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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帐户密码设置及使用建议 

本帮助文档旨在指导系统管理人员或安全检查人员进行通用的

账户密码合规性检查和配置规范，使用本文档指导修改生产环境配置

之前应该先进行充分测试验证，避免对生产业务造成干扰： 

通用的账户密码 (通用密码包含:操作系统、web 应用、数据库等)

在技术条件满足时，账户/密码认证建议满足如下规则： 

1.1. 账户与密码配置策略 

 密码应该长度不少于 10 位； 

 建议不要使用有一定特征和规律容易被破解的常用口令的密

码（如：在常用彩虹表中的密码、滚键盘密码。如：!QAZxsw2，qazxsw，

1qaz@WSX，1q2w3e，123456789，password 等），且密码复杂度至

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符、数字、特殊字符四类中的三种； 

 密码尽量不要包含账户如：adminstrator/administrator，test/test，

root/root，oracle/oracle，mysql/mysql； 

 建议至少每 90 天更改一次密码，若账户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则不要求修改； 

 建议不要重复使用最近 5 次（含 5 次）内已使用的密码； 

 建议根据不同应用设置不同的帐号密码，不建议多个应用使用

同一套账户/密码； 

 帐号管理人员初次发放或者初始化密码给用户时，如果知道密

码内容，建议强制用户首次使用修改密码，不能强制用户修改密码的

则为密码设置过期期限（用户必须及时更改密码，否则密码应被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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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  

 建议为所有账户配置设置连续认证失败次数超过 5 次（不含 5

次），锁定账号策略和 30 分钟自动解除锁定策略； 

 建议对所有账户设置不活动时间超过 10 分钟自动退出或锁定

策略； 

 新建系统中的帐号缺省密码在首次使用前，建议强制用户更改； 

 建议开启账户登录记录日志功能，登录日志最少保存 180 天，

登录日志中不能保存用户的密码。 

 不使用个人的微博、QQ、论坛等口令 （各种数据泄露） 

1.2. 账户与密码传输策略 

 不建议以明文形式通过 Internet、无线设备传送密码，所有账

号密码认证体系在技术支持条件下，建议使用加密协议安全登录（如

SSH）； 

 尽量使用天翼云上密钥方式进行操作系统身份认证。 

2. 操作系统安全加固 

2.1. Linux 操作系统 

2.1.1. 帐号口令设置 

OS-Linux-账号设置 

建议项：应按照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的账号和权限，禁用或删除其它不必要的

账户； 

检查是否存在空口令和 root 权限的账号； 

操作指南： 

为用户创建账号： 

#useradd username      #创建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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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d username      #设置密码 

usermod -L username    #禁用账户 

usermod -U username    #解除禁用 

#userdel username      #删除用户 

修改权限： 

#chmod 750 directory   #其中 750 为设置的权限，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相应的

权限（directory 是要更改权限的目录）； 

使用命令” awk -F: '($2=="")' /etc/shadow”查看系统是否存在空口令账号，逐个

排查必要性； 

使用命令“awk -F: '($3=="")' /etc/shadow” 查看 UID 为零的账号，逐个排查必要

性； 

删除或锁定的与工作无关的账号登录系统，如：test，apache，tomcat，oarcle，

mysql 等； 

检测方法：使用不同的账号登录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 

判定条件：不同账户能够成功登录系统，可以进行不同的操作，拥有不同的目

录权限； 

补充说明：常见锁定用户：listen、gdm、webservd、nobody、nobody4、noaccess。 

无关的账号主要指测试帐户、共享帐号、长期不用账号（半年以上未用）等。 

 

OS-Linux-口令复杂度设置 

建议项：对于采用口令认证的设备，口令长度建议不少于 10 位，并包括数字、

小写字母、大写字母和特殊符号 4 类中至少 3 类； 

操作指南： 

使用命令“vim /etc/pam.d/system-auth”修改配置文件，在文件末尾增加一下配

置： 

password requisite pam_cracklib.so retry=5 difok=3 minlen=10 ucredit=-1 lcredit=-

3 dcredit=-3 

检测方法：创建一个普通账号，为用户配置与用户名相同的口令、只包含字符

或数字的简单口令以及长度短于 10 的口令，查看系统是否对口令强度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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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示；输入带有特殊符号的复杂口令，查看系统是否可以成功设置。 

判定条件： 

不符合规则的密码设置不成功，并且对口令强度要求进行提示； 

符合密码强度的密码，才可以成功设置。 

补充说明： 

 

OS-Linux-口令生存周期设定 

建议项：对于采用口令认证的设备，帐户口令的生存期建议不长于 90 天； 

操作指南： 

使用命令 vi /etc/login.defs 修改一下配置参数的值： 

PASS_MAX_DAYS  90   #设定口令的生存期不长于 90 天； 

PASS_MIN_DAYS  0   #新建用户的密码最短使用天数； 

PASS_WARN_AGE  7   #新建用户的密码到期提前提醒天数； 

检测方法：使用超过 90 天的帐户口令登录是否能登录成功； 

新建用户是否立即提醒修改密码。 

判定条件：超过 90 天的帐户口令登录时提醒修改密码，判定为成功。 

新建用户首次登录强制修改密码判定为修改成功。 

补充说明： 测试时可以将 90 天的设置缩短进行测试。 

 

OS-Linux-远程登录账户设置 

建议项：限制超级管理员用户远程登录；设置普通用户远程登录失败尝试次数； 

操作指南： 

修改 vim /etc/ssh/sshd_config 文件，修改： 

Protocol  2 #设置 ssh 协议版本为 

PermitRootLogin  no 

MaxAuthTries  3； 

重启 sshd 服务。 

检测方法： 

root 从远程使用 ssh 登录检查是否能登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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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用户从远程使用 ssh 登录成功，并能 su 到 root 账户。 

判定条件： 

root 远程登录失败判定为成功； 

普通用户可以登录成功，而且可以切换到 root 用户判定为成功； 

普通账户和 root 账户输错 3 次密码登录被断开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OS-Linux-远程登录端口设置 

建议项：修改默认的 SSH 服务端口； 

操作指南： 

修改 vim /etc/ssh/sshd_config 文件，修改： 

Port 22  #修改端口是 4 位数以上的高端口 

修改完成后重启 sshd 服务。 

检测方法：使用默认端口 ssh 登录，检查是否成功；  

使用新设置的端口 ssh 登录，检查是否成功； 

判定条件：默认 ssh 登录不成功，新设置端口 ssh 登录成功，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HEC 官网安全组默认开放 SSH 22 号端口，修改主机的 SSH 端口

后，需要同步修改主机所在的安全组配置，增加新设定端口的白名单，可参考： 

http://support.hwclouds.com/usermanual-vpc/zh-cn_topic_0030969470.html 

 

OS-Linux-普通账号设置 su root 权限 

建议项：建议设置可以 su 为 root 的账户为制定的用户组，其它账户不能 su 切

换至 root 

操作指南： 

编辑 su 文件(vi /etc/pam.d/su)，在文件末位添加下面一行： 

auth    required    pam_wheel.so group= wheel 

这表明只有 wheel 组的成员可以使用 su 命令成为 root 用户。你可以把用户添

加到 wheel 组，以使它可以使用 su 命令成为 root 用户。 

普通用户添加到 wheel 组的方法为：usermod –G wheel <username>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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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名称 

检测方法：创建 2 个普通账户和 wheel 组：test1 和 test2，test1 加入 wheel 组，

test2 不加： 

分别使用 test1，test2 远程登录后，su 到 root，检查是否成功； 

判定条件：test1 可以 su 到 root，test2 不能 su 到 root 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测试完成后 test1 和 test2 要删除。 

 

OS-Linux-登录安全设置 

建议项：配置系统历史命令操作记录和定时帐户自动登出时间； 

操作指南： 

编辑 profile 文件（vi /etc/profile），修改 HISTSIZE=1000，修改 TMOUT=300

（ 可 根 据 情 况 设 定 ， 单 位 ： 秒 ）； 在 文 件 末 位 加 入 ： export 

HISTTIMEFORMAT="%F %T `whoami` "， 

配置完成后使用 source /etc/profile 让配置立即生效； 

检测方法：输入 history 查看历史命令是否从本条命令开始启用账户，时间记

录。 

判定条件：立即记录有账户，操作时间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2.1.2. 服务 

OS-Linx-关闭不需要的服务 

建议项：关闭不必要的服务（普通服务和xinetd服务）； 

操作指南：执行chkconfig --list查看系统启动的服务，关闭不必要的服务； 

如：关闭xinetd服务：chkconfig --level 123456 xinetd off 

检测方法：逐个检查系统服务，检查系统是否有不必要的服务； 

判定条件：支持系统最小化运行的服务。 

补充说明：常见不必要服务：bootps，pure-ftpd，pppoe，sendmail，isdn，

zebra，cupsd，cups-config-daemon，hplip，hpiod，hpssd，bluetooth，hcid，

hidd，sdpd，dund，pand，rsh 

2.1.3.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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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OS-Linux-审计日志设置 

建议项：启用 syslog 系统日志审计功能 

操作指南： 

CentOS5.X 检查：/etc/rsyslog.conf 

CentOS6.X 及以上，Fedora，Debain，Ubuntu 检查：/etc/rsyslog.conf 

SUSE 检查：/etc/syslog-ng/syslog-ng.conf 

cat /etc/syslog.conf 查看是否有：authpriv.*  /var/log/secure 

检测方法：远程 ssh 登录成功后检查 secure 日志是否记录认证信息 

判定条件：有成功登录的记录认证信息判定为配置成功； 

补充说明： 

将 authpirv 设备的任何级别的信息记录到/var/log/secure 文件中，这主要是一些

和认证、权限使用相关的信息。 

 

OS-Linux-日志权限设置 

建议项：系统日志文件由 root 创立并且其它用户不可读取（日志文件权限不高

于 600）；  

操作指南：查看如下等日志的访问权限：#ls –l 查看下列日志文件权限 

/var/log/messages、/var/log/secure、/var/log/auth、/var/log/maillog、/var/log/cron、

/var/log/spooler、/var/log/boot.log 

如：修改 message 文件权限，执行命令：chmod 600 messages  

检测方法：使用 ls  -l 命令依次检查系统日志的读写权限。 

判定条件：日志文件权限小于 600 判断为成功； 

补充说明： 

2.1.4. 文件服务配置（按需） 

本部分根据需要，且使用 vsftp 做为文件服务器时需要参照本部

分设置，其它文件系统不涉及； 

编号：OS-Linux-vsftp 配置 

建议项：安装最新的 vsf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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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执行 rpm -qa|grep vsftpd 检查是否安装最新的 vsftpd，如果没有安装则执行 yum 

install vsftpd 安装最新的软件 vsftpd 包，安装完成后执行 service vsftpd start 启

动 vsftp 服务。 

检测方法：执行 service vsftpd stauts 检查服务是否启动。 

判定条件：service vsftpd stauts 响应 OK 表示服务正常启动。 

 

编号：OS-Linux-禁用匿名登录 vsftp 服务 

建议项： vsftp 不能匿名登录 

操作指南： 

执行：vim /etc/vsftpd/vsftpd.conf 查看： 

anonymous_enable=NO -----配置为 NO 为禁止匿名登录，必须要创建用户认证

后登录； 

检测方法：匿名登录 vsftp 查看登录是否成功； 

判定条件：匿名登录不成功表示配置正常； 

 

编号：OS-Linux-banner 信息修改 

建议项：禁止显示 vsftp banner 信息 

操作指南：执行：vim /etc/vsftpd/vsftpd.conf 查看： 

去掉 ftpd_banner=Welcome…的注释 

 

配置完成后重启 vsftp 服务。 

检测方法：远程登录 FTP 查看 banner 是否已修改。 

判定条件：banner 信息已修改表示配置正常。 

 

编号：OS-Linux-限制 FTP 用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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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项：每个 FTP 用户只能在自己的目录下活动，不能向上遍历； 

操作指南： 

执行：vim /etc/vsftpd/vsftpd.conf 查看： 

chroot_list_enable=YES 

chroot_list_file=/etc/vsftpd/chroot_list 

新建/etc/vsftpd/chroot_list，添加用户名，如：user1 #表示 user1 登录 FTP 后，

只允许在 user1 用户的 home 目录中活动 

 

配置完成后重启服务。 

检测方法：远程登录 FTP 查看是否可以向上遍历到根目录。 

判定条件：不能遍历表示表示配置正常。 

 

编号：OS-Linux-启用 FTP 日志记录 

建议项：开启 FTP 的日志记录功能 

操作指南： 

执行：vim /etc/vsftpd/vsftpd.conf 修改以下行，启用日志记录： 

xferlog_enable=YES 

xferlog_std_format=YES 

如果需要自定义日志存放位置，xferlog_file=/var/log/ftplog 

配置完成后重启服务。 

检测方法：远程登录 FTP 查看日志记录是否成。 

判定条件：能正常记录日志表示配置正常。 

 

编号：OS-Linux-FTP 网络连接限制 

建议项：FTP 的最大连接数和传输速度必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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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执行：vim /etc/vsftpd/vsftpd.conf 修改以下行，启用日志记录： 

anon_max_rate=0：限制匿名最大传输速率（字节/秒） 

local_max_rate=0：限制用户最大传输速率（字节/秒） 

max_clients=0：限制并发客户端连接数 

max_per_ip=0：限制同一 IP 地址的并发连接数 

配置完成后重启服务。 

检测方法：查看配置选项是否已修改。 

判定条件：已修改表示配置正常。 

2.2. Windows 操作系统 

2.2.1. 帐号口令设置 

编号：OS-Windows-默认账号设置 

要求内容：重命名 Administrator，禁用 guest（来宾）帐号和其它不必要的账

户；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在“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 

Administrator->属性->更改名称 

Guest 帐号->属性->已停用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在“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 

缺省帐户->属性-> 更改名称 

Guest 帐号->属性->已停用 

判定条件：缺省账户 Administrator 名称已更改。Guest 帐号和其它无关账户已

停用。 

 

编号：OS-Windows-账号共享设置 

要求内容：应按照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的账号，避免不同用户间共享账号。避

免用户账号和设备间通信使用的账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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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在“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根

据系统的要求，设定不同的账户和账户组。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在“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查

看根据系统的要求，设定不同的账户和账户组。 

判定条件： 

结合要求和实际业务情况判断符合要求，根据系统的要求，设定不同的账户和

账户组。 

 

编号：OS-Windows-最后登录帐号设定 

要求内容：不显示最后的用户名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打开“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选择“交互式登录:不显示最后的用户名” 设置“已启用”。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打开“本地策略”->“安全选项”

->选择“交互式登录:不显示最后的用户名” 设置“已启用” 

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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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要求和实际业务情况判断符合要求，根据系统的要求，设定不同的账户和

账户组。 

 

OS-Windows-口令长度设置 

要求内容：密码长度最少 10 位，不能使用有键盘规律的密码（键盘规律密码：

qazxsw,1qaz@WSX,1q2w3e 等），且密码复杂度至少包含以下四种类别的字符

中的三种： 

英语大写字母 A, B, C, … Z 

英语小写字母 a, b, c, … z  

阿拉伯数字 0, 1, 2, … 9  

非字母数字字符，如标点符号，@, #, $, %, &, *等；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密码策略”：“密码

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选择“已启动”。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密码策略”：查看

是否“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选择“已启动。” 

判定条件：“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选择“已启动”。 

 

OS-Windows-口令有效期设置 

要求内容：对于采用口令登录的主机，口令的生存期不长于 90 天；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密码策略”：“密码

最长存留期”设置为“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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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密码策略”：查看

是否“密码最长存留期”设置为“90 天”。 

判定条件：“密码最长存留期”设置为“90 天”。 

 

OS-Windows-口令历史记录校验设置 

要求内容：对于采用静态口令登录的主机，应配置主机不能重复使用最近 5 次

（含 5 次）内已使用的口令；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密码策略”：“强制

密码历史”设置为“记住 5 个密码”。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密码策略”：查看

是否“强制密码历史”设置为“记住 5 个密码”。 

判定条件：“强制密码历史”设置为“记住 5 个密码”。 

 

OS-Windows-口令锁定设置 

要求内容：对于采用静态口令登录的主机，应配置主机当用户连续认证失败次

数超过 5 次（不含 5 次），锁定该用户使用的账号；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帐户锁定策略”：

“账户锁定阀值”设置为 5 次，设置解锁阀值：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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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帐户策略->帐户锁定策略”：

查看是否“账户锁定阀值”设置为小于等于 5 次。 

判定条件：“账户锁定阀值”设置为小于或等于 5 次。 

补充说明：设置不当可能导致账号大面积锁定，在域环境中应小心设置，

Administrator（系统管理账户）账号本身不会被锁定。 

 

OS-Windows-会话超时设置 

要求内容：对于远程登录的账户，设置不活动时，连接时间 15 分钟；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安全策略—安全选项”：

“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设置为“在挂起会话之前所需的空闲时间”为 15 分钟。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安全策略—安全选项”：查看

“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设置。 

判定条件：“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设置为“在挂起会话之前所需的空闲时间” 

2.2.2. 授权配置 

编号：OS-Windows-远程、本地关机授权设置 

要求内容：本地、远端系统强制关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关闭系统”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从远程系统强制关机”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查看“关闭系统”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查看是否“从远程系统强制关机”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判定条件： 

 “关闭系统”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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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端系统强制关机”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tors 组”。 

 

编号：OS-Windows-文件和对象所有权设置 

要求内容：在本地安全设置中取得文件或其它对象的所有权仅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取得文件或其它对象的所有权”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查看是否“取得文件或其它对象的所有权”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判定条件： 

“取得文件或其它对象的所有权”设置为“只指派给 Administrators 组”。 

 

编号：OS-Windows-授权用户从网络访问设置 

要求内容：在本地安全设置中配置指定授权用户才能允许远程登陆此计算机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设置为“指定授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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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在“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 

查看是否“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设置为“指定授权用户” 

判定条件： “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设置为“指定授权用户” 

2.2.3. 日志配置操作 

OS-Windows-日志设置 

要求内容：设备应启用日志记录功能，对用户登录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用

户登录使用的账号，登录是否成功，登录时间，以及远程登录时用户使用的 IP

地址； 

操作指南：开始->运行-> 执行“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审核策

略”；审核登录事件，双击，设置为成功和失败都审核。 

 

检测方法：开始->运行-> 执行“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审核策

略”；审核登录事件，双击，查看是否设置为成功和失败都审核。 

判定条件：审核登录事件，设置为成功和失败都审核。 

 

OS-Windows-系统日志开启设置 

要求内容：开启审核策略，以便出现安全问题后进行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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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开始->运行-> 执行“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审核策略”；以下

审核是必须开启的，其他的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审核系统登陆事件 成功，失败 

审核帐户管理 成功，失败 

审核登陆事件 成功，失败 

审核对象访问 成功 

审核策略更改 成功，失败 

审核特权使用 成功，失败 

审核系统事件 成功，失败 

判定条件： 

尝试对被添加了访问审核的对象进行访问，然后查看安全日志中是否会有相关

记录，或通过其他手段激活已配置的审核策略，并观察日志中的记录情况，如

果存在日志记录条目，则配置成功。 

补充说明：可能会使日志量猛增。 

 

OS-Windows-日志备份设置 

要求内容：设置日志容量和覆盖规则，保证日志能正常存储； 

操作指南： 

开始->运行-> 执行“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事件查

看器； 

右键选择日志，属性，根据实际需求设置； 

日志文件大小：可根据需要制定，安全日志大小建议不小于 204800K；其它日

志建议不少于 20480K； 

超过上限时的处理方式（建议日志记录天数不小于 90 天），建议设置为日志满

时将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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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进入对应目录，右键选择日志，属性，查看日志上限及超过上线时的处理方式。 

补充说明： 

建议对每个日志均进行如上操作，同时应保证磁盘空间。 

2.2.4. IP 协议安全配置 

OS-Windows-IP 协议安全配置规范 

要求内容：启用 SYN 攻击保护； 

指定触发 SYN 洪水攻击保护所必须超过的 TCP 连接请求的数阀值为 5； 

指定处于 SYN_RCVD 状态的 TCP 连接数的阈值为 500； 

指定处于至少已发送一次重传的 SYN_RCVD 状态中的 TCP 连接数的阈值为

400； 

操作指南：  

在“开始->运行->键入 regedit”后回车，设置一下参数的参数值，推荐值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ynAttackProt

ect 推荐值：2；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MaxPortsE

xhausted 推荐值：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MaxHalfO

pen 推荐值：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MaxHalfO

penRetried 推荐值：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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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检查 SYN 连接数的阀值是否已更改，更改完成判定为成功； 

判定条件：SYN 连接数的阀值已更改； 

2.2.5. 服务安全 

OS-Windows-NetBIOS 服务关闭规范 

要求内容： 

禁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协议，可以关闭监听的 UDP 137（netbios-ns）、UDP 

138（netbios-dgm）以及 TCP 139（netbios-ssn）端口。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找到“TCP/IP NetBIOS Helper”服务，禁用

该服务； 

打开网络连接->属性->选择 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弹出框中选“高

级”->WINS 选项卡->关闭”启用 LMHOSTS 查找功能”，禁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功能。 

 

检测方法：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检查“TCP/IP NetBIOS Helper”服务是否已

关闭； 

检查网络连接中是否已关闭”启用 LMHOSTS 查找功能”，禁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功能； 

判定条件：TCP/IP NetBIOS Helper 服务已关闭，”启用 LMHOSTS 查找功能”

已关闭，”禁用 TCP/IP 上的 NetBIOS”功能已启用。 

 

OS-Windows-安全选项启用规范 

要求内容：对主机的通信信道进行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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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找到一下

内容按建议值调整； 

设置项 建议值 

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 对通信进行数字签名(如果客

户端允许) 

启用 

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 对通信进行数字签名(始终) 启用 

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 对通信进行数字签名(如果客

户端允许) 

启用 

网络安全: 基于 NTLM SSP 的(包括安全 RPC)服务

器的最小会话安全 

要求 NTLMv2 会话

安全 

要求 128 位加密 

网络安全: 基于 NTLM SSP 的(包括安全 RPC)客户

端的最小会话安全 

要求 NTLMv2 会话

安全 

要求 128 位加密 

网络访问: 不允许 SAM 帐户的匿名枚举 启用 

网络访问: 不允许 SAM 帐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 启用 

网络访问: 可匿名访问的共享 清空 

网络访问: 可匿名访问的命名管道 清空 

网络访问: 可远程访问的注册表路径 清空 

网络访问: 可远程访问的注册表路径和子路径 清空 
 

检测方法： 

进入“本地安全策略”检查对应项的值是否已经更改； 

判定条件：各项值已经被修改。 

 

OS-Windows-禁用不必要的安全服务 

要求内容：关闭不必要的系统服务；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根据需要检查用户安装的服务，禁用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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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服务； 

一下服务建议值调整； 

设置项 建议值 

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如果不启用自动更新，建议禁止 

Computer Browser 禁止 

Print Spooler 如果需要打印，建议禁止 

Server 如果不使用文件共享，建议关闭 

TCP/IP NetBIOS Helper 禁用 

Messenger 如果不适用 MSN，建议关闭 

Remote Registry 如果不需要远程修改本机注册表，建议

关闭 

Themes 如果不需要更改系统主题，建议关闭 

Telephony 云环境下，建议关闭 

Wireless Configuration 云环境下，建议关闭 

Error Reporting Service 云环境下，建议关闭 

Help and Support 系统帮助文档 
 

检测方法：进入“服务”列表检查服务是否必须需要；以上对应项的值是否已经

更改； 

判定条件：各项值已经被修改。 

2.2.6. 其他安全配置 

OS-Windows-文件共享配置规范 

要求内容： 

非域环境中，关闭 Windows 硬盘默认共享，例如 C$，D$； 

每个共享文件夹的共享权限，只允许授权帐户拥有权限共享此文件夹。 

操作指南：  

进入“开始->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修改一下配置： 

HKLM\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Parameters\AutoShareS

erver 键值为 0；关闭共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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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共享文件夹的共享权限仅限于业务需要，不要设置成为”everyone”。进入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进入“系统工具->共享文件夹”：查看

每个共享文件夹的共享权限； 

检测方法： 

进入“开始->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查看默认共享是否已关闭； 

检查是否有设定为”everyone”的文件或文件夹； 

判定条件：默认共享已关闭判定为成功。 

 

OS-Windows-防病毒配置规范 

要求内容： 

Windows 系统需要安装防病毒软件。 

操作指南：  

安装企业级防病毒软件，并开启病毒库更新及实时防御功能。 

检测方法：是否安装防病毒软件。 

判定条件：防病毒软件安装判定为成功。 

 

OS-Windows-屏幕保护密码和开启时间设置 

要求内容： 

设置带密码的屏幕保护，并将时间设定为 5 分钟。 

操作指南：  

启用屏幕保护程序，设置等待时间为“5 分钟”，启用“在恢复时使用密码保

护”。进入“控制面板－>显示－>屏幕保护程序”：查看是否启用屏幕保护程序，

设置等待时间为“5 分钟”，启用“在恢复时使用密码保护”。 

检测方法： 

是否启用屏幕保护程序和恢复时使用密码保护功能 

判定条件：启用则判定为成功。 

 

OS-Windows-防火墙策略设置 

要求内容：开启主机防火墙，根据需要设置需要开放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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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打开控制面板-系统与安全-Windows 防火墙，点击左侧启动或关闭 Windows 防

火墙，根据需要开放端口（依 445 SMB 端口为例）： 

 

选择启动防火墙，并点击确定 

 

点击高级设置，查看防火墙防火墙列表，点击入站规则，新建规则 

 

选择端口、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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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本地端口，输入 445，下一步  

 

选择阻止连接，下一步 

 

配置文件，全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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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可以任意输入，完成即可。 

 

检测方法：防火墙是否开启； 

判定条件：防火墙开启判定为成功。 

 

OS-Windows-远程桌面默认端口（3389）修改 

要求内容：修改 Windows 远程桌面默认端口（3389），防止暴力破解等攻击； 

操作指南：  

（1） 打开“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2） 进入以下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Wds\rdpwd\Tds\tcp] ，修改 PortNumber 的值为自定义的端口值；

（PortNumber 默认是 3389，如下图所示） 

https://www.baidu.com/s?wd=SYSTEM&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uWu9uWP9uhFhujFhnHc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znjT1n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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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Terminal 

Server\WinStations\RDP-Tcp]，将 PortNumber 的值（默认是 3389）修改为自定

义的端口值；（和步骤 2 设置的值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 

 

（4） 修改完毕，重新启动电脑，以后远程登录的时候使用新的端口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在主机防火墙或安全组中设置对远端桌面端口的防护策略，也需要

做相应的修改。 

检测方法：能否通过新修改的远端端口登录服务器； 

判定条件：可以用新端口远程访问判定为成功。 

 

OS-Windows-补丁管理 

要求内容：安装最新的 Hotfix 补丁； 

操作指南：  

进入”控制面板->Windows Update->更改设置”， 对于生产服务器，建议通知并

自动下载更新，但是让我选择是否下载和安装更新。 

https://www.baidu.com/s?wd=SYSTEM&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uWu9uWP9uhFhujFhnHc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znjT1n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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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检查最新补丁是否能自动提示安装； 

判定条件：可以自动提示安装补丁判定为成功。 

 

 

3. 数据库安全加固 

3.1. Mysql 安全加固 

3.1.1. 帐户设置 

修改超级用户的密码 

建议项： 

MySQL 安装后默认有 root 超级帐户，要重置 root 用户密码。 

操作指南： 

执行 

mysql> SET PASSWORD FOR 'root'@'localhost' = PASSWORD('newpwd'); 

注：“newpwd”为新设置的密码，为确保安全，一定要设置强度足够的密码。可

参考第一节“帐户密码设置及使用建议”部分。 

检测方法： 

重新登录，看复杂密码是否设置成功。 

判定条件：如果可以使用复杂密码登录，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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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root 用户名称 

建议项： 

更改 MySQL 默认管理员帐号“root”，降低帐号密码被暴力破解的可能性。 

操作指南： 

（1） 查看系统默认账户是否为“root”；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root' 

   

（2）如果系统默认账户是否为“root”： 

 执行 

update mysql.user set user='myroot' where user='root'  

flush privileges 

  注：myroot 只是示例使用，具体更改的账户名称，需自行设置。 

检测方法：检测 mysql 服务是否默认的管理员账户“root”； 

执行 select user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root'查看 

判定条件：如果默认的管理员账户“root”不存在，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清除没有用户名的用户 

建议项： 

用户名为空的匿名用户必须清除，因为匿名用户没有密码，任何人都可以连接。 

操作指南：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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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user '' 

检测方法： 

1.检查是否有空用户 

执行 SQL 语句： 

SELECT user,host FROM mysql.user WHERE user = ''; 

判定条件：如果检查不存在空用户，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在 MySQL 的 5.0 版本开始支持 drop user 命令，使用该命令移除匿名

用户和废弃用户，减少数据库攻击面。 

 

禁止数据库用户使用空密码 

建议项： 

不允许存在密码为空的数据库用户，降低数据库被爆破的可能性。 

操作指南： 

（1）执行 SQL 语句： 

SELECT User,host  

FROM mysql.user  

WHERE (plugin IN('mysql_native_password', 'mysql_old_password')  

AND (LENGTH(Password) = 0  

OR Password IS NULL))  

OR (plugin='sha256_password' AND LENGTH(authentication_string) = 0) 

如果返回结果不为空，则存在空密码用户 

 

（2） 针对空密码用户，设置足够复杂的密码 

执行 

set password for <user>@<hostname> = password('<yourpassword>') 

注：<user>为存在口密码的用户，<yourpassword>为新设置的密码，为确保安

全，一定要设置强度足够的密码。可参考第一节“帐户密码设置及使用建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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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检测方法： 

1.检查是否有空用户 

执行 SQL 语句： 

SELECT User,host  

FROM mysql.user  

WHERE (plugin IN('mysql_native_password', 'mysql_old_password')  

AND (LENGTH(Password) = 0  

OR Password IS NULL))  

OR (plugin='sha256_password' AND LENGTH(authentication_string) = 0) 

判定条件：如果检查不存在空密码用户，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密码为空，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登录并使用该用户。空用户在数据库

初始化中比较常见，例如 MySQL 数据库 root 用户默认为空。 

3.1.2. 日志配置 

启用记录错误日志 

建议项： 

错误日志记录功能需启用，确保系统能记录相应的攻击行为，且错误日志不要存

放于系统分区。 

操作指南： 

my.cnf 配置文件中添加配置[mysqld] log-error=<your_path>，重启数据库。 

检测方法： 

执行 SQL 语句：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error' 

执行 Linux 操作系统命令： 

df -h 

判定条件：如果启用了错误日志，且错误日志路径没有存放于系统分区，判定为

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该功能属于事后审计，错误日志记录 MySQL 每次启动和关闭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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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及运行过程中所有较为严重的警告和错误信息。通过日志分析可以发现

攻击行为或入侵痕迹。 

建议将错误日志单独建立数据分区。 

3.1.3. 其他安全配置 

删除冗余数据库 

建议项： 

所有数据库必须文档化，任何不清楚用途的数据库模板应该被仔细检查，并删除

冗余数据库（包含 test 数据库） 

操作指南： 

（1） 查看系统中存在的冗余数据库；（示例如下） 

   

（2）如果系统存在冗余数据库（跟业务无关的数据库）： 

 执行 

drop database <DBname> 

  注：<DBname>跟查询结果，替换为跟业务无关的数据库（如 test）。 

检测方法： 

执行 SQL 语句： 

show databases 

判定条件：如果返回值均为业务所需的数据库，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冗余数据库包含测试数据库。例如 MySQL 安装后默认存在 test 数据

库，需要删除。在默认安装的 MySQL 中，匿名用户可以访问 test 数据库。test

数据库有可能包含重要的信息， 

为避免安全隐患，必须在上线前移除任何无用的数据库，以避免任何在不可预料

的情况下访问该数据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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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需要，应禁止数据库远程访问，只能本地访问（仅限于应用和数据库在同

一台主机的情况） 

建议项： 

如果数据库不需远程访问，可以禁止远程 tcp/ip 连接, 防止密码暴力破解攻击、

溢出攻击和嗅探攻击。 

操作指南： 

登录天翼云，启用安全组，仅开放远程访问服务器所用的端口，其他不用的端口

默认禁止。 

 

注：上述安全组在入方向只开放 22 端口，其他端口对外都关闭。 

检测方法： 

远程访问数据库端口（默认为 3306），看是否能够访问。 

判定条件：如果远程不能访问 3306 端口，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您可以使用天翼云安全组进行内外网访问控制，建议不要将数据库高危服务开

放到互联网上。 

*如果需要开放对某个 IP 或某些 IP 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通过安全组设置指定

的远程访问 IP。如下图所示： 

 

 

只有授权用户才能执行 show databases 命令 

建议项： 

Show databases 命令会暴露数据库内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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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my.cnf 配置文件中添加[mysqld] skip_show_database=1，重启数据库。 

检测方法： 

执行 SQL 语句： 

show variables like 'skip_show_database' 

判定条件：如果返回值为 ON，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Show databases 命令，缺省时会允许使用数据库的所有人使用。因此

可被利用来收集信息，做攻击前准备。例如可以收集数据库名称等等。如果无法

按照配置项设置 skip_show_database，就必须注意严格控制使用该命令的用户权

限。 

3.2. Redis 安全加固 

修改默认端口 

建议项： 

建议将默认的端口也更改掉，这样可以防止某些攻击者利用工具对默认端口进

行探活扫描的行为。 

操作指南： 

修改端口在配置文件中的 PORT 字段来标识。  如下图所示： 

 

修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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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配置文件中的端口修改为 9999（本端口示例使用，使用过程中按自己需求进

行配置），然后重启数据库，并查看变化： 

 

 

检测方法：检测 redis 数据库运行时使用的端口； 

判定条件：如果 redis 数据库使用修改后的端口运行，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设置 IP 白名单 

建议项： 

Redis 如果是只开放给内部服务器，可以配合 iptables 限制固定 IP 访问 

操作指南： 

（1）采用 linux 操作系统的 iptables 设置访问规则。例如： 

iptables -A INPUT -s x.x.x.x -p tcp --dport 6379 -j ACCEPT 

（2）利用天翼云安全组设置规则。（参照 Mysql 安全加固部分内容） 

检测方法：分别从 IP 白名单和其他 IP 访问 redis 服务端口。 

判定条件：如果仅能从 IP 白名单的机器远程访问 redis 的端口，判定为设置成

功；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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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符合强度的管理员密码 

建议项：Redis 数据库登陆必须配置密码，且密码长度、复杂度必须足够。 

操作指南： 

（1） 找到 redis.conf 配置文件。 

（2） 在 redis.conf 文件中找到 requirepass 一行。 

（3） 添加 requirepass XXXXXX 一行，则数据库登录密码为 XXXXXX 

（4） 保存退出，重启 redis 

注：XXXXXX 为示例使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设置强度足够的密码。 

检测方法：重新登录，查看设置的复杂密码是否生效。 

判定条件：如果必须使用新设置的复杂密码登录，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启用日志记录 

建议项：Redis 自身支持日志记录到系统日志,如/var/log/localmessage。但需要通

过在 redis.conf 进行配置。 

操作指南： 

找到 redis.conf 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中按如下步骤进行配置 

syslog-enabled yes 

syslog-ident redis 

syslog-facility local0 

logfile “/var/log/redis/redis.log”（路径为示例，按实际需求配置） 

检测方法：重新通过客户端登录，查看日志记录是否生效。 

判定条件：如果日志中有客户端登录信息（客户端 IP,账号等信息），判定为设置

成功； 

补充说明：  

 

禁用危险命令 

建议项：Redis 默认存在一些危险命令，黑客可以利用该命令写入文件，存在安

全隐患，因此需要隐藏重要命令。涉及命令如下： 

FLUSHDB, FLUSHALL, KEYS,PEXPIRE, DEL, CONFIG,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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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REWRITEAOF, BGSAVE, SAVE, SPOP, SREM, RENAME,DEBUG, EVAL 等。 

操作指南： 

找到 redis.conf 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中按如下步骤进行配置 

下述配置将 config/flushdb/flushall 设置为空，即禁用该命令；也可命名一些攻击

者难以猜解的名字。 

rename-command CONFIG “” 

rename-command flushall “” 

rename-command flushdb “” 

rename-command shutdown shotdown_test 

保存后，执行/etc/init.d/redis-server restart 重启生效。 

检测方法：重新，查看命令能否执行。 

判定条件：如果命令不能执行，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安全补丁 

需要不定期关注最新软件版本，并升级 redis 到最新版，防止新漏洞被利用。 

4. 第三方应用组件 

4.1. Apache 服务器加固 

4.1.1. 权限设置 

Web APP –运行帐号和组检查   

建议项： 

（1）建议为 Apache 创建专门的系统账户和组， 

（2）不建议以 root 或 administrator 账户直接运行 Apache 服务； 

操作指南： 

 （1）如果系统已经为 Apache 创建好服务运行所需要的账户和组，则配置专用

账户启动服务； 

   

（2）如果没有为 Apache 创建运行账户和组，使用一下步骤创建服务运行的账

户和组： 

http://forum.huaweiclou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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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apache 组：groupadd apache； 

   

创建 apache 用户并加入 apache 组：useradd apache –g apache； 

   

在 Apache 配置文件 httpd.conf 中加入以下两行： 

   

User apache 

   

Group apache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 Apache 服务是否使用专用账户运行； 

判定条件：Apache 用专用账户运行，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Linux 下 Apache 的默认用户是 apache 或者 nobody，Unix 默认是

daemon； 

 

  Web APP –授权检查   

建议项：建议严格控制 Apache 主目录的访问权限，非超级用户不能修改该

Apache 主目录下的内容； 

操作指南： 

   

Apache 主目录对应于 Apache 配置文件 httpd.conf 中的 Server Root 控制项，修改

为一下配置： 

   

“Server Root /usr/local/apache”   #根据 apache 的实际安装路径指定目录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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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尝试用非超级用户修改该目录下的文件，看是否能修改；  

判定条件：非超级用户不能修改该目录中的内容判断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4.1.2. 日志配置 

Web APP –访问日志记录 

建议项：建议配置详细的用户访问日志和错误日志，便于排查还原访问过程，排

查出错根因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文件，配置访问日志和错误日志记录： 

   

LogLevel notice   #日志记录级别 

   

ErrorLog /…/logs/error_log   #错误日志保存路径 

   

LogFormat %h %l %u %t \”%r\” %>s %b  “%{Accept}i\”%{Referer}i\” \”%{User-

Agent}i\”” 

   

Combined   #访问日志打印格式 

   

CustomLog /…/logs/access_log combined     #访问日志保存路径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访问 Apache 服务器，是否含有访问日志生成； 

判定条件：有访问日志生成则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LogLevel：日志级别配置，默认是 warn。 

   

notice 级别会记录比较详细的访问记录，但是会占用一定的磁盘空间，生产环境

http://forum.huaweiclou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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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设置为：notice； 

4.1.3. 访问配置 

Web APP –apache 账户访问权限检查 

建议项：建议配置 Apache 账户只能访问 Web 目录下的文件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文件，设置可访问目录： 

   

Order Allow ,Deny 

   

Allow from all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配置是否已更改； 

判定条件：配置已更改则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Web APP –Apache 列表显示目录检查 

建议项：不建议 Apache 列表显示目录下的文件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文件，设置可访问目录： 

   

#Options Indexes FollowSymLinks       #删掉 Indexes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配置是否已更改，访问无 index.html 的目录是否会列出目录结

http://forum.huaweiclou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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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判定条件：不能列表显示目录结构则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将 Options Indexes FollowSymLinks 中的 Indexes 去掉，就可以禁止 Apache 显

示该目录结构； Indexes 表示当该目录下没有 index.html 文件时，就显示目录结

构； 

   

列出目录下的文件会导致明显信息泄露或越权下载，建议关闭该项； 

 

Web APP –隐藏 Apache 的版本号 

建议项：建议在 HTTP 响应消息中隐藏 Apache 的版本号及其它敏感信息；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 

   

ServerSignature  off  

   

ServerTokens  Prod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 HTTP 响应是否显示版本信息； 

判定条件：不显示版本信息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默认的 Apache 配置没有任何信息保护机制，允许目录浏览，并且会把 Apache 版

本模块都显示出来（http 返回头），容易把服务端信息暴露给恶意攻击者，建议

默认开启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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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P –关闭 TRACE 方法 

建议项：建议关闭 Apache TRACE 方法，防止 TRACE 方法被攻击者恶意利用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 

   

添加“TraceEnable off”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参数是否已修改； 

判定条件：已修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TRACE 方法可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对第三方网站发起攻击，建议关

闭； 

 

Web APP –CGI 功能检查 

建议项：如果服务器上不需要运行 CGI 程序，建议禁用 CGI；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关掉 cgi-bin 目录的配置和模块： 

   

#LoadModule cgi_module  modules/mod_cgi.so  #注释本行 

   

#ScriptAlias /cgi-bin/  “/var/www/cgi-bin/”     #注释本行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参数是否已修改； 

判定条件：已修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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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APP –设定监听 IP 地址检查 

建议项：如果服务器有多个 IP 地址，建议配置监听提供服务的 IP 地址；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设置监听 IP 地址： 

   

Listen x.x.x.x:80     #监听 IP 地址和端口，根据需要修改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参数是否已经修改； 

判定条件：已修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Web APP –限制浏览器被第三方 frame 引用 

建议项：建议配置 HTTP 响应包头 x-frame-options 选项，不允许其他 frame 包含

本页面；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加入以下配置： 

   

Header  always  append  X-Frame-Options  SAMEORIGIN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参数是否已经修改； 

判定条件：已修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x-frame-options 在防止 XSS 攻击、网页防篡改方面有一定效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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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该配置； 

 

Web APP –删除 Apache 目录下缺省安装的无关文件 

建议项：建议删除 Apache 安装后默认的测试文件，防止服务器本身配置信息泄

露； 

操作指南： 

   

默认情况下 apache 安装在/usr/local/apache2 目录下： 

   

删除缺省的 HTML 文件：rm -rf /usr/local/apache2/htdocs/* 

   

删除缺省的 CGI 脚本：rm –rf /usr/local/apache2/cgi-bin/* 

   

删除缺省的 Apache 说明文件：rm –rf /usr/local/apache2/manual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默认配置文件是否已被删掉； 

判定条件：默认的配置文件被删掉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Web APP –禁用无关的 HTTP 方法 

建议项：建议根据需要开启 HTTP 方法如： PUT、DELETE 等，无关的 HTTP

方法建议禁用；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文件,只允许 GET、POST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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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   

   

<LimitExcept GET POST CONNECT OPTIONS>  ## 删掉没有使用的 PUT 

DELETE TRACE 

   

  Order Allow,Deny  

   

  Deny from all  

   

</LimitExcept>  

   

</Location>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默认配置是否已更改； 

判定条件：配置已更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4.1.4. 错误重定向配置 

Web APP –根据错误代码配置统一的错误页面 

建议项：建议开启 Apache 错误页面重定向功能，配置统一的错误页面，防止敏

感信息泄露；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根据错误编码，设置统一的错误页面： 

   

ErrorDocument 400  /custom400.html   #自定义错误页面 

   

ErrorDocument 401  /custom401.html   #自定义错误页面 

http://forum.huaweiclou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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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Document 403  /custom403.html   #自定义错误页面 

   

ErrorDocument 404  /custom404.html   #自定义错误页面 

   

ErrorDocument 405  /custom405.html   #自定义错误页面 

   

ErrorDocument 500  /custom500.html   #自定义错误页面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配置是否已更改，访问不存在的页面检查服务器是否返回对应错

误页面； 

判定条件：访问服务器不存在的页面，返回对应错误页面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4.1.5. 开启安全防护 

Web APP –连接时长检查 

建议项：建设合理设置 session 时间，防止拒绝服务攻击； 

操作指南： 

   

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 

   

Timeout 120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建立连接前的时间间隔 

   

KeepAlive On 

   

KeepAliveTimeout    15  #限制每个 session 的保持时间为 15 秒。 

   

StartSevers 10 

http://forum.huaweicloud.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extra=page%3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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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SpareServers 10 

   

MaxSpareServers 20 

   

MaxClients 256 

   

#装载 mod_requesttimeout 模块 

   

loadmodule  requesttimeout_module  modules/mod_reqtimeout.so 

   

#添加 RequestReadTimeout 指令类似下面的最大请求头部超时值为 40 秒 

   

RequestReadTimeout  header=20-40,MinRate=500 body=20,MinRate=500 

   

#添加 RequestReadTimeout 指令，最大请求包 body 超时值设置为 20 秒或者更少 

   

RequestReadTimeout  header=20-40,MinRate=500 body=20,MinRate=500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配置是否已更改； 

判定条件：配置已更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  

 

Web APP –缓冲区溢出配置 

建议项：建议开启缓冲区溢出配置，提高网站安全性；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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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ttpd.conf 配置文件： 

   

LimitRequestBody  102400 

   

LimitRequestFields  100 

   

LimitRequestFieldsize  1024 

   

LimitRequestline  512 

   

配置完成后重启 Apache 服务 

检测方法：检查配置是否已更改； 

判定条件：配置已更改则判定为成功； 

补充说明：溢出攻击是近几年 web 攻击的主流之一，通过 apache 本身的安全策

略，可以有效的防止溢出，提高网站的安全性 

4.2. Tomcat 加固 

4.2.1. 权限设置 

建立单独账户运行 tomcat 

建议项： 

用于运行 Tomcat 的用户必须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用户：既无权访问非必须的文件，

又不能执行非必须的程序。 

操作指南：  

1、当安装账户为超级管理员时： 

（1）专门为 Tomcat 建立一个单独的用户和用户组。 

# groupadd tomcatgroup 

# useradd -g tomcatgroup -d /home/tomcat -m tomcatuser  

为用户设置密码： 

passwd tomcat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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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系统会提示你输入新密码，请自行输入。密码要符合强口令要求（密码长度

需足够，复杂度至少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中的两种）。 

注：tomcatgroup 和 tomcatuser 为组名和用户名，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home/tomcat 为用户登录时默认路径（家目录），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2）设置权限：更改 Tomcat 安装目录属主为 tomcatuser 用户；为 tomcatuser 用

户添加应用程序（例如 webapps，或者被单独放置在 tomcat 安装目录之外的应

用目录）目录的只读权限；如果某些应用程序需要写权限，请单独为其配置

tomcatuser 的写权限。 

（3）以 tomcatuser 用户登录后启动 Tomcat 服务器。 

 

2、当安装帐户为普通用户时： 

（1）在安装之前就建立一个单独的用户和用户组： 

# groupadd tomcatgroup 

# useradd –g tomcatgroup tomcatuser –p tomcatuser 

（2）使用新建立的 tomcatuser 安装 Tomcat 之后，不要再使用 tomcatuser 用户启

动运行或安装其他程序；如果产品的 web 应用被放置在 Tomcat 安装目录之外，

请为 tomcatuser 添加该目录的只读权限；如果某些应用程序需要写权限，请单独

为其配置 tomcatuser 的写权限。 

检测方法：检查 tomcat 服务是否使用专用账户运行； 

判定条件：tomcat 用专用账户运行，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4.2.2. 账户管理 

删除 Tomcat 默认管理控制台或管理员帐户（适用于完全不需要使用默认控制台

及相关功能的应用场景） 

建议项： 

默认情况下，Tomcat 存在管理控制台，其地址一般为 http://[IP]:[Port]/admin。管

理台的应用文件，在$tomcat\server\webapps 下，有 admin 和 manager 两个应用。

其用户密码，在$tomcat\conf/tomcat-users.xml 中定义。在$tomcat\webapps 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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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xml 和 manager.xml 文件，定义了可以通过访问/admin 和/manager 进入控

制台的通道。默认情况下，可以轻易的登录 tomcat 管理台，造成严重安全问题 

操作指南：  

1． 删除$tomcat\webapps 下 admin.xml 和 manager.xml 文件； 

2． 删掉$tomcat\conf\tomcat-users.xml 中的用户和密码； 

3． 删除$tomcat\server\webapps 下的 admin 和 manager 两个应用； 

4． 删除$tomcat\webapps 下的 admin 和 manager 两个应用。 

检测方法：检查管理控制台能否登录； 

判定条件：如果不能登录控制台，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4.2.3. 其他安全配置 

修改默认端口 

建议项： 

建议将默认的端口更改掉，这样可以防止某些攻击者利用工具对默认端口进行

探活扫描的行为。 

操作指南： 

（1）修改 conf/server.xml 文件把默认的访问端口（8080、8443）改成其它端口. 

<Connector port="8108" protocol="HTTP/1.1"       //默认端口8080 

connectionTimeout="20000"  

redirectPort="6743" />           //默认端口 8443 

（2）保存 conf/server.xml 文件，重启 tomcat 服务 

检测方法：检测 tomcat 服务运行时使用的端口； 

判定条件：如果 tomcat 服务使用修改后的端口运行，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修改 Tomcat 版本信息 

建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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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 Tomcat 版本信息修改掉，以免黑客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更轻易地知道对应

Tomcat 版本的安全缺陷。（注意：修改之前建议备份当前的版本信息，以便后期

维护、版本升级时能够查到实际版本信息。） 

操作指南： 

1.从 catalina.jar 中抽取出 ServerInfo.properties 文件 

  Tomcat5.5：$ cd $tomcat/server/lib 

  Tomca6.0：$ cd $tomcat/lib 

  $ jar xf catalina.jar org/apache/catalina/util/ServerInfo.properties 

2.编辑 ServerInfo.properties 

  vi org/apache/Catalina/util/ServerInfo.properties 

修改 server.info、server.number 和 server.built 参数的值： 

server.info=WebServer     //参数属性值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server.number=9.0       //参数属性值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server.built=Oct 07 2012 01:13:50    //参数属性值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3.使用修改后的 ServerInfo.properties 更新 catalina.jar 

  $ jar uf catalina.jar org/apache/catalina/util/ServerInfo.properties 

4. 删除操作过程中产生的 org 目录及文件 

$ rm -rf org 

备注：步骤 2 中的参数属性值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 

检测方法：检测 tomcat 版本信息； 

判定条件：如果 tomcat 版本信息修改为自行设置的版本，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Tomcat 的 server.info、server.number、server.built 字段包含了服务器

的版本等信息，黑客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更轻易地知道对应 Tomcat 版本的安全缺

陷。 

 

禁止 Tomcat 目录列表 

建议项： 

缺省情况下，访问 tomcat 下的一个 web 应用，如果输入是一个目录名，而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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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下没有一个可用的 welcome 文件，那么 tomcat 会将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列

出来，这种敏感信息泄露是很危险的。 

操作指南： 

在配置文件$tomcat/conf/web.xml 中修改 listing 参数的值为 false： 

<init-param> 

     <param-name>listings</param-name> 

     <param-value>false</param-value> 

</init-param>  

检测方法：通过浏览器，输入应用文件夹（不到具体文件）路径，看是否会显示

成目录； 

判定条件：如果没有显示成目录，判定为设置成功； 

补充说明：  

 

禁用不必要的 http 方法：DELETE、PUT、TRACE、HEAD、OPTIONS 等 

建议项： 

Tomcat 服务器提供默认 http 方法包括 GET、HEAD、POST、PUT、DELETE、

OPTIONS。在这些方法中，PUT、DELETE 方法很少被使用到，并且极易被利用

来进行攻击。 

操作指南： 

在配置文件$tomcat/conf/web.xml 中修改 listing 参数的值为 false： 

<init-param> 

     <param-name>listings</param-name> 

     <param-value>false</param-value> 

</init-param>  

补充说明： 

1、这里的<url-pattern>/*</url-pattern>和策略可以根据实际业务来进行配置. 

2、这里的配置不会影响到 RESTFUL 中 PUT、DELETE 方法的使用，因为

RESTFUL 的 PUT、DELETE 方法只是构造请求，并不会实际在服务器上创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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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 

4.3. NTP 漏洞加固 

ntp 漏洞加固 

要求内容： 

1、   能够防止部署过程中，客户机与客户机以及客户机与 ntp 服务器之间的 ntp

反射攻击 

操作指南：  

1、NTP 服务器版本升级到 4.2.7p26 以上。 

2、在 NTP 服务器网络出口封禁 UDP  123 端口。 

3、关闭现有NTP服务的monlist功能，在 ntp.conf配置文件中增加 disable  monitor

选项。 

 参考修改配置：  

  # vi /etc/ntp.conf 

  #restrict   default  ignore  #/*注释掉默认策略，该策略允许任何主机进行时间同

步*/ 

  restrict 208.109.0.0 mask 255.255.0.0  #/*允许 208.109.0.0/254 子网内的主机时间

同步,假设公有云客户端主机的 iP 为 208.109 开通 */ 

  disable monitor           #/*关闭现有 NTP 服务的 monlist 功能*/ 

5. 操作系统口令暴力破解防护建议 

除了采取设置强口令、更改默认远程访问端口等措施外，还可以

使用第三方软件或天翼云提供的密钥对验证方式对口令暴力破解进

行防护。 

5.1. Denyhosts 

Denyhosts 是一个 Linux 系统下阻止暴力破解 SSH 密码的软件，

它可以自动拒绝过多次数尝试 SSH 登录的 IP 地址，防止互联网上某

些机器常年破解密码的行为，也可以防止黑客对 SSH密码进行穷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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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暴露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是非常危险的。并不要因为

网站小，关注的人少或不惹眼就掉以轻心：互联网中的大多数攻击都

是没有目的性的，黑客们通过大范围 IP 端口扫描探测到可能存在漏

洞的主机，然后通过自动扫描工具进行穷举破解。Denyhosts 的安装

与使用方法进行介绍。（天翼云官方镜像已内置 denyhosts 软件，其他

镜像可参考此文档自行安装） 

5.1.1. 阻止攻击原理 

DenyHosts 会自动分析 /var/log/secure 等安全日志文件，当发现

异常的连接请求后，会自动将其 IP 加入到 /etc/hosts.deny 文件中，

从而达到阻止此 IP 继续暴力破解的可能。同时，Denyhosts 还能自动

在一定时间后对已经屏蔽的 IP 地址进行解封，非常智能。 

5.1.2. 官方网站 

Denyhosts 的官方网站为：http://denyhosts.sourceforge.net/ （杜绝

Putty 后门事件，谨记安全软件官网） 

5.1.3. 安装方法 

 下载 DenyHosts 源码并解压（目前最新版为 2.6） 

 

 安装部署 

 

 准备好默认的配置文件 

 

http://denyhosts.sourcefor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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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配置文件 denyhosts.cfg 

 

该配置文件结构比较简单，简要说明主要参数如下： 

参数 参数说明 

PURGE_DENY 

当一个 IP 被阻止以后，过多长时间被自动解禁。可选如 3m

（三分钟）、5h（5小时）、2d（两天）、8w（8周）、1y（一

年） 

PURGE_THRESHOLD 

定义了某一 IP 最多被解封多少次。即某一 IP 由于暴力破解

SSH 密码被阻止/解封达到了 PURGE_THRESHOLD 次，则会被永

久禁止 

BLOCK_SERVICE 需要阻止的服务名 

DENY_THRESHOLD_INVALID 某一无效用户名（不存在的用户）尝试多少次登录后被阻止 

DENY_THRESHOLD_VALID 
某一有效用户名尝试多少次登陆后被阻止（比如账号正确但

密码错误），root除外 

DENY_THRESHOLD_ROOT root用户尝试登录多少次后被阻止 

HOSTNAME_LOOKUP 是否尝试解析源 IP的域名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解释，浏览一遍此配置文件，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即可。 

 启动 Denyhosts 

 

如果需要让 DenyHosts 每次重启后自动启动，可按照以下步骤

进行设置： 

 设置自动启动 

第一种是将 DenyHosts 作为类似 apache、mysql 一样的服务，这

种方法可以通过 /etc/init.d/denyhosts 命令来控制其状态。方法如下： 

 

第二种是将 Denyhosts 直接加入 rc.local 中自动启动（类似于

Windows 中的“启动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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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查看已经被阻止的 IP，打开/etc/hosts.deny 文件即可。 

 

5.2. 密钥对验证（建议使用） 

如果您使用的是 Linux 云主机，还使用密钥对(Key Pair)进行远程

登录身份验证，杜绝口令暴力破解攻击。 

注意：为了保证云主机安全，密钥对创建完只能下载一次。因此

需要妥善保管密钥对文件，丢失密钥对后，主机无法登录。 

5.2.1. 创建密钥对 

 登录天翼云 ConSole 后台，依次进入“弹性云主机”、“密钥对”。 

   

 输入密钥对名称，创建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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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后，下载私钥文件。（请查看提示，妥善保管私钥文

件） 

 

 

5.2.2. 创建云主机，应用密钥对 

 进入“弹性云主机”，点击“创建弹性云主机”。 

 

 在创建云主机时，登录方式选择“密钥对”，然后选择前面创

建的密钥对。然后阅读提示信息，并勾选“我确认已获取密钥对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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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KeyPair-XXXpem，否则无法登录弹性云主机。” 

 

 完成其他参数后，完成云主机的创建。 

5.2.3. 利用密钥对登录 

创建 linux 云主机后，利用私钥文件进行操作系统登录。私钥文

件需要妥善保管，不要随意在互联网上发送，导致私钥文件被盗取而

登录主机。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利用私钥登录的过程。（以 Xshell 为例） 

 添加主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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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载密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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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密钥密码 

默认情况下，使用密钥可以直接登录（初始情况下，密钥文件未

设置密码），但是为了更加安全，建议针对密钥文件再设置一层密码，

这样在密钥泄露时，还能有一次口令保护。 

密钥文件口令设置过程如下： 

先选择操作系统对应的密钥文件，然后点击属性，打开后点击“修

改密码”，设置新密码即可。（初始密码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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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密钥进行操作系统登录。 

输入登录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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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应的密钥文件，并输入密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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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通过后即可登录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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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补丁建议 

需要重点操作系统、数据库、第三方组件等等，定期升级安全补

丁，消除安全隐患。 

漏 洞 信 息 可 关 注 国 家 信 息 安 全 漏 洞 共 享 平 台

（http://www.cnvd.org.cn/）等官方网站。 

下面以操作系统为例，简要介绍安全补丁的处理建议。 

（1） 定期开展漏洞扫描 

建议定期开展针对系统的安全漏洞扫描，及时发现系统存在的安

全漏洞和隐患。（用户可自行购买漏洞扫描器进行扫描或者购买天翼

云提供的漏洞扫描服务） 

（2） 漏洞分析 

针对漏洞扫描结果进行深入分析，漏洞报告中一般会有漏洞描述、

漏洞定级以及修复建议等信息。 

下图以漏洞扫描结果示例。 

 

针对漏洞分析结果，采取漏洞规避措施（例如 windows 永恒之蓝

漏洞可临时采取关闭相关服务和端口进行风险临时规避）或者安装官

方（如微软）发布的漏洞补丁。部分补丁信息在漏洞扫描报告中有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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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丁验证 

用户在安装补丁前，建议先在测试环境中对补丁进行验证，以免

补丁安装造成对业务系统的影响。 

（4） 补丁安装 

补丁验证通过后，先备份现网重要业务数据，然后进行操作系统

补丁安装。 

补丁安装完毕后，建议再次进行漏洞扫描，确保风险消除。 

7. 其他云安全服务 

7.1. DDOS 流量清洗 

Anti-DDoS 流量清洗（Anti-DDoS ）通过专业的 DDoS 防护设备

来为用户互联网应用提供精细化的抵御 DDOS 攻击能力，如 UDP 

Flood 攻击、SYN Flood 攻击和 CC 攻击等。用户可业务模型配置流

量参数阀值，可监控攻防状态，并查看报告。 

7.1.1. 防护策略 

（1）提供四层到七层的 DDoS 攻击防护能力 

 支持提供四层到七层的攻击防护,包括CC、SYN flood、UDP flood

等所有 DDoS 攻击方式。 

（2）可通过 WEB 页面设置参数 

 支持针对公网 IP 配置和修改 Anti-DDoS 相关参数的功能，参数

包括 CC 防护是否开启、每秒请求量、每秒 HTTP 请求数（CC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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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时有效）、单一源 IP 连接数。 

7.1.2. 启用过程 

（1）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 

（2） 在系统首页，单击【安全 > Anti-DDoS 流量清洗】； 

 

（3）选择需要 DDOS 防护的主机， 

 

（4）点击“开启防护”，根据业务情况，设置合适的配置参数。

点击“确定”后，开启防护。CC 防护可按照需要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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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安全组 

使用安全组可以严格控制云主机对外的通信端口，例如于防火墙

功能。主要使用过程如下： 

7.2.1. 创建安全组 

（1）登录天翼云控制中心； 

（2） 在系统首页，单击【网络 > 虚拟私有云】； 

 

（3）在【安全组】界面，单击【创建安全组】； 



 

 69 / 75 

 

（4）在【创建安全组】下拉区域，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 

 

（5）点击确定。 

7.2.2. 设置访问控制规则 

（1）在【安全组】界面，展开对应的安全组区域，单击【添加规

则】。 

（2）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安全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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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可以设置可信的管理 IP，这样可以防止其他地址登录云主机，

防止云主机被爆破攻击。（如上图中的地址，也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设置地址段） 

 只开放需要对外提供访问的端口，其他不用开放的端口建议

不要随便开放访问。（例如 mysql 数据库端口 3306，如果没有

对外提供数据库服务，建议不要开放，防止被攻击）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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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址可以选择安全组或 IP地址，对应的生效范围如下所示。 

 安全组：该安全组规则对选中的安全组内的弹性云主机生效。 

 IP 地址：该安全组规则对指定的 IP 地址范围生效，其中

0.0.0.0/0 代表所有 IP 地址。 

（3）单击【确定】。 

7.2.3. 应用安全组规则 

在弹性云主机界面，可以应用安全组规则。 

（1）进入云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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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云主机，然后选择“更改安全组”。 

 

（3）应用创建的安全组，然后点击“确定”。 

 

（4）应用后可以对规则进行验证。 

7.3. 云安全服务—渗透测试 

7.3.1. 服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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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测试服务，包含自动检测、手工检测两个环节，由安全专家

利用安全工具和经验，在用户授权的条件下，使用各种攻击技术，对

应用系统进行非破坏性的、模拟黑客攻击的安全测试，发现应用系统

隐藏的安全弱点，了解应用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为客户输出渗透测试

报告和整改加固建议。 

产品主要服务内容： 

阶段 工作明细 说明 

自动检测 

SQL 注入检测   

XSS 跨站漏洞检测  

任意文件下载漏洞检测  

失效的身份认证和会话管理  

不安全的直接对象引用 
如：逻辑漏洞中的水平权限漏洞

等。 

安全配置错误  

敏感信息泄漏  

站请求伪造（CSRF  

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  

验证的重定向和转发  

手工检测 

SQL 注入检测  

XSS 跨站漏洞检测  

任意文件下载漏洞检测  

失效的身份认证和会话管理  

不安全的直接对象引用 
如：逻辑漏洞中的水平权限漏洞

等。 

安全配置错误  

敏感信息泄漏  

跨站请求伪造（C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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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有已知漏洞的组件  

未验证的重定向和转发  

7.3.2. 应用场景 

（1）应用系统安全隐患 

应用系统初次安装或未经测试上线，以及版本更新后。 

（2）安全风险认知  

对应用系统安全风险不了解的系统管理员、开发人员、维护人员

以及应用人员，为了整体了解应用系统面临的安全风险时。 

（3）法律法规的要求  

为了满足如等级保护等的符合性要求时。 

7.3.3. 服务申请流程 

 

7.4. 云安全服务—风险评估 

7.4.1. 服务说明 

根据国内外风险评估规范标准，基于信息漏洞库、修补库和配置

策略库，对用户系统、应用组件进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完成服务器

配置检查、服务器漏洞检测、服务器端口检测等内容，为客户提供安

全风险评估报告和整改加固建议。 

产品主要服务内容： 

阶段 工作明细 说明 

服务器配置检查 系统安全配置检查  
如：Windows 服务器帐号、口令、

审核策略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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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组件安全配置检

查  

如：IIS 应用的帐号、口令、授权等

配置  

服务器漏洞检测 
系统漏洞检测   如：ms10-020 漏洞等  

应用组件漏洞检测 如：openssl 心脏滴血漏洞等  

服务器端口检测 服务器端口检测  如：3306 端口对外等安全风险   

7.4.2. 服务流程 

 

7.4.3. 应用场景 

（1）应用系统安全隐患 

应用系统初次安装或未经测试上线，以及版本更新后。 

（2）安全风险认知  

对应用系统安全风险不了解的系统管理员、开发人员、维护人员

以及应用人员，为了整体了解应用系统面临的安全风险时。 

（3）法律法规的要求  

为了满足如等级保护等的符合性要求时。 

7.4.4. 服务申请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