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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网络安全
防护平台方案研究
何 晶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7）
摘 要: 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安全现状及国家网络安全政策要求进行分析，从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对城轨云
安全风险进行阐述，提出基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的基本要求，构建城轨云网络安全防护平台，根据“一个中
心”管理下的“三重保护”体系框架进行设计，构建安全机制和策略，形成定级系统的安全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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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of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Platform for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in Urban Rail Transit
HE Jing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Design & Development Group Co., Limited,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security and national network security policy
requirements, expounds the security risks of the urban rail cloud from a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nd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urban rail cloud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network security
level protection 2.0. The platform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triple protection” system framework under a “one center”
management and builds security mechanisms and strategies to form a securi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gra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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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逐渐得到应用，自动化、信息

现状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及新型

城镇化战略的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跨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城市轨道交通高速
化、密集化、多样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特征日益显
现。当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以信息化促进城市轨道
交通发展的战略，信息化已覆盖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
运营、管理、安全、服务等各个领域。中国强力推进
“互联网+城市轨道交通”战略，信息化建设也已进入
到大规模开发和应用阶段。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

化和智能化已成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中也遭到信息安全的威胁。
2008 年 1 月 14 日，波兰一名 14 岁的学生黑客成功入
侵波兰罗兹市有轨电车运营调度系统，并利用遥控装
置改变了数辆有轨电车的行驶方向，不但造成被操控
电车后部车厢脱轨，而且还造成 12 名乘客受伤。2016
年 11 月 25 日，旧金山的轻轨系统遭到黑客入侵，售
检票系统全面瘫痪，市政部门不得不采用免费乘车的
策略来应付，攻击者更是在各大轻轨站的售票系统屏
幕上发出：
“你们被黑了，数据都在我手上，想要恢复
正常，就联系 ID：681 吧”的信息。轨道交通遭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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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安全的威胁不仅影响到行车安全，对票务收益也造
成重大损失。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防护，由以前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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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系统分别独立建设，存在大量安全设备重复建设

理信息系统、建设管理信息系统、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的问题。通过对业务系统进行感知、采集、分析、整

外部服务网业务系统(包括互联网售票、外部网站、视

合与共享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生产、运营管理、企业管

频监控系统)提供 IaaS 服务，统一部署各业务系统传

理、建设管理以及资源管理等业务领域各类信息，安

统模式下硬件所需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其中为

全防护可以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进行集中防护，

安全生产网业务系统提供资源，满足地铁日常运营生

利用现有安全设备的高性能、虚拟化等能力，降低城

产的需求，为内部管理网业务系统提供资源，满足企

[1]

市轨道交通信息化安全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 。

业办公、建设、运营、BIM 的现代化、高效运作的需

2 政策要求

求，为外部服务网业务系统提供资源，满足面向乘客

网络安全已上升为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金融、能源、电

服务的精细化服务的需求。另外，云平台同时为安全
生产网业务系统提供云桌面服务，满足线网中心调度
员和运营团队的云桌面服务需求。

3.1

技术层次的主要威胁点[2]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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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立法也日趋完善。公安部《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要求依据业务类型，
实现不同安全区域的独立化、差异化防护。从安全物
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安全计算环
境、安全管理中心维度出发，实现分层次的纵深防护，
构筑由安全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的计算环境、区域边界、
通信网络三重防御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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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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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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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可能影响国计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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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安全风险分析
城轨云为安全生产网业务系统(包括列车自动监
控系统、综合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信息
系统、门禁系统、公务电话系统、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内部管理网业务系统(包括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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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安全风险
1) 城轨云与各业务系统结合时，网络边界处需采

取可靠的隔离手段。
2) 中心云平台与站段云节点通过线路通信骨干
网连接，一旦某个区域遭受病毒木马攻击，将扩散至
其他区域系统当中。
3) 中心云平台与站段云节点网络跨度比较远，中
间的网络传输节点一旦被攻击，入侵者将会对各区域
的生产系统发起攻击。
4) 云平台、大数据平台、设备、操作系统存在大
量的高危漏洞，未及时修补给病毒木马入侵提供了攻
击途径[3-4]。
5) 控制中心、车站、车辆段和停车场配置桌面云
瘦终端，缺乏 USB 接口的管控手段，在违规使用 USB
存储介质时，很容易将病毒木马传播到云平台网络中。
6) 城轨云网络当中缺乏流量监测机制，无法对数
据深度解析，无法对网络当中存在的异常流量、违规
行为、违规操作及误操作提供有效的追溯预警。
7) 缺乏宏观的数据挖掘、关联分析机制，无法通
过已存在数据分析出潜在的业务异常、隐藏攻击及敏
感信息泄露等威胁。

3.2

管理层安全风险
目前，完整有效的安全策略与管理流程的执行落

地是管理的最大难题，通过对管理体系、管理制度、
现场人员存在的违规操作行为进行分析，发现管理层
次的主要威胁如下：
1) 管理制度执行、监管不到位，导致部分制度不
能按预期落实到基层，达到预期目的。
2) 缺乏对系统操作行为的监管审计，一旦通过各
级工作站产生了违规操作、误操作，无法对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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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定位。

进行管理，实施多层隔离和保护，以防止某薄弱环节

3) 缺乏对第三方运维人员的访问控制、权限管控

影响整体安全。构建“整体防御、分区隔离，积极防

和操作审计；同时，第三方人员流动性大，存在系统

护、内外兼防，自身防御、主动免疫，纵深防御、技

内部敏感信息外泄的严重隐患。

管并重[6]”的策略。城轨云等级保护框架如图 1 所示。

4) 内控意识薄弱，需要加强安全意识培训，安全
教育常态化。

4
4.1

安全区域边界：网络安全，分区建设；威胁检测、
边界防护；入侵检测及未知威胁发现恶意代码防范。

安全防护平台总体方案

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审计、行为追溯；账号管理、
身份认证。

设计思路
基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的基本要求，根据“一

个中心”管理下的“三重保护”体系框架进行方案设
计，构建安全机制和策略，形成定级系统的安全保护
[5]

环境 。分别对计算环境、区域边界、通信网络体系

图1
Fig. 1

安全计算环境：主机防护及安全加固、数据库审
计、恶意代码查杀。
安全管理中心：运行状况集中监测；审计数据汇
总分析；补丁、策略集中管理；安全事件识别、报警[7]。

城轨云等级保护框架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levels of cloud platform in urban rail transit

4.2 设计方案
4.2.1 安全防护平台技术要求

成纵向防护机制，以多层安全保护措施实现南北向边
界保护；分别在外部服务网、内部管理网和安全生

城轨云设计方案遵循“系统自保、平台统保、边

产网的安全域内(即云的东西向)按应用系统需要定

界防护、等保达标、安全确保”的策略，云平台负责

制应用安全区，在应用安全区之间实现东西向边界

自身的安全性及等级保护定级，其中安全生产网按照

保护；在外部服务网、内部管理网和安全生产网的

三级等保进行建设，内部管理网按照二级等保进行建

安全域边界，应在物理链路层、网络层、应用层进行

设，外部服务网需与互联网出口进行重点防护。以网

自下向上的防护策略 [8]。城轨云网络安全防护平台

络安全等级保护为基础，分级分类建立应用系统的安

如图 2 所示。

全保护措施。按照外部服务网、内部管理网和安全生

城轨云网络安全防护平台采用立体纵深防御设计

产网构建安全域，并从外层到内层(即云的南北向)形

理念。纵向通过外部服务网、内部管理网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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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3 张网隔离，其中安全生产网与内部管理网间为逻

边界的数据交换平台将部分脱敏数据摆渡到外部服务

辑隔离，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与外部服务网间为

网区域，进行数据安全交互。横向通过物理和环境安

物理隔离，互联网用户不能直接访问安全生产网、内

全、网络和通信安全、设备和计算安全、应用和数据

部管理网区域的数据和信息系统，而是通过安全隔离

安全加以实现，通过管理网实现集中安全管理[6]。

图2
Fig. 2

城轨云网络安全防护平台

Security protection platform for urban rail transit cloud platform network

云平台内部信息安全体系遵循“网络+安全”的部

安全计算环境：主要按照云的架构模型组织了云

署模式，对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和外部服务网分

计算环境安全要求，IaaS 应用从平台虚拟化安全、网

别部署安全资源池，其中包含防火墙、负载均衡、数

络安全、主机安全、存储安全、终端安全等几个方面

据库审计、主机防病毒等安全系统。

考虑安全防护措施。PaaS 应用从开放 API 安全、开发

安全区域边界：城轨云按照安全生产网、内部管

环境安全、中间件安全、数据库安全、大数据平台安

理网和外部服务网进行网络规划。需对各网域考虑边

全等几个方面考虑安全防护措施。SaaS 应用从应用软

界安全防护要求，涉及外部服务网与互联网边界，外

件开发安全、应用数据迁移安全、应用系统自身的安

部服务网与内部服务网边界，内部服务网与安全生产

全等几个方面考虑安全防护措施。

网边界，安全生产网与信号系统区边界，管理网与外

4.2.2

安全防护平台管理要求

部服务网、内部服务网、安全生产网的边界，外部服

在城轨云数据中心设置安全服务管理区，功能包

务网内部区域边界，内部服务网内部区域边界，安全

括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终端安全及防病毒等功能[9]。

生产网内部区域边界，管理平台网内部区域边界，终

1) 安全态势感知。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提供整个数

端接入边界保护，站节点域边界，新建和既有系统边
界，WLAN 边界保护，LTE-M 网络边界。需建立完善
的安全边界系统，保证城轨云内边界安全。

据中心所有业务系统的安全态势。
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将采集安全资源池及其他安全
检测防护能力，覆盖全网攻击行为信息、资产及业务

安全通信网络：需考虑互联网出入口安全、网站

脆弱性信息、异常流量信息、威胁情报及未知威胁等信

应用安全防护、无线 WLAN 接入外部服务网、无线

息，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呈现，形成包括被攻击对象

LTE-M 接入生产安全网、安全集中管控、安全审计与

和攻击源识别、脆弱性识别、攻击过程及影响分析、安

态势感知等。

全风险态势等在内的多视角全方位的态势感知平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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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感知平台可分为全局态势感知、各线路态势

端统一管理；所有终端(包括上云终端及未上云终

感知。全局态势感知反映整个线网中心的宏观安全态

端)统一安装终端准入系统，实现终端准入及防病

势，各线路态势感知通过各线路、各专业系统视角了

毒功能。
3) 其他安全措施。在数据中心部署非资源池化的

解自身安全态势。
2) 终端准入及防病毒。在数据中心部署终端安全

物理防护设备，以适应融合网络环境，包括入侵检测

及防病毒平台，为数据中心所有操作终端提供终端防

(IDS)、堡垒机(运维审计)、数据库审计、WEB 应用防

护及防病毒功能。各线路侧的终端防护及防病毒需求

护网关(WAF)，以满足等保三级安全要求。

可与数据中心共用，或根据线路实际情况部署。

安全管理中心作为城轨云内所有安全设备的运维

终端分 为 两 部 分 ， 一 部 分 在 云 下 仍 为 物 理 终

平台，负责对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进行统一管理、统一

端，另一部分终端采用云桌面部署方式，终端的安全

配置、全面监测，并对审计信息统一存储、统一关联

防护由准入控制及防病毒功能组成

[11]

。终端准入控制

端服务器通过虚机方式部署，可采用云平台或安全资
源池的物理资源，实现终端侧的安全策略下发及终

图3
Fig. 3

5

分析，从而构建整体的安全防御体系[12]。
综上所述，城轨云安全防护平台总体框架如图 3
所示。

城轨云安全防护平台总体框架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cloud network security protection platform for urban rail transit

结语
随着城轨云陆续建设，不仅实现了对控制中心和

车站设备的硬件资源池化，还实现了系统资源的自动

稳定运行，使系统免受病毒、木马等攻击侵扰，减少
安全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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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全球首列可自动驾驶的储能式机场捷运有轨电车下线
8 月 22 日，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研制的全球首列应用于机场捷运系统、可自动驾驶的储能式有轨电车，
在湖南株洲下线。该车将运行于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最大载客量为 500 人，最高时速为 70 km/h。
据介绍，该列车共设 7 节车厢，采用三组 60000 F 高能量型超级电容，能储存 80 kWh 电量，是目前中国容量最大
的超级电容单体。当列车进站时，在乘客上下车的同时完成车辆充电，满载时一次充电平直道可运行 5 km 以上，续航
能力大幅提升。
节能方面，列车采用纯超级电容动力源，超级电容装置可吸收制动能量，能量回收率大于 85%，实现能量的高效、
循环利用，环保节能。该列车也是中国首个采用自动驾驶模式的储能式有轨电车，能有效节省人力，提高机场捷运系
统的运行效率，满足机场全天运行需求。
针对机场线路个性化需求，整车采用 100%低地板设计，客室内无台阶，无纵向斜坡，特别设计了较宽敞的站立区
及人性化行李架；车内采用宽幅照明灯带，大面积侧窗，宽敞明亮、视野开阔，提升乘客舒适度。
外观上，列车采用从深到浅的绿色，突出“春城”昆明的特色；车厢内天花板采用蓝天白云画面的 LED 灯光，令
人犹如置身春天里。随着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改扩建的完成，储能式有轨电车将穿梭在该机场迎接中外来宾。
摘编自 https://www.camet.org.cn/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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