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工程工业控制系统

网络安全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一、2016年以来全球工控网络安全态势

二、国家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总体要求

三、水利工程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调研基本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下一步建议



ICS-CERT的工控安全事件统计

1、2016年以来工控网络攻击事件持续增长，
覆盖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2015年美各领域工控事件分布

以美国为例



乌克兰电力系统统网络攻击

n2015.12.23,乌克兰电力系统
遭受网络攻击，导致多个区域
停电数小时，影响数十万用户

p黑客通过网络钓鱼邮件感染用
户计算机
p利用黑色能量病毒感染变电站
的控制网主机
p黑客远程关闭断路器，导致区
域停电
p删除磁盘文件导致系统无法重
启，迟滞远程恢复
p对服务电话作为DDOS攻击，形
成长时间停电
p关闭了7台110kv与23台35kv变
电站

p2016年12月，乌克兰电力系统再次
停电，被迫将发电站设备切换到手动
模式。



v 2016年8月，卡巴斯基揭露了针
对工控行业的“食尸鬼”网络
攻击活动。

v攻击通过伪装阿联酋国家银行
电邮，使用鱼叉式钓鱼邮件，
对中东和其它国家的工控组织
发起了定向网络入侵。攻击中
使用键盘记录程序HawkEye收集
受害系统相关信息。

v全球130多个受攻击目标，大多
为石化、海洋、军事、航空航
天和重型机械等行业，涉及西
班牙、巴基斯坦、阿联酋、印
度、中国、埃及等国。

“食尸鬼”网络攻击



v 5.12日晚爆发，感染150国家20万计算机

v 基于NSA泄露的网络武器“永恒之蓝”，利用
windows漏洞自动传播，感染后计算机文件会
被加密，支付赎金后才能解密恢复（300美元
等价比特币）。

v 英国多家医院电脑瘫痪，不得不停止接待病人

v 俄内务部大约1000台电脑被感染

v 我国教育网、公安网等感染，部分业务中断

勒索软件WannaCry



v 法国雷诺集团１３日向媒体表示，该集团

也受到本轮网络攻击，已暂停法国境内多

家工厂的生产工作，避免勒索软件进一步

蔓延

v 罗马尼亚达契亚汽车厂当天宣布，该厂因

遭到勒索软件攻击而部分停产

v 日产汽车在英格兰的桑德兰工厂遭到勒索

病毒的攻击

v 西班牙证实天然气公司遭遇了病毒攻击

v 我国部分加油站因勒索病毒导致加油卡、

银行卡、第三方支付等网络支付功能无法

使用

勒索软件也影响到部分工业控制系统



内置killswitch，降低了感
染率

利用Window SMB漏洞，通
过445端口自动传播，影响
所有Windows版本

3月份发布补丁，但
win2000/XP/2003等均已
停止更新。修补措施也主
要依靠补丁。

工控上位机几乎都
采用windows，默
认开放445端口，
很少关闭

www.iuqerfsodp9ifjaposdfjhgosurijfaewrwergwea.com

可通过防火墙阻断对445
端口的访问

工控系统很少打补
丁，且win2000/XP
占大部分。

工控不能直接访
问互联网

工控内部很少采
用防护措施

我们的工控系统，能否应对勒索软件攻击？

现有工控系统
完全无法应对
此类攻击。一
旦进入工控内
网将大面积感
染，无一幸免！



2.工控漏洞数量居高不下，中高危占大部分

西门子

施耐德

研华科技

罗克韦尔



联网工控设备
漏洞

2016年7月，卡巴斯基声称
通过全网扫描，全球170个
国家有188,019工控主机与
ICS设备相连，92%存在脆
弱性容易被利用

全球联网工控系统



3.国外工控安全检查已形成常态机制，我国
已逐渐开展相关工作

水利及水处理

能源

美国工控应急响应组织ICS-CERT每年组织工控安全检查



v2015年的检查情况

§ 112项评估，共发现638个安全漏洞

§ 46项结构设计

§ 28项网络架构

§ 38项安全测试

TOP 6
边界防护

最小功能

认证管理

标识与鉴别

最小权限

资源分配

主要评
估领域

水利35%

能源
29%



v2016年公安机关网络安全执法检查

v2016年中央网信办组织了全国范围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作，对包括工业控制系统在

内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摸底



v控制设备蠕虫PLC Blaster
§ 2016.5提出，在西门子PLC上

进行了成功过试验

§ 在PLC之间传播，无需借助于

计算机

v工控Rootkit

§ 运行在PLC系统底层，操纵、

篡改PLC中的I/O数据块

v工控勒索软件原型

§ 2017年

4.攻击手段不断演进,基于控制层面的攻击
开始出现并逐渐实战化

工控Rootkit：潜伏在
PLC底层进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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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网络安全法》

§ 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安全管理的

基础性法律，是网络安全的重要里程

碑。

§ 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明确了

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建立了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明确了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义务，

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建

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

传输的规则。

§ 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



第三章第二节共计九条
内容，专门用于规范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
安全，占据了相当的篇
幅。这体现了我国对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的
高度重视，也使得我国
未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安全管理、安全保护、
安全检查等工作的开展
有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全文7章7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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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等
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
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
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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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鼓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
外的网络运营者自愿参与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

第三十二条 按照国务院规定
的职责分工，负责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
门分别编制并组织实施本行
业、本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规划，指导和监督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行安全
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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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条 除本法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运营者还应当履行下列安全保护
义务：
（一）设置专门安全管理机构和
安全管理负责人，并对该负责人
和关键岗位的人员进行安全背景
审查；
（二）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网络
安全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考核；
（三）对重要系统和数据库进行
容灾备份；
（四）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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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
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
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
（一）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
络安全保护责任；
（二）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
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
技术措施；
（三）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
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
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四）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
和加密等措施；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
务。



第三十五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
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
第三十六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
服务，应当按照规定与提供者签订安全保密协议，明确安
全和保密义务与责任。
第三十七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
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
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当自行或者委
托网络安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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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检测评估情况和改进措
施报送相关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



第三十九条 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对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进行抽查检
测，提出改进措施，必要时可以委托网络安全服务
机构对网络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检测评估；
（二）定期组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进行网
络安全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的水平和
协同配合能力；
（三）促进有关部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网络安全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
络安全信息共享；
（四）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与网络功能的恢
复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第五十一条 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
息通报制度。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
关部门加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通报
工作，按照规定统一发布网络安全监测预警
信息。
第五十二条 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工作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
的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并按
照规定报送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
第五十三条 国家网信部门协调有关部门建立
健全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工作机制，制
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负责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部门
应当制定本行业、本领域的网络安全事件应
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应当按照事件发生后
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对网络安全事
件进行分级，并规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网信办颁布了
《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确定指南》
（试行）



给出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参考表



v习总书记4.19讲话中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障提出了明确

要求

“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金融、能源、

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

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可能遭到重点

攻击的目标。 “物理隔离”防线可被跨网入侵，电力调配

指令可被恶意篡改，金融交易信息可被窃取，这些都是重大

风险隐患。不出问题则已，一出就可能导致交通中断、金融

紊乱、电力瘫痪等问题，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我们

必须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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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系统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之一，

承担了防洪、灌溉、排泄、蓄洪、航运、南水北调、

水利发电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职责，一旦遭受网络

攻击将会造成重大影响。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联合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

心，对水利工程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状况进行了

调研，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开展水利工控安全

防护提供支持。



调研内容

v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是重点水利工程（中型及以上水

利工程）所使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重点包括：

§ 闸门监控系统

§ 泵站监控系统

§ 机组监控系统

v调研内容：

§ 系统基本状况

• 网络架构、主要设备类型、业务应用、运维管理等

§ 安全防护措施状况

• 如实施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的安全防护技术等



v问卷调查

§ 向所有水利系统下发调研表

§ 根据反馈结果看，存在数据

不完整、部分关键数据缺失、

数据不准确、不一致等问题，

因此只选择较完整数据进行

统计

v实地考察/交流座谈

§ 包括黄河水利委设计院、小

浪底、江都、丹江口、太湖

局、南瑞集团公司等

问卷调查、实地考察与交流座谈相结合



基本现状

两化融合建设方面

网络架构与通信方面

系统设备使用方面

系统运行维护方面

安全管理制度方面

安全防护措施方面

系统建设概况

安全防护概况



两化融合建设方面

v工业控制系统在水利工程综合信息化建设带动下，

逐渐摆脱“信息孤岛”模式，实现了互联互通。

v各地由于需求和建设改造周期等原因，信息化建

设程度明显不一，从本次调研表统计的情况看，

在700个有效统计数据中，支持集中（远程）控制

模式的重要工业控制系统有421个，占总数的60%。



网络架构与通信方面

v网络结构类似。自下而上分为现场设备层、现场

控制层、过程监控层。

v控制模式。现地控制单元（LCU）一般采用以下三

种控制模式

§ 现地控制模式

§ 本地控制模式

§ 集中（远程）控制模式



系统设备使用方面

v采用的控制设备以国外品牌居多，约占80%，主要

是施耐德、GE、西门子，而南瑞、湖南紫光等国

产设备仅在部分工控系统中得到应用。

v上位机操作系统覆盖了Windows、Linux、Unix等，

并大量采用Window 2000、Windows NT、Window 

XP等老旧系统。



系统运行维护方面

v运行管理

§ 各地均制定了操作规范及维护管理办法等制度，在实地考察

中能够看到部分重要操作流程和管理制度被张贴在机房醒目

位置

v系统运维

§ 主要分以下两种：委托维护和自行维护。未发现远程维护现

象，也不存在国外单位直接维护的情况。

v移动存储介质管理

§ 尽管实地考察发现部分操作员站被铅封管理，操作人员不易

接触到USB接口，但是根据调查表统计，仍有70%的运行管理

单位未制定相关的移动存储介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方面

v尽管各地已制定自己的安全管理制度，但调研结

果统计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安全防护措施方面

v实地考察情况看，目前除仅支持现地控制模式的

工控系统未采取信息安全防护措施外，其他工业

控制系统均采取了一定的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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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差距分析

§ 网络安全法相关要求

§ 工信部《工业控制系统防护指南》（2016）



v工信部2016年发布《工业控制系统防护指南》，
提出11方面的要求

要求 要点

1 安全软件选择与管理 防病毒软件或应用程序白名单软件；
建立防病毒和恶意软件入侵管理机制

2 配置和补丁管理 安全配置、建立配置清单、定期审计；
补丁升级

3 边界安全防护 对网络边界进行防护；
用工业防火墙、网闸等进行逻辑隔离

4 物理和环境安全防护 物理安全防护；
拆除或封闭工业主机上不必要的USB、光驱、
无线等接口

5 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管理，甚至采用多因素认证；
最小特权原则分配账户权限；
设置账户口令，定期更新



要求 要点

6 远程访问安
全

禁止HTTP、Telnet等服务；
对远程访问采用数据单向等进行加固；
远程维护需采用VPN；

7 安全监测和
应急预案演
练

部署网络安全监测设备；
在重要工业控制设备前端部署工业协议深度包
检测；
应急响应预案和演练

8 资产安全 建立资产清单、对关键设备进行冗余配置

9 数据安全 保护存储和传输的重要数据、分级分类管理；
定期备份

10 供应链管理 明确服务商应承担的信息安全责任和义务；
要求服务商做好保密工作

11 落实责任 明确工控安全管理责任人，落实工控安全责任
制



存在的主要问题

v1、虽然部分系统已采取安全措施，但由于缺少统

一的行业标准规范，各地安全建设缺乏系统性。

§ 与国家要求相比有一定差距，还未形成技术与管理

协同、纵深防御与监测预警一体的安全防护体系

事前、事中、事后，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



存在的主要问题

v2、系统以国外设备为主，老旧系统多，漏洞未修

补，病毒防范能力弱

§ 控制设备以西门子、施耐德、GE为主，操作系统以

Windows为主

§ 由于行业特殊性，漏洞几乎从未修补

§ 很少采用安全配置

§ 未装杀毒软件或无法及时更新



存在的主要问题

v3、工控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和落

实。

§ 已有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生产管理和操作规程上，

但在病毒防范、攻击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缺少相应

管理制度

§ 管理制度个别条款落实不严格，部分水利工控系统

机房未安装门禁，部分工控上位机的USB接口裸露

在外。



存在的主要问题

v4、人员信息安全意识仍有诸多不足，亟待增强。

§ 仍有部分工控相关工作人员存有“物理隔离就绝对

安全”、“安装了防火墙就不存在信息安全问题”

等错误认识。





v3、构建深度防御技术体系

分层
分区
边界
控制
网络
监测
通信
加密
组件
加固

l 划分安全区域
l 控制网与管理网之间、控制网内部之间

l 安全区域边界的逻辑隔离、单向隔离…
l 无线接入、远程接入…

l 镜像网络数据深度分析
l 网络层面/控制层面的威胁检测

l 主机防毒：应用白名单
l 减少攻击面：关闭不必要端口和服务…
l 安全配置：口令安全、交换机端口限定、IP/MAC绑定…

l 基于国产密码的数据通信保护



v4、建立工控系统安全测评机制，强化监督检查，

感知安全态势

§ 关键设备安全检测与准入

§ 重要系统风险评估与等级测评

§ 常态化的监督检查



v5、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 重要系统及数据备份

§ 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预案与定期演练

v6、加强人员信息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

§ 安全意识培训与技能培训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