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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概述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浪潮在各行各业的广泛渗入及升级换代，数

据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基于数据的开放与开发推动了跨组织、跨行

业、跨地域的协助与创新，催生出各类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全面激活了人类的创造

力和生产力。

国内外众多行业大力推进自身业务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考虑系统的安全风险和防护建

设。近年来在国内外发生的包括勒索软件（WannaCry）感染事件、“震网”病毒事件、

酒店2000万入住信息遭泄露等众多典型数据安全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大数据在为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安全风险。促使了国家和社会逐渐

重视信息安全问题。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时度势，决定尽快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国家信息化

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意见》，实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重点保护基础信息网

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要求抓紧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设，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国家信息安

全问题。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已经成为国家在信息安全建设上的标准，具有重大的现实和

战略意义。

201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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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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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做好国家重大活

动网络安保和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卫工作，相关监管机构要求党政机关、国企、运

营商、金融等诸多行业，展开网络安全实战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工作。网络安全实战攻防

演练（以下简称“演练”）是以获取目标系统的最高控制权为目标，由多领域安全专家组成

攻击队，在保障业务系统安全的前提下，采用“不限攻击路径，不限制攻击手段”的攻击方

式，而形成的“有组织”的网络攻击行为。

演练通常是在真实环境下对参演单位目标系统进行可控、可审计的网络安全实战攻击，

通过演练检验参演单位的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提高网络安全的综合防控能力。

近几年我国相继举办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演练，由多个行业单位和监管单位组织相关演练

工作，通过实战网络攻击的形式检验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能力，取得

了十分显著的效果，督促各单位有效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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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需求的用户，安恒信息根据自身规模、安全现状及安全需求等方面

制定了不同的防护体系方案，主要分为：基础防护、标配防护、定制防护。

防护体系

适配客户全场景

基础防护
小型企事业单位

标准防护
省部级政府

中、大型央企本部

定制防护
省部级政府

大型央企集团

覆盖演练全过程

备战 保障 总结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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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备战阶段

演练保障阶段

演练总结阶段

建设阶段 服务项目

漏洞扫描

渗透测试

演练专版下一代防火墙

演练专版玄武盾云防护系统

演练专版APT攻击（网络战）预警平台

演练专版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EDR

专家值守分析

经验总结

基础防护

海陆空全面作战 内部+外部

产品+服务

备注：

增强网络、Web、终端等方面的防护能力，通过流量检测及行为监测及时发现未知攻

击行为。

云端+本地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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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备战阶段

演练保障阶段

演练总结阶段

建设阶段 服务项目

资产梳理

漏洞扫描

基线检查

网络架构分析

渗透测试

安全培训

演练专版下一代防火墙

演练专版Web应用防火墙

演练专版全流量深度威胁检测平台

演练专版迷网系统

演练专版APT攻击（网络战）预警平台

演练专版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EDR

演练专版综合日志审计

演练专版AiLPHA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演练专版应急检查工具箱

专家值守分析

经验总结

标准防护

演练备战阶段

建设阶段 服务项目

资产梳理

漏洞扫描

基线检查

网络架构分析

WebShell排查

渗透测试

可信众测

安全加固

等保检查工具箱

工控检查工具箱

红蓝军演练

安全培训

网站监测

先知监测

定制防护

请翻页

备注：

原有网络中的安全设备，如防火墙、IPS 等传统设备，与新上线的安恒提供的安全设备一起，

用 AiLPHA 大数据分析平台作为日志分析核心，在日志分析和联动方面进行全面整合。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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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保障阶段

演练总结阶段

建设阶段 服务项目

演练专版下一代防火墙

演练专版Web应用防火墙

演练专版全流量深度威胁检测平台

演练专版迷网系统

演练专版APT攻击（网络战）预警平台

演练专版新一代威胁感知系统

演练专版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EDR

演练专版运维堡垒机

演练专版数据库审计

演练专版综合日志审计

演练专版AiLPHA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演练专版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通报预警平台

演练专版应急检查工具箱

专家值守分析

经验总结

演练价值及优势

备注：

原有网络中的安全设备，如防火墙、IPS等传统设备，与新上线的安恒提供的安全设备一

起，用AiLPHA大数据分析平台作为日志分析核心，在日志分析和联动防护方面进行全

面整合。并与态势感知平台工单、处置流程进行处置整合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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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组委会

安全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建国 60 周年

全国网站安全大检查技术支撑单位

深圳大运会

安全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抗战胜利 70 周年

2015 世界田径锦标赛

网络安全保障单位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夏季达沃斯论坛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网络安全保障单位

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亚信峰会

APEC会议

网络安全保障单位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

丝绸之路（敦煌）文博会

G20杭州峰会

网络安全保障单位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博鳌亚洲论坛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上海进博会

杭州世游赛

网络安全保障单位

上海世博会

网络安全保障

广州亚运会

安全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安全技术保障单位
国家重大活动网络安全保卫技术支持单位

2008

2009 2011 2015 2017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网络安全保障单位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网络安全保障组长单位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官方独家网络安全服务商

2019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十三载守护 源于责任

安恒信息作为全球网络安全创新500强企业代表，拥有丰富的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实战

经验，“安恒经验”已经成为国家级网络安保的典范，得到各方高度认可和评价。

十三年安全积累，丰富的安保成功案例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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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恒信息演练安全方案价值分别在准备阶段、保障阶段、总结阶段分别体现，详细

内容如下：

演练价值

        准备阶段，摸底加固

演练准备阶段，为客户交付资产梳理、渗透测试、基线评估等安全服务能力对各方面

风险进行辨识和分析，评估信息系统的脆弱性、面临的威胁以及脆弱性被威胁源利用的可

能性，分析信息系统及其所依托的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状况，全面了解和掌握该系统面临

的信息安全威胁和风险。

·充分反映当前的安全现状

·提供信息安全防御机制的建议

·对安全决策提供支撑和依据

·为今后开展演练行动提供参考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以及技术人员安全能力

        保障阶段，防御响应

通过准备阶段的查漏补缺措施，在保障阶段可以通过对演练中红蓝对抗真实攻击场景

进行有效防护，许多组织的系统管理人员常忙于解决日常运维过程中出现的琐碎问题，以

维持信息系统持续可用，而没有更多精力检查系统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全面的安全防护能力

·解决客户安全人员缺失及不足

·提升演练期间安全值守能力

·建立安全事件响应机制

        总结阶段，复盘改进

全面总结本次演练防守各阶段的工作情况，包括组织队伍、攻击情况、防守情况、安

全防护措施、监测手段、响应和协同处置等，形成总结报告并向演练组织单位汇报。

·协助复盘整个演习过程

·为客户开展整改工作

·进一步提升目标系统安全防护能力

安恒信息累积十三年的网站安全检测策略技术，可全面发现

网 站 安 全 漏 洞 ， 并 依 靠 安 恒 研 究 院 团 队 （ “ 漏 洞 之 王 ” ） 的

0day挖掘能力，提供精准的安全预警能力，尤其是暗链、篡改

的发现能力上具备很强的技术优势。

安恒攻防专业性，漏洞与监测技术积累

安恒信息安服部门设置有分子实验室、水滴实验室、星火实

验室，专项研究网络攻防技术，持续致力网络安全技术专用检

测、加固、防御工具的研究，并拥有多项国内外专利技术，发现

了在智能汽车、门禁、操作系统、Web应用系统、中间件、网络

设备、移动安全等重大安全漏洞，获得数百个CVE原创证书，漏

洞挖掘水平达到行业较高水准。

过硬的技术能力，专业的安全服务团队

技术优势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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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安恒信息也是CISP官方授权培训机构、CSA云安全联盟全球成员、CNVD国

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等技术支撑单位。

完备的业务资质，最高的服务等级认证

CNCERT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国家级）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风险评估类）一级

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应急处理服务类）一级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安全工程类）三级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风险评估类）二级

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证书（风险开发类）一级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CNNVD一级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颁发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颁发

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颁发

安恒信息于2016年成立了安恒党支部，由公司总裁办相关领导直接牵头管理并牵头组

织定期开展内部员工安全意识、保密意识、政治意识等相关培训，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员

工的安全保密意识和政治意识。

政治思想扎实，强化保密意识能力

针对用户因对管辖的资产不清，核实网站的管理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而导致出现应急处置

的时效性大打折扣情况，安恒演练支撑团队在服务初期就帮助用户进行网站归属梳理和下级

单位的管理架构梳理，并且把梳理的单位和资产信息导入安恒平台，当发生安全问题时，平

台可直接匹配到所属的单位和负责人进行通报，保障安全通报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技术行政相结合，安全责任可追踪

以上七项安全服务资质均为目前国内最高等级的认证。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应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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