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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轨云的线网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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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可靠有效的网络安全体系是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结合网络安全法和等级保护的
要求，提出运用“标准化”“精准化”“可视化”“智能化”的“四化“概念构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网络安全保障
体系。解决通用网络安全标准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网络安全实际需求之间的耦合，形成先进、系统的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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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PVI Cyber Security System for
Urban Rail Transit Based on Enterprise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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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liable and effective cyber securit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Combin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yber security law and level protection, the SPVI
concepts of “standardization”, “precision”, “visu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are proposed to build an urban rail transit cyber
security assurance system. This solves the interrelated demand of the universal cyber security standard and the actual cyber
security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industry, and represents an advanced and systematic cyber security solution for the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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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逐渐成网，包括城轨云架
构、工业互联网、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
在为乘客和管理者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来自互联网
的安全威胁与各类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隐患相互作用，
形成了新的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CPS)
综合安全风险[1]。轨道交通安全运行面临着严重的网
络安全威胁，建设一套行之有效的、可以综合监管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势在必行。

1

网络安全“四化”建设概述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安全“四化”建设以中国《信

息 安 全 技术 网 络 安 全等级 保 护 基本要 求 》 (GB/T
22239—2019)为基础，构建“一个中心，三重防护”
的体系架构；以轨道交通网络安全属性为抓手，构建
“标准、精准、可视、智能”的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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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标准化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通过十几年的建设，已经发展

到体系更加完善的等级保护 2.0 时代。作为中国普适
性的网络安全体系，核心体现在“一个中心，三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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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通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等级保护中

护”是指对网络边界、网络通信、计算环境进行安全

的“一个中心”是指以安全管理平台为中心，
“三重防

防护[2]。

图 1 “四化”模型
Fig. 1

SPVI Model

轨道交通进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建设，重点体现
在 4 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安全管理平台的行业化塑
造，轨道交通(简称“轨交”)安全管理平台要体现出
轨交网络安全对安全事件精准化的预警、对网络安全
风险可视化的呈现、对网络安全威胁智能化的分析；
第二个方面是网络边界动态巡逻，实时分析网络边界
安全防护强度、访问控制粒度、策略合规程度是否符合
要求[3]。第三个方面是设备资产管理，对设备资产的真
实性、在线与否，以及网络行为正常与否进行监测与识
别；第四个方面是网络通信路径的风险识别，对网络发
生的攻击行为，
能够判断发生攻击的路径并及时截断攻
击，对网络发生的病毒木马，能够判断从哪些路径进行
扩散，并及时截断扩散路径。基于等级保护的“标准化”
建设如图 2 所示。

图2
Fig. 2

基于等级保护的“标准化”建设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level protection

等级保护从技术细节来看，是一个大而全的技术
标准，在行业落实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符合等

3

网络安全精准化

级保护要求的标准化体系架构，
技术细节的落实要根据

网络安全洪荒时代已经过去，由通用的安全产品

相应技术在行业的符合性和成熟性逐步分阶段完善。
不

向精准化方向演进是城市轨道交通的特点决定的。城

分主次、不考虑行业特点，照搬等级保护，在轨交网络

市轨交系统虽然复杂多样，但它是一个有序联动保证

安全建设上进行大而全的技术或产品叠加，不仅不会

列车安全、正点运行的实时性极强的系统[4]。网络安

带来安全防御能力的提升，反而会带来额外的风险。

全也必须为此服务，通过精准预警和防御网络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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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发生，来保证列车的运行安全。

务模型、网络流量模型、网络秩序模型、资产模型，

网络安全建模是实现网络安全精准化的最好方

最终形成轨交线网系统安全模型。通过对网络行为与

式 。通过采集安全策略、资产信息、网络流量、设

合规模型的比较，精准预警违规行为。基于建模的

[5]

备配置、设备状态，结合行业安全规范，构建轨交业

图3
Fig. 3

“精准化”技术如图 3 所示。

基于建模的“精准化”技术

Precision technology based on modeling

其中资产和服务建模采用了主动探测、指纹和网

图 4 所示。

络特征提取技术；流量建模提取了网络流中的指纹特

可视化包括设备资产状态可视化、全景秩序可视

征、通信特征、异常特征；秩序建模是从配置文件中

化、流量异常可视化、恶意代码可视化、路径溯源可

通过统一描述语言提取了策略规则模型，同时从流量

视化。

中学习流量的访问秩序；工控业务建模是在协议识别、

4.1

协议指令解析的基础上，构建业务的逻辑规则[6]。

4

设备资产状态可视化
资产状态可视化主要监测服务器、交换机、路由

网络安全可视化

器、存储设备、接口设备、工作站、安全设备，以及

尽管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生产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部署在云上的网络和主机的运行状态，包括 CPU、内

分，但由于网络安全的不可见，造成城市轨交对网

存、磁盘、端口流量，以及监测设备的在线和离线等，

络安全的把控能力大打折扣，可视化已经成为网络

以判断其运行状态和网络健康度，发现异常后，及时

安全防御的关键要素。网络安全“可视化”应用如

进行故障告警，并启动应急响应。

图4
Fig. 4

网络安全“可视化”应用

Visualization application of cybe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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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异构搭配的系统，能够及时精准查杀恶意代码，实现

全景秩序可视化

“分区分域分等级”是等级保护安全设计原则，各
个区域之间通过业务之间的访问关系，会形成矩阵访

恶意代码的可视化。

4.5

[7]

路径溯源可视化

问关系 。区域之间的矩阵访问是否符合安全策略需

网络入侵或恶意代码的出现，首先要采取的措施

要结合区域边界设备的安全策略和路由信息，通过时

是知道网络入侵的路径或恶意代码的扩散路径，并采

空关联分析，建立全景网络安全秩序模型，从而对区

取物理的措施或自动化运维措施，截断入侵路径或恶

域之间的访问关系的合规程度进行监测。

意代码扩散路径。路径溯源通过安全策略和路由，构

4.3

建了源地址和目的地址的可达路径，当入侵或恶意代

流量异常可视化
通过采集不同子系统或不同区域的流量，对网络

码发生时，能够迅速呈现入侵路径或恶意代码扩散路

协议进行深度解析，依据子系统或区域的不同安全属

径，达到路径溯源的可视化[10]。

性，建立业务流量模型。在对轨交网络流量安全建模

5

的基础上，对比实时流量与流量基线的差异，及时准
确地发现网络中流量方向的异常、流量大小的异常及
流量关系的异常等[8]。

4.4

网络安全智能化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安全信息采集的数据量越来越

大，没有人工智能化分析，安全信息的采集和存储的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安全智能化主

恶意代码可视化

要用于边界强度智能分析、网络秩序智能分析、策略

病毒木马等恶意代码防范系统如何恰当部署一直
是城市轨交等工业互联网企业面临的难题[9]。工业控

合规智能分析、业务合规智能分析。网络安全“智能
化”应用如图 5 所示。

制系统一方面面临着恶意代码的威胁，一方面需要考

边界强度智能分析包括对防火墙策略进行静态分

虑工业控制系统的兼容性问题。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研

析和结合流量的动态分析两种方式[11]；网络秩序智能

究，恶意代码防范系统部署有几个原则：一是互联网

分析是在安全模型基础上建立的流量基线和秩序基

边界需要部署防病毒网关，其他边界需要弱化；二是

线，同时结合白名单和黑名单知识库进行检测和分析；

网络通信整个平面需要部署检查恶意代码的引擎，三

策略合规智能分析是从访问合规、配置合规、策略合

是 Windows 操作系统需要安装相应工控系统厂商认

规 3 个方面，对系统资产针对不同的合规标准进行合

证的杀毒软件。这样就可以形成一套立体化的恶意代

规检查；业务合规智能分析是关联了策略、日志、流

码监控体系，一旦有恶意代码出现，通过立体交叉、

量和资产状态的多维度时空分析。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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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智能化”应用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cybe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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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2017 年 6 月 1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
，明确了交通行业信息系统属于国家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2018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办发〔2018〕
13 号”文件中提出“加强列车运行控制等关键系统信
息安全保护”
。等级保护 2.0 的发布，对轨道交通网络
安全和云安全都提出了要求。
信息化建设已覆盖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
管理、安全、服务等各个方面。网络安全在轨道交通
运营中的重要性凸显。基于轨道交通私有云场景，进行
“标准化、精准化、可视化、智能化”的轨道交通网络
安全建设，不仅可以实现轨交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合规要
求，而且能够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符合轨道交通企业
实际需要的网络安全保障系统，是普适性网络安全标
准要求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网络安全实际需求的耦合，
可以为列车安全稳定持续运营提供安全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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