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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



Ø 为切实做好工业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主管部门发布系列政策文件和法规：

l 《 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工信部协〔2011〕 451号）；
l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3 号）
l 《关于开展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的通知》 （工信部装〔2015〕 72号）；
l 《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28号）；
l 《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网办发文〔2016〕5号 )；
l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11）
l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工信软函[2016]338号）

l 2016年5月26日，在第20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苗部长指出：“要提高
工业信息系统安全水平。制定实施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完善标
准体系”。

Ø 从国内外形势和产业发展看出，工业信息安全防护工作极端重要。

Ø 标准作为政策规划落实的重要抓手，为工业信息安全防护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Ø 测评是标准落地的有效手段，提升工业企业安全防护能力，提高工业行业整
体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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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1 安全软件选择与管理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在工业主机上安装防病毒
软件或应用程序白名单软件，确保有效防
护病毒、木马等恶意软件及未授权应用程
序和介绍；
b）工业企业工业主机上安装防病毒软件
或应用程序白名单软件,应在离线环境中充
分验证测试,确保其不会对工业控制系统的
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a）工业企业应建立防病毒和恶意软件入
侵管理机制，确保该管理机制可有效规范
防病毒和恶意软件入侵管理工作；
b）工业企业应定期针对工业控制系统及
临时接入的设备开展查杀，并做详细查杀
记录。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2 配置和补丁升级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做好工业控制网络、工业主机
和工业控制设备的安全配置，确保工业控制
系统相关安全配置的有效性；
b）工业企业应建立工业控制系统配置清单，
确保该清单满足企业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可靠
运行的需要；
c）工业企业应定期对工业控制系统配置进行
核查审计，确保系统实际配置与配置清单的
一致性。

a）工业企业应在发生重大配置变更时，
制定配置变更计划，进行影响分析，确保
该重大配置变更不会引入重大安全风险；
b）工业企业应在配置变更实施前进行严
格安全测试，必要时应在离线环境中进行
安全验证，以确保配置变更不会影响工业
控制系统正常运行。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2 配置和补丁升级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密切关注重大工控安全漏洞及
补丁发布，并一定时间内（原则上不超过180
天）及时开展补丁升级，确保工业控制系统
及时针对已知安全漏洞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工业企业应在补丁安装前，针对补丁进行
安全评估测试，必要时进行离线评估，确保
补丁安装后工业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3 边界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开发、测
试和生产分别提供独立环境，避免开发、测
试环境中的安全风险引入生产系统。

a）工业企业应在工业控制网络与企业网
边界部署安全防护设备，以避免企业网的
安全风险引入工业控制网络；
b）工业企业应禁止没有防护的工业控制
网络与互联网连接，以确保互联网的安全
风险不被引入工业控制网络。

a）工业企业应根据区域重要性和业务需
求对工业控制系统网络进行安全区域划分，
以确保安全风险的区域隔离；
b）工业企业应采用工业防火墙、网闸等
防护设备，对工业控制网络安全区域实施
逻辑隔离安全防护。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4 物理和环境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基于重要工程师站、数据库、
介绍器等核心工业控制软硬件明确重点物理
安全防护区域；
b)工业企业应对重点物理安全防护区域采取
物理隔离、访问控制、视频监控、专人值守
等物理安全防护措施。

a）工业企业应拆除或封闭工业主机上不
必要的USB、光驱、无线等接口，以防止
病毒、木马、蠕虫等恶意代码入侵，并避
免数据泄露；
b）在确需使用工业主机外设接口时，工
业企业应建立主机外设接口管理制度，并
通过主机外设安全管理技术手段实施访问
控制，以避免未授权的外设终端接入。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5 身份认证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在工业主机登录、应用介绍资
源访问、工业云平台访问等过程中使用身份
认证管理技术（如口令密码、USB-key、智
能卡、生物指纹、虹膜等），以确保访问过
程安全可控；
b）工业企业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明确关键
设备、系统和平台，并在访问过程中，采用
两种或两种以上因素认证方式，以避免非法
登录等安全隐患。

a）工业企业应根据不同业务需求、岗位
职责等，合理分类设置账户；
b）工业企业应以满足工作要求的最小特
权原则来进行系统账户权限分配，降低因
事故、错误、篡改等原因造成损失的可能
性；
c）工业企业需定期审计分配的账户权限
是否超出工作需要，确保超出工作需要的
账户权限及时调整。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5 身份认证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为工业控制设备、SCADA软
件、工业通信设备等的登录账户设定足够强
度的登录密码，采取措施避免使用默认口令
或弱口令，并妥善管理，以降低对设备未授
权登录和操作的可能性；
b）工业企业应定期更新口令。

a）适用时，工业企业应确保其身份认证
证书传输、存储的安全可靠，避免证书的
未授权使用。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6 远程访问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适用时，工业企业应制定规章制度，原则
上严格禁止工业控制系统面向互联网开通
HTTP、FTP、Telnet等高风险通用网络介绍。

a）工业企业应采用数据单向访问控制等
策略对远程访问进行安全加固，确保数据
传输安全，避免未授权操作；
b）工业企业应对远程访问进行时限控制，
并采用加标锁定策略，确保组织对远程访
问的可控性。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6 远程访问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适用时，工业企业应对远程维护采用虚拟
专用网络（VPN）等远程接入方式，以确保
远程维护安全可信；
b）工业企业应制定远程接入账户管理制度，
规范账户申请、使用、收回等流程。

a）工业企业应保留工业控制系统相关访
问日志（如人员账户、访问时间、操作内
容等），并定期进行备份，以确保安全审
计的有效开展；
b）工业企业制定审计制度，通过审计相
关日志信息，及时发现异常访问行为。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7 安全监测和应急预案演练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部署具备对工业控制系统与网
络进行状态监测、日志采集与事件管理、流
量采集与行为分析、异常告警及关联分析等
功能的网络安全监测设备，及时发现、报告
并处理包括设备状态异常、恶意软件传播、
异常流量、异常诊断日志、端口扫描、暴力
破解等网络攻击或异常行为。

a）工业企业应明确重要工业控制设备清
单；
b）工业企业应在重要工业控制设备前端
部署可对所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协议进行
深度包分析和检测过滤的防护设备，具备
检测或阻断不符合协议标准结构的数据包、
不符合正常生产业务范围的数据内容等功
能，限制违法操作。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7 安全监测和应急预案演练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制定工控安全事件应急响应预
案，确保工业企业正确应对安全事件；
b）当工业企业工业控制系统因信息安全威胁
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应按应急响应预案做好
应急响应工作，采取紧急防护措施，防止事
态扩大，并逐级报送直至属地省级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同时注意保护现场，以便进
行调查取证。

a）工业企业应定期组织工业控制系统相
关人员开展应急响应预案演练，确保安全
事件发生时应急预案被有效执行；
b）工业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应急响应
预案进行评审和修订，确保应急响应预案
的适宜性。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8 资产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建立工业控制系统资产清单
（包括软件资产、硬件资产、数据资产等），
确保工业控制系统资产信息可核查、可追溯；
b）工业企业应明确资产责任人并建立资产使
用处置规则，以在资产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
适当管理。

a）工业企业应根据业务需求，制定关键
主机设备、网络设备、控制组件清单；
b）工业企业应针对关键主机设备、网络
设备、控制组件等进行冗余配置，确保突
发事件（如停电、设备损坏、网络攻击等）
不会影响工业控制系统正常运行。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9 数据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明确识别重要工业数据清单；
b）工业企业应对静态存储的重要工业数据进行
加密存储或隔离保护，设置访问控制功能，确保
静态存储的重要工业数据不被非法访问、删除、
修改；
c）工业企业应对动态传输重要工业数据进行加密
传输或使用VPN等方式进行保护，确保动态传输
过程中重要工业数据的安全性；
d）工业企业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建立数据分级
分类管理制度，确保工业数据的防护方式合理。

a）工业企业应建立关键业务数据清单；
b）工业企业应对关键业务数据进行定期备份，
确保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业务数据丢失时可以
及时恢复数据；
c）工业企业应定期对所备份的关键业务数据
进行恢复测试，确保备份数据的可用性。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9 数据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对测试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
行保护，以确保工业企业测试数据的安全；
b）工业企业应避免使用实际生产数据等敏
感数据进行测试，在必要情况下，应提供
去除所有敏感细节和内容的数据进行测试。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10 供应链安全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以合同等方式明确工业控制系
统产品和介绍提供商承担的信息安全责任和
义务，确保提供的产品和介绍满足信息安全
要求；
b）工业企业在选择工业控制系统规划、设计、
建设、运维或评估介绍商时，应优先考虑具
备工控安全防护经验的企事业单位。

a）工业企业应与介绍商签订保密协议，
确保敏感信息不外泄。



Ø现场评估工作内容
ü 11 落实责任防护评估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a）工业企业应通过建立工业控制系统安
全管理机制,确保工控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
展；
b）工业企业应成立由企业负责人牵头的，
信息化、生产管理、设备管理等相关部门
组成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协调小组，
负责统筹协调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相关
工作；
c）工业企业应在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协调小组指导下，按照管理机制，明确工
控安全管理责任人，落实工控安全责任制，
部署工控安全防护措施。



l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实施细
则（试行）》

l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工信软函[2016]338号）

Ø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系统（ICSEP）

Ø标准实施应用工作介绍单位：

l 神华集团

l 国家电网公司

Ø对企业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开展防护能力评估：

l评估手段：标准符合性在线评估，现场证据核查、人

员访谈、系统/设备安全检测；

l评估内容：企业工业信息安全管理、安全技术防护、

安全运维的标准符合性。

l评估效果：提升了企业漏洞发现、隐患防范和风险评

估能力，有效抵御90%以上的攻击。

Ø建立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l安全管理： 包括企业制度建立及落
实、人员安全管理、资产安全管理、
供应链安全管理等方面。
l安全技术：包括物理环境安全防护、
信息安全防护、网络设备安全防护、
安全设备安全防护、重要数据安全防
护等方面。
l安全介绍/运维：包括业务连续性管
理制度、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信
息安全事件应急技术支撑、灾难备份
恢复、重大信息安全事件处置等方面。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Ø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系统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Ø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系统
ü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明确目标资产，梳理评估对象



Ø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系统
ü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有效指导企业对工控系统资产进行
快速定级，为后续提出安全要求，
实施安全控制措施提供基础。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工控网络蜜罐系统

ICSEP 工控脆弱性评估工具

工控漏洞检测工具

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标准与测评
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Ø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标准体系研究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标准与测评
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



序号 标准名称 所出状态

1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控制应用指南》（GB/T 32919-2016） 发布实施

2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测控终端安全要求》 报批稿

3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报批稿

4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分级指南》 报批稿

5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风险评估实施指南》 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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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安全防护能力评估介绍

神华集团 国家电网

l检查系统安全漏洞
l分析系统风险隐患
l提出改进方案建议

l梳理工控系统架构
l发现存在安全问题
l形成安全解决方案



必要性1.

保障体系建设及评估介绍2.

合作3.

目    录



Ø 依据《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

（工信软函[2016]338号）、《工业控制系

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系统安

全控制应用指南》（GB/T 32919-2016）等，

开展指南及标准培训宣贯与评估业务，提供

工控安全保障全方位解决方案，为广大用户

企业提供优质的技术评估介绍。欢迎垂询！

合作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