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握核心，实现可控
  —  航天科工在等级保护建设的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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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等保建设工作思路2

等保建设工作实践方法3

工作展望4

基本情况1 基本情况



p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简称航天科工）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由总部、6个研究院、

17个直属单位和股份公司组成，共有500余户企业和机构，分布于国内各省市自治区以及20余个国家和地区，职

工约15万人。2017年位列世界500强第355位。

2020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航天防务公司”战略目标

p 一主两翼：“一主”产业为航天防务产业，“两翼”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

p 三创新：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

p 四化：以“信息化、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发展导向

航天科工简介



建设覆盖集团全级次单位、集科研、办公、生产、试验为一体的集团商密广域网
p 地域分布广泛：覆盖集团公司全级次单位。

p 业务繁多复杂：涉及多种业务，包括办公应用系统、复杂业务应用系统、工程化应用系统、制造管理系统、

实验管理系统等。

p 终端类型多样：部署了国产芯片的终端、X86终端等多种类型，要实现异构统一的安全管理，目前网内终端达

到27000台，其中自主可控终端近12000台，到2017年底集团公司定制移动手机终端达到10000台。

p 多网互联互通：涉及IP网、移动办公网、工控系统、物联网等多类网系中流量、告警、病毒、威胁情报、资产

等安全信息。

p 数据快速膨胀：包括数万台终端的审计日志、网络安全设备日志、流量数据、行为数据、威胁数据、安全事

件等，呈现出大数据所具备的数据量大、类型繁多、更新流动快和价值密度低特点。

航天科工广域网的复杂性



      以自主可控技术为基础开展规模化建设，推进本质安全  
p 积极响应国家“要大力推进自主可控信息系统建设应用，摆脱核心信息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号召。

p 信息安全及自主可控作为航天科工信息技术产业重点领域发展。以“大安全、大防务”理念服务于国家的国防、经济、社

会和信息领域的安全。

p 运用自主可控技术开展非密广域网规模化建设，大力发展自主可控计算机技术系统性应用,面向未来新技术发展，基于国

产关键软硬件平台，从标准规范、安全防护技术和安全测评三个维度构建自主可控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p 秉承“资源共享、能力协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航天科工牵头成立了由外部优势核心技术厂商、科研院所、高校、

企业共同参与的安全可靠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信息安全工作出发点



    以“标准应用、集中部署、统筹实施、架构拓

展”为原则，快速、有效实施

p  建设覆盖全网、固本强基、策略统一、积极防御的统

一综合安全防护体系

p    为满足后续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对安全产品、安全

技术都充分考虑前瞻性要求，应用先进的安全产品、技术

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信息安全工作出发点
“数据中心—用户网络”的扁平化网络架构



基本情况1

开展信息安全的工作思路2

信息安全工作实践方法3

工作展望4



p    以等级保护为依据，综合考虑整体性、可实施性、可管理性、可扩展性

等要素，保障信息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相适应，相均衡

p     以自主可控及云应用技术为支撑，统筹建设航天科工全级次单位互联互

通、标准统一、资源共享、能力协同的信息主网

p     以与产业互动、协同为途径，确保产品、系统与服务的安全可控、实用

有效 

工作思路



以等级保护为依据设计安全体系

p 等级保护制度上升为法律

p 等级保护对象大扩展

p 等级保护体系大升级

p 等级保护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等保1.0内容                             等保2.0内容

p 定级

p 备案

p 建设整改

p 等级测评

p 监督检查

p 风险评估

p 安全监测

p 通报预警

p 数据防护

p 灾难备份

p 应急处置

p 自主可控

p 供应链安全

p 效果评估

p 综治考核



以等级保护为依据设计安全体系
p 制定集团公司商密网统一安全策略基线，采取
不同强度的安全防护
p 统筹建设集团公司商密网的PKI公钥基础设施
和云安全服务基础设施，实现安全防护的服务化。
p 从不同层次、不同位置设计纵深防御体系。
p 建设商密网安全管理中心，实现对关键资产的
集中管理与安全监控，掌控和展现商密网的整体网
络安全态势。
p 在安全管理制度方面，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明确具体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制定《集团公司
商密网安全技术管理规范》及运维管理制度和标准
规范。



通过自主可控信息系统技术的运用，实现更底层、更直接的定制化安全要求

p 充分利用全国产化信息系统完全可控的先天优势，结合处理器、操作系统、数

据库等国产基础软硬件的特点，对安全防护机制的实现方式进行内嵌式设计。

p 采用云计算的服务理念，将实名认证、主机入侵检测防护、安全审计、数据资

源安全管控、风险评估、安全测试、应急响应等各类安全功能封装成服务，提

供云化的安全服务。

以自主可控及云应用技术为支撑进行建设



以与产业的互动、协同为途径，满足未来安全体系持续发展的需要

p 全集团系统性应用促进技术成熟。通过集团信息化需

求为牵引，规模化实施、系统性的应用，促进技术完

善迭代，促进信息安全核心技术产品化、系列化。

p 全集团系统性应用将集团内外有志于自主可控技术的

单位、技术和产品纳入到系统性解决方案。经过集团

内部全面系统的深度应用、适配、磨合、验证及优化

成功后，形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自主可控产品集合，

转化为可推广、可复制、成体系的自主可控产业链，

在促进集团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的同时，有力支撑国家

安全信息化体系建设。
 



2015年7月
国密网应用上线

2016年4月
商密网应用服务

2016年12月
商密网拓展应用

实现前、后端硬件、软件全国产化替换;

实现功能响应时间在5s以内;

实现单一化应用向复杂化网络协同办公的

飞跃;

验证了全国产化系统可用性。

自主可控客户端：1000+
    上线应用系统：18个、覆盖集团三级单位

典型办公应用实现集团三级单位应用覆盖;

实现系统性能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达到好

用（ 90%功能点响应时间小于2S ）;

完成5200余台自主可控终端部署。

自主可控客户端： 5000+
    上线应用系统：集团统建5个

应用规模扩大，自主可控终端部署规模破万;

上线一系列全国产、多样化、复杂化的业务应用系统;

提高系统可靠性、稳定性，通过对潜在失效点的及时

发现和分析，总结提炼出预警和保障措施;

打造自主可控固定/移动办公双模式;

部署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及配置详细的安全防护策略

，实现商密网安全态势可视化。

自主可控客户端： 11000+
     上线应用情况：集团统建10余个

标志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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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等保建设的工作思路2

等级保护工作实践方法3

工作展望4



等级保护工作实践方法3

踏石抓铁，建成权责明确、落细落地的管理体系

固本强基，构建基于自主可控的本质安全防护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主动作为，摸索新应用形态的安全防护建设



p 为有效贯彻商密网建设与应用

实施和安全运行的要求，集团公司

颁布《商密网建设与应用实施指南

指南》，指导和规范集团公司各级

单位的工作。

p 围绕 “建、迁、用、维”四个

方面，规定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系

统国产化迁移（建设）、应用系统

使用、运行维护和安全防护的相关

要求和具体工作流程方法。

1.踏石抓铁，建成权责明确、落细落地的管理运行体系



指南中每个子项内容详实具体，确保各级单位可执行、可操作、可落地。

1.踏石抓铁，建成权责明确、落细落地的管理运行体系

（1）目标

（2）内容

（3）流程

（4）职责

（5）资源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指南规定各级用户网络的基础网络建设、终端安

全防护软件部署和数字证书体系建设等内容，用于指导和规范用户单位的商

密网建设与应用实施工作。

1.踏石抓铁，建成权责明确、落细落地的管理运行体系

审批、备案流程；

网络结构要求

IP地址规划要求

VPN加密机部署要求

终端安全产品部署和策略配置要求



  以安全防护为例，指南规定用户单位汇聚节点的重要应用系统应根据  

国家等级保护定级指南，确定网络安全保护等级，主要包括四类：

1.踏石抓铁，建成权责明确、落细落地的管理运行体系

①第一类：没有本地汇聚节点，只有接入终端；或者本地汇聚节点仅部署

虚拟化系统等支撑类系统；

②第二类：本地汇聚节点仅部署等级保护一级的应用系统；

③第三类：本地汇聚节点仅部署等级保护二级及以下的应用系统；

④第四类：本地汇聚节点仅部署等级保护三级及以下的应用系统。



  以运行维护为例，指南明确了商密网运维中心统一提供的服务内容、服

务方式、以及服务质量。

1.踏石抓铁，建成权责明确、落细落地的管理运行体系



p 运用基础软硬件全自主可控的

先天优势，从更底层实现安全防护

技术，形成固本强基的原生安全防

御能力，更好地满足等级保护要求

。

本质安全

以国产移动智能操作系统（元心）为例，在操作系统底层直接实现网络访

问控制、软件白名单、外设端口控制、违规外联控制等安全功能，彻底解决过

去外围“打补丁”安全增强方式容易被“绕过”的风险

2.固本强基，构建基于自主可控的本质安全防护



本质安全 p 自主可控广泛涉及信息系统

中各类实体，包括固定终端、

移动智能终端、服务器、操作

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

2.固本强基，构建基于自主可控的本质安全防护



本质安全 p 能用必用：在非密广域网建设

应用过程中，只要自主可控能用，

必须使用自主可控的产品。

p 应迁尽迁：具备条件在自主可

控运行环境中运行的应用系统，尽

可能进行迁移，确保在自主可控环

境中部署运行。

2.固本强基，构建基于自主可控的本质安全防护



本质安全 p 性能指标：自主可控的信息安

全产品在性能指标上，不能低于非

自主可控的产品，确保“能用、好

用”。

p 异构统一管理：要通过一套管

理系统，能够对多种架构的国产终

端、X86终端进行异构统一安全管

理。

2.固本强基，构建基于自主可控的本质安全防护



本质安全
p 深度适配优化：完成国产化终端与流版式、浏

览器、扫描仪、打印机等的深度适配，形成龙芯/飞

腾优化终端平台，有效提升终端整体性能；以复杂

应用系统为牵引，完成其与中间件、数据库、操作

系统、服务器等的深度适配，形成高可用、高并发

的服务器平台。

p 科技创新：航天昆仑数据库一体机自主可控以

天熠云平台为代表的云服务产品等突破性创新。

p 系统实施：集团非密广域网是一个规模庞大、

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采用系统工程思想，助力集

成实施的顺利完成。

2.固本强基，构建基于自主可控的本质安全防护



网络安
全指挥
系统

现有问
题

国家要
求

实际需
求

p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明确提出，“提升全天候全方位

感知网络安全态势能力。

p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

南》征求意见稿7.3.3安全控制集

成的活动目标：实现安全态势感

知、监测通报预警、应急处置追

踪溯源等安全措施，构建统一安

全管理平台。

3.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p 国内外陆续推出了网络安全态势感

知系统，但存在单纯显示安全状况、态

势“花哨”不实用、需要专业人员才能

看懂、缺乏应急处置手段等问题。

p 网络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应

急处置系统、网络态势感知系统、终端

安全管理系统、防病毒系统等均各自为

政，难以协同联动工作

网络安
全指挥
系统

现有问
题

国家要
求

实际需
求

3.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p 能够为高层决策者、安全管理

者、业务管理者、运维管理者，

提供信息安全统一管理的自动化

支撑平台。

p 从多个维度来呈现网络安全状

况及发展趋势，实现在网络空间

中安全要素“看得见、看得准、

看得深”。

网络安
全指挥
系统

现有问
题

国家要
求

实际需
求

3.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p 借鉴军事战场指挥控制的理

念，全部统一管理起来，提供

一个入口，建设了基于大数据

支撑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提

供常态化精细安全指挥手段。网络安
全指挥
系统

现有问
题

国家要
求

实际需
求

3.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p 网络安全指挥系统：作为网络安全运行

中心，集成网管、安管、终端管理系统、

应急处置系统、网络态势感知系统为一体，

实现全网系统安全机制始终可管，提供

多部件、多维度协同工作的安全防御。

3.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p 通过可视化技术提高网络安全对于决策人员和运维人员的可见性。

p 从终端、地理、时间、对象等多个维度展示安全态势。

基于单位组织机构的终端安全态势感知图

3. 协同防御，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安全指挥系统



p 在移动通信网络、工业控制系统等新应用形态开展安全防护建设。

以工业控制系统为例

根据等级保护《工业控制安全扩展要求》征求意见稿要求，在不影响工控

系统的正常运行和SAFETY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分类接入、分域隔离、网络监

测、安全管控，对工控系统的数据、协议、流量进行跨网系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进行安全防护。

4.主动作为，摸索新应用形态的安全防护建设



p 分类接入：将仿真、数控

、测试、调试类专用信息设备

独立组网

4.主动作为，摸索新应用形态的安全防护建设



p 分域隔离：对分类接入

的工业控制系统分域隔离

，并将IT网与OT网进行隔

离

4.主动作为，摸索新应用形态的安全防护建设



p 网络监测：在OT层的

交换机旁挂工控安全探

针，实现工控攻击的安

全监测

4.主动作为，摸索新应用形态的安全防护建设



p 安全管控：通过工控综

合安全管理平台，实现工

控系统、防护设备的统一

管理与审计，并将信息汇

总到非密广域网的大数据

安全指挥系统。

4.主动作为，摸索新应用形态的安全防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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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等保发展，坚持技术创新

 航天科工集团在等级保护工作起步虽晚，将奋起直追，全力跟进，密切跟踪学习等级

保护2.0相关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测评体系、技术体系等，以集中统筹为原则，坚持创

新发展，积极探索和实践自主可控环境下的安全体系建设，确保网络安全持续可控。

p 安全服务链：解决当前数据中心租户安全防护过于粗放的问题。采用软件定义安全

的方式，利用核心交换机能够集中控制管理网络中数据流、拓扑和路由，能根据业务

流提供精细化的链条式安全服务。计划2018年6月实施。

p 动态目标防御：解决当前易攻难守的不对称问题，实现网络拓扑跳变、动态蜜网、

端口变换等，网络攻防从“阵地保卫战”变成 “游击战”，大幅增加攻击者利用漏洞

的难度和攻击成本，计划2019年1月实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将采用“系统工程”建设方法，形成一站式可复制的自主可控

整体解决方案（平台重构、迁移适配、等级保护防护建设等）及便捷的技术途径，实

现在满足等级保护的条件下，自主可控信息系统的可用、好用、放心用。

践行系统理念，提升应用成效

  “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

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

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

法。”

                                             ——钱学森



  积极与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和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中心进行

联动。

p 将集团网内安全态势、安全事件信息上报，得到国家层次和法律

层面的有力支撑。

p 充分运用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卫体系提供的通报预警、

威胁情报等，来优化和完善安全防范、快速处置。

加强通报机制，形成良性互动



      航天科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建设国家安全核心能力的企业，通过规

模化应用全面打造自主可控信息技术体系及安全体系，为“维护网络空间安

全，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