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安全防護白皮書
該白皮書從數據的全生命周期介紹如何對數據進行安全防護，包括數據環境，敏感數據的定位與監控，只要是數據可能存在的地方：
傳統數據庫、文件系統、應用程序、大數據環境等，本文都給出了建議與解決方案。同時提出進行安全分析的標準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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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作為企業核心資產，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關注，一旦發生

人員安全

非法訪問、數據篡改、數據盜取，將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數

人員安全是數據安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要做的是把不

據庫作為數據的核心載體，其安全性就更加重要。

安全人員隔離到數據環境之外。因此，員工的上下班時間，進
入機房時間，來訪人員信息等都需要進行詳細的記錄。

企業核心信息的80%是以結構化信息，即數據形式存在的。數據
庫中儲存著諸如個人身份證號、銀行賬戶、醫療保險、電話記

同時還要對所有接觸到數據的人員提出以下要求：

錄、客戶數據、采購信息、交易明細、產品資料等極其重要和

能設置硬盤密碼的電腦必須硬盤密碼（包括筆記本電腦和

敏感的信息。數據作為企業核心資產，一旦發生非法訪問、數

臺式電腦）；

據篡改、數據盜取，將給企業在信譽和經濟上帶來巨大損失，

所有電腦應設置屏保密碼；

造成的後果可能使災難性的。因此，需對企業數據進行全方位

有手提電腦密碼鎖的員工應該在離開辦公座位前將密碼

的保護，建議從以下三階段，來逐步完成企業數據保護。

打亂；
所有包含有機密信息的本地數據庫應加密；
安裝抗病毒和防火牆軟件並正確運行；
僅使用合法軟件；

第一階段：企業的基本數据環境及敏感數据
保護

僅授權有業務需要的人員進入敏感系統；
網上鄰居共享文件或其他保密文件只允許有業務需要的人

保護企業數據的首要任務是保護敏感數據，建議在數據保護的

員所獲取或看到；

第一階段，企業根據自己的數據環境、業務特徵，評估和保護

當乘坐飛機旅行時，不要將筆記本電腦和其他便攜媒介放

數據環境，發現及監控敏感數據。

在檢查的行李裹面，當您通過安檢時，要對可能被偷的設
備保持警覺；

數据所在的環境安全

當乘坐機動車輛旅行時，不要將筆記本電腦和其他便攜媒

只要數據走過的地方，就存在著數據安全問題，因此要全方位

介長期放在無人看守的車輛內或尾廂內，要隨身攜帶；

保護數據所在的環境安全，網絡、用戶桌面、機房、應用程

當您必須將筆記本電腦和其他便攜媒介留在酒店時，必須

序、數據庫，每一個環境都不能放過。並能準確表述出是誰在

將其鎖在保險櫃裹；

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訪問了哪些數據。

所有電腦必須由公司專門部門來進行安裝，必須按照實名
來命名個人辦公電腦，不得假扮和隨意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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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安全

數据安全

在企業 Web 應用的各個層面，都需要使用不同的技術來確保安

從下圖數據泄露調查分析報告和對發生的信息安全事件技術分

全性。為了保護客戶端機器的安全，用戶需安裝防病毒軟件；

析，總結出信息泄露呈現兩個趨勢：

為了保證用戶數據傳輸到企業 Web 服務器的傳輸安全，通信

1. 黑客通過 B/S 應用，以 Web 服務器為跳板，竊取數據庫中

層建議使用 SSL（安全套接層）技術加密數據；使用防火牆和

數據；傳統解決方案對應用訪問和數據庫訪問協議沒有任何

IDS（入侵診斷系統）/ IPS（入侵防禦系統）來保證僅允許特

控制能力，比如: SQL 注入就是一個典型的數據庫黑客攻擊

定的訪問。不必要暴露的端口和非法的訪問，在這裹都會被阻

手段。
2. 數據泄露常常發生在內部，大量的運維人員直接接觸敏感數

止；即使有防火牆，企業依然需使用身份認證機制授權用戶訪
問 Web 應用。

據，傳統以防外為主的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失去了用武之地。
單純的通過網絡包來捕獲數據行為的安全監控方式也不能監

但是，即便有防病毒保護、防火牆和 IDS/IPS，企業仍然不得

控到直接在數據庫服務器端對數據的訪問。

不允許一部分的通訊經過防火牆，畢竟 Web 應用的目的是為用
Type
POS server
POS terminal
Desktop/Workstation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Web/application Server
Database server
Regular employee/end-user
Mail server
Payment card
Cashier/Teller/Walter
Pay at the Pump terminal
File server
Laptop/Netbook
Remote access server
Call Center Staff

戶提供服務，保護措施可以關閉不必要暴露的端口，但是 Web
應用必須的 80 和 443 端口，是一定要開放的。可以順利通過
的這部分通訊，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惡意的，很難辨別。
Web 應用是由軟件構成的，那麼，它一定會包含缺陷 (bugs)，
這些 bug 就可以被惡意的用戶利用，他們通過執行各種惡意的
操作，或者偷竊、或者操控、或者破壞 Web 應用中的重要信息。
因此可以看出，應用安全並不能保證最終的數據安全：
1. 網絡脆弱性掃描工具，由于它僅僅用來分析網絡層面的漏
洞，不瞭解應用本身，所以不能徹底提高 Web 應用安全性;
2. 防火牆可以阻止對重要端口的訪問，但是80和443端口始終

Category
Servers
User devices
User devices
User devices
Servers
Servers
People
Servers
Offline data
People
User devices
Servers
User devices
Servers
People

All Orgs
50%
1%
35%
<1%
18%
34%
8%
<1%
6%
80%
6%
98%
3%
1%
3%
2%
3%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Larger Orgs
2%
<1%
2%
<1%
12%
36%
13%
<1%
33%
82%
33%
98%
5%
<1%
10%
2%
0%
<1%
296
<1%
0%
<1%
5%
<1%
5%
<1%
7%
<1%
7%
<1%

要開放，我們無法判斷這兩個端口中通訊數據是善意的訪問
數據庫在這些泄露事件成為了主角，這與我們在傳統的安全建

還是惡意的攻擊;

設中忽略了數據庫安全問題有關，在傳統的信息安全防護體系

3. SSL 可以加密數據，但是它僅僅保護了在傳輸過程中數據的

中數據庫處于被保護的核心位置，不易被外部黑客攻擊，同時

安全性，並沒有保護 Web 應用本身;
4. 每個季度的滲透測試，無法滿足處于不斷變更之中的應用。

數據庫自身已經具備強大安全措施，表面上看足夠安全，但這

只要訪問可以順利通過企業的防火牆，Web 應用就毫無保留的

種傳統安全防禦的思路，存在致命的缺陷。

呈現在用戶面前。
安全泄露事件的主要目標是數據，數據泄露的主要起源地是數
據庫服務器。客戶的極具敏感信息存儲在數據庫服務器上：
·財務記錄
·客戶信息
·信用卡信息和其它帳戶信息
·個人身份信息
·就診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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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必須要解決以下問題，保障自身的數據安全：

需要經常對數據庫進行脆弱性評估，脆弱性評估是幫助保護和

· 數據庫被惡意訪問、攻擊甚至數據偷竊，而您無法及時發

增強客戶的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過程，通過自動化分析一系列

現、追蹤並阻截這些惡意行為；

已知漏洞；這些深度評估可檢測補丁級別和數據庫配置，突出

· 數據庫遭受惡意訪問、攻擊後，不能追蹤到足夠的證據；

環境漏洞，快速修復問題，並維護關鍵的企業數據，使其免受

· 不瞭解數據使用者對數據庫訪問的細節，從而無法保證對數

內部及外部威脅侵害；同時需要保持嚴格遵守職責分離之間的

據安全特別是敏感數據的管理；

審計和管理，並不斷將其與行業最佳實踐進行比較，更新最新

· 來自內部的威脅：特權用戶隨意修改配置、改變或盜取數

研究及廣泛且複雜的异構數據庫。

據，沒有明確職責分工。
脆弱性評估通常至少需要包含以下部分：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信息安全特別是敏感數據的防護

·安全配置評估

還需要面對越來越多的強制性規定及來審計問題，包括各種

如：數據庫配置，操作系統配置，權限及賬戶設置，共享憑

財務法律法規（比如 Sarbanes-Oxley Act）、行業規定（比

證檢測等；

如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 [PCI

·數據庫基礎設施分析及脆弱評估

DSS]）和地方性數據隱私法律。每個法律法規都側重于獨特的

如：數據庫服務器上的操作系統補丁級別，數據庫服務器補

方面，但是它們都要求組織探測、記錄和糾正對敏感數據的未

丁級別，流量觀察等；

授權訪問和更改，包括由特權用戶執行的操作，還要求提供安

·脆弱報告及建議措施

全審計跟蹤以便檢驗合規性。信息安全和數據庫經理必須努

對于發現的各類問題，需要有完整的分析與報告，並給出解

力實現這些控制方式，尤其是在監視特權用戶方面。對企業

決方案；

聲譽風險和敏感數據保護的高度關注還促使企業加強內部安

·合規性驗證
如針對不同行業需要符合 PCI、DSS 及 SOX 等法規要求實施

全控制。

一些控制措施，以防止未經授權情況下修改和訪問敏感數據。
·數據保護服務

面對合規審計的要求，企業往往面對以下挑戰：

及時處理脆弱報告發現的問題，結合流量分析，設置動態安

·針對數據庫、應用系統日志的審計只能做事後分析，周期

全保護，如：該系統通過實時觀測所有數據庫事務發現漏

長，且無法進行持續性審計；

洞，如數據庫錯誤過多(表明可能發生SQL注入攻擊)；

·審計缺乏規範性，無法有效成為公司的安全管理規範且滿足

·確立長效機制

外部審計需求；

僅只有評估、分析和保護並不完整，需要將所有對于數據庫

·人工審計面對海量數據，無法滿足100%可見性，造成審計不

安全的內容自動化，長效化並持續監督其執行與核查。

完整；
· DBA 權責未完全區分開，導致審計效果問題。

對于數據庫環境的脆弱性檢測在基于美國國防部創建的計算機

評估數据環境

互聯網安全 (CIS) 基準、數據庫安全技術實施指南 (STIG) 等

企業的數據環境多種多樣，無論部署在雲端還是普通的服務器

行業標準中均有明確的定義和要求。

上，都需要保證數據環境的安全性，必須對各個系統上的數據
庫配置、認證和權限設置等及可能由此產生的問題進行積極嚴

保護數据環境

格的評估和審查。尤其對于雲環境的，需要求數據雲服務商提

絕大多數數據庫環境的變更均通過數據庫引擎發生。對于大多

供獨立第三方的數據訪問報告，而不是數據運營商自己的報告

數數據庫類型，數據庫控制和配置均通過特定的 SQL 命令，或

來證明數據環境的安全性。

者由數據庫管理員或（數據庫）安全管理員執行的存儲程序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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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數據庫整體環境後，需要持續偵測影響數據庫安全性的
配置變更，對已經達到評估要求的數據庫環境進行鎖定及保
護，以保證符合評估要求的數據庫配置等項目。
綜上所述，數據庫是一項在操作系統級別上安裝的程序，並且
依賴操作系統的服務。許多配置元素均駐留在操作系統結構
內，而不是位于數據中。
這樣的例子還包括文件、注冊表值及環境變量。這些文件和值
大多能控制某些最為重要的數據庫安全性方面。數據庫身份驗

數据庫數据安全

證的方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幾乎所有的數據平臺中，管

定位敏感數据

理員均可以通過變動一個這樣的值（要麼與 SQL 一同使用，要

對于擁有大量敏感信息和數據的企業而言，如何在使用重要數

麼替代 SQL）來變更數據庫驗證用戶身份的方式，顯然，如果

據的同時，將數據泄露和損失的風險降到最低，始終是一個

管理員修改和使用較弱的身份驗證方法則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安

嚴峻的挑戰。隨著企業級業務的快速發展，以及 IT 系統應用

全漏洞。因此，必須監控和警惕這種狀況的出現。

的越來越普遍，企業內部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敏感信息和數據。
而這些數據，在企業信息的很多工作場景中都會得到使用，例

因此，建議通過監控及審核以下內容，達到綜上目的：

如，客戶信息，行業數據，業務分析、產品開發測試、甚至是

· 跟蹤數據庫引擎範圍外可能影響數據庫安全性的所有變更

一些外包業務等方面，使用的都是真實的業務數據和信息。這

·與數據庫活動監控相輔相成，提供全面的數據庫監控

些敏感的數據，一旦發生泄漏、損壞，不僅會給企業帶來很大

·跟蹤可能影響數據庫安全狀況的數據庫配置文件及其他外部

的損失，更重要的是會大大影響用戶對于企業的信任度。

對象變更，如
3 環境/注冊表變量
3

為了保護信息安全，首先您必須知道敏感數據存在哪裹，發現

配置文件(例如SQLNET.ORA、NAMES.ORA)

和定位敏感數據，明確網絡環境中的數據庫的分布情況。根據

3 外殼腳本

定義的敏感數據類型及模式自動的發現包含該敏感數據的所有

3 操作系統文件

信息，同時為該敏感信息分類。

3 Java  程序等可執行文件
· 實現所有治理及風險管理的必備模塊

要達到上述目標，首先對網段內所有數據庫服務器進行掃描，
發現所有數據源。其次，定義目標敏感源，如：名字中含有某

架构安全

些內容的數據表；或者數據內容為某一類型：文本類型、數字

在搭建數據安全監控平臺時要做到以下幾點：

類型、時間類型等，數據內容匹配某一格式，如：信用卡號。

· 可監控未經過網絡的本地數據操作行為；

之後，開始掃描所有數據源，包括數據服務器上的所有表，圖

·支持職責分離，進行安全監控的負責人可以對數據庫沒有操

視，同義詞等，定位到與敏感源相關的信息。在某個數據庫的

作權限；

某個表的某個字段中含有敏感信息。發現數據庫內的敏感數據

·安全監控人員權限管理；

後，使用智能數據庫抓取搜索自定義模式來分類數據。一旦找

· 收集和標準化數據用于高效存儲；

到敏感對象，自動標記有元數據的分類，如〝合規記錄〞，並

·所有審計數據統一存儲；

加入到具有類似性質的項目，從而確保適當的政策會自動應用

· 數據即時顯現和高度保護；

到具有類似屬性的對象中。

·加密數據庫依然可被監控；
·在進行數據安全監控和保護時，要通過權威的第三方提供監
控報告，而且報告內容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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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保護敏感數据

關聯操作記錄及控制

敏感數據對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應用有著不同的涵蓋範疇。

在關係型數據庫系統中，不同的數據表中保存不同的數據，而

通常來講涉及到個人隱私的信息（比如，身份證號，聯繫方式

這些數據表之間相關聯。直接訪問某張數據表的數據看起來沒

等）都是敏感信息，不同的行業敏感信息又有各自獨有的特

有安全問題，表之間關聯訪問有可能將一些敏感的數據泄漏出

點，例如，通信行業中的通話記錄，醫療行業的診療記錄等。

去。例如，在醫療系統中，單獨訪問患者的就診信息，和治療
信息都是安全的，但如何將這些信息關聯起來訪問便可以大致

識別，監控，保護數據庫系統中的敏感數據是當前數據庫安全

判斷病患者的病情等敏感信息。

的一個關鍵點。
· 識別：指出數據庫系統中哪些數據是敏感數據。

因此，對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應用系統，需要分析關聯操作

·監控：無論是數據庫系統管理層，還是應用層對于敏感數據

可能帶來的安全隱患，並加以記錄及控制。

的訪問都應當受到監控，確保敏感數據訪問的合法性，合理

返回值中敏感數据

性，安全性。
·保護：數據庫中的敏感數據應當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例

為防止第三數據泄漏可能帶來的不安全隱患，敏感數據對于所

如，歸範用戶對訪問敏感數據的訪問權限，敏感數據的展現

有的數據庫用戶來說都應當一視同仁的。擁有訪問權限的用戶

方式是否需要漂白，脫敏處理等。

訪問數據庫中的敏感數據時，該如何處理呢？可以肯定的是，
敏感數據不能〝赤裸裸〞地直接展現給訪問用戶，數據庫安全

多個層面限制敏感數据的修改、訪問

機制需要對這些數據加以保護，例如，敏感數據脫敏，漂白，

對于敏感數據的訪問需要從多個層面加以保護，限制。

在保證敏感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其數據本身始終遵循數據庫系

·權限控制：這是敏感數據訪問控制的第一層。為不同的數據

統及應用程序的定義。

庫用戶定義不同的訪問權限級別，不同的訪問權限對于敏感
數據的讀寫有不同層次的限制。因此，規劃數據庫用戶訪問

特權用戶的訪問記錄

權限是保護敏感數據的第一步。

在很多情況下，數據庫系統特權用戶的不正當操作有可能會威

·敏感數據訪問途徑：用戶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訪問敏感數

脅整個數據庫系統的安全。在生產環境中，對于特權用戶的訪

據，比如應用程序，數據庫管理平臺等。如果只針對應用程

問有嚴格的審查流程，包括何時訪問，執行哪些操作，執行順

序對于敏感數據的訪問加以限制，而忽視數據庫管理平臺的

序等等。記錄審計特權用戶的訪問記錄，可以確保特權用戶在

控制，敏感數據的泄漏依然會是系統安全的一大威脅。因

正確的時間完成了正確的操作，審查是否有越軌行為的出現，

此，敏感數據訪問途徑也是敏感數據管理需要考慮的一個重

進而保證數據庫系統的安全。

要層面。
動態訪問遮蔽

可疑行為阻斷

動態訪問遮蔽是在實際生產中最常用的功能。一些包含有敏感

當一個〝可疑〞用戶或者合法用戶用一種〝可疑〞的訪問方式

信息的數據庫，在不限制用戶訪問的情況下，需要對敏感信息

嘗試訪問數據庫的敏感數據時，系統的安全機制應當將其認定

進行動態遮蔽。比如，存儲有關客戶個人信息，例如，身份證

為一次的可疑的訪問行為，予以阻斷。所謂阻斷，類似于防火

號碼，電話號碼，電子郵件等，應該對這些敏感信息進行部分

牆的安全機制，將不安全因素隔離在當前系統之外，確保當前

或者全部遮蔽，來達到數據安全保護的目的。再例如，對一個

系統的安全。數據庫系統的安全管理應當涵蓋可疑行為的定

公司來說，對員工最敏感的工資信息，更需要動態訪問遮蔽來

義，並針對不同的可疑行為采取相應的阻斷措施。

保護員工個人信息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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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動態訪問遮蔽是在不確定能夠排除那些用戶，那些訪問

加密可以掩飾數據，並將它轉化為〝加密〞格式，以保護數據

地址，甚至那些字段為可疑或者有害訪問時，關注數據內容本

庫內的隱私。要在用戶界面中查看、進行報告以及其他開發和

身，抓住敏感信息點，並有針對性地對該部分信息進行動態訪

測試活動時，數據又將解密回原始狀態。大部分情況下，開發

問遮蔽，從而達到保護數據安全的目的。

人員和測試人員在查看應用程序屏幕、輸入數據、運行報告，
執行開發和測試活動時將看到解密數據。儘管加密可以在數據

數据庫异常監控

從數據庫中被盜時提供保護外殼，但是一旦數據解密後將無法

數據庫异常需要引起重視，一些有特殊權限的賬號在短時間內

防止盜用（例如，如果用戶複製數據）。當數據被導出數據庫

連續登錄失敗多次，需要提高對該賬號的監控，記錄該异常發

並導入到電子表格或者其他文件格式時，加密不再有效，數據

生的時間、IP信息、操作系統用戶信息，對賬號進行凍結，實

將處在風險之中。只要能夠看到數據，就可以複製數據。

時報告該類异常操作。
數据漂白是保護測試數据的有效手段
多次嘗試查詢不存在表的行為，需要記錄並報警，根據异常次

由于業務上的需要，很多企業需要在非生產環境中使用生產系

數實時阻斷該用戶的連接，防止非法用戶猜測、攻擊含有敏感

統的真實業務數據，比如在測試系統中用真實數據運行各項測

信息的數據庫表。

試用例、在培訓系統中用業務數據進行演示等等。在應用于非
生產環境時（開發人員、測試人員和培訓人員需要訪問真實數

對于數據庫的死鎖等异常信息，要做到實時報警，確保數據庫

據），在生產環境中保護隱私的標準方法可能不再有效。而往

正常工作。

往在非生產環境中不具備生產環境中的各項數據保護措施，如
權限控制、訪問控制等等，使得在這些環境中對生產數據的保
護面臨嚴峻的挑戰。再加上測試環節的複雜性，如引入第三方
測試夥伴，數據分發過程等，數據安全更加難以保證，數據泄

第二階段:測試庫及非傳統敏感數據的保護

露的風險很高。

測試數据管理
大部分組織已經有正式的應用程序開發生命周期流程。大部分

大部分企業的生產環境都建立了安全和訪問限制，以防止泄

組織已經意識到創建數據管理和數據治理戰略的需求。在生命

密。標準安全方法適用于網絡級別、應用程序級別以及數據庫

周期中使用定義明確的實踐集合保護數據可以確保它在開發、

級別。組織甚至可以應用程序開發最佳實踐，作為日常流程的

測試和培訓活動中仍然能夠得到保護。從相關行業測試數據管

一部分，以確保應用程序代碼的編寫更加安全。但是，這種保

理以及數據隱私保護項目的運行經驗看，在非生產系統中使用

護性方法無法適用于所有環境，因為在生產中保護數據的方法

真實數據進行測試前，先將數據漂白然後再分發、使用是保護

無法滿足保護非生產環境 （測試、開發和培訓）的要求。

數據的有效方式。數據漂白（又叫數據脫敏或數據變形）是指
在非生產環境中將涉及個人隱私或其它需要保護的敏感業務數

在非生產環境中保護數据

據，進行移除、屏蔽以及轉換的一系列系統過程，目的是將敏

在數據落入不當的人手中時確保數據得到保護是最佳的解決方

感數據進行脫敏處理，以達到對其保護的目的。數據漂白需要

案。身份鑒定防護和屏蔽是確保任何人無法使用被盜、泄密、

明確數據漂白範圍、確定數據漂白需求，以及實現有效的數據

丟失數據的方法之一。在非生產環境中，數據身份鑒定防護是

漂白技術。

一個系統化的流程，它可以移除、屏蔽、轉換，可以確定個人
信息或其他不得公開的機密數據元素。數據屏蔽使開發人員、
測試人員和培訓人員可以使用符合實際的數據並生成有效的結
果，同時遵守隱私保護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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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敏感數据的類別

數據表以及不同的數據庫，為保證漂白數據的一致性帶來難

什麼樣的數據是敏感數據？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根據不同

度。業務語義不變則是許多測試案例的硬性指標，如保證數

業務系統的特點、測試背景而各不相同。通常可能被視為敏感

據格式不變、保證業務數據在合理的取值範圍等。總體上來

數據的業務數據包含客戶個人隱私數據以及某些關鍵的敏感業

講，業務規則是千變萬化的，數據漂白需要根據不同的漂白

務數據：

需求設計不同的漂白流程，但如果數據漂白方案設計沒有考

·個人隱私數據 : 姓名，身份證號碼，地址，電話號碼 / 聯

慮通用性，會帶來管理上的問題以及不能適應漂白需求的變

繫電話，郵箱地址，所屬城市，郵編號碼等。

化，最終導致數據漂白項目不可控。因此數據漂白設計時需

·其他敏感業務數據（關鍵業務數據）：組織機構名稱，客戶

要綜合考慮業務規則以及漂白通用性。

賬號信息 （ 銀行賬號等 ） ，營業執照號碼，交易日期，

·漂白結果一致性與不可逆需求：在數據漂白項目中，同樣的

識別碼 （ 交易號、系統唯一 ID 等 ），密碼類 （ 如賬戶

數據進行多遍漂白的情況是很常見的：如分別對不同的子系

查詢密碼、取款密碼等 ）。

統進行异步漂白；或者對一個系統按照不同條 件進行任務劃

具體數據漂白項目中涉及的敏感數據範圍，需要由業務人員以

分，使同樣的數據（不同時期的客戶訂單中同一客戶的姓名

及漂白項目人員共同確定。明確敏感數據範圍之後，下一個問

數據等）出現在不同的任務中。因此保證不同漂白過程中漂

題需要確定數據漂白的具體需求，即明確數據漂白要做到什麼

白結果的一致很重要，而做到漂白結果最理想情況是能做到

程度、漂白成什麼樣的目標數據。

數據值的一一映射。然而實現一一映射卻會帶來另外一個問
題：被變形的數據有可能會被逆轉，得到真實的原始數據，

數据漂白需求以及常見的三對矛盾

從而失去數據漂白的意義。綜合考慮這兩個因素，一個有效

數據漂白對數據安全、數據質量、漂白效率等各個方面都有不

解決手段是實現可控規則的一一映射，即：將實現數據映射

同的要求，而各個需求之間有相互關聯的特點：

規則的人員和實施數據漂白的人員分開，設計人員負責實現

·去隱私化與保持真實性：數據漂白的基本原則是對隱私數據

映射算法並保證算法的不可被逆推，保證在有效取值範圍內

進行脫敏處理，然而過度的處理往往會帶來負面的問題：數

實現一一映射，同時保留 外部能影響映射的參數。而實施人

據失去了原有的格式以及含義，不滿足測試對數據保持仿真

員在實施數據漂白項目時才指定控制參數，進而得到唯一的

度的要求。比如在客服培訓系統中如果將客戶姓名〝張三〞

映射規則。

轉換為隨意漢字組合或者亂碼序列〝A%#LK 嗑〞，將會使培
訓人員不易識別甚至帶來困惑，從而影響培訓效果。因此，

概括來講，敏感隱私數據的保護實施方案要具備以下一些功能：

數據漂白在脫敏保證數據安全的同時，也需要保持原來業務

·身份鑒定防護功能，使用符合實際但虛假的數據屏蔽機密應

數據的特點才能保證其在測試場景中的可用性。

用程序數據；

·保持業務規則與漂白通用性：保證數據業務規則不變是數據

·應用程序感知屏蔽功能，可以確保屏蔽的數據類似于原信息

漂白的基本要求，包括：保持漂白數據的數據關聯性以及業

的結構和特徵；

務語義不變等。其中數據關聯性包括主外鍵關聯性、關聯字

· 上下文感知、預打包的數據屏蔽實用程序，可以輕鬆保護能

段的業務語義關聯性等。保持主外鍵關聯是保證數據一致性

鑒別身份的數據元素，比如信用卡編號、社保編號和電子郵

的重要保證：如客戶表和訂單表通過客戶號碼進行關聯，如

件地址；

果將客戶表的客戶號進行漂白，而訂單表的客戶號沒有漂白

·持久屏蔽功能，跨應用程序、數據庫、操作系統和硬件平臺

或者漂白為不一樣的數值，會出現數據不一致性。而業務語

持續傳播屏蔽的替代值；

義關聯是指不同字段沒有直接的主外鍵關聯，但在業務含義

·屏蔽數據的參照完整性，確保成功測試和開發；

上確實有相互關聯的，比如，客戶地址與郵編號碼有語義關

·幫助維護對國家和全球數據隱私規則和要求的遵從性；

聯，客戶表中的客戶名稱字段與郵寄地址表中連絡人的客戶

·實現和使用簡單。

名稱有語義關聯。通常數據庫中的冗餘設計容易帶來這樣的
語義關聯。而真實情況往往更複雜，比如關聯數據跨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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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敏感定義的擴展性：每個系統所產生文件的信息不同，同時

文件系統安全
監控重要文件操作

不同行業對什麼是敏感信息的定義也會不一樣，應該允許不

隨著各種電子設備的迅速推廣，以及互聯網應用的快速發展，

同系統下監視不一樣的重要文件。

每時每刻都會有大量的文件帶著各種信息在網絡上傳播,確保

5. 監視的完整性：重要文件有可能來自于單個用戶的簡單操

這些文件的安全訪問，特別是監控一些包含敏感信息的重要文

作，也有可能產生于某些系統的輸出，而往往這些文件散落

件，是每個企業和個人實現數據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在系統各個文件路徑中，如果全部監控，對系統的性能和其

但是在日常文件管理中，容易出現下面這些安全隱患：

它非重要文件的操作必然有影響。應確保將包含敏感信息的

· 一些重要文件被不小心刪除；

所有這些重要文件都定位出來，以便集中監控起來。

·重要文件都是什麼時候被誰修改了，修改歷史不能追溯；
為了防患于未然，對于重要文件的監控，建議采取以下幾個階

·敏感信息的內容有變化，不知道到底有哪些文件包含敏感

段實現：

信息；
·非管理員用戶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重要文件；

第一階段是準備計劃階段：基于現有系統，將重要文件劃分出

·有黑客攻擊重要文件，如何最快知道。

來，在文件系統下進行有效的組織；界定業務用戶和系統用戶
權限，從而找到相對應的重要文件權限。

其實系統中的文件存在脫離不開以下五大因素:

第二階段是預啟動查漏階段：按照一定安全規則將文件系統監

1. 文件路徑 Where: 在主存儲之外，無論是大容量的存儲系

控起來，評估系統上各個應用的運行情況，有針對性地對一

統，還是便攜的移動存儲，文件在系統中都必須以具體的文

些重要文件進行操作，驗證監控功能。按照預定義掃描文件系

件路徑才能進行各種操作。

統，以免有新的重要文件產生。
第三階段是監控運行階段：基于定期檢查文件監控日志，建立

2. 操作用戶 Who: 從文件的生存周期看，從創建到消失，都離

相應的文件安全分析，基于新的需求從而豐富安全規則。

不開各種用戶主動發起的操作。
3. 時間屬性 When：現在各個操作系統都會清楚記錄文件的創建
時間和最近修改時間，從安全管理角度看，文件的任何修改

文件加密

甚至消失，時間紀錄尤為重要。

敏感數據不僅可能在流動的過程中被竊取或篡改，也可能在
〝靜止〞的狀態被拷貝和篡改，導致信息泄露。那麼如何保護

4. 文件操作 Action：依照不同用戶的不同需求，文件操作使文

〝靜止〞的敏感數據呢？ 通常采用的防護辦法是〝加密〞，

件在系統中活躍起來。

談到加密就涉及到秘鑰的管理。所以目前比較高級的加密保護

5. 內容 What：文件中包含的信息是它存在于系統中的必要條

系統是一個服務器管理多個文件服務器。服務器負責統一生成

件，內容的變動必然來自于上述四個因素的聯合作用。

密鑰並負責管理密鑰，並使用指定的密鑰對用戶指定的敏感數
基于上述五個因素，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考慮針對重要文件的

據文件或目錄進行加密或解密，還根據用戶設定的安全策略來

監控：

限制哪些用戶可以訪問哪些敏感數據（解密過程對用戶是透明

1. 監視的細粒性：文件在系統中發生的任何變化，都可以追溯

的），哪些應用程序不允許訪問敏感數據，哪些用戶只能在特

到在什麼時間，是什麼用戶以何種操作修改了哪個具體文

定的時間（如工作時間）訪問敏感數據等，所有觸發安全策略

件；同時也可以有方法通知到相應的安全人員。

的訪問行為都被記錄下來，供日後審計使用。在實際使用中，

2. 控制的靈活性：無論是針對單個重要文件，還是一些聚集在

可以對數據庫的歸檔文件進行加密，該文件僅供管理員用戶使

某些目錄下的多個文件；無論是單個讀寫命令，還是各種文

用，其他用戶無法訪問該文件（因為該用戶看到的是密文）。

件操作；無論是指定單個用戶或者多個用戶，還是針對所有

也可以對HADOOP系統中的數據節點上的文件進行加密，防止敏

用戶，均可以對重要文件進行控制。

感信息在文件系統級別被泄露。

3. 控制的時效性：每個文件在系統中都有訪問控制屬性，隨著
文件內容的變更或者安全要求的修改，在不同時期對某些文
件的控制會有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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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序安全

移除應用中的隱含信息

企業的安全需求多種多樣，為了滿足不同的應用需求，僅僅通

在應用程序的代碼裹，有時標簽中包含敏感信息，因此需要對

過數據庫安全監控已經並不能滿足企業需求，例如：

可以查看的源代碼進行全面掃描分析，對敏感信息進行屏蔽。

·不是所有的應用都是基于數據庫的，包括一些敏感圖片等；

如下

·應用中展示的信息可以是通過某種方式計算出來的，不是單
應用程序內容屏蔽權限設置

純的從數據庫裹拿取數據；

信息安全很重要的一點是權責分離，因此要設定不同的用戶權

·應用中的隱含信息包含敏感內容，如網頁中的標簽；

限來實現不同的任務：
·應用用戶: 應用程序的使用者，但不允許看到所有信息，用

屏蔽的應用界面

戶正常使用應用程序，但是敏感信息需被屏蔽。

敏感信息可能存在于應用界面的某一列。需要能根據該列的內

·系統管理員: 配置系統以符合某些隱私規則，創建、編輯基

容特徵進行屏蔽，某一<table>標簽中的某個<td>
<table class="bz_buglist" width="100%" cellspacing="0"

于內容和基于上下文行為屏蔽規則。基于內容的規則，適用

cellpadding="4">

于文本結構，通過簡單的正則表達式定義哪些文字被屏蔽，
基于上下文行為的規則，適用于屏幕上的結構或者布局，定

在圈定要屏蔽的模塊或內容時，需可以指定用什麼內容來對圈

義 JavaScript 行為，在一個單一信息上執行，通過選擇工

定部分進行替換。

具，告別〝手工〞編寫腳本, 實現可視化的創建規則，易于
自定義規則。
·安全保密員: 跟蹤檢查規則的遵守情況，製作查看報表。
應用程序安全与數据庫安全相結合
信息安全不僅限于應用程序安全或者數據庫安全，它需要綜合
考慮各種場景，有信息的地方就需要考慮信息安全問題，因此
應用程序的安全也需要滿足一下要求：
·通用性：在協議層實現屏蔽，支持大範圍的應用；
·可拓展性、易用性：支持基于環境的屏蔽（不僅僅局限于正
則表達式）；
·完整性：和數據庫安全無縫集成，可通用同一套策略
·擴寬性：可以簡單地擴寬到雲或者移動端用戶實例

除了對文字進行屏蔽外，還要對一些特殊格式的敏感信息進行
屏蔽和替換，如圖片，表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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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檔及大數据安全

大數据安全与其他數据庫安全聯合分析

監控記錄歸檔

大數據環境下應用多樣化，敏感信息的存放通常也不僅限于某

對于數據安全監控數據，要做到定期歸檔，同時要對歸檔數據

一應用。在進行安全分析時，應對多種應用監控結果進行聯合

進行加密保護，防止歸檔數據丟失或被篡改。

分析，防止同一攻擊者通過不同應用獲取多樣信息，從而進行

歸檔後的數據要方便恢復，並能把恢復後的數據和當前已有數

信息疊加。如：Hbase 中的藥品信息和 Hive 中的病人信息如

據合並起來，方便聯合分析、追溯問題。

果被同一個人獲取到，會導致病人隱私泄露。因此，需要實時
分析並監控，多應用操作行為。

大數据安全
大數據不僅意味著海量的數據，也意味著更複雜、更敏感的數

如果企業中，大數據環境與傳統數據庫環境同時存在時，要同

據，這些數據的大量彙集使得在一次攻擊中可以獲得更多的信

時監控大數據和傳統數據庫，並生成聯合統一的審計報告，

息，信息泄露風險大大增加。大數據並沒有傳統關係型數據庫

防止多數據庫查詢結合查詢，利于追溯問題。如：在 DB2，

那麼完善，自身的安全管理機制還不健全，存在很多安全隱

Oracle，Hadoop 中同時存有相關敏感信息，在監控時，需智能

患。因此，無論使用的是開源 Hadoop，還是企業級大數據，都

判斷出不同數據庫訪問行為是否為同一人操作。並跟蹤該操作

要對其進行信息安全管理。

人員的所有行為。

大數据環境多种應用的監控

第三階段：數據安全智能分析

大數據環境的多樣性，給大數據安全帶來了更大的挑戰。需要
同時在各節點上對多種大數據應用進行監控：HDFS, Hbase,
Hive, Impale, MapReduce 等。從不同角度，細粒度的對大數

智能的數据安全防御

據環境進行全方位保護，根據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和

過去幾年，大量政府機構和知名公司都遭到高級的有針對性攻

方式對其進行跟蹤、分析，防止特權用戶進行非法或可疑的行

擊，許多高級威脅的受害者擁有最新的檢測和防禦系統，但

為，同時抵擋欺詐用戶或外來者的攻擊，做到事中報警。

仍未能阻止威脅。通常情況下，企業對于高級威脅往往準備不
足，原因在于：

為了方便追溯問題，要做到事後審計。覆蓋所有數據庫活動的

·過度依賴基于簽名的安全技術，敏捷性不高，只能檢測出已

連續、詳細的追蹤記錄，並進行實時的語境分析和過濾，從而

知的惡意文件與通信內容，因而無法對零日漏洞及攻擊做出

實現主動控制，生成審計員需要的具體信息。生成的結果報表

有效回應

使所有數據庫活動詳細可見，如登錄失敗、權限升級、計劃變

·對于自動化安全方案存在錯誤認識，認為方案部署結束後就

更、在非規定時間或來自非法程序的訪問、敏感數據表訪問

一勞永逸，享受由其提供的完整保護與攻擊預防、檢測功

等，這些活動是否合規一覽無餘。例如，監控所有的：

能。事實上，沒有經驗豐富的安全分析人士介入其中，沒有

·安全异常事件，多次登錄失敗和錯誤的執行命令；

哪種自動化工具能夠真正在攻擊活動出現時做出及時響應。

·非授權用戶的訪問；

人的介入在安全分析流程中的重要意義不可替代。

· 敏感數據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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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Verizon 調查報告指出，99%的違規會導致數據在幾天

問題追溯

甚至更短時間內受損，而85%的違規需要幾星期甚至更長時間才

多系統多數据庫安全監控結果聯合分析

會發現。

數據的價值不是獨立存在的，通常，把從各種系統各種數據庫
中得到的數據結合起來時，會獲取到更多有價格的信息。因

為了解決以上問題，信息安全領域的大數據分析的價值備受青

此在進行數據安全監控時，也需要把各系統的監控結果聯合

睞。智能的數據安全分析系統通常由如下功能模塊組成：

分析。

1. 數據收集：實時捕獲對敏感數據的訪問事件（特別是特權
用戶對敏感數據的訪問），並將所有訪問事件匯總到存儲

跨數据庫分析

系統中。

企業數據庫的多樣性，要求在進行數據安全監控分析時，不能

2. 數據提取：根據調度時間，定期從存儲系統中抽取必要的數

只獨立分析某一數據庫，需智能的分析出該用戶的一系列操

據，生成通用格式的文件供分析系統處理。

作。這就要求數據安全監控與分析支持多平臺多數據庫。如：

3. 分析用戶的訪問行為，建立安全模型：根據已有的數據，從

DB2、Oracle、Hadoop、MySQL 等各種數據庫監控結果聯合

用戶、數據服務器以及與時間、訪問對象和訪問方式的組合

分析。

等多個維度，來分析用戶的訪問行為，建立完整的數據安全
模型。該安全模型通常在最初時間建立，然後再定期通過機

跨系統分析

器學習的方式不斷修正。

數據安全不應只局限于數據庫安全，應把數據庫安全分析結果

4. 實時分析用戶的訪問行為，並與安全模型比較，得出分析

與其他系統安全分析結果相結合。

結果: 根據評分高低，將風險事件可分為〝嚴重〞和〝中

·數據庫表內數據與數據庫環境：某人先修改了數據庫配置

等〞；根據評分的類型，將風險事件分為〝新事件〞（如某

文件，使數據庫不在進行日志記錄，之後有查詢了某些數

用戶去訪問某個從未訪問的對象，或者以新的方式去訪問某

據表；

對象），〝高頻率事件〞（如某用戶訪問某服務器的次數突

· 數據庫表內數據與操作系統環境：某人先修改了注冊表，使

然大幅度增加）和〝失敗事件〞

一些監控信息無效，再查詢某些數據表；

5. 分析結果展現：所有分析結果以可視化的方式展現，高風險

·數據庫表內數據與文件：數據庫表中查詢出文件所在的位

事件以紅色標示，中等風險事件以黃色標示。同時，還為所

置，再對該文件進行替換或修改。

有分析結果生成索引，方便快速搜索，特別是日後調查取
證。另外，還可以根據時間段實時統計用戶的訪問行為，如

這種聯合查詢的案例並不是少數，並且帶來的危害要遠大于單

訪問了多少數據服務器及服務器列表，哪些時間訪問（具體

獨攻擊某一系統，而且難于發現。因此在做數據安全分析時，

到分鐘），以及如何訪問敏感數據等

要全面覆蓋各種系統，並支持各系統分析結果的無縫連接。

6. 用戶響應：任何自動化的系統都不是萬能的，需要一定的人
工干預，所以提供了用戶反饋界面，經驗豐富的安全分析人
士可以對异常事件及時做出響應，比如忽略還是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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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監控結果与其他信息聯合分析
除了數據庫監控結果和操作系統監控結果相結合外。信息安全
還應該全方位考慮其他多種因素，如人員基礎信息：
·安全監控結果與人員刷卡考勤記錄的聯合分析：某人在公司
的時間與其操作數據庫的記錄；
·安全監控結果與人員生理信息的聯合分析：某人心跳信息與
其操作數據庫的記錄；
·安全監控結果與已有歷史報表的聯合分析

全方位保護數据
發現敏感數據，評估數據環境，加固數據環境，監控數據安全
並實施采取安全措施，自動生成細粒度審計報表，全方位，全
周期確保敏感信息不被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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