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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的前 10 项指南

工业控制系统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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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指南旨在为您提供一些高层次问题， 
您可用来询问那些期待保护工业控制系统 
(ICS) 的潜在供应商。它将为您提供一条

路径，确定关于供应商是否能够提供成功

的 ICS 安全解决方案的关键信息。

通过询问以下 10 个问题，您将更好地了解供应商产品是否

满足 ICS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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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保护和维护控制系统时， 
关键要了解以下方面：

为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 

对于妥善保护 ICS 所需的服务和功能作出明智的

决策

解答中期望获得的内容 

成功实施的详细信息和示例的全面应答 

潜在陷阱

每个供应商都有优势和劣势，这些回答帮助您查

明潜在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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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监控、防御及规避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和威胁，避免产生停

机时间和失去控制 - 甚至可预防松鼠、水母或鸟类等身体

异常。

问题 1 

如何检测和 
防止 ICS 安全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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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可为您的环境设立基准，方法是检测并提醒

您有关可能导致系统故障的异常（例如，恶意安全

威胁或人为错误），然后为 ICS 环境提供持续监

控，直至控制物理过程，并在攻击后提供强大的取

证分析，以便推动快速补救。

潜在陷阱 

提供单一时间点安全性的供应商关注单一类型的威

胁，拆分一次性安全项目（在系统中产生漏洞），

并且缺乏进行威胁检测的入侵防御系统 (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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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遵守最新产品、策略和程序的 ICS 标准，确保您实施的低

效安全解决方案能够促进合规性。

您如何参与 ICS  
标准制定、研究和

行业培训？

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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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参与安全社区并引领新标准制定的供应商了解新

策略、程序、系统设计、培训和威胁报告，并且

是国际自动化协会 (ISA) 的成员。

潜在陷阱 

供应商不参与 ISA 也不遵守最新标准，将了解和

实施标准的重担放在团队的肩上，并提供一个无

法推动合规性也无法对标准的频繁变化作出调整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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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应用策略以保护 ICS 网络的每个级别，防止解决方案脱

离和安全级别不足。

您如何保护 ICS 
网络的每个边界

级别？

问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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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拥有一系列集成物理安全和网络安全解

决方案，能够在单个环境中应用被动和主动安

全级别，并且解决方案可满足每个边界级别的

特定安全需求。

潜在陷阱 

供应商为系统提供不必要的安全级别、缺乏与

当前架构的集成，提供无法与其他系统通信的

单点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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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使用具有设计和支持专业知识的供应商提供的兼容、

可支持和灵活的硬件，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网络流量和

避免设计很差的系统的实现问题至关重要。

工业硬件如何

制造和获得 
支持？

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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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具有工业设计经验，从具有丰富软件、硬件

组件知识的设计工程师获得支持，并且对系统和经

测试的持久硬件可能具有任何影响。

潜在陷阱 

供应商采用通用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DM) 硬件，

硬件设计不智能，具有过多功能，导致出现延迟，

已安装硬件具有无用功能，并且硬件使用寿命不长

或不具备支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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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维持相同可用性标准，同时保护 ICS，这对于实现物

联网所需的增强连接和推动架构实现数字化转型非常

重要。

安全性如何帮助

推动获得更广泛

的业务成果？

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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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提供行业领先的安全性和知识，并具有广泛

的服务组合和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可以实现以下目

标：促进合规性、提高业务可视性、创建创新的业

务流程和策略、降低成本、减少对系统和环境的风

险管理、减少威胁矫正时间，以及跨物理和虚拟环

境实现一致的管理。

潜在陷阱 

供应商缺乏知识和工具，无法有效地管理环境中的

风险，只能为安全需求提供粗略的非整体性观点，

并且会增加运营成本和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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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集成 IT 和 OT 安全产品和服务，可降低将漏洞和差距引

入系统的可能性。

解决方案如何与

您提供的其他 IT 
和 OT 产品和服

务相集成？

问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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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致力于交付完全集成的产品和服务，与集成

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密切配合以提供稳健的安全产

品组合，并提供单一来源用于管理和决策，而不会

带来风险。

潜在陷阱 

供应商的多点解决方案会使安全策略和管理层相脱

离，缺少集成流程，让您增加额外成本，并且系统

可视性欠佳，无法有效地作出与风险管理和合规性

相关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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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获得对 ICS 的每个区域和网段的完整可视性，使您可

以防御不同层中未被发现的风险和威胁。

解决方案为 ICS 
提供何种类型的

可视性？

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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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提供基准资产发现/库存，以确定不同区域

中存在的机器、网络设备和产品，提供可量化风险

和遗留风险的被动发现和库存功能，并且在未签名

威胁攻击系统时确定谁对这些威胁进行补救。

潜在陷阱 

供应商提供不带分区和分段的“扁平”网络来区分

系统，不同区域和网段之间没有防火墙或不提供保

护，并且手动资产发现仅限于控制系统和制造运营

系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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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通过 IT 和 OT 融合确立网络需求和建立管理流程，维持

现有可用性标准并提升安全性。

能否描述您的解

决方案在 IT 和 OT 
互联过程中所提供

的全方位安全性？

问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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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使 IT 与 OT 策略和流程相匹配以获得可视

性，实现 IT 和 OT 系统之间的安全通信，并且帮

助您实施 IEC-62443/ISA99 标准以保护 ICS。

潜在陷阱 

供应商不知道 IT 和 OT 需求之间的主要区别，仅

在 IT 和 OT 组织之间提供有限的通信，导致系统

中出现漏洞，并且使用不必要的功能（例如，不

使用邮件为系统提供垃圾邮件保护）增加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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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使用一组全面的授权策略和协议可降低风险，方法是阻止

未知或不想要的实体进入，而不影响运营。

您为实现网络 
访问使用了什么

身份验证和授权

协议？

问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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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基于身份、位置和访问历史记录提供情景感

知身份管理，使您能够在整个网络中建立特定标准

来简化服务运营，并使您能够将身份与网络元素绑

定在一起以作出前瞻性的监管决策。

潜在陷阱 

供应商为访问控制提供有限的网络连接性，缺少身

份数据库和允许 ICS 使用的协议，并为获得对身

份验证结果中的网段、应用或服务的简单访问权而

定义了灵活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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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在 

实施可与现有系统无缝集成的解决方案，可帮助您避免带

来未知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或避免产生新的漏洞。

您怎么知道安全

解决方案将成功

地与网络架构 
集成？

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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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目标 

供应商提供经过测试和验证的解决方案，经过严

谨分析且可经受住暴露给威胁的风险，提供在您

的环境中实施安全措施有关的全面文档，提供多

种类型的支持和服务以应用安全解决方案，并且

深入了解 ICS 环境和保护此环境所需的条件。

潜在陷阱 

在实施解决方案之前，供应商不知道此解决方案

在您的环境中是否会获得成功，无法提供运行解

决方案所需的多个级别的支持和服务，并且未与

稳健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配合使用来保护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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