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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包

括生产网系统、数采网系统、办公网系统和工业

防火墙系统，生产网系统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

接数采网系统可以实现数据单向传输，对设备的

控制及操作均可在生产网内完成，数采网系统包

括工控安全审计平台，所述办公网系统还包括工

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析平台、生产调度系统

和客户端；本发明通过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

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和数采网系统的通讯

做出行为分析，通过异常监测模块可完成实时监

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态，提高工业网络边界防

护系统的安全性，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可以对基

于应用层的数据包深度检查，提高了通信安全，

对生产网络系统的核心资产防护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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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生产网系统、数采网系统、办公网系

统和工业防火墙系统，所述生产网系统包括PLC、传感器、智能仪表和DCS系统，所述PLC、传

感器、智能仪表和DCS系统均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数采网系统，且所述PLC、传感器和智

能仪表均单独连接有站控服务器，所述生产网系统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数采网系统可

以实现数据单向传输，对设备的控制及操作均可在生产网内完成，所述数采网系统包括工

控安全审计平台、采集服务器、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所述采集服务

器、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均连接工控安全审计平台，且所述采集服

务器和实时数据库用于采集及更新PLC、传感器、智能仪表的实时数据，所述Web数据库服务

器和关系数据库用于处理DCS系统的数据，所述数采网系统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办公

网系统，所述办公网系统也包括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

数据库，所述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和数采网系统的通讯做出

行为分析，且所述办公网系统还包括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析平台、生产调度系统和

客户端，所述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析平台包括异常监测模块、可信计算终端、移动存

储介质管控系统和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所示异常监测模块连接可信计算终端，且所述异常

监测模块、可信计算终端和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均连接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所述网络安

全管理平台用于接收来自工业防火墙系统和可信终端的报警及日志；

所述工业防火墙系统使用工业通讯协议白名单的技术，内置PC/Modbus/DNP3和

Profinet专有工业通信协议；

所述工业防火墙系统内搭载有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

块可实时对组态的工业防火墙系统策略进行修改，而且不影响工厂实时通讯；

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的供电模式为双电源供电，且搭载有断电报警输出单

元，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可以配置Bypass功能；

所述异常监测模块包括网络数据流量监测单元、网络异常数据报警及追溯单元、操作

记录及协议深度分析单元、信息窃取报警单元和未知设备接入提醒单元，所述网络数据流

量监测单元、网络异常数据报警及追溯单元、操作记录及协议深度分析单元、信息窃取报警

单元和未知设备接入提醒单元协同可完成实时监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态，将系统内发生

的异常通讯以告警的形式汇总展示，并可溯源网络中病毒木马的传播路径，并检测工控系

统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信计算终端

为以密码硬件为核心的可信计算终端，且所述可信计算终端用于实现计算环境、生产网系

统、数采网系统和办公网系统之间的通信环境安全可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信计算终端

包括由授权服务器和安全客户端，所述安全客户端用于全面度量系统所有的进程，并将度

量信息提交至授权服务器，所述授权服务器可对接收到的度量信息进行编辑后生成白名

单，然后提供给安全客户端进行下载，安全客户端依据所下载的白名单对系统和应用进行

防护，并将系统及应用中的异常信息和拦截日志进行上传至工控安全审计平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存储介质

管控系统可实现主机对移动存储介质的身份认证、主机对移动存储介质的准入控制和主机

对准入信息的下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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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工控安全审计

平台还包括实现对移动设备的接入和使用行为进行严格审计，审计内容包括接入时间、接

入的操作站、访问主体、被访问客体、访问方式、访问结果、日期及时间和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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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据应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事件不断发生，“震网”、“火焰”、“毒区”、“Havex”

等恶意软件严重影响了关键工业基础设施的稳定运行，充分反映了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和事件数量依然呈上升趋势，形势非常严

峻。

[0003] 网络安全隔离防护的首要内容就是实现网络中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之间网络流量

的访问控制，这是网络安全防护的基础，目前工控网络所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仅是常规IT

攻击手段或病毒感染，而针对工控通讯协议和控制设备自身安全缺陷和漏洞的攻击则会为

工控系统带来更成严重的危害，所以访问控制粒度的把握成为工控网络安全建设成败的根

本因素，现有的端口级访问控制策略无法做到工业协议恶意代码攻击的防护，这就需要在

网络边界处设置具有工业协议深度包检查(DPI)功能的工业防火墙系统来提供更加有效的

工业协议应用层防护。因此，本发明提出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

不足之处。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通过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和

数采网系统的通讯做出行为分析，通过异常监测模块可完成实时监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

态，将系统内发生的异常通讯以告警的形式汇总展示，并可溯源网络中病毒木马的传播路

径，检测工控系统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提高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的安全性，通过工

业防火墙系统不仅可以在端口进行防护，更可以对基于应用层的数据包深度检查，提高了

通信安全，在保证自动化及相关网络通讯信息传输可靠、可用的基础上，完善了智能制造网

络安全性，对生产网络系统的核心资产的防攻击、防病毒、防窃密效果显著。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包括生产网系统、数采网系统、办公网系

统和工业防火墙系统，所述生产网系统包括PLC、传感器、智能仪表和DCS系统，所述PLC、传

感器、智能仪表和DCS系统均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数采网系统，且所述PLC、传感器和智

能仪表均单独连接有站控服务器，所述生产网系统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数采网系统可

以实现数据单向传输，对设备的控制及操作均可在生产网内完成，所述数采网系统包括工

控安全审计平台、采集服务器、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所述采集服务

器、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均连接工控安全审计平台，且所述采集服

务器和实时数据库用于采集及更新PLC、传感器、智能仪表的实时数据，所述Web数据库服务

器和关系数据库用于处理DCS系统的数据，所述数采网系统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办公

网系统，所述办公网系统也包括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

数据库，所述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和数采网系统的通讯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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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分析，且所述办公网系统还包括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析平台、生产调度系统和

客户端，所述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析平台包括异常监测模块、可信计算终端、移动存

储介质管控系统和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所示异常监测模块连接可信计算终端，且所述异常

监测模块、可信计算终端和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均连接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所述网络安

全管理平台用于接收来自工业防火墙系统和可信终端的报警及日志；

[0006] 所述工业防火墙系统使用工业通讯协议白名单的技术，内置PC/Modbus/DNP3和

Profinet专有工业通信协议；

[0007] 所述工业防火墙系统内搭载有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

改模块可实时对组态的工业防火墙系统策略进行修改，而且不影响工厂实时通讯；

[0008] 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的供电模式为双电源供电，且搭载有断电报警输出

单元，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可以配置Bypass功能；

[0009] 所述异常监测模块包括网络数据流量监测单元、网络异常数据报警及追溯单元、

操作记录及协议深度分析单元、信息窃取报警单元和未知设备接入提醒单元，所述网络数

据流量监测单元、网络异常数据报警及追溯单元、操作记录及协议深度分析单元、信息窃取

报警单元和未知设备接入提醒单元协同可完成实时监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态，将系统内

发生的异常通讯以告警的形式汇总展示，并可溯源网络中病毒木马的传播路径，并检测工

控系统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

[0010]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可信计算终端为以密码硬件为核心的可信计算终端，且所

述可信计算终端用于实现计算环境、生产网系统、数采网系统和办公网系统之间的通信环

境安全可信。

[0011]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可信计算终端包括由授权服务器和安全客户端，所述安全

客户端用于全面度量系统所有的进程，并将度量信息提交至授权服务器，所述授权服务器

可对接收到的度量信息进行编辑后生成白名单，然后提供给安全客户端进行下载，安全客

户端依据所下载的白名单对系统和应用进行防护，并将系统及应用中的异常信息和拦截日

志进行上传至工控安全审计平台。

[0012]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可实现主机对移动存储介质的身份

认证、主机对移动存储介质的准入控制和主机对准入信息的下载更新。

[0013] 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工控安全审计平台还包括实现对移动设备的接入和使用行

为进行严格审计，审计内容包括接入时间、接入的操作站、访问主体、被访问客体、访问方

式、访问结果、日期及时间和用户信息。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和

数采网系统的通讯做出行为分析，通过异常监测模块可完成实时监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

态，将系统内发生的异常通讯以告警的形式汇总展示，并可溯源网络中病毒木马的传播路

径，检测工控系统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提高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的安全性，通过工

业防火墙系统不仅可以在端口进行防护，更可以对基于应用层的数据包深度检查，提高了

通信安全，在保证自动化及相关网络通讯信息传输可靠、可用的基础上，完善了智能制造网

络安全性，对生产网络系统的核心资产的防攻击、防病毒、防窃密效果显著，通过防火墙组

态在线修改模块可实时对组态的工业防火墙系统策略进行修改，而且不影响工厂实时通

讯，大大降低了项目实施风险，通过可信计算终端可以提高计算环境、生产网系统、数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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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和办公网系统之间的通信环境安全可信，免疫未知恶意代码破坏，应对高级别的恶意

攻击。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述，本实施例

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17] 根据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出了一种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包括生产网系统、数

采网系统、办公网系统和工业防火墙系统，所述生产网系统包括PLC、传感器、智能仪表和

DCS系统，所述PLC、传感器、智能仪表和DCS系统均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连接数采网系统，且

所述PLC、传感器和智能仪表均单独连接有站控服务器，所述生产网系统通过工业防火墙系

统连接数采网系统可以实现数据单向传输，对设备的控制及操作均可在生产网内完成，所

述数采网系统包括工控安全审计平台、采集服务器、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

数据库，所述采集服务器、实时数据库、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均连接工控安全审

计平台，且所述采集服务器和实时数据库用于采集及更新PLC、传感器、智能仪表的实时数

据，所述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用于处理DCS系统的数据，所述数采网系统通过工

业防火墙系统连接办公网系统，所述办公网系统也包括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实时数据库、

Web数据库服务器和关系数据库，所述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

和数采网系统的通讯做出行为分析，且所述办公网系统还包括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

析平台、生产调度系统和客户端，所述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与分析平台包括异常监测模

块、可信计算终端、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和网络安全管理平台，所示异常监测模块连接可

信计算终端，且所述异常监测模块、可信计算终端和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均连接网络安

全管理平台，所述网络安全管理平台用于接收来自工业防火墙系统和可信终端的报警及日

志；

[0018] 所述工业防火墙系统使用工业通讯协议白名单的技术，内置PC/Modbus/DNP3和

Profinet专有工业通信协议；

[0019] 所述工业防火墙系统内搭载有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

改模块可实时对组态的工业防火墙系统策略进行修改，而且不影响工厂实时通讯；

[0020] 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的供电模式为双电源供电，且搭载有断电报警输出

单元，所述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可以配置Bypass功能；

[0021] 所述异常监测模块包括网络数据流量监测单元、网络异常数据报警及追溯单元、

操作记录及协议深度分析单元、信息窃取报警单元和未知设备接入提醒单元，所述网络数

据流量监测单元、网络异常数据报警及追溯单元、操作记录及协议深度分析单元、信息窃取

报警单元和未知设备接入提醒单元协同可完成实时监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态，将系统内

发生的异常通讯以告警的形式汇总展示，并可溯源网络中病毒木马的传播路径，并检测工

控系统是否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

[0022] 所述可信计算终端为以密码硬件为核心的可信计算终端，且所述可信计算终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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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现计算环境、生产网系统、数采网系统和办公网系统之间的通信环境安全可信。

[0023] 所述可信计算终端包括由授权服务器和安全客户端，所述安全客户端用于全面度

量系统所有的进程，并将度量信息提交至授权服务器，所述授权服务器可对接收到的度量

信息进行编辑后生成白名单，然后提供给安全客户端进行下载，安全客户端依据所下载的

白名单对系统和应用进行防护，并将系统及应用中的异常信息和拦截日志进行上传至工控

安全审计平台。

[0024] 所述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可实现主机对移动存储介质的身份认证、主机对移动

存储介质的准入控制和主机对准入信息的下载更新。

[0025] 所述工控安全审计平台还包括实现对移动设备的接入和使用行为进行严格审计，

审计内容包括接入时间、接入的操作站、访问主体、被访问客体、访问方式、访问结果、日期

及时间和用户信息。

[0026] 通过工控安全审计平台可对数采网系统和生产网络系统和数采网系统的通讯做

出行为分析，通过异常监测模块可完成实时监测网络中的通讯链路状态，将系统内发生的

异常通讯以告警的形式汇总展示，并可溯源网络中病毒木马的传播路径，检测工控系统是

否存在安全漏洞和隐患，提高工业网络边界防护系统的安全性，通过工业防火墙系统不仅

可以在端口进行防护，更可以对基于应用层的数据包深度检查，提高了通信安全，在保证自

动化及相关网络通讯信息传输可靠、可用的基础上，完善了智能制造网络安全性，对生产网

络系统的核心资产的防攻击、防病毒、防窃密效果显著，通过防火墙组态在线修改模块可实

时对组态的工业防火墙系统策略进行修改，而且不影响工厂实时通讯，大大降低了项目实

施风险，通过可信计算终端可以提高计算环境、生产网系统、数采网系统和办公网系统之间

的通信环境安全可信，免疫未知恶意代码破坏，应对高级别的恶意攻击。

[002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原

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

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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