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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供排水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智慧供排水信息系统建设原则和目标、安全等级划分与保护、信息安全保
护原则与保障体系、水厂与污水厂工控系统保护等。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智慧供排水信息系统安全建设、运行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2008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s
用于采集、处理、存储、传输，分发和部署信息的整个基础设施、组织结构、人员和组件的总
和。
3.2
信息系统安全 information systems security
通过使用合理的安全控制措施保护在存储、处理或传输等过程中的信息不被未授权用户访问，
并保证授权用户能够正常使用系统。
3.3
安全保护能力 security protection ability
系统能够抵御威胁、发现安全事件以及在系统遭到损害后能够恢复先前状态等的程度。
3.4
授权 authentication
授予权限，包括允许基于访问权的访问。
3.5
安全策略 security polic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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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定的行动方针、路线、工作方式、指导原则或程序。
3.6
资产 asset
信息系统安全策略中所保护的信息或资源。
3.7
访问控制 access control
按确定的规则，对实体之间的访问活动进行控制的安全机制，能防止对资源的未授权使用。
3.8
风险 risk
威胁利用资产或一组资产的脆弱性对组织机构造成伤害的潜在可能。
3.9
攻击 attack
在信息系统中一种绕过安全控制的行为。攻击成功与否取决于信息系统的脆弱性以及现有对策
的有效性。
3.10
服务集标识 Service Set Identifier （简称 SSID）
一个局域网的名称。
3.11
MAC 地址 Medium/Media Access Control
用来表示互联网上每一个站点的标识符，采用十六进制数表示，共六个字节（48 位）
。
3.12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简称 SCADA ）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过程控制与调度自动化系统。
3.13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简称 PLC）
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电子系统。它采用一种可编程的存储器，在其
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
输入输出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设备或生产过程。
3.14
虚拟专用网络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简称 VPN）
一种在公用网络上建立的专用网络，并进行加密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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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敏感信息 sensitive information
企业商业机密信息或国家机密信息或未经授权被修改会对国家、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的信息。
4

保护原则和目标

4.1 原则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保密性：保证非授权操作不能获取受保护的信息或计算机资源。
完整性：保证非授权操作不能修改数据。
有效性：保证非授权操作不能破坏信息或计算机资源。
可控性：对信息的传播及内容具有控制能力。
可用性：保证合法用户在需要时可访问到需要的信息
易操作：能够方便地部署各种安全策略。

4.2 目标
4.2.1 保证信息系统安全、可靠、稳定的运行。
4.2.2 保证信息系统中的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和抗抵赖性。
4.2.3 保证信息系统中传播内容的合法性。
5

安全等级划分与保护

5.1 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原则
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应根据信息系统在国家安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信
息系统遭到破坏后对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危害
程度等因素划分。
5.2 国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划分
根据 GB/T 22240-2008 的规定，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分为以下五级：
a) 第一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不损
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b) 第二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严重损害，或
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不损害国家安全。
c) 第三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
造成损害。
d) 第四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特别严重损害，或者对国家
安全造成严重损害。
e) 第五级，信息系统受到破坏后，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别严重损害。
5.3 城镇供水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划分
5.3.1 水厂工控系统
水厂工控系统安全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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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厂工控系统控制系统安全等级
日供水规模 X
3

X＜5 万 m /d
3

3

5 万 m /d≤X＜30 万 m /d

3

X≥30 万 m /d

有备用供水方案

无备用供水方案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二级

第三级

5.3.2 生产调度系统
生产调度系统安全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生产调度系统安全等级
总供水规模 X

只监测不能远程控制或设置运行参数

监测并且能远程控制或设置运行参数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二级

第三级

3

X＜20 万 m /d

3

3

20 万 m /d≤X＜50 万 m /d

3

X≥50 万 m /d

5.3.3 管网地理信息系统
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总供水规模 X

地图不涉敏感信息

地图涉敏感信息

3

第一级

第二级

3

第二级

第三级

X＜50 万 m /d

X≥50 万 m /d

5.3.4 区域加压泵站或阀门监控系统
区域加压泵站或阀门监控系统安全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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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区域加压泵站或阀门监控系统安全等级
日供水规模 X
3

X＜2 万 m /d
3

3

2 万 m /d≤X＜5 万 m /d
3

X≥5 万 m /d

只监测不远程控制

监测且需远程控制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一级

第三级

5.3.5 二次供水集中管理系统
二次供水集中管理系统安全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二次供水集中管理系统安全等级
泵房数量 X（座）

只监测不能远程控制或设置运行参数

监测并且能远程控制或设置运行参数

X＜100

第一级

第一级

100≤X＜500

第一级

第二级

X≥500

第二级

第三级

5.3.6 营业收费系统
用户数量小于 50 万的营业收费系统，应定为第一级，否则应定为第二级。
5.3.7 门户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
县级市供水企业门户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应定为第一级；地级市以上（含）供水企业门户网
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为第二级。
5.3.8 安防系统
公司（厂区）
、城区范围的安防系统摄像头总数小于 100 个，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
否则应定为第二级。
5.3.9 其它信息系统
其它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6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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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其它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总供水规模 X

不涉敏感信息

涉敏感信息

3

第一级

第二级

3

第二级

第二级

X＜50 万 m /d

X≥50 万 m /d

5.4 城镇排水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划分
5.4.1 污水厂、泵站工控系统
3

3

污水处理厂规模小于 10 万 m /d、泵站规模小于 5 万 m /d，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
否则应定为第二级。
5.4.2 生产调度系统
排水实时生产调度系统能监测数据但不能实行控制，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排水
实时生产调度系统能监测数据且能实行控制，其信息系统应定为第二级。
5.4.3 地理信息系统
地下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地图不涉敏感信息，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否则应定为第
二级。
5.4.4 门户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
县级市及以下排水企业门户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地级
市及以上（含）排水企业门户网站和办公自动化系统，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二级。
5.4.5 安防系统
公司（厂区）
、城区范围的安防系统摄像头总数小于 100 个，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
否则应定为第二级。
5.4.6 其它信息系统
其它信息系统若不涉敏感信息，其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应定为第一级，否则应定为第二级。
5.5 城镇供排水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5.5.1 城镇供排水信息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安全保护能力
城镇供排水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属于1～3级。1～3级的信息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安全保护能
力见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2008 中4.2。
5.5.2 城镇供排水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能力的基本要求
5.5.2.1 第一级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能力基本技术要求及管理要求见 GB/T 22239-2008 中第5章。
5.5.2.2 第二级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能力基本技术要求及管理要求见 GB/T 22239-2008 中第6章。
5.5.2.3 第三级信息系统安全保护能力基本技术要求及管理要求见 GB/T 22239-2008 中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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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4 水厂、污水厂工控系统相应等级保护除应符合 GB/T 22239-2008 安全保护能力基本技术
要求及管理要求外，尚应符合本规范第7章的规定。
6

信息安全保护原则与保障体系

6.1 保护原则
6.1.1 自主保护原则
信息系统运营、使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自主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保
护等级，自行组织实施安全保护。
6.1.2 重点保护原则
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程度、业务特点，通过划分不同安全保护等级的信息系统，实现不同强度
的安全保护，集中资源优先保护涉及核心业务或关键信息资产的信息系统。
6.1.3 同步建设原则
信息系统在新建、改建、扩建时应同步规划和设计安全方案，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建设与维护
信息安全设施，保障信息安全与信息化建设相适应。
6.1.4 动态调整原则
应跟踪信息系统的变化情况，调整安全保护措施。由于信息系统的应用类型、范围等条件的变
化及其他原因，安全保护等级需要变更的，应当根据等级保护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要求，重新
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根据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的调整情况，重新实施安全保护。
6.2 保障体系
6.2.1 信息安全体系建设
信息安全体系建设应依据安全等级保护的基本要求，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用
安全、数据安全以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综合考虑，建设成可管理、可控制、可信任的并且融管理、运
行和技术为一体的信息安全体系。
6.2.2 安全管理体系
信息安全管理架构应包括：安全组织架构、人员管理架构和安全管理制度架构。应通过建立安
全管理机制、成立信息安全协调小组，明确安全管理责任人，落实安全责任制，部署安全防护措施。
6.2.3 安全运行体系
信息安全运行体系应成为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作为运行体系的支撑，可通过运行体系的运行情
况分析出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所存在的不足，为后期进一步完善加强信息安全工作打下基础。信息
安全运行体系应包括建设管理、运维管理、监督检查等。
6.2.4 安全技术体系
6.2.4.1 体系要求
信息安全技术体系是其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运行体系的交叉组成部分。安全技术体系应是整个
信息安全体系框架的基础，应包括：数据安全、系统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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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数据安全
6.2.4.2.1 数据保密性
数据不得被非授权人员获取或被获取也不能被破解，采用数据访问控制、数据存储和传输加等
技术措施实现。
6.2.4.2.2 数据完整性
数据不得被未授权的篡改或在篡改后能够被迅速发现，采用数据操作权限、数字签名、数据监
控与审计等技术措施实现；
6.2.4.2.3 数据可用性
保证数据能被授权者正常使用，不得因为数据损坏而获取不到信息，采用数据备份、数据恢复、
异地灾备等技术措施实现。
6.2.4.3 系统安全
6.2.4.3.1 应用安全
应用安全应保障应用程序使用过程和结果的安全，通过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安全审计等功能
和配置部署，达到安全防护目标。同时应用系统的程序缺陷、错误信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安全漏洞，
可通过源代码安全审计来保证程序安全性。
6.2.4.3.2 平台安全
平台安全应支撑应用系统运行的各类平台的安全，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开发平台等。
6.2.4.4 基础设施安全
6.2.4.4.1 物理安全
物理安全应保护计算机网络设备、设施以及其他媒体免遭地震、火灾、水灾等环境事故以及人
为操作失误或错误及各种计算机犯罪行为导致的破坏过程，应包括机房安全、设施安全和动力安全
等方面。
6.2.4.4.2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应以网络安全架构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应的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和系统软硬
件进行安全部署和配置，应包括安全区域划分、边界安全防护、网络访问控制等方面。
6.2.4.4.3 通信安全
通信安全应建立在信号层面的安全，不得涉及具体的数据信息内容，可为信息的正确、可靠传
输提供了物理保障。应包括通信线路安全、通信完整性、通信保密性等内容。
7

工控系统安全保护

7.1 安全软件选择与管理
7.1.1 工业主机上应采用经过离线环境中充分验证测试的防病毒软件或应用程序白名单软件，只允
许经过工业企业自身授权和安全评估的软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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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应建立防病毒和恶意软件入侵管理机制，对工业控制系统及临时接入的设备应采取病毒查杀
等安全预防措施。
7.1.3 重大工控安全漏洞及补丁发布后，应及时采取补丁升级措施，在补丁安装前，应对补丁进行
严格的安全评估和测试验证。
7.2 工控系统配置管理
7.2.1 工控系统应有详实的工控系统网络图，现场每个网络接入点应有明确的标识牌，与网络图一
一对应，并即时更新。
7.2.2 应建立工控系统配置清单并定期进行配置审计，第一级系统不低于一年一次，第二级系统不
低于半年一次，第三级系统不低于三个月一次。
7.2.3 对重大配置变更应制定变更计划并进行影响分析，配置变更实施前进行严格安全测试。
7.2.4 严禁在工控系统服务器、工控机、计算机上安装非必须的软件，除软件自身通讯必须的网络
端口外，其余的网络端口必须全部关闭。
7.3 边界安全防护
7.3.1 工控网络必须与其它网络分开组建，严禁与其它网络混合搭建。
7.3.2 工控网络必须通过工业防火墙、网闸等防护设备对工业控制网络安全区域之间进行逻辑隔离
安全防护。
7.3.3 第二级以上的工控网络采用技术手段进行物理隔离，必须做到其它任何网（包括办公网、互
联网）都无法向工控网传送任何控制指令和数据。
7.3.4 第二级以上的系统要求分离工控系统的开发、测试和生产环境。
7.3.5 第三级以上的工控系统严禁使用无线通信技术。第一、二级工控系统确需使用无线通信技术
的，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7.4 物理和环境安全防护
7.4.1 核心工控软硬件所在区域应根据其安全等级按中心机房要求进行物理安全防护。
7.4.2 必须拆除或封闭工业主机上不必要的通用串行总线（USB）、光驱等接口。确需使用通用串
行总线（USB）、光驱等接口的，应按信息系统三级等保要求使用通用串行总线（USB）、光驱等接
口，使用结束后应立即拆除或封闭工业主机上不必要的USB、光驱等接口。
7.5 安全账户认证
7.5.1 在工业主机登录，应用服务资源访问、工业云平台访问等过程中应使用身份认证管理；对于
关键设备、系统和平台的访问应采用多因素认证。
7.5.2 应合理分类设置账户权限，以最小特权原则分配账户极限。
7.5.3 工控设备、SCADA软件、工业通信设备等应用软件的登录账户及密码应避免使用默认口令或
弱口令，并应定期更新口令，其中第一级系统不低于半年一次，第二级系统以上不低于三个月一次。
7.5.4 必须对PLC内下载程序进行加密，避免使用默认口令或弱口令；应定期更新口令，其中第一
级系统不低于半年一次，第二级系统以上不低于三个月一次；必须通过配置关闭PLC的默认网页服务
功能。
7.5.5 应加强对身份认证证书信息保护力度，除组态软件特殊要求，严禁任何网络文件共享。
7.6 远程访问安全
7.6.1 第三级以上的工控系统严禁任何远程访问。
7.6.2 严禁工控系统面向互联网开通通用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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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第一、二级工控系统确需远程维护的，应采用临时虚拟专用网络(VPN)等远程接入方式进行，
保留工业控制系统的相关访问日志，并对操作过程进行安全审计。维护完毕后，应及时关闭临时虚
拟专用网络(VPN)通道。
7.7 安全监测及应急预案演练
7.7.1 工控网络应部署网络安全监测设备，及时发现、报告并处理网络攻击异常行为。
7.7.2 在重要工控设备前应部署具备工业协议深度包检测功能的防护设备，限制违法操作。
7.7.3 应制定工控安全事件应急响应预案，当遭受安全威胁导致工控系统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应立
即采取紧急防护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并逐级报送至属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同时注意保
护现场，以便进行调查取证。
7.7.4 应定期对工控系统的应急响应预案演练，必要时对应急响应预案进行修订。演练第一级系统
不应低于两年一次，第二级系统不应低于一年一次，第三级系统不应低于半年一次。
7.8 资产安全
7.8.1 应建立工控系统资产清单、资产使用及处置规则，明确资产责任人。
7.8.2 对关键主机设备、网络设备、控制组件等应进行冗余配置。
7.9 数据安全
7.9.1 应对采集、存储、传输、应用过程中的重要工业数据进行保护，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数据
信息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7.9.2 应定期备份关键业务数据。
7.9.3 每次修改PLC等应用程序后，必须备份，并记录备份日志。
7.9.4 应对测试数据进行保护。
7.10 供应链管理
7.10.1 选择工控系统规划、设计、建设、运维或评估等服务商时，应优先选择具备工控安全防护
能力的企事业单位，以合同等方式明确服务商应承担的信息安全责任和义务。
7.10.2 应以保密协议的方式要求服务商做好保密工作，防范敏感信息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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