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的医院。
过时的网络。

如果一流的医疗中心因网络过时而
出现安全问题，会发生什么？
在某个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组织却在网络安全方面落后于人，
这并不奇怪。我们这个案例的主角就是医疗行业中的这样一家企
业。这个大型国有医院系统曾面临严峻的 IT 挑战。他们一再推迟
网络方面的投资，直到暴露出了严重的安全漏洞。由于受攻击面极
大，而且可视性有限，威胁很有可能成功侵入网络，并隐藏数月不
被发现。这使得医院的关键系统、员工、患者和声誉面临风险。

“

由于缺乏重视，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沦落到无法
支持业务服务的程度，我们因此尝到了苦果。

”

- 客户陈述

挑战
• 为 500 个站点和数千台设备提供安全
保护。
• 支持网络分段，以实现 HIPAA 和 PCI
合规性。
• 获得对威胁的可视性与可控性。
解决方案
• 架构化网络更新和安全策略实施
• 网络即传感器 (NaaS) 和网络即执行器
(NaaE)
• 思科 IOS® NetFlow、思科® 身份服务引
擎 (ISE)、思科 StealthWatch® 以及思科
TrustSec® 解决方案
• 思科咨询服务在每个阶段提供指导
成果
• 通过网络分段防止高级威胁的横向扩散
• 提供深层可视性，以改善访问、策略和
控制
• 提高患者信息的安全性和可访问性

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这家医院面
临着严峻的风险。

如果一个威胁
侵入，每个系统
都会面临威胁。

平面网络
员工工作站

医院老化的网络基础设施，包括过时的交换机，都会使医院面临威胁。
大多数医院采用并行网络，能够将临床系统、研究设施、访客访问和管
理分离开来。理论上来说，不同的网络绝不应彼此接触。
但是，这家医院只有一个平面网络，没有进行分离或网络分段。他们按
楼层分配 VLAN，而不是按职能进行划分。医生、员工、学生和医疗设
备共用同一个网络，这就扩大了受攻击面，使医院暴露在威胁之中。这
家医院很难洞悉网络中的可疑行为，更不容易确保符合 HIPAA 及其他
法规的要求。

员工自带设备

酶标仪

设备过载
医院拥有超过 15,000 个不可升级的终端，并且许多终端是互连的。心
率仪、呼吸机、质子束治疗仪和其他设备都连接到该网络甚至互联网。
该医院需要控制其平面网络暴露的环境。
某些终端运行的是早在 1992 年就安装的 MS-DOS 版本，因此网络容
易受到高级或复杂威胁的攻击。医院网络中的 600 多台 Windows NT4
设备以及将近 7000 台 Windows XP 设备均面临支持服务终止和缺少
补丁程序的问题，并且无法运行最新的防病毒软件。更糟糕的是，FDA
审批要求设备保持制造商最初交付的原样，因此系统升级就意味着不
合规。

静脉注射泵/
药品医务室服
务器

X光机

患者和资源数
据库

缓存服务器

制造商

云资源

拼拼凑凑的无效解决方案
IT 曾试图提高网络的安全性。他们利用传统模式对网络进行分段，安装补丁
并建立了 VLAN，甚至尝试采用透明防火墙，以限制用户访问相应的文件和资
源，但并没什么成效。购买新设备意味着要花费大量资金，但这样做无法解决
根本问题。该团队面临着严酷的现实：他们需要更高的可视性、洞察力和可控
性，同时满足合规要求。

“

客户曾问，现如今他们的基础设施中有多少能实现策略分段？答案：他们当前网
络中不到 10% 的基础设施可进行策略分段。

”

- 思科顾问

解决问题
第三方顾问、医院 IT 专业人员和医院高管同意必须采取措施，并且他们应该退
一步全面地审视安全问题。正确的战略性方法是设法了解应用、用户和设备如
何连接并将网络控制措施落实到位。
思科安全顾问会同工程师、业务分析师和高管召开了为期 2 周的研讨会。最终
达成的结论是，医院需要能够支持分段的更高级的网络，于是该团队制定了高
级网络设计、为期 18 个月的推广计划以及详细的监管模式。最智能的方法是
使用支持网络 (NetFlow) 的架构将安全性和网络连接在一起。
该计划非常简单：
• 升级传统交换机、路由器和无线技术，以并入包括 NaaE 和 NaaS 在内的关
键安全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可视性、分段和可控性。
• 委聘思科高级服务团队，确保在指定的时间内成功实施解决方案。
• 标准化流程，以便将新组件添加到网络中。

解决方案

思科能够保护网络的安全。
思科 NaaS 将您的网络转变为威胁监控器或传感器。它采用已经嵌入了
大多数思科 IOS 网络设备的 NetFlow 技术；思科 StealthWatch 解决
方案；以及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 思科 IOS NetFlow 由思科创建，可提供网络可视性。NetFlow 通过包
含来源、目标、时间和协议信息的记录跟踪每个网络对话，以提供深
入的可视性。通过它可以得知对话对象、使用工具、来源位置、对话
时长，包括交换了多少数据，以及存储数月的信息。
• 思科 StealthWatch 将分析得出的威胁情报添加至 NetFlow 数据中，
以加快响应速度。思科 StealthWatch 解决方案可以分析网络审计跟
踪，识别异常活动并锁定攻击的根源。借助该解决方案，您可以检测
与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攻击和内部威胁
相关的网络流量及行为。

“

• Cisco ISE 可提供情景数据，包括参与者、事件、位置、时间、用户及
设备的连接方式与访问网络资源的方式。
思科 NaaE 实施安全策略。它通过激活思科 ISE 中内嵌的思科 TrustSec
技术扩展功能。
• 思科 TrustSec 技术可与 ISE 配合使用，以遏制攻击的范围。思科
TrustSec 技术利用安全组标记功能创建虚拟网络分段，并由 ISE 在网
段上实施策略。通过分段可以隔离威胁，从而限制恶意活动。

如果一家偏远诊所在
关门后还有医生在下午
5:30 访问大量记录，
这就属于异常情况。
如果我启用了
NetFlow，系统将会标
记出这种情况。
- 思科顾问

”

这些解决方案不仅能帮助医院识别威胁，还能帮助其了解
合法数据流和逻辑流量分组，以确定网络分段。
思科 TrustSec 技术可轻松地与较新的交换机、接入点和防火墙集成。使用思
科 TrustSec 解决方案，医院不必再担心 IP 地址问题，并可以专注于分类。凭
借 NetFlow 提供的精确分类，该团队能够制定一套有意义的规则。ISE 创建用
户策略并对用户进行分组。医院可以通过精细的业务和策略规则实施访问，实
现适当设备的适当通信。
医院必须能够将医疗设备和数据与网络上的其他设备和数据隔离开来，从而使
医院可以通过实施分段和用户访问来阻止攻击。现在，即便攻击者入侵了网
络，他们也只能访问一个网段。

成果

其他优势：
卓越的安全性推动了创新。

技术优势

• 提升了员工满意度

• 将安全性融入到每一层：交换机、
路由器和接入点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升级整个医院的网络架构

• 实现高质量研究

• 针对未知设备和异常流量模式提供深
入广泛的可视性

• 改善了患者体验

• 验证用户和设备

除了拥有即时安全和合规性优势之外，医院还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
大优势：运营效率。他们减少了手动更新次数、人为错误和重复任
务，并且网络团队现在可以快速地识别应用、服务器和网络性能
问题。
全新的敏捷网络满足了患者和员工最迫切的需求：安全、速度、可
用性和更完善的服务。这为将来采用其他技术奠定了基础。有了安
全保障，医院可以开始推出新的应用，以创新的方式建立员工之间
以及员工与患者之间的联系。全新的移动性、信息共享和协作应用
有可能进一步简化运营。

详细了解相关思科解决方案的信息：

• 在有线、无线和 VPN 拓扑之间实施
策略
业务优势
• 保持与不断增长的新用户、设备和应
用之间的同步。
• 减少手动更新次数、人为错误和重复
性任务。
• 轻松达到 HIPAA、PCI 及其他法规的
审计要求。
• 减少停机成本及责任。
• 最终提供更准确、可靠的患者护理。

只有思科无线网络产品拥有美国医院
协会 (AHA) 的独家认证。

cisco.com/go/stealthwatch
cisco.com/go/ise
cisco.com/go/trust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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