析
受攻击面是指应用软件任何可被人或其他程序访问的部分。而针对其进行分

析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应用和数据暴露在不可信用户面前的数量。受攻击面将会定

位各类数据的进入点，如网络输入/输出，文件输入/输出等，同时更进一步针对

进入点的数据类型、信道和协议、访问方法和权限进行尽可能完备的分析，为后

续的威胁建模奠定基础。以下是典型的受攻击面分析对象：

 ◆ 文件格式：如TXT、PDF、JPG等

 ◆ 协议：如HTTP、telnet、ss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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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S、TRAC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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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建模
威胁建模的核心是根据业务功能确定和了解各项业务功能的风险，详细了解

每个业务功能实现背后的威胁和可能的攻击，推进开发团队业务实现的基础上融

入安全功能，使风险管理的决策更加与业务过程相协调。

威胁建模是基于STRIDE威胁模型进行威胁分析的结构化方法，与传统针对

资产的风险评估不同的是，威胁建模不仅可以对已上线系统进行威胁评估，同时

更适用于处于设计阶段的软件与系统。而相对渗透测试式的威胁呈现方式，威

胁建模在参与人员广泛度、完备性和成本控制上更具优势，三者的比较可参见

下表：

威胁分析方式优劣势分析

威胁分析方式 核心思想 优势 / 劣势

风险评估
以资产为核心，考虑攻击者可
能危及这些资产安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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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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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点代面的分析方式，对安全
状态的改进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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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设计的分析方法，对威胁
进行全面、成本可控的分析

STRIDE威胁模型如下：

安全要素 威胁 定义

认证 身份假冒
伪装成某对象或某人

Authentication Spoofing

完整 篡改
未经授权修改数据或者代码

Integrity Tamp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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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密 信息泄露
将信息暴露给未授权用户

Confidentia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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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素 威胁 定义

可用 拒绝服务
拒绝或降低有效用户的服务级别

Availability Denial of Service

授权 特权提升
通过非授权方式获得更高权限

Authorization Elevation of Privilege

业务在威胁建模过程中数据流图（DFD）呈现

通过数据流图的元素识别STRIDE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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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维护分析
基于数据维护的方法，结合维护（包括存放、读取、传输、拷贝、备份等）

进行威胁验证及威胁削减，进而形成相应闭环。

 ◆ 威胁验证

根据对数据维护进行分析，结合威胁分析，对现有控制点进行测试，其中测

试包括技术测试及安全管理调研。

数据流元素 威胁 控制项 控制点

用户

身份假冒 Spoofing 认证 Authentication

口令管理

帐号管理

敏感信息访问管理

抵赖 Repudiation 抗抵赖 Non-repudiation 审计

信息泄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机密 Confidentiality 保密协议

系统应用平台 
（处理过程）

身份假冒 Spoofing 认证 Authentication 帐号管理

篡改 Tampering 完整性 Integrity 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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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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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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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存储

篡改 Tampering 完整 Integrity hash 机制

抵赖 Repudiation 抗抵赖 Non-repudiation 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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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数据防护

数据流（边界）

篡改 Tampering 完整 Integrity 防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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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提升 Elevation of Privilege 授权 Authorization

安全域管理

开发测试环境管理

访问控制策略管理

接口管理规范

 ◆ 威胁削减

决定如何减轻你已经标识出的威胁。首先根据STRIDE威胁类型确定控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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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于每一种消减机制，我们采用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技术来实现目标。

常见消减技术如下：

威胁类型 消减机制 控制措施

假冒 认证 身份认证

篡改 完整性 哈希校验、访问控制

否认 非否认性服务 数字签名、安全审计

信息泄漏 保密性 数据加密、访问控制

拒绝服务 可用性 资源配额、访问控制

特权提升 特权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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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采更多的数据保护措施；而对于需要规避和减低的风险，则要更加重视，

提出详细的解决方案，指导数据保护建设工作。同时，在数据保护建设长期工作

中，还要进行定期的类似评估，使得这项工作不断的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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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奥运会、世博会、G20峰会、十九大、七十周年大庆等重大活动接连在我国举

行。但每当重要时期来临，境外反动势力总是蠢蠢欲动，妄图通过网络攻击在世

界人民面前抹黑我国国际形象，外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安全法》、“151号令”及其他通知、规定、要求的

发布，国内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对重要时期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也逐渐细致。可以

说，重要时期安全保障已经成为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成

为安全工作的重心。

重要时期保障工作全景图

重要时期安全保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备战、临战、决

战与复盘几个阶段。本文将对各个阶段的重要工作做简要介绍。

山雨欲来，严阵以待
——重大时期安全保障工作分享

金融事业部　石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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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期保障工作全景图

备战阶段

备战阶段主要工作围绕减少受攻击面的重点展开，具体工作包含了团队组

建、资产梳理、暴露面排查、安全评估与加固等，备战阶段工作有效与否与重保

的最终结果关系巨大。只有在备战阶段进行合理的团队配置、细致的内外网资产

梳理、全面的暴露面排查与行之有效的加固，减少受攻击面，才能在重大时期来

临时从容应对海量的攻击行为。

临战阶段

临战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模拟演练与专项培训，通过模拟演练，可以检验预案

的有效性与完善性并及时调整；可以检查应对突发事件所需应急队伍、物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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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情况，发现不足及时予以调整补充；可以增强演练组织单

位、参与单位和人员等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序，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可以进一

步明确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职责任务，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应急机制。模拟演练配

合重要时期保障专项培训，可以普及应急知识，提高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事件应

对能力。

决战阶段

当重要时期到来，就进入决战阶段。经过了前期的充分准备，决战阶段的核

心任务是对各类安全事件的实时监测与响应。通过安全人员现场值守、威胁实时

监测、日志分析研判、情报收集、协调处置等，尽可能提前防范各类安全事件；

当安全事件发生时，依照预案及时进行应急响应，降低事件影响并尽快恢复系

统，进而进行针对性防护策略优化，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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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阶段

重要时期结束后，保障工作也临近尾声。这一阶段需要对保障期间的工作进

行总结，分析工作的得失，完善防护体系与应急体系，将经验沉淀为知识，为未

来的工作储备经验。

绿盟科技在过去的历次重大活动中，以技术支撑单位的角色帮助众多用户顺

利完成了安全保障工作，通过实战的不断磨砺，培养出了一批具备丰富经验与过

硬技能的安全工程师，总结出了完善的工作方法论。绿盟科技将把这些经验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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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安全技术支持与现场值守保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某大型商业银行。工作期

间，绿盟科技排除近20人的骨干力量组成现场值守、分析研判与应急处置团队，

协助用户保障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官方网站等重要业务系统的安全。面对长达

三周的密集攻击，所有业务系统安全稳定，在演习中一分未失。

除了现场值守，绿盟科技在重大时期安全保障期间还为用户提供远程网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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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潜在风险，监测篡改事件，抵御WEB攻击。G20峰会期间，绿盟科技网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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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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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截篡改15次，获得用户高度评价。

重大时期安全保障任务重大形势复杂，但山雨欲来，我自严阵以待，岿然不

动。绿盟科技将与用户携手，共同完成重大时期安全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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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et 木马卷土重来，不断演变

随着 Emotet 僵尸网络被重新唤

醒，其传播方式，有效负载，恶意

文档模板和电子邮件模板也在不断

发展。

休 止 活 动 长 达 几 个 月 之 后 ，

Emotet 在本周一卷土重来。它开始

制造垃圾邮件，通过邮件将恶意附件

推送给毫无戒心的用户。Emotet 原

本是一种窃取银行登录凭据的木马，

但它现在被用来分发其他恶意软件。

仅仅几天之后，Emotet 就被分

成不同的版本，并采用了新的文档模

板，旨在进一步诱骗用户使用恶意 

Word 宏。

新的 Emotet 文档模板

Emotet 使用了恶意 Word 文档模板，要求用户通过单击“启用内容”按

钮“接受许可协议”。这样做，将启用嵌入在文档中的宏，然后将 Emotet 木

马安装在收件人的计算机上。

正如微软和JamesWT，Joseph Roosen，Brad Duncan，ps66uk所说，

Emotet 已将其恶意文档模板更改为“受保护视图”诱饵。此诱饵告受害人

“由于文件在受保护的视图中打开而无法完成操作。某些活动内容已被禁

用。单击启用编辑并启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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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个模板一样，如果单击“启用编辑”，然后单击“启用内容”，嵌入

的宏就会运行脚本，然后将Emotet安装到计算机上。

垃圾邮件中包含了恶意下载链接或附件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 Emotet 垃圾邮件都包含附件，但有些还包含了用于下载

恶意文档的链接。

例如，下面的 Emotet 垃圾邮件就包含了一份恶意 Word 文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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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的垃圾邮件包含了一个链接，用于下载恶意文档。

这意味着如果要保障用户安全，单独过滤附件是不够的。

利用 WScript 和 PowerShell 安装 payloads

虽然大多数针对 Emotet 的报道都将关注点放在了产生 PowerShell 的恶

意附件上，但一些垃圾邮件也会通过 WScript 执行 JScript 脚本来安装恶意

负载。

例如，下面是一个 PowerShell 命令的示例，该命令由 Emotet 附件

执行。

不幸的是，没有办法禁用 PowerShell 执行的编码命令。但是可以通过以

下命令禁用 PowerShell 脚本：

Set-ExecutionPolicy -ExecutionPolicy Restricted

凭借其拥有的多种有效载荷，潜在用户以及广泛的传播，Emotet 对于

网络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需要所有管理员，安全专业人员和用户的密切

关注。

原文转自：  HackerNews.cc

原文链接：http://hackernews.cc/archives/27477

在近年里，Emotet	已成功

演变成目前最臭名昭著的网络

威胁之一。主要原于它社工性

质的钓鱼，且主要范围对象为

windows	office，导致波及范

围极广；同时多种有效载荷，

提高了目的被攻陷的概率。作

为互联网人，应有效警惕各种

潜在诱骗，针对需要下载、执

行的文件，需关注来源、格

式，有效查杀病毒；并警惕每

一步提示操作，针对偏离常规

的提示应警惕点击。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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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购买新型 WSH RAT 
最新变种样本，攻击银行客户

WSH RAT是今年6月2日发布的一款新型的RAT恶意软件，是基于VBS的

Houdini蠕虫(H-Worm)的最新变种。

Houdini蠕虫最初是在2013年开发和传播的，此新型的WSH RAT主要通过恶

意URL、MHT和ZIP等多种形式进行网络钓鱼攻击主动分发，主要针对银行客户进

行钓鱼攻击，同时开发者以订阅方式进行销售，每月支付50美元的客户可以解锁

该工具的所有功能，如下所示：

该RAT会盗取受害者的网络浏览器和电子邮件客户端的密码、远程控制目标

计算机、上传、下载执行文件以及执行远程脚本和命令等，同时它还具有键盘记

录，对抗安全软件等多种功能，参考链接：

(https://www.bleepingcomputer.com/news/security/new-wsh-rat-malware-

targets-bank-customers-with-keylog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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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H RAT是一款新型的RAT恶意软件，它会释放各种模块，并通过远程控

制对受害者机器下发各种指令，执行相应的操作，目前发现它主要针对银行

客户进行攻击，未来会不会在全球爆发，需要持续的关注。

原文转自：FreeBuf.COM

原文链接：https://www.freebuf.com/articles/system/214269.html

很多远程控制木马的功能异常强大，可以做很多越权的事情，可

以在被控计算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任何资料，并进一步进行内网

横向攻击，把远程计算机配置成代理服务器，以此为跳板再去攻击其他

计算机，让此被控计算机彻底沦为肉鸡。例如很多年前十分流行的远控

木马灰鸽子、网络红娘、上兴远控、pcshare都曾经是黑客爱不释手的

利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地下黑产活动越来越疯狂，甚至已

经对攻击工具、攻击活动、解毒软件等公开售卖。某些不良居心的人或

APT组织并以网站恶意链接、邮件恶意附件等网络钓鱼方式大肆传播这

种远控木马软件，给企事业单位的业务系统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作为

网络运营负责人应采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通过威胁情报系统获得最新

的恶意文件和漏洞信息，并通过未知威胁分析系统（类似沙箱）的方式

对恶意软件的行为进行检测并交由专业安全公司的人员进行深度分析。

同时需对全员不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意识教育，通过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

“两手抓”双管齐下最大程度将网络安全风险降到最低，通过第三方的

风险评估不断发现自身存在的安全建设薄弱点并加以解决，最终落实

《网络安全法》的保障业务系统稳定运行的“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使用”的原则。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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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达卡发生数据泄露事故

小编来报：据悉，近9万名参

与万事达卡“特价优惠”计划的德

国用户数据被泄露，但关键支付信

息并未被窃取。

据外媒报道，近日，著名金融公司万事达卡旗下的数据库发生信息泄露

事故，近9万名参与万事达卡“特价优惠”计划的德国用户可能受到影响。

据了解，可能被泄露的信息包括用户姓名、支付卡号、出生日期、性

别、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等，但支付卡到期时间与校验号未被泄露。黑客可

能是在攻击Specials German loyalty平台后入侵了该数据库。该平台目前由第

三方供应商管理。

8月23日，万事达卡向德国和比利时数据保护机构告知了此事件，并于9

月1日将相关信息上传到了数据泄露查询网站“Have I Been Pwned”。目前，

万事达卡已通知开通警报服务的受影响客户，而未开通此类服务的客户可到

“Have I Been Pwned”自行查询。该公司已展开调查，并要求所有网站删除

受影响会员的个人信息。此外，万事达卡还暂停了德国地区的“特价优惠”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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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黑客或将利用此次

泄露的账户凭据进行凭证填充攻击

（credentialstuffing attacks）。此

类攻击中，攻击者会使用所窃密码来

尝试登录受害者的其他账户，一旦受

害者使用相同密码，黑客即可成功登

录。因此，受影响用户应尽快检查其

他账户的密码。

原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 

com/news/2147307235.shtml

万物互联的今天，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类服务型企业，尤其

是银行、保险、证券及电子商务等金融相关机构，拥有越来越多的个人

信息数据，面对当前层出不穷的数据泄露事件，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

保护个人信息数据的安全，确保其收集及使用的个人信息数据不泄露、

不损毁、不丢失。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使用的监督和

约束，承担有效的信息安全保护责任。作为企业在保护个人信息数据时

应采取以下三项基本手段：

1、及时备份个人信息数据。企业应建立完整而有效的数据备份制

度，以保证关键数据不被丢失或破坏；

2、为个人信息数据的使用分级建权。企业应制定“最小权限”策

略，控制不同用户对个人信息数据的使用权限，严格控制“管理员”访

问权限，不对无关人员开放。

3、对敏感的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企业应部署数据

防泄露（DLP）解决方案，对于关键数据外发应采取数据脱敏等手段以

保护敏感数据不外泄。

专家点评



2019.10  /  安全月刊 43

行业研究安全事件

黑客使用 GoogleDocs 传播银行木马程序

小编来报：据了解，黑客通过改造正规的 Google Docs 文档分享邮件，成功

绕过了相关安全措施，并得以在目标上植入恶意软件。

据外媒报道，近日研究人员发现，黑客开始使用Google Docs在线文字处理

器来传播TrickBot银行木马程序。

2016年10月，TrickBot银行特洛伊木马首次被发现。目前，TrickBot已成为

最具攻击性、最活跃的的恶意软件之一，且几乎每周都会进行升级。

据悉，黑客利用社会工程技术（social engineering techniques）改造正规的

Google Docs文档分享邮件，并将其发送给受害者。受害者一旦点开邮件内的分

享链接，便会被引导至一个虚假的404错误页面。页面上显示，受害者需手动下

载一个PDF文件，而该文件实则为TrickBot银行木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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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在不断研制新型木马逃避安全检查工具的同时，传播手法也不

断翻新，该事件的启示如下：

1、对于内外部共享资源使用过程中，仍然要强化安全意识，一些

非正常的操作动作更要提高警惕慎重操作，类似通过内网邮箱发送的勒

索病毒，虽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其邮件正文、附件还是和日常办公

邮件在称呼】格式、附件名称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2、PC终端仍然是0day攻击的重灾区，传统基于特征检测技术防护

方案已经无能为力，而基于行为分析的终端检测响应系统（EDR）却可

以大显身手，在终端部署EDR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恶意软件的异常动作，

并有可能阻断其攻击行为。

3、基于文件沙箱的行为检测方案可以从网络流量视角进行威胁定

位，通过对流量中还原恶意文件的分析，可及早确认网络中传播恶意样

本的攻击手法与回连方式，为从网络边界封堵木马与控制端的通讯提供

数据支撑。

专家点评

此类攻击中，黑客使用了正规Google Docs文档共享邮件与登录页面，因

而TrickBot可以绕过相关安全防护措施。

原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21473072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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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m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5846）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10 日

综述

近日，Linux的邮件传输代理Exim被曝出存在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5846）。当受影响版本的Exim服务器接受TLS连接时，可能会受

此漏洞影响，导致被远程未经身份验证的攻击者以root权限执行任意代码。虽

然默认的Exim配置文件没有启用TLS，但是，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启用TLS来处

理网络流量。

据官方提供的安全报告称，该漏洞可通过在初始TLS握手期间发送一个以

“\0”结尾的SNI 来触发。

Exim维护者表示已经存在针对CVE-2019-15846的PoC，不过暂无发现野

外利用。

CVSS:3.0 Base 9.8

AV:N/AC:L/PR:N/UI:N/S:U/C:H/I:H/A:H

参考链接：

http://exim.org/static/doc/security/CVE-2019-15846.txt

https://access.redhat.com/security/cve/cve-2019-15846

https://threatpost.com/critical-exim-flaw-opens-millions-of-servers-to-

takeover/148108/

受影响版本

 □  Exim Version < 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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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不受影响版本

 □  Exim Version = 4.92.2

解决方案

Exim官方已在4.92.2版本中修复了该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采取措施

进行防护，官方下载链接：https://exim.org/index.html。

官方还提供了禁用 TLS 的缓解措施，但是强烈建议不要这样做。

还可向邮件访问控制列表(ACL)添加特定规则来阻止攻击，详见 https://

lists.exim.org/lurker/message/20190906.111406.b0cb2d70.en.html。

Ubuntu和Debian已经发布了更新的发行版或Exim包。所有生产版本的

cPanel和WHM也已打补丁。详见https://usn.ubuntu.com/4124-1/、https://

www.debian.org/security/2019/dsa-4517、https://documentation.cpanel.

net/display/CKB/CVE-2019-15846+E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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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r 远程特权提升漏洞 
(CVE-2019-16097)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6 日

综述

Harbor是VMware的一个开源项目，一个用于存储和分发Docker镜像的企

业级Registry服务器，添加了一些企业必需的功能特性，例如安全、标识和管

理等。

上周，来自国外安全团队Unit 42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个存在于Harbor中

的严重特权提升漏洞（CVE-2019-16097）。漏洞公布时，Harbor团队已发布

了修复该漏洞的最新版本（1.7.6 和 1.8.3）。

该漏洞存在于Harbor的core/api/user.go中，允许远程非管理员用户通

过在POST /api/users API中添加指定参数创建管理员帐户，从而接管Harbor 

仓库。

当地时间24 号，VMware 官方发布安全通告，对受 CVE-2019-16097 影响

的VMware Cloud Foundation 和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发

布修复版本。同时给出评分CVSSv3 9.8（AV:N/AC:L/PR:N/UI:N/S:U/C:H/I:H/A:H）

参考链接：

[1] Unit 42 报告

https://unit42.paloaltonetworks.com/critical-vulnerability-in-harbor-

enables-privilege-escalation-from-zero-to-admin-cve-2019-16097/

[2] Harbor github 仓库

https://github.com/goharbor/harbor

[3] VMware 官方安全通告

https://www.vmware.com/security/advisories/VMSA-2019-0015.html

受影响产品及版本

 □ Harbor Version >= 1.7.0

 □ Harbor Version <= 1.8.2

 □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1.7.x < 1.7.6

 □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1.8.x < 1.8.3

不受影响产品及版本

 □ Harbor Version == 1.7.6

 □ Harbor Version == 1.8.3

 □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Version == 1.7.6

 □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Version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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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议

Harbor团队和 VMware 官方均已发布修复了上述漏洞的最新版本，建议

用户前往以下地址下载更新进行防护。

Harbor v1.8.3
https://github.com/goharbor/harbor/releases/
tag/v1.8.3

Harbor v1.7.6
https://github.com/goharbor/harbor/releases/
tag/v1.7.6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1.8.3

https://network.pivotal.io/products/harbor-
container-registry/#/releases/470132

VMware Harbor Container 
Registry for PCF 1.7.6

https://network.pivotal.io/products/harbor-
container-registry/#/releases/470129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修复版本还在等待制作中，请关注官网更新

（https://www.vmware.com/security/advisories/VMSA-2019-0015.html）

缓解措施：

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 UI 或者 API 禁用 allow self-registration。

 ◆ UI: Configuration -> Authentication -> Allow Self-Registration(取消复

选框)

 ◆ API:使用配置API更新Self-Registration

PUT /api/configurations
{"self_registration":false}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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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study 后门事件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4 日

综述

近日，在杭州市公安局举办的打击涉网违法犯罪暨“净网2019”专项行

动新闻通报会中，曝光了存在于 phpstudy 软件中多年的后门，目前涉事嫌疑

人已被抓获，phpstudy 也已发布修复的最新版本。

phpStudy是国内一款免费PHP调试环境的程序集成包，能用来进行PHP 

环境的调试和开发，作为一款公益性软件，在国内有着众多用户。

据网警调查，该软件早在 2016 年就被黑客锁定，利用非法手段入侵官

网，通过修改软件底层代码添加后门。2018年12月西湖区公安分局网警大队

接到报案，截至今年1月被抓获，犯罪团伙共非法控制计算机67万余台，非法获

取账号密码类、聊天数据类、设备码类等数据10万余组，非法牟利600余万元。

参考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5cVTxIJcDfdRjtnEnI0g?spm=a2c4g.111743

86.n2.3.20bb1051U7fBKT

安全建议

建议用户在官方https://www.xp.cn/ 下载安装最新版本。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

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

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

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

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

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

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

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

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

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

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

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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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协同 OA 管理平台 
(e-cology) 远程代码 

执行漏洞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0 日

综述

近 日 ， 泛 微 协 同 O A 管 理 平

台(e-colog y)被披露在系统自带的

BeanShell组件中存在未授权访问的漏

洞，攻击者调用BeanShell组件接口可

直接在目标服务器上执行任意命令。

在 安 装 厂 商 发 布 的 安 全 补 丁

前，可暂时关闭 BeanShell 接口，使

用绿盟 WAF 的用户可通过设置自定

义规则来进行安全防护，具体操作详

见解决方案。

参考链接：

h t t p s : / / h e l p . a l i y u n . c o m /

noticelist/articleid/1060057523.

h t m l ? s p m = 5 1 7 6 . 2 0 2 0 5 2 0 1 5 4 .

sas.20.36a91e43Zt9Vx7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解决方案

官方补丁下载链接：

https://www.weaver.com.cn/cs/securityDownload.asp

配置WAF 自定义防护：检测对象（URI-PATH）、匹配操作（正则包

含）、检测值（bsh\.servlet\.BshServ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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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发布浏览器累积安全更新 
修复 IE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367)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4 日

综述

当地时间9月23日，微软官方发布了“互联网浏览器累积安全更新”，修复

了Internet Explorer中的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367）。漏洞存在于

IE 脚本引擎处理内存中对象的方式中。该漏洞可以破坏内存，使攻击者可以在当

前用户的上下文中执行任意代码。

微软表示:“如果当前用户使用管理用户权限登录，成功利用该漏洞的攻击

者就可以控制受影响的系统。”这样攻击者就可以安装程序，查看、更改或删除

数据，或创建具有完整用户权限的新账户。

据外媒报道，该漏洞已被发现存在野外利用情况，但微软并未公布更多关于

攻击活动的细节。

参考链接：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us/help/4522007/cumulative-security-

update-for-internet-explorer

https://threatpost.com/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zero-day-flaw-

addressed-in-out-of-band-security-update/148584/

安全建议

微软当前没有通过Windows update或WSUS发布更新，不过已发布针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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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的独立安全更新程序。请前往http://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

Search.aspx?q=KB4522007下载安装。

此次更新适用范围：

Internet Explorer 11 on Windows Server 2012 R2

Internet Explorer 11 on Windows Server 2012

Internet Explorer 11 on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Tag

Internet Explorer 11 on Windows 8.1 Update

Internet Explorer 11 on Windows 7 SPTag

Internet Explorer 10 on Windows Server 2012

Internet Explorer 9 on Windows Server 2008 SPTag

更多详情参见官方通告：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help/4522007/cumulative-security-

update-for-internet-explorer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

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

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

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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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el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297)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12 日

综述

在微软刚发布的9月安全更新中，包含Excel的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

2019-1297）。

当Excel无法正确处理内存中的对象时存在此漏洞。成功利用该漏洞的攻击

者可以在当前用户的上下文中执行任意代码。如果当前用户使用管理员权限登

录，则攻击者可以完全控制受影响的系统，能够安装程序，查看、更改或删除数

据，或创建具有完整用户权限的新帐户。

要成功利用该漏洞需要用户通过受影响版本的Microsoft Excel打开一个特别设

计的文件。在钓鱼邮件攻击场景中，攻击者可能通过向用户发送特别设计的文件并

说服用户打开该文件来利用该漏洞。在基于web的攻击场景中，攻击者可以托管一

个包含专门设计用来利用该漏洞的文件的网站。

关于该漏洞的技术细节暂未公开。Excel 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电子表格软

件，建议广大用户尽快安装补丁，提前防范上述风险。

参考链接：

https://portal.msrc.microsoft.com/en-US/security-guidance/advisory/CVE-

2019-1297

受影响版本

 □ Microsoft Excel 2010 Service Pack 2 (32-bit editions)

 □ Microsoft Excel 2010 Service Pack 2 (64-bit editions)

 □ Microsoft Excel 2013 Service Pack 1 (32-bit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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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rosoft Excel 2013 Service Pack 1 (64-bit editions)

 □ Microsoft Excel 2013 RT Service Pack 1

 □ Microsoft Office 2016 for Mac

 □ Microsoft Excel 2016 (32-bit edition)

 □ Microsoft Excel 2016 (64-bit edition)

 □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32-bit editions

 □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64-bit editions

 □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Mac

 □ Office 365 ProPlus for 32-bit Systems

 □ Office 365 ProPlus for 64-bit Systems

解决方案

微软官方已经发布更新补丁（包括官方停止维护版本），请用户及时进行

补丁更新。获得并安装补丁的方式有三种：内网WSUS服务、微软官网Microsoft 

Update服务、离线安装补丁。

注：如果需要立即启动Windows Update更新，可以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wuauclt.exe /detectnow。

方式一：内网WSUS服务

适用对象：已加入搭建有WSUS服务器内网活动目录域的计算机，或手工设

置了访问内网WSUS服务。

系统会定时自动下载所需的安全补丁并提示安装，请按提示进行安装和重启

系统。

如果希望尽快安装补丁，请重新启动一次计算机即可。

方式二： 微软官网Microsoft Update服务

适用对象：所有可以联网，不能使用内网WSUS服务的计算机，包括未启用

内网WSUS服务的计算机、启用了内网WSUS服务但未与内网连接的计算机。

未启用内网WSUS服务的计算机，请确保Windows自动更新启用，按照提示

安装补丁并重启计算机。

启用内网WSUS服务的计算机但没有与内网连接的计算机，请点击开始菜单-

所有程序-Windows Update，点击“在线检查来自Windows Update的更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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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进行操作。

方式三： 离线安装补丁

下载对应的补丁安装包，双击运行即可进行修复，下载链接可参考本文

“附录A 官方补丁下载链接”。

附录A 官方补丁下载链接

Product KB Article

Microsoft Excel 2010 Service Pack 2 (32-
bit editions)

4475574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Excel 2010 Service Pack 2 (64-
bit editions)

4475574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Excel 2013 Service Pack 1 (32-
bit editions)

4475566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Excel 2013 Service Pack 1 (64-
bit editions)

4475566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Excel 2013 RT Service Pack 1 4475566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Office 2016 for Mac Release Notes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Excel 2016 (32-bit edition) 4475579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Excel 2016 (64-bit edition) 4475579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32-bit editions Click to Run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64-bit editions Click to Run Security Update

Microsoft Office 2019 for Mac Release Notes Security Update

Office 365 ProPlus for 32-bit Systems Click to Run Security Update

Office 365 ProPlus for 64-bit Systems Click to Run Security Update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

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

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

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

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

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

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

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

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

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

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

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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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ulleti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9-16759） 

安全威胁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9 月 26 日

综述

vBulletin 是一款强大，灵活并可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的论坛程序套件。

尽管是商业产品，但从市场份额和实际使用量上看，vBulletin还是当今最受欢迎

的Web论坛软件包。

当地时间 24 号，据外媒报道，有匿名安全研究员在公开邮件列表中发布了 

vBulletin的一个 0day 漏洞详情。该漏洞允许攻击者在不拥有目标论坛账户的情

况下，在运行vBulletin的服务器上执行Shell命令，是一个无需身份验证的远程代

码执行漏洞。

漏洞公开发布之初，尚不清楚匿名研究人员是否向vBulletin团队报告了该漏

洞, 或者vBulletin团队是否未能及时解决此问题，从而促使研究人员公开发布。该

0day 仅影响 vBulletin 5.x 版本。

在此后的几天内，有组织报告发现有在野攻击者试图利用CVE-2019-16759进

行攻击。一些vBulletin论坛的管理员也反映在该漏洞披露后，管理的网站上出现

了web shell。



安全月刊  /  2019.1058

漏洞聚焦

当地时间 26 日，vBulletin 开发者发布了针对该漏洞的补丁。请相关用户

参考以下安全建议进行修复。

参考链接：

[1] https://www.zdnet.com/article/anonymous-researcher-drops-

vbulletin-zero-day-impacting-tens-of-thousands-of-sites/

[2] 公开邮件列表

https://seclists.org/fulldisclosure/2019/Sep/31

[3] http://feedproxy.google.com/~r/Securityweek/~3/MqX-Favv0oU/

vbulletin-patches-vulnerability-exploited-wild

[4] 官方通告

https://forum.vbulletin.com/forum/vbulletin-announcements/vbulletin-

announcements_aa/4422707-vbulletin-security-patch-released-versions-5-5-

2-5-5-3-and-5-5-4

安全建议

vBulletin 官方已发布针对以下版本的安全补丁，请前往 https://www.

vbulletin.com/en/customer/account/login/?goto=aHR0cHM6Ly9tZW1iZXJzLn

ZidWxsZXRpbi5jb20vcGF0Y2hlcy5waHA%3D 下载：

 □ 5.5.4 Patch Level 1

 □ 5.5.3 Patch Level 1

 □ 5.5.2 Patch Level 1

建议使用5.5.2之前版本的用户尽快升级到受保护的版本。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何保证

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

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绿盟科技拥

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

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

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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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网络入侵防御/检测系统规则库更新

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21135

新增规则

1. 攻击 [24568]:Windows NTLM 认证篡改漏洞 (CVE-2019-1040)

2. 攻击 [24569]:Jenkins Git client 插件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9-10392)

3. 攻击 [41718]: 内网隧道工具 reGeorg 连接

4. 攻击 [24567]: 泛微 e-cology OA 系统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5. 攻击 [30724]: 通用服务敏感信息访问

6. 攻击 [24557]:Apache httpd mod_md 空指针解引用漏洞（CVE-2018-8011）

7. 攻击 [24558]:HPE 智能管理中心 TopoMsgServlet className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CVE-2019-11942）

8. 攻击 [24559]:HPE 智能管理中心 PlatNavigationToBean URL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CVE-2019-5387）

9. 攻击 [24561]:XStream Library ReflectionConverter 反序列化漏洞 (CVE-2019-10173)

10. 攻击 [41712]:OpenVAS 扫描攻击探测

11. 攻击 [10498]:Fastjson 远程拒绝服务漏洞

12. 攻击 [50573]: 协议隧道工具 dnscat 连接

13. 攻击 [24546]:Adobe ColdFusion CVE-2019-7839 远程执行代码（CVE-2019-7839）

14. 攻击 [24555]:HPE 智能管理中心 IctTableExportToCSVBean 表达式语言注入 (CVE-2019-5370)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23991]:Fastjson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2. 攻击 [24530]:Jira 未授权服务端模板注入远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11581）

3. 攻击 [23964]:Microsoft Edge 远程信息泄露漏洞 (CVE-2016-7206)(MS16-145)

4. 应用 :Tor

5. 攻击 [24545]:Microsoft IIS 6.0 文件解析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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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升级包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3036

1. 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004912 ecology_beanshell_rce 防护 e-cology 相关漏洞

27004911 node_serialize_rce 防护 nodejs 相关漏洞

27004910 fastjson_death_string 防护 fastjson 相关漏洞

27004909 cacti_weathermap_file_write 防护 cacti 相关漏洞

27004908 spring_el_data_leakage 防护 spring 相关漏洞

27004907 spring_classloader_rce 防护 spring 相关漏洞

2. Web 通用防护

25612383 nodejs_code_injection 防护 nodejs 代码注入

25612382 ping_command 防护命令注入

25612381 body_base64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80 header_base64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79 param_base64 防护代码注入

28612264 common_path_escape 防护路径穿越攻击

18612379 sql_logic_simple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80 sql_case_when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81 sql_instr 防护 sql 注入

18612382 sql_like_simple 防护 sql 注入

25612372 exe_file_upload 防护非法上传

25612373 massive_null_payload 防护后渗透攻击

25612374 php_superglobals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75 php_md5_func 防护代码注入

25612376 param_crlf 防护注入攻击

25612377 body_crlf 防护注入攻击

28612263 shellshock_scan 防护扫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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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3036

23003860 php_expect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9 php_ogg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8 php_rar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7 php_ssh2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6 php_phar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5 php_glob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4 php_data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3 php_zlib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2 php_php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1 php_file_protocol 防护文件包含

23003850 ssrf_file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23003849 ssrf_ldap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23003848 ssrf_tftp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23003847 ssrf_gopher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23003846 ssrf_dict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23003845 ssrf_sftp_protocol 防护 ssrf 攻击

修改规则 :

18622216 acunetix_scan 优化扫描攻击防护规则

27004899 jackson_databind_deserialization 优化 jackson 防护规则

27004852 fastjson_remote_code_exec 优化 fastjson 防护规则

27004897 fastjson_remote_code_exec_strict 优化 fastjson 防护规则

原规则 ID25612342-25612360 更改为 25612353-25612371

优化默认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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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绿盟科技深刻把握信息化发展

大势，积极应对网络安全挑战，充分

发挥自身在维护网络安全中的作用，

携绿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态势感

知解决方案（CIIP）、绿盟数据安全

解决方案、绿盟云计算安全解决方案

及网络安全的相关探索成果等亮相

天津。

绿盟创新安全解决方
案，闪耀现场

1、绿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态势感知解决方案：主要面向网络安

全监管单位，通过采集互联网及CII系

统相关数据，再利用大数据存储、分

析技术，对各类安全数据进行关联分

析和深入挖掘，可以及时发现被监管

单位网络中的各类威胁事件行为、系

统脆弱性，并对安全事件进行通报预

警及可视化呈现，有效辅助监管单位

开展网络安全监管工作。

9月16日，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

全技术高峰论坛等主要活动在天津举行。网络安全博览会作为“网安周”其

中一项重要活动，由中央网信办、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指导，天津市委网信

办主办，于9月14日向公众开放，持续至20日。

博览会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安全

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示各部门、各地方在贯彻落实网络强国的重要思

想，落实《网络安全法》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和数据安全管理，创新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主要进展和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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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为数据安全设计全面可信的防御体系，提出

知、识、控、察、行的数据安全治理方法论，包括数据梳理、运维数据监管、业

务数据监管、办公数据监管、敏感数据跟踪与溯源，以及数据可视化的完整解决

方案，有效保护数据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安全，达到合法采集、合理利用、静

态可知、动态可控的防护目标。 

3、绿盟云计算安全解决方案：面向云计算安全风险、合规性要求和城域网

增值等多场景，将安全资源统一运维管理、安全服务增值运营，实现安全服务化

和运维自动化，帮助用户应对云环境下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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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识漫画，手把手教你提升网络安全意识 

作为信息安全厂商，绿盟科技在服务企业客户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个人信

息安全领域的案例和经验，并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原创的安全意识漫画，将普及公

众信息安全意识落到实处，让更多群众了解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践行“网络安全

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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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精彩花絮，带你直击“安全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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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 | 
绿盟科技与启迪国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近期，绿盟科技与启迪国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启迪国

信)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互信与共赢的基础上，充分整合强势资

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基于启迪国信多年在移动安全行业的深厚积累和

绿盟科技在运营商行业、云计算和大数据安全领域深厚积淀，结合各自产业

优势，双方将在移动安全、移动管控、移动DLP、移动应用门户等领域进行全

方位深度合作，打造先进可靠的整体安全解决方案。

移动安全领域

启迪国信一直专注于企业移动安全及移动化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有多年

移动端技术的积累，早在 2006 年，启迪国信就陆续与三大运营商及黑莓合

作，推动黑莓业务在中国的落地，并陆续与移动设备厂商开展业务合作。凭

借十多年来在移动端技术的专注投入和积累，启迪国信已经为军队、公安、

金融、电信、能源等党政军企业提供各种企业级移动端产品和服务。

绿盟科技在运营商行业的已有深厚积淀，与启迪国信的合作能够填充绿

盟科技移动安全产品架构，丰富绿盟科技的安全产品类型， 双方将通过共建

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创建移动安全业务增值新模式。

云计算和大数据安全领域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面向企业和政府的私有云 “启迪云”能够提供

强大的 IaaS、PaaS 平台及服务，满足大中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云计算

和大数据处理能力。启迪国信推了出

政府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政务云等平

台解决方案，以及以及各行业解决方

案。绿盟科技同样在云计算安全领

域有多年的累计，多次参与云计算

中心建设项目，已经探索出一条云计

算安全实践之路，与启迪国信的强强

联合，将为更深入的为客户提供涵盖

云、管、端的整体安全解决方案。

此 次 双 方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的 签

署，共同探讨、加深了解，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深入合作。移动数字化已经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双方将来会

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未来，整合优

势，依托各自在网络安全、移动数字

化领域的深厚积累，积极开拓合作新

模式，努力提升各行各业的移动安全

防护能力，推动我国网络安全行业的

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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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绿盟科技荣获 
“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称号

为落实《黑龙江省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要求，进一步加强全省网络

安全应急体系建设，黑龙江省委网信办联合省公安厅开展了“黑龙江省网络

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遴选工作。

绿盟科技凭借在安全监测、应急处置的过硬实力和在重要活动保障等工

作中的优异表现，成功当选“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

绿盟科技代表(左一)接受授牌

绿盟科技应急响应服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安全事件爆发频率与规模日渐扩大，

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将愈发明显，因此对网络安全事件的预防、发现、预

警就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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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九年的积淀，绿盟科技在应急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绿盟科技

应急响应服务整合公司的研究、产品、服务等能力，针对突发性威胁快速研究分

析漏洞细节，提取攻击特征，输出到威胁情报和产品规则，形成防护能力，提供

可落地的安全防护方案，依托覆盖全国的安全服务体系，帮助企事业单位尽快对

有重大危害的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事件作出响应。在安全事件管理的全生命周期

中，通过有效的制度流程、组织管理及技术手段，提供多阶段、多层级、多形式

服务，有效降低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提升企业应对威胁的能力。

“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的遴选，旨在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

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提高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水平。此次评选从企业实力、应

急响应能力、重大突发网络安全事件应对能力、应急服务规范等多个侧面出发，

对参选单位进行细致评估和审查，遴选出符合要求的应急技术支撑单位，推动黑

龙江省的网络安全应急支撑体系建设、提高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水平。

绿盟科技已经积极参与到2019年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周宣传活动中，与现场

嘉宾一同交流互动，绿盟一体化安全运营解决方案、绿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态势感知平台解决方案、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更是成为全场焦点，让现场掀起绿色

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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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省委网信办主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莅临绿盟科技展位

哈尔滨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莅临绿盟科技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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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黑龙江省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绿盟科技将更加积极配合主

管单位开展网络安全动态和事件分析研判、调查取证、应急处置等工作，更加积

极支撑重大活动保障、科技创新研究、网络安全宣传教育等。为推动黑龙江省的

网络安全应急支撑体系建设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