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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PART 
典型安全事件 
Safety posture of industrial control 



乌克兰电网遭受病毒攻击事件 

 2015年的最后一周，乌克兰至少有三个区域的电力系统被具有
高度破坏性的恶意软件攻击并导致大规模的停电 

 12月23日，伊万诺 - 弗兰科夫斯克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家庭（
约为140万人）遭受了停电的困扰 

 整个停电事件持续了数小时之久,病毒关闭生产控制大区的控制
服务器，使得二次信息系统丧失对物理设备的感知和控制能力，
导致部分设备运行中断而大面积停电。 

 

 删除关键系统数据，监控设备无法启动 
 洪泛攻击电网的客服电话，导致技术支持部门

处于瘫痪状态 
延长供电恢复的时间 

扩大影响 

钓鱼邮件 点击Office附件 感染办公电脑 

查找HMI设备，渗透扩散
到生产网 

执行关机 潜伏到特定时间 



篡改供应商网站，在下载软件升级包中
包含恶意间谍软件 

被攻击用户下被载篡改的升级包 

恶意间谍代码自动安装到OPC客户端 

OPC服务器回应数据信息 

黑客采集获取的
数据 恶意间谍代码通过OPC协议发出非法数据采集指

令 

1 

2 

4 

将信息加密并传输到C&C  
（命令与控制）网站 

3 

5 

7 

6 

通过社会工程向工
程人员发送 
包含恶意间谍 
代码的钓鱼邮件 

1 

虽然Havex现在只是在收集信息，但是它的攻击路径决定了它完全有能力对工控系统进行破坏 

供应商官方网站 

工控 
网络 

OPC客户端 OPC客户端 

OPC服务器 OPC服务器 

生产线 PLC PLC 

Havex 攻击路径概述 



02 PART 
工控系统安全威胁 

Safety posture of industrial control 



 工业互联网是网络，实现机器、物品、控制系

统、信息系统、人之间的泛在联接 。 

 工业互联网是平台，通过工业云和工业大数据

实现海量工业数据的集成、处理与分析。 

  工业互联网是新模式新业态，实现智能化生

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 

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全球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集成所形成的产业和
应用生态，是工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综合信息基础设施。 

工业互联网内涵 



 工业互联网包含多种控制系统，典型的包括监控和数据采集(SCADA)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以及可编程逻辑控    
制器(PLC)，这些控制系统广泛应用于电力、水处理、石油、天然气、化工、交通运输、制造业等。 

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PLC/DCS控制系统 

 SCADA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过程

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它可以对现场的

运行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 

 由摄像、传输、控制、显示、记录登记5大部分

组成。摄像机通过同轴视频电缆将视频图像传输

到控制主机，控制主机再将视频信号分配到各监

视器及录像设备，同时可将需要传输的语音信号

同步录入到录像机内。 

 专为工业生产设计的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

装置，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

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

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

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

产过程。 

工业互联网常见控制系统 



国内工控系统现状 

暴露在互联网上的西门子PLC设备分布情况 

高危, 33, 
31% 中危, 65, 

60% 

低危, 10, 
9% 

高危 中危 低危 

有补

丁, 
76.… 

无补

丁, 
32. … 

中高危漏洞数量居高不下 

漏洞补丁不及时 

数据来源：CNVD 2015年新增工控漏洞 数据来源：匡恩网络2015年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CNVD 2015年新增工控漏洞 数据来源：匡恩网络2015年统计数据 

暴露在互联网上的VxWorks系统主机 
有16,202个 

• 其中11304个运行FTP服务，占总数的70%； 
 

• 其中4291个运行SNMP服务，占总数的26%。 
 

无补丁，32,30% 

有补丁，76,70% 





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后果 

经济巨大损失 

国家安全问题 公共安全问题 经济安全问题 

环境灾难 
人员伤亡 危及公众生活及国家安全 



03 PART 
工控安全相关政策标准 
Safety posture of industrial control 



国外工控安全政策动态 

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计划： 

 2006年美国专门设立了“国家基础设施保护计划（NIPP）”； 

 2010年美国设立了控制系统安全计划（CSSP）； 

 2013年欧盟发布了“欧洲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项目（EPCIP）”。 

 

工业控制系统应急响应组： 

 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了工业控制系统应急响应组（ICS-CERT），作为CSSP的实施部门； 

 欧盟成立了类似的欧洲网络应急响应组（CERT-EU）， 

 欧盟成立针对工业控制网络安全的应急响应组（ICS-CSIRT）。 



我国工控网络安全政策文件 

 2011-1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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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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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5-08，“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 （国发〔2015〕28 号） 

 201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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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工信部规
〔2016〕333号） 

 2016-10-19，“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的通知“（工信部信软〔2016〕） 

 2017-7-07， “关于深入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信软〔2017〕155号） 

 2017-08-1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力评估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工信部
信软〔2017〕188号） 

 

 

 

 



我国工控安全标准/法规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风险评估规
范》 
  GB/T26333-2010 

2010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评估
规范》 
  GB/T 30976.1—2014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验收
规范》 
GB/T 30976.2—2014 

2014 

GB/T33007-2016《工业通信网络 网络和系统安全 建立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安全程
序》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第1部分：系统要求》GB/T 
33008.1-2016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 GB/T 23001-2017 （DCS）第1部分：防护要求》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DCS）第2部分：管理要求》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 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DCS）第3部分：评估指南》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集散控制系统（DCS）第4部分：风险与脆弱性检测要
求》 GB/T 33009.1/2/3/4-2016 

2016 

GB/T 23001-2017 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管理体系 要求 

2015 20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 

•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 

•……； 

第三十一条 

•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重
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
体范围和安全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三十三条 

•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确保其具有支持业务稳定、持续运行的性能，并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第三十八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其网络的安全性和可能存在的风险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测评估，并对检测评估
情况及采取的改进措施提出网络安全报告，报送相关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 

第五十七条 

•因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安全生产事故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处； 

第五十九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低三十八条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在《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修正案

九的制修订工作中纳入网络安全监管有

关规定，大力推进依法治网。 

 

 201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国信办、

工信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大力加强我

国网络安全立法顶层设计，开展《网络

安全法》制定。 

 

 《网络安全法》立法工作呼之欲出，于

2016年11月7日发布，于2017年6月1

日起施行 

网络安全法关键条款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 

防护指南 

供应链管理 

安全监测和
应急预案演

练 

落实责任 

安全软件选
择与管理 

 

配置和补丁
管理 

物理和环境
安全防护 

远程访问
安全 

 

边界安全
防护 

数据安全 

《指南》共分为11个大项30个条目，涵盖了安全技术要求和安全管理要求 

身份认证 

资产安全 



04 PART 
工控控制系统网络安全防护技术 
Safety posture of industrial control 



工控网络安全防护的特殊性 

 工控网络的特点决定了基于办公网络和互联网设计的传统的信息安全手段（如防火墙、病毒查杀等）无法直接用来有效的解决工业控

制系统网络全部安全问题 

 工控系统的作用是其对于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管控，一旦可用性出现问题，整个生产流程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工业控制领域，可用性作为信息安全建设的首要目标； 

 常规IT信息安全技术无法涉足的领域，工业协议的私有性和工控网络的封闭性使得信息安全策略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信息安全技术人

员对其望而却步； 

工业控制网络 

网络通讯协议不同 
大量的工控系统采用私有协议 

要求代价高 
无法像互联网那样通过补丁来解决

安全问题 

对系统稳定性要求高 
网络安全造成误报等同于攻击 系统运行环境不同 

工控系统运行环境相对落后 

网络结构和行为稳定性高 
不同于办公网或互联网可以频繁变

动调整 



工业控制安全防护技术的阶段性发展 

 以隔离为手段的安全防护理念 

 在初级阶段，隔离是企业用户、集成商、供应商应对工控系统网络安全的“庇护伞”，工业控制系统是一个“信息孤岛”成为了行业内根

深蒂固的思想； 

 直至2010年“震网”病毒爆发，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隔离在整个工控系统网络安全防护中只是一种手段，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 

 纵深防御的安全防护体系 

 从信息安全领域自然延伸，有一定的网络安全防护的功效与成果； 

 为工厂用户所建立的纵深防御体系往往会变成一个简单的信息安全产品的堆砌； 

 部署了大量的信息安全产品，导致故障点增多，与工业控制网尽可能少的故障点的理念不合； 

 工业控制系统内部生长的持续性防御体系 

 故障点尽可能要少。除了尽量避免多层部署外，在保护工控系统正常生产运行的同时还要保证即使断电、设备更新也能对系统不产生任何

影响； 

 防御体系要有可持续性。通过基础硬件的创新来实现，使安全防护满足低延时、高可靠、可定制化、可持续更新、操作与实施的简易化等

特性； 

 主要解决存量系统问题。解决存量在装系统的安全，关乎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直面安全威胁的主体。 

 



工控安全防护能力建设 

技术防护能力 人员与机制 

1. 物理环境安全 
物理安全和制度体系建设 安全制度 

2. 安全策略与流程 

3. 安全层域划分 区域隔离和控制 异常流量和行为分析 

人员组织、制度体系、安
全建设 

4. 部署安全防护方案 漏洞安全管理 风险分析和威胁评估 

5. 系统安全加固 工控安全监控审计 工控安全入侵防护 

6. 应用安全管理 应用数据安全加固 终端安全白名单环境 

7. 终端安全加固 
威胁态势感知、统一运维管理数据分析 应急响应、风险处置、应

急演练 
8. 持续性风险管理 



谢谢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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