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工业互联网安全专家

发电厂监控系统防护
应用建议



发电厂监控系统安全背景1

发电厂监控系统问题分析2

发电厂监控系统安全防护建议3

C
O

N
T
E
N

T
S



发电厂监控系统安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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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事件

工控

安全

事件

伊朗核电站举
世闻名的“震
网”事件

2010年

2014年 2016年

2015年

日本Monju核电
厂控制室被入侵
导致数据被泄露

西班牙智能电表
被爆存在高危漏
洞

乌克兰电网
BlackEngery病毒，导

致大面积停电

德国Gundremmingen核
电站的计算机系统遭受网
络攻击，导致核电厂被关
闭

以色列电力供应系
统受到重大网络攻

击

2017年

乌克兰电网新
型Petya勒索病

毒

2018年

黑客攻占了印度UHBVN电力公
司的计算机系统，窃取了用户的
账单数据，导致电力公司无法对
用户之前的用电量进行计算

厂家对功率预测服务器进行远程运
维，导致X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内
网安全监控平台出现大量告警，且
告警数量急剧增加

电力网络系统庞大，分支众多，体系复杂，安全防护任务繁重。两化融合使电力系统从封闭、孤立的系统

逐步发展为开放、智能、互动的标准系统，原有的漏洞、缺陷将更容易遭受到外部攻击。无线、云计算、智能

终端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使电力控制系统更加开放，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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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9日， 习近平主席

在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座谈会上，谈到面对复杂严峻

的网络安全形势，要抓好四个方

面的工作：

第一，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第二，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第三，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

安全态势

第四，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和威慑能力

习主席网络安全座谈会讲话摘要

2014年我国成立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2016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颁布，2017年6月1日正
式实施，全面阐述了我国网络安全战略、规划，网络安全运行的原则和要求，使
我国网络安全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6年11月3日，工信部正式发布印发《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的通
知，为提升我国工业企业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水平，保障工业控制系统安
全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2017年12月，工信部印发《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三年行动计划，总体指导思想明确了未来三年重点提升工控安全态势感
知、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多级联防联动工作机制，为制造强国和网络
强国战略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6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电力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三
年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要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及应急保障能力。建立
健全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建立电力行业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坚持党十
九大会议提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中央网信办
成立

工业控制系
统安全防护

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

工业控制系统信
息安全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

电力安全生产行
动计划（2018-
2020年）

公安部等级保护
2.0

2018年5月公安部的指导下，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相关标准包括设计技术、基
本要求和测试指南等完成终审，即将发布。

1-2 国家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工业网络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2018年3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主任，李克强担任副主任，标志宣告我国进入
了全面防护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时期

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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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规定>(电监会5号令)

 2006 <关于印发<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总体方案>的通知>(电监安全[2006]34号)

 2007 <电力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电监信息[2007]50号)

 2007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导意见>(电监信息[2007]44号)

 2007 <关于开展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电监信息[2007]34号)

 2012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电监信息[2012]62号)

 2014 <电力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国能安全[2014]317号)

 2014 <电力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国能安全[2014]318号)

 2014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国家发改委令第14号)

 2015 <关于印发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总体方案>及其7个附件（能源局36号）

 20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能

源[2017]1986号)

 2018 <电力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三年行动计划（国家能源局）

 2018 <电力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规范> （GB/T 36047-2018） 2018年10月1日实施（国家能源

局）

1-3 电力行业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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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力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三年行动计划



发电厂监控系统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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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能源局36号文为核心的安全

防护策略

目前电力行业主要依据《电力监

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发改委14号

令）及能源局《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

护总体方案》（36号文）及相关配套

安全防护方案，按照“安全分区、网

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总

体原则，重点强化边界防护，同时加

强内部安全措施和安全管理制度，提

高系统整体安全防护能力，保障电力

监控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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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护是结合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相关

要求对电力监控系统从主机、网络设备、恶意代码

防范、应用安全控制、审计、设备选型及漏洞整

改、安全防护评估、备份及容灾等多个层面进行信

息安全防护的过程。

安全分区

网络专用

横向隔离

纵向加密

原5号令
“边界防护”

新增
入侵检测

安全审计

主机与网络设备

加固
备份与容灾

应用安全控制 恶意代码防范

专用安全产品管理

14号令
“综合防护”

设备选型及漏洞
整改

2-2 电力行业技术规范分析

国能安全【2015】36号：

附件1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总体方案

附件4发电厂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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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控制系统结构

发电控制系统主要分为主控系
统、辅控系统和网控系统。主控
系统完成锅炉、汽机的控制，主
要采用DCS系统实现；辅控系统
主要完成化水处理、除尘、输煤
的处理，主要通过PLC系统实
现；网控系统NCS主要负责电厂
电气运行情况的监控，通过远动
装置接受电网的指令，通过AGC

和AGV下发到发电机，实现功率
增减和励磁调整，同时为升压站
的运行提供控制。

主控系统和辅控系统间通过网络
或硬接线连接，辅控向主控提供
相关参数；网控系统NCS与主控
系统DCS双向通信，NCS通过向
主控AGC/AGV控制发电机组出
力。各控制系统的数据通过OPC 

(经SIS服务器)摆渡到镜像服务
器，SIS系统通过读取镜像服务
器信息进行相关生产流程优化处
理和生产系统的环境运行情况展
示。

远方调度

1.边界隔离访问控
制强度不够，无通
信协议层面细粒度
控制，服务端口管
控弱；

2.一区DCS/辅控系
统/NCS系统内部网
络分层没有安全隔
离设备，病毒入侵
扩散块控制难，易
受广播风暴影响；

3. 一区DCS/辅控
系统/NCS系统内网
络流量、操作行为
缺乏安全审计；
4.主机系统USB端
口管控依赖管理手
段缺乏技术手段

2-3 发电行业控制系统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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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介质管理（重点是USB）只有

管理制度，没有有效的技术手段进

行防护，APT恶意程序极易通过移

动介质传播到生产控制网络

 操作员、工程师站操作系统多采用

Windows XP、Windows 2000

等，系统漏洞极多，容易被利用攻

击；没有有效的系统加固技术手段

和病毒防护能力

 系统设备80%依赖进口，设备缺乏

有

效的上线检测

针对电力监控系统，缺少必要的

安全域划分

针对一区、二区之间的逻辑隔离

力度不够；缺乏通讯端口的管控

和防护

 日志管理：未对工控系统关键

设备进行信息安全策略设置；

 安全审计：未对工控系统帐户

进行定期审计，且缺乏对违规

操作、越权访问行为审计能力

 针对电力监控系统，缺少必要

的网络审计手段和针对工业级

恶意代码的入侵检测系统

 缺乏行而有效的管理制度和防护

方案，缺乏有安全防护经验的现

场管理和维护人员；

 现有的安全设计方案需要加强评

估

 生产控制系统权限管理较弱，密

码使用弱口令

本体安全 结构安全 行为安全 管理和运维

2 3 41

2-4 发电厂控制系统网络安全风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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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操作
系统漏洞

不必要的端口或

服务没有被关

闭，导致系统脆

弱性上升

DCS系统的控制器开启了ftp服务端口，而且存在弱口令的问题。通过ftp登录
获得 DCS系统的控制器底层系统是VxWorks ，该操作系统存在协议栈漏
洞，通过发送超出特定数据长度的网络数据包，可以导致部分开放的TCP端
口服务崩溃。

TCP端口服务崩
溃

2-5 发电厂控制系统网络安全案例-控制器漏洞



发电厂监控系统安全防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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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传统的IT安全产品无法解决工控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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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安全预警

安全评估

纵深防护

安全防护

安全监控

实时监测

行为审计

集中管控

主动防御

安全处置

应急预案

应急响应

人、技术、策略

安全培训

应急演练

等级保护

漏洞情报

设计依据：
基于等级保护安全防
护体系
能源局36号文
网络安全法

核心技术理念：
系统完整性
工业级硬件
工业协议深度解析
白名单机制
统一平台管理

3-2 安全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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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集中展示安全态势

实现网络安全事件和风险的
监测、分析、审计、追踪溯
源和风险可视化

02
增强情报共享和预警能力

实现跨部门、跨企业信息共
享和预警通报的通道，做到
信息共享和预警通报及时、
客观、准确、完整

03
提升安全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实现发电控制系统的数据实
时采集、应急协调调度及支
撑应急指挥决策的数据分析
模型，切实提升应急指挥和
处置能力。

04

形成标准和技术规范

建立多级协作和联动的保障
机制，提高工控行业网络安
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3-3 安全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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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家底，认清风险，找出漏洞

 安全防护评估工作应当常

态化、定期进行

 系统的规划、设计阶段要

进行安全评审，建设改造

、运行维护和废弃阶段均

要进行安全评估，确保系

统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自评估

 检查评估

 人工分析评估

实施流程

评价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内容

总体要求 工作形式

• 资产评估

• 威胁评估

• 脆弱性评估

• 总体评价

建立风险分析模型

• 数据整理

• 风险计算

• 风险决策

• 启动准备阶段

• 现场实施阶段

• 安全分析阶段

• 安全建议阶段

• 技术

• 管理
评估规范

检查手段

自查软件 工具箱远程扫描

3-4 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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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监测审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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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实时监测

自学习建立正常通信行为和流量基线模型，

对偏离基线异常操作行为和流量行为进行告

警上报

• 安全审计，事件溯源

基于发电控制系统的协
议、流量、内容和行为进
行全方位的审计，为用户
生成完整记录便于安全事
件追溯。

• 政策合规性

满足能源局36号发电厂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方案-
综合安全防护要求
满足《网路安全法》安全审计，入侵检测要求

• 关键操作检测

关键操作如：组态并
更、操控指令变更、
PLC程序下装以及负
载变更等关键事件告
警 。

• 攻击检测，入侵检测

识别并检测工控协议攻击、TCP/IP
攻击、网络风暴、参数阈值检测

采用旁路部署方式，在不影响生产网络正
常运行情况下，实时监测发电厂监控系统
中异常行为并实时告警，并且对发电厂监
控系统中网络行为，协议行为，操作行为
等行为进行记录，生成6个月以上日志以
便于事后追溯。

3-6 监测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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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平台

监测 预警
处置 恢复

3-7 安全处置

制定应急管理体系，通过应急管理平台管理事件分级、应急指挥机构及职
责、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处理程序、事件上报机制等。



谢谢！
深圳融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  0755-26602753

传真 :  0755-26653195

邮箱 :mktsales@rongannetworks .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粤兴四道1号中山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1903A单元

官网：www.rongannetworks.com

http://www.kuang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