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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为设计、生产、制造、选配和使用所需要的安全等级的服务器提出了通用安全技术要求，主要

从服务器安全保护等级划分的角度来说明其技术要求，即为实现GB 17859--1999的要求对服务器通

用安全技术进行了规范。

服务器是信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部分组成的，为网络环境中的客

户端计算机提供特定应用服务的计算机系统。服务器安全就是要对服务器中存储、传输、处理和发布的

数据信息进行安全保护，使其免遭由于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所带来的泄漏、破坏和不可用的情况。服务

器是以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为基础，分别由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数据存储功能，以及由应用系统提供应

用服务接口功能。因此，硬件系统和操作系统的安全便构成了服务器安全的基础。服务器安全从服务

器组成的角度来看，硬件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系统的安全保护构成了服务器安全。由

于攻击和威胁既可能是针对服务器运行的。也可能是针对服务器中所存储、传输、处理和发布的数据信

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所以对服务器的安全保护的功能要求，需要从系统安全运行和信息安

全保护两方面综合进行考虑。本标准依据GB／T 20271--2006关于信息系统安全保证要素的要求，从

服务器的SSOS自身安全保护、SSOS的设计和实现以及SSOS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对服务器的安全保

证要求进行更加具体的描述。

本标准按照GB 17859--1999，分五个等级对服务器的安全功能和安全保证提出详细技术要求。其

中，第4章对服务器安全功能基本要求进行简要说明，第5章从安全功能要求和安全保证要求两个方

面，按硬件系统、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系统和运行安全五个层次对服务器安全功能的分等级

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在第5章的描述中除了引用前面各章的内容外，还引用了GB／T 20271--2006

中关于安全保证技术要求的内容。为清晰表示每一个安全等级比较低一级安全等级的安全技术要求的

增加和增强，在第5章的描述中，较低等级中没有出现或增强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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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技术服务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 1028--2007

1范固

本标准依据GB 17859--1999的五个安全保护等级的划分，规定了服务器所需要的安全技术要求，

以及每一个安全保护等级的不同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按GB 17859--1999的五个安全保护等级的要求所进行的等级化服务器的设计、实

现、选购和使用。按GB 17859--1999的五个安全保护等级的要求对服务器安全进行的测试、管理可参

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标准的引用丽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7859--1999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T 20271--2005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2--2006信息安全技术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3--2006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520--2006信息安全技术公钥基础设施时间戳规范

3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术语和定义

GB 17859--1999、GB／T 20271--2006、GB／T 20272--2006、GB／T 20273--2006和GB／T 20520—

2006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服务器∞rver

服务器是信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系统中为客户端计算机提供特定应用服务的计算机系

统，由硬件系统(如处理器、存储设备、网络连接设备等)和软件系统(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系统等)组成。

3．1．2

服务器安全性server security

服务器所存储、传输、处理的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表征。

3．1．3

服务器安全子系统(SSOS)security subsystem of server

服务器中安全保护装置的总称，包括硬件、固件、软件和负责执行安全策略的组合体。它建立了一

个基本的服务器安全保护环境，并提供服务器安全要求的附加用户服务。

3．1．4

安全要素security element

本标准中各安全保护等级的安全技术要求所包含的安全内容的组成成分。



GB／T 21028—2007

3．1．5

安全功能策略(SFP)security function policy

为实现SSOS安全要素要求的功能所采用的安全策略。

3．1．6

安全功能security function

为实现ssOs安全要素的内容，正确实施相应安全功能策略所提供的功能。

3．1．7

SSOS安全策略(SSP)SSOS security policy

对SSOS中的资源进行管理、保护和分配的一组规则。一个SSOS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安全策略。

3．1．8

$SOS安全功能(SSF)SSOS security function

正确实施SSOS安全策略的全部硬件、固件、软件所提供的功能。每一个安全策略的实现，组成一

个ssOs安全功能模块。一个ssOs的所有安全功能模块共同组成该SsOs的安全功能。

3．1．9

SSF控制范围(ssC)SSF scope of control

SSOS的操作所涉及的主体和客体的范豳。

3．1．10

网络接口部件(NIC)network Interface component

是服务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器对网络提供支持的接口。

3．2缩略语

ssOs服务器安全子系统 security subsystem of server

SSF SSOS安全功能SSOS security[unction

SFP 安全功能策略security function policy

SSC SSF控制范围SSF scope of control

SSP SSOS安全策略SSOS security policy

4服务器安全功能要求

4．1设备安全

4．1．1设备标签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服务器设备标签的不同要求，设备标签分为：

a)设备标签：服务器设备应提供在显著位置设置标签(如编号、用途、负责人等)的功能，以方便查

找和明确责任；

b)部件标签：服务器关键部件(包括硬盘、主板、内存、处理器、网卡等)应在其上设置标签，以防

止随意更换或取走。

4．1．2设备可靠运行支持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设备可靠运行支持的不同要求，可靠运行支持分为：

a)基本运行支持：服务器硬件配置应满足软件系统基本运行的要求，关键部件应有数据校验

能力；

b)安全可用支持：服务器硬件配置应满足安全可用的要求。关键部件均安全可用；

c)不间断运行支持：为满足服务器不间断运行要求，关键部件应具有容错、冗余或热插拔等安全

功能，服务器应按照业务连续性要求提供双机互备的能力。

4．1．3设备工作状态监控

构成服务器的关键部件，包括电源、风扇、机箱、磁盘控制等应具备可管理接口，通过该接口或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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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收集硬件的运行状态，如处理器工作温度、风扇转速、系统核心电压等，并对其进行实对监控。当所

监测数值超过预先设定的故障阈值时，提供报警、状态恢复等处理。

4．1．4设备电磁防护

应根据电磁防护强度与服务器安全保护等级相匹配的原则，按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分等级实施。

4。2运行安全

4．2．1安全监控

4．2．1．1主机安全监控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服务器主机安全监控的不同要求，主机安全监控分为：

a)提供服务器硬件、软件运行状态的远程监控功能l

b)对命令执行、进程调用、文件使用等进行实时监控，在必要时应提供监控数据分析功能。

4．2．1．2圈络安全监控

服务器应在其网络接口部件处对进出的网络数据流进行实时监控。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网络安全

监控的不同要求，网络安全监控应：

a)不依赣于服务器操作系统，且不因服务器出现非断电异常情况而不可用I

b) 对进出服务器的网络数据流，按既定的安全策略和规则进行检测；

c)支持用户白定义网络安全监控的安全策略和规则I

d) 具有对网络应用行为分类监控的功能，并根据安全策略提供报警和阻断的能力l

e)提供集中管理功能，以便接收网络安全监控集中管理平台下发的安全策略和规则，以及向网络

安全监控集中管理平台提供审计数据源。

4．2．2安全审计

4．2．2．1安全审计的响应

安全审计SSF应接以下要求响应审计事件：

a)审计日志记录：当检测到有安全侵害事件时，将审计数据记人审计日志‘

b)实时报警生成：当检测到有安全侵害事件时，生成实时报警信息，并根据报警开关的设置有选

择地报警I

c)违例进程终止：当检测到有安全侵害事件时，将违例进程终止；

d)服务取消；当检测到有安全侵害事件时，取消当前的服务}

e)用户账号断开与失效：当检测到有安全侵害事件时，将当前的用户账号断开，并使其失效。

4．2．2．2安全审计数据产生

安全审计SSF应按以下要求产生审计数据：

a) 为下述可审计事件产生审计记录：

——审计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使用身份鉴别机制；

——将客体引人用户地址空间(例如：打开文件、程序初始化)}

——删除客体l

～系统管理员、系统安全员、审计员和一般操作员所实施的操作；
——其他与系统安全有关的事件或专门定义的可审计事件。

b)对于每一个事件，其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事件是否成功，及

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c)对于身份鉴别事件，审计记录应包含请求的来源(例如：末端标识符)。

d) 对于客体被引入用户地址空间的事件及删除客体事件，审计记录应包含客体名及客体的安

全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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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安全审计分析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安全审计分析的不同要求，安全审计分析分为：

a)潜在侵害分析；用一系列规则监控审计事件，并根据这些规则指出对SSP的潜在侵害。这些

规则包括：

——由已定义的可审计事件的子集所指示的潜在安全攻击的积累或组合}

——任何其他的规则。

b)基于异常检测的描述：维护用户所具有的质疑等级——历史使用情况。以表明该用户的现行

活动与已建立的使用模式的一致性程度。当用户的质疑等级超过阈值条件时，能指出将要发

生对安全性的威胁。

c)简单攻击探测z能检测到对SSF的实施有重大威胁的签名事件的出现。为此．SSF应维护指

出对SSF侵害的签名事件的内部表示，并将检测到的系统行为记录与签名事件进行比较，当

发现两者匹配时，指出一个对SSF的攻击即将到来。

d)复杂攻击探测：在上述简单攻击探测的基础上．能检测到多步入侵情况，并根据已知的事件序

列模拟出完整的入侵情况，指出发现对SSF的潜在侵害的签名事件或事件序列的时间。

4．2．2．4安全审计查阅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安全审计查阅的不同要求，安全审计查阅分为z

a)基本审计查阅：提供从审计记录中读取信息的能力，即为授权用户提供获得和解释审计信息的

能力。当用户是人时，必须以人类可懂的方式表示信息I当用户是外部IT实体时，必须以电子

方式无歧义地表示审计信息。

b)有限审计查阅：在基本审计查阅的基础上，应禁止具有读访问权限以外的用户读取审计信息。

c)可选审计查阅：在有限审计查阅的基础上，应具有根据准则来选择要查阅的审计数据的功能，

并根据某种逻辑关系的标准提供对审计数据进行搜索、分类、排卑的能力。

4．2．2．5安全审计事件选择

应根据以下属性选择可审计事件：

a)客体身份、用户身份、主体身份、主机身份、事件类型l

b)作为审计选择性依据的附加属性。

4．2．2．6安全审计事件存储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安全审计事件存储的不同要求，安全审计事件存储分为：

8)受保护的审计踪迹存储t审计踪迹的存储受到应有的保护，能检测或防止对审计记录的修改I

b)审计数据的可用性确保；在意外情况出现时，能检测或防止对审计记录的修改，以及在发生审

计存储已满、存储失败或存储受到攻击时，确保审计记录不被破坏}

c)审计数据可能丢失情况下的措施：当审计跟踪超过预定的门限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审

计数据可能丢失情况的处理}

d)防止审计数据丢失；在审计踪迹存储记满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止审计数据丢失的措施t可选择

“忽略可审计事件”、“阻止除具有特殊权限外的其他用户产生可审计事件”、“覆盖已存储的最

老的审计记录”和“一旦审计存储失败所采取的其他行动”等措施，防止审计数据丢失。

4．2．3恶意代码防护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恶意代码防护的不同要求，恶意代码防护分为：

a)主机软件防护：应在服务器中设置防恶意代码软件，对所有进入服务器的恶意代码采取相应的

防范措施，防止恶意代码侵袭；

b)整体防护：主机软件防护应与防恶意代码集中管理平台协调一致，及时发现和清除进入系统

内部的恶意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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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鲁份与故障恢复

为了实现服务器安全运行，需要在正常运行时定期地或按某种条件进行适当备份，并在发生故障时

进行相应恢复的功能，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备份与故障恢复的不同要求，服务器的备份与恢复功能

分为：

a)用户自我信息备份与恢复：应提供用户有选择地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系统中重要信

息进行备份的功能，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系统故障时，应能提供用户按自我信息备份所保留的

备份信息进行恢复的功能}

b)增量信息备份与恢复：提供定时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系统中新增信息进行备份的

功能}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系统中的某些信息丢失或破坏时，提供用户按增量信息备份所保留

的信息进行信息恢复的功能；

c)局部系统备份与恢复：应提供定期对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系统中的某些重要的局部系

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备份的功能；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系统某一局部发生故障时，应提供用户按

局部系统备份所保留的运行状态进行局部系统恢复的功能I

d)全系统备份与恢复：应提供对重要的服务器的全系统运行状态进行备份的功能；当由于某种

原因引起服务器全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对用户按全系统备份所保留的运行状态进行全系统恢

复提供支持；

e)紧耦合集群结构：对关键服务器采用多服务器紧耦合集群结构，确保其中某一个服务器发生故

障中断运行时，业务应用系统能在其余的服务器上不间断运行；

f)异地备份与恢复：对关键的服务器，应根据业务连续性的不同要求。设置异地备份与恢复功能，

确保服务器因灾难性故障中断运行时，业务应用系统能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恢复运行。

4．2．5可信技术支持

通过在服务器上设置基于密码的可信技术支持模块，为在服务器上建立从系统引导、加载直到应用

服务的可信任链，确保各种运行程序的真实性，并对服务器用户的身份鉴别、连接设备的鉴别，以及运用

密码机制实现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保护等安全功能提供支持。

4．2．6可信时间蕺

服务器应为其运行提供可靠的时钟和时钟同步系统，并按GB／T 20520--2006的要求提供可信时

间戳服务。

4．3数据安全

4．3．1身份鉴别

4．3．1．1用户标识与鉴别

4．3．1．1．1用户标识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用户标识与鉴别的不同要求，用户标识分为：

a)基本标识：应在SSF实施所要求的动作之前，先对提出该动作要求的用户进行标识}

b)唯一性标识：应确保所标识用户在服务器生存周期内的唯一性，并将用户标识与安全审计相

关联-

c)标识信息管理：应对用户标识信息进行管理、维护，确保其不被非授权地访问、修改或删除。

4．3．1．1．2用户鉴别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用户标识与鉴99的不同要求，用户鉴别分为：

a)基本鉴别：应在SSF实施所要求的动作之前，先对提出该动作要求的用户成功地进行鉴别}

b)不可伪造鉴别：应检测并防止使用伪造或复制的鉴别信息；一方面，要求SSF应检测或防止由

任何别的用户伪造的鉴别数据，另一方面．要求SSF应检测或防止当前用户从任何其他用户

处复制的鉴别数据的使用；

c) 一次性使用鉴别；应提供一次性使用鉴别数据的鉴别机制，即SSF应防止与已标识过的鉴9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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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有关的鉴别数据的重用I

d)多机制鉴别：应提供不同的鉴别机制。用于鉴别特定事件的用户身份，并根据不同安全等级所

描述的多种鉴别机制如何提供鉴别的规则，来鉴别任何用户所声称的身份}

e)重新鉴别：应有能力规定需要重新鉴别用户的事件，即在需要重新鉴别的条件成立时，对用户

进行重新鉴别。例如，终端用户操作超时被断开后，重新连接时需要进行重鉴别；

f)鉴别信息管理；应对用户鉴别信息进行管理、维护，确保其不被非授权地访问、修改或删除。

4．3．1．1．3鉴别失败处理

SSF应为不成功的鉴别尝试(包括尝试次数和时间的阈值)定义一个值，并明确规定达到该值时所

应采取的动作。鉴别失败的处理应包括检测出现相关的不成功鉴别尝试的次数与所规定的数目相同的

情况。并进行预先定义的处理。

4．3．1．2用户一主体绑定

在SSOS安全功能控制范围之内，对一个已标识和鉴别的用户。应通过用户～主体绑定将该用户与

为其服务的主体(如进程)相关联，从而将该用户的身份与该用户的所有可审计行为相关联，以实现用户

行为的可查性。

4．3．2自主访问控制

4．3．2．1访问控制策略

SSF应按确定的自主访问控制安全策略进行设计。实现对策略控制下的主体对客体操作的控制。

可以有多个自主访问控制安全策略，但它们必须独立命名，且不能相互冲突。常用的自主访问控制策略

包括：访问控制表访问控制、目录表访问控制等。

4．3．2．2访问控制功能

SSF应实现采用一条命名的访问控制策略的特定功能，说明策略的使用和特征，以及该策略的控制

范围。

无论采用何种自主访问控制策略，SSF应有能力提供：

——在安全属性或命名的安全属性组的客体上，执行访问控制SFP；

——在基于安全属性的允许主体对客体访问的规则的基础上，允许主体对客体的访问，

——在基于安全属性的拒绝主体对客体访问的规则的基础上。拒绝主体对客体的访问。

4．3．2．3访问控制范围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自主访问控制的不同要求，自主访问控制的覆盖范围分为：

a)子集访问控制：要求每个确定的自主访问控制，SSF应覆盖由安全系统所定义的主体、客体及

其之间的操作；

b)完全访问控制：要求每个确定的自主访问控制，SSF应覆盖服务器中所有的主体、客体及其之

间的操作，即要求SSF应确保SSC内的任意一个主体和任意一个客体之间的所有操作将至少

被一个确定的访闯控制SFP覆盖。

4．3．2．4访问控制粒度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访问控制的不同要求，自主访问控制的粒度分为：

a)粗粒度：主体为用户／用户组级，客体为文件、数据库表级}

b) 中粒度：主体为用户级，客体为文件、数据库表级和／或记录、宇段级}

c)细粒度：主体为用户级，客体为文件、数据库表级和／或记录、字段／元素级。

4．3．3标记

4．3．3．1主体标记

应为实施强制访问控制的主体指定敏感标记，这些敏感标记是实施强制访问控制的依据。如：等级

分类和非等级类别组合的敏感标记是实施多级安全模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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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窖体标记

应为实施强制访问控制的客体指定敏感标记，这些敏感标记是实施强制访问控制的依据。如：等级

分类和非等级类别组合的敏感标记是实施多级安全模型的基础。

4．3．3．3标记的输出

当数据从SSC之内向其控制范围之外输出时，根据需要可以保留或不保留数据的敏感标记。根据

不同安全等级对标记输出的不同要求，标记的输出分为t

a)不带敏感标记的用户数据输出：在SFP的控制下输出用户数据到SSC之外时，不带有与数据

相关的敏感标记I

b)带有敏感标记的用户数据输出：在SFP的控制下输出用户数据到sSC之外时，应带有与数据

相关的敏感标记，并确保敏感标记与所输出的数据相关联。

4．3．3．4标记的输入

当数据从SSF控制范围之外向其控制范围之内输入时，应有相应的敏感标记，以便输入的数据能

受到保护。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标记输入的不同要求。标记的输入分为：

a)不带敏感标记的用户数据输入：SSF应做到：

——在SFP控制下从SSC之外输入用户数据时，应执行访问控制sFP；

——略去任何与从SSC之外输入的数据相关的敏感标记；

——执行附加的输人控制规则，为输入数据设置敏感标记。

b)带有敏感标记的用户数据输入：SSF应做到：

——在SFP控制下从SSC之外输入用户数据时，应执行访问控制sFPi

——ssF应使用与输入的数据相关的敏感标记；

——SSF应在敏感标记和接收的用户数据之间提供确切的联系}

——ssF应确保对输入的用户数据的敏感标记的解释与原敏感标记的解释是一致的。

4．3．4强制访闫控制

4．3．4．1访问控制策略

强制访问控制策略应包括策略控制下的主体、客体，及由策略覆盖的被控制的主体与客体间的操

作。可以有多个访问控制安全策略，但它们必须独立命名，且不能相互冲突。当前常见的强制访问控制

策略有：

a)多级安全模型：基本思想是，在对主、客体进行标记的基础上，ssOs控制范围内的所有主体对

客体的直接或间接的访问应满足：

——向下读原则：仅当主体标记中的等级分类高于或等于客体标记中的等级分类，且主体标记

中的非等级类别包含了客体标记中的全部非等级类别，主体才能读该客体；

——向上写原则：仅当主体标记中的等级分类低于或等于客体标记中的等级分类，且主体标记

中的非等级类别包含于客体标记中的非等级类别，主体才能写该客体。

b)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BRAc)：基本思想是，按角色进行权限的分配和管理；通过对主体进行

角色授予，使主体获得相应角色的权限；通过撤消主体的角色授予，取消主体所获得的相应角

色权限。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中，标记信息是对主体的授权信息。

c)特权用户管理；基本思想是。针对特权用户权限过于集中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对特权用户按最

小授权原则进行管理。实现特权用户的权限分离f仅授予特权用户为完成自身任务所需要的

最小权限。

4．3．4．2访问控制功能

SSF应明确指出采用一条命名的强制访问控制策略所实现的特定功能。SSF应有能力提供：

——在标记或命名的标记组的客体上．执行访问控制SFP,

——按受控主体和受控客体之问的允许访问规则，决定允许受控主体对受控客体执行受控操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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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受控主体和受控客体之间的拒绝访问规则，决定拒绝受控主体对受控客体执行受控操作。

4．3．4．3访问控制范围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强制访问控制范围的不同要求，强制访问控制的覆盖范围分为：

a)子集访问控制：对每个确定的强制访问控制，SSF应覆盖服务器中由安全功能所定义的主体、

客体及其之间的操作f

b)完全访问控制：对每个确定的强制访问控制，SSF应覆盖服务器中所有的主体、客体及其之间

的操作，即要求SSF应确保SSC内的任意一个主体和任意一个客体之间的操作将至少被一个

确定的访问控制SFP覆盖。

4．3．4．4访问控制粒度

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强制访问控制粒度的不同要求。强制访问控制的粒度分为：

a)中粒度：主体为用户级，客体为文件、数据库表级和／或记录、字段级；

b)细粒度：主体为用户级。客体为文件、数据库表级和／或记录、字段和／或元素级。

4．3．4．5访问控制环境

强制访问控制应考虑以下不同的系统运行环境：

a)单一安全域环境：在单一安全域环境实施的强制访问控制应在该环境中维持统一的标记信息

和访问规则I当被控客体输出到安全域以外时，应将其标记信息同时输出}

b) 多安全域环境：在多安全域环境实施统一安全策略的强制访问控制时，应在这些安全域中维

持统一的标记信息和访问规则，当被控制客体在这些安全域之间移动时。应将其标记信息一起

移动。

4．3．5数据完整性

4．3．5．1存储数据的完整性

应对存储在SSC内的用户数据进行完整性保护。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用户数据完整性保护的不

同要求，存储数据的完整性分为：

a)完整性检测：SSF应对存储在SSC内的用户数据在读取操作时进行完整性检测，以发现数据

完整性被破坏的情况I

b)完整性检测和恢复：SSF应对存储在SSC内的用户数据在读取操作时进行完整性检测，并在

检测到完整性错误时，采取必要的恢复措施。

4．3．5．2传输数据的完整性

当用户数据在SSF和SSF间传输时应提供完整性保护。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用户数据完整性保

护的不同要求，传输数据的完整性分为：

a) 完整性检测：SSF应对服务器内部传输的用户数据进行完整性检测，及时发现以某种方式传送

或接收的用户数据被篡改、删除、插入等情况发生}

b)完整性检测和恢复：SSF应对服务器内部传输的用户数据进行完整性检测，及时发现以某种

方式传送或接收的用户数据被篡改、删除、插入等情况发生，并在检测到完整性错误时，采取必

要的恢复措施。

4．3．5．3处理数据的完整性

对服务器中处理的数据，应通过“回退”进行完整性保护。即SSF应执行数据处理完整性SFP，以允

许对所定义的操作序列进行回退。

4．3．6数据保密性

4．3．6．1存储数据保密性保护

对存储在SSC内的用户数据，应根据不同数据类型的不同保密性要求，进行不同程度的保密性保

护，确保除具有访问权限的合法用户外，其余任何用户不能获得该数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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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2传输数据保密性保护

对在不同SSF之间或不同SSF上的用户之间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根据不同数据类型的不同保密性

要求，进行不同程度的保密性保护，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泄漏和窃取。

4．3．6．3客体安全量用

在对资源进行动态管理的系统中。客体资源(寄存器、内存、磁盘等记录介质)中的剩余信息不应引

起信息的泄漏。根据不同安全等级对用户效据保密性保护的不同要求，客体安全重用分为：

a) 子集信息保护：由ssOs安全控制范围之内的某个子集的客体资源，在将其释放后再分配给某

一用户或代表该用户运行的进程时，应不会泄漏该客体中的原有信息}

b) 完全信息保护：由SSOS安全控制范围之内的所有客体资源，在将其释放后再分配给某一用户

或代表该用户运行的进程时，应不会泄漏该客体中的原有信息}

c)特殊信息保护；在完全信息保护的基础上．对于某些需要特别保护的信息，应采用专门的方法

对客体资源中的残冒信息做彻底清除，如对剩磁的清除等。

4．3．7数据流控制

在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流动的服务器中，应采用数据流控制机制实现对数据流动的安全控制，以

防止具有高等级安全的数据信息向低等级的区域流动。

4．3．8可信路径

用户与SSF问的可信路径应：

a)提供真实的端点标识．并保护通信效据免遭修改和泄漏}

b)利用可信路径的通信可以由SSF自身、本地用户或远程用户发起；

c)对原发用户的鉴别或需要可信路径的其他服务均使用可信路径。

5服务器安全分等级要求

5．1第一级：用户自主保护缓

5．1．1安全功能要求

5．1．1．1硬件系统

5．1．1．1．1设备标签

按4．1．1中设备标签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标签的安全功能。

5．1．1．1．2设备可靠运行支持

按4．1．2中基本运行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可靠运行支持的安全功能，服务器硬件最

低配制应满足软件系统运行的要求，关键部件(包括CPU、内存等)应具有数据校验功能。

5．1．1．1．3设备电磁防护

按4．1．4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电磁防护功能．防止电磁信息泄漏．以殛屏蔽外界电磁

干扰。

5．1．1．2操作系统

按GB／T 20272—2006中4．1．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用户自主保护级服务器所

需要的操作系统：

a) 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操作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f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

操作；

c)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确保操作系统内部传输数据的完整性。

5．1．1．3数据库管理系统

按GB／T 20273—2006中5．1．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用户自主保护级服务器所

需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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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c)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内部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保证用户数据

完整性的功能。

5．1．1．4应用系统

5．1．1．4．1身份鉴别

根据4．3．1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1．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

身份鉴别功能：

a)身份标识：凡需进入应用系统的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应用系统的用户标识一般使

用用户名或用户标识符(UID)}

b)身份鉴别；采用口令进行鉴别。并在每次用户登录应用系统时进行鉴别；口令应是不可见的，

并在存储时有安全保护；对注册到应用系统中的用户，应通过用户一主体绑定功能将用户与为

其服务的主体相关联。

5．1．1．4．2自主访问控制

根据4．3．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1．3．2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

自主访问控制功能：

a) 允许命名用户以用户和／或用户组的身份规定控制对窖体的共享，并阻止非授权用户对客体的

共享；

b) 自主访问控制的粒度应是粗粒度。

5．1．1．4．3数据完整性

根据4．3．5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1．3．3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数据完整性

功能，对应用系统内部进行的数据传输。如进程间的通信，应保证其完整性。

5．1．1．5运行安全

5．1．1．5．1恶意代码防护

按4．2．3中主机软件防护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恶意代码防护功能。

5．1．1．5．2备份与故障恢复

按4．2．4中用户自我信息备份与恢复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备份与故障恢复的功能。

5．1．2安全保证要求

5．1．2．1 SsOs自身安全保护

a)SSF物理安全保护：按GB／T 20271—2006中6．1．4．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

SSF的物理安全保护；

b)SSF运行安全保护：按GB／T 20271—2006中6．1．4．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

SSF的运行安全保护；

c)SSF数据安全保护：按GB／T 20271—2006中6．1．4．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

SSF的数据安全保护；

d)资源利用：按GB／T 20271--2006中6．1．4．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资源

利用；

e)SSOS访问控制：按GB／T 20271—2006中6．1．4．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

SSOS访问控制。

5．1．2．2 SSOS设计和实现

a)配置管理：按GB／T 20271—2006中6．1．5．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配置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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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发和操作：按GB／T 20271--2006中6．1．5．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分发和

操作；

c)开发：按GB／T 20271—2006中6．1．5．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开发；

d)指导性文档：按GB／T 20271—2006中6．1．5．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指导性

文档；

e) 生命周期支持：按GB／T 20271--2006中6．1．5．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生命

周期支持，

f)测试：按GB／T 20271—2006中6．1．5．6的要求，实现服务嚣用户自主保护级的测试。

5。1．2。3 SSOS安全管理

按GB／T 20271--2006中6．1．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用户自主保护级的SSOS安全管理。

5．2第二级：系统审计保护级

5．2．1安全功能要求

5．2．1．1硬件系统

5．2．1．1．1设备标签

按4．1．1中设备标签和部件标签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标签的安全功能，井对标签采取保

护措施(如加盖公章)。

5．2．1．1．2设备可靠运行支持

按4．1．2中基本运行支持和安全．-j-用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可靠运行支持的安全功

能。服务器硬件最低配制应满足软件系统运行的要求；关键部件(包括硬盘、主板、内存、处理器、网卡等)

应与其标签配合，保证其安全性，以防止更换和取走；机箱面板应提供保护措施，如加锁保护。

5．2．1．1．3设备电磁防护

按4．L 4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电磁防护功能，防止电磁信息泄漏，以及屏蔽外界电磁

干扰。

5．2．1．2操作系统

按GB／T 20272--2006中4．2．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系统审计保护级服务器所

需要的操作系统：

a)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操作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

操作；

c)安全审计：根据4．2．2的描述，提供操作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d) 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操作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保证用

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f

e)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5．2．1．3数据库管理系统

按GB／T 20273--2006中5．2．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系统审计保护级服务器所

需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a)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I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c) 安全审计：根据4．2．2的描述，提供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d)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

保证用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e)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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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应用系统

5．2．1．4．1身份鉴别

根据4．3．1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2．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
身份鉴别功能：

a) 身份标识：凡需进人应用系统的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应用系统的用户标识一般使

用用户名或用户标识符(UID)}并在应用系统的整个生存周期实现用户的唯一性标识．以及用

户名或别名、UID等之间的一致性；

b)身份鉴另0t采用强化管理的口令鉴别／基于令牌的动态r：J令鉴别等机制进行身份鉴别，并在每

次用户登录应用系统时进行鉴别，鉴别信息应是不可见的，并在存储和传输时有安全保护。对

注册到应用系统中的用户，应通过用户一主体绑定功能将用户与为其服务的主体相关联。

5．2．1．4．2自主访问控制

根据4．3．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2．3．2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
自主访问控制功能：

a) 允许命名用户以用户的身份规定控制对客体的共享。并阻止非授权用户对客俸的共享；
b) 用访问控制表访问控制确定主体对客体的访问权限l

c) 自主访问控制的粒度应是中粒度；

d) 自主访问控制应与身份鉴别和审计相结合．通过确认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和记录用户的各种成

功的或不成功的访问，使用户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明确的责任。

5．2．1．4．3安全审计

根据4．2．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2．2．3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

安全审计功能：

a) 安全审计功能的设计应与用户标识与鉴别、自主访问控制等安全功能的设计紧密结合}

b)提供审计丑志，潜在侵謇分析，基本审计查阅和有限审计查阅，安全审计事件选择，以及受保

护的审计踪迹存储等功能；

c) 能蟛生成、维护及保护审计过程，使其免遭修改、非法访问及破坏，特别要保护审计数据，要严

格限制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

d)能彰创建并维护一个对受保护客体访问的审计跟踪。保护审计记录不被未授权的访问、修改

和破坏。

5．2．1．4．4数据完整性

根据4，3．5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2．3．3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

数据完整性功能：

a)在对服务进行访问操作时，应检查以字符串形式提交给应用系统中的用户数据的完整性；

b)对应用系统内部进行的数据传输，如进程间的通信，应提供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c)对应用系统中处理的用户数据，应按回退的要求设计相应的安全功能，进行异常情况的事务回

避。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5．2．1．4．5数据保密性

根据4．3．6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2．3．4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用户数据保

密性安全功能。

5．2．1．5运行安全

5．2．1．5．1恶意代码防护

按4．2．3中主机软件防护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恶意代码防护功能。

5．2．1．5．2备份与故障恢复

按4．2．4中用户自我信息备份与恢复、增量信息备份与恢复、局部系统备份与恢复的要求，设计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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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服务器备份与故障恢复的功能。

5．2．2安全保证要求

5．2．2．I SSOS自身安全保护

a)SSF物理安全保护：宜按GB／T 20271--2006中6．2．4．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

SSF的物理安全保护I

b)SSF运行安全保护：宜按GB／T 2027_{--2006中5．2．4．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

SSF的运行安全保护}

c)SSF数据安全保护：宜按GB／T 20271—2006中6．2．4．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

SSF的数据安全保护I

d)资源利用：宜按GB／T 20271--2006中6．2．4．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资源

利用；

e)SSOS访问控制：宜按GB／T 20271--2006中6．2．4．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

SSOS访问控制。

5．2．2．2 SSOS设计和实现

a)配置管理：宜按GB／T 20271--2006中6．2．5，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配置

管理}

b)分发和操作：宜按GB／T 20271--2006中6．2．5．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分发

和操作；

c)开发：宜接GB／T 20271--2005串6．2．5．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酌开发}

d)指导性文档：宜按GB／T 20271--2006中6．2．5．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指导

性文档#

e) 生命周期支持：宜按GB／T 20271—2006中6．2．5．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生

命用期支持{

f)测试：宜按GB／T 20271—2006中6．2．5．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测试。

5．2．2．3 SSOS管理

按GB／T 20271--2006中6．2．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系统审计保护级的SSOS安全管理。

5．3第三级：安全标记保护级

5．3．1安全功健要求

5．3．1．1硬件系统

5．3．1．1．1设备标签

应按4．1．1中设备标签和部件标签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标签的安全功能，并对标签采取

保护措施(如加盖公章)，

5．3．1．1．2设备可靠运行支持

应按4．1．2中基本运行支持、安全可用支持和不间断运行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可靠

运行支持的安全功能，服务器硬件最低配制应满足软件系统运行的要求，关键部件应与其标记配合，保

证其安全性，以防止更换和取走，机箱面板应提供保护措施；不间断运行要求应满足关键部件具有窖错、

冗余和热插拔等安全功能，支持热插拨功能的部件应包括：硬盘、风扇、电源等；电源、硬盘应采取冗糸

措施，内存应具有窖错功能，关键服务器应采用双机互备技术保证业务连续性要求。

5．3．1．1．3设备工作状态监控

应按4．1．3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工作状态监控的安全功能，对监测数值超过预先设定的

哉障阐值时．提供报警功能。

5．3．1．1．4设备电磁防护

应按4．1．4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电磁防护功能，防止电磁信息泄漏，以及屏蔽外界电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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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

5．3．1．2操作系统

应按GB／T 20272--2006中4．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安全标记保护级服务器

所需要的操作系统：

a)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操作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同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

操作；

c)标记；根据4．3．3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标记功能，为主、客体设置所需要的敏感标记l

d)强材访问控制：根据4．3．4的描述，对撮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柳，允许合法撮作．拒绝非法撮

作+应对操作系统实现包括系统文件、服务、驱动、注册裹殛进程在内的强制访问控制功能；

e)数据流控翻：对予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的操作系统，根据4．3．7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

作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f)安全审计；根据4．2，2描述，提供操作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g)数据完整性：撮据4．3．5的播述，对操作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保证用

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l

h)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5．3．1．3数据库管理系统

应按GB／T 20273--2006中5，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安全标记保护级服务器

所需要的敷据库管理系统：

a) 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c)标记：根据4．3．3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标记功能，为主、客体设置所需要的镀瞳

标记；

d)强制访问控制：根据4．3．4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e)数据潦控舒：对手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窘台数据库管理系统，根据4．3。7的描述，设计和

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f)安全审计：根据4．2．2描述．提供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g)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

保证用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h)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5．3．1．4应用系统

5．3．1．4．1身份鉴别

应根据4，3．1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身份鉴别功能：

a)身份标识：凡需进入应用系统的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应用系统的用户标识一般使

用用户名或用户标识符(UID)；并在应用系统的整个生存周期实现用户的唯一性标识，以及用

户名或别名、UID等之间的一致性}

b)身份鉴别：采用强化管理的口令鉴*g／基于令牌的动态口令鉴别／生物特征鉴别／数字证书鉴

别等机制等机制进行身份鉴别，并在每次用户登录应用系统时进行鉴别}鉴别信息应是不可见

的。应采用加密技术对鉴别信息进行保护#对注册到应用系统中的用户，应通过用户一主体绑

定功能将用户与为其服务的主体相关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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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2自主访问控制

应根据4．3．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3．3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自主访问控制功能：

a)允许命名用户以用户的身份规定控制对客体的共享，并阻止非授权用户对客体的共享I

b) 用访问控制表访问控制确定主体对客体的访问权限；

c) 自主访问控制的粒度应是中粒度；

d) 自主访问控制应与身份鉴别和审计相结合，通过确认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和记录用户的各种成

功的或不成功的访问，使用户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明确的责任。

5．3．1．4．3标记

应根据4．3．3的描述，按GB／T 20271m2006中6．3．3．4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标记功能：

a)应用系统用户的敏感标记。应在用户建立注册账户后由系统安全员为其设置标记；

b)应用系统客体的敏感标记，应在数据输入到安全控制范围内时以默认方式或由安全员通过操

作界面来生成标记。

5．3．1．4．4强制访问控制

应根据4．3．4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3．5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强制访问控制功能：

a) 强制访问控制的范围应限定在所定义的主体与客体，并且，强制访问控制的客体粒度应是中

粒度}

b)应将系统的常规管理、与安全有关的管理以殛审计管理。分别由应用系统管理员、系统安全员

和系统审计员来承担，按最小授权原则分别授予它们各自为完成自己承担任务所需的最小权

限，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5．3．1．4．5数据流控制

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应用系统，应根据4．3．7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3．6

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5．3．1．4．6安全审计

应根据4．2．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2．4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安全审计功能：

a)安全审计功能的设计应与用户标识与鉴别、自主访问控制、标记与强制访问控制等安全功能的

设计紧密结合l

b)提供审计日志，实时报警生成，潜在侵害分析，基于异常检测，基本审计查阅，有限审计查阅和

可选审计查阅，安全审计事件选择，以及受保护的审计踪迹存储和审计数据的可用性确保等

功能；

c) 能够生成、维护及保护审计过程，使其免遭修改、非法访问及破坏，特别要保护审计数据，要严

格限制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

d)能够创建并维护一个对受保护客体访问的审计跟踪，保护审计记录不被未授权的访问、修改

和破坏；

e) 对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应用系统，应建立统一管理和控制的审计机制。

5．3．1．4．7数据完整性

应根据4．3．5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3．7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数据完整性功能：

a)在对服务进行访问操作时，应检查以字符串形式提交给应用系统中的用户数据的完整性；

b)对应用系统内部进行的数据传输，如进程间的通信，应提供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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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应用系统中处理的用户数据，应按回退的要求设计相应的安全功能，进行异常情况的事务回

退，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5．3．1．4．8数据保密性

应根据4．3．6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3．3．8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用户数据

保密性保护功能。

5．3．1．5运行安全

5．3．1．5．1安全监控

按4．2．1主机安全监控和网络安全监控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安全监控的功能。

5．3．1．5．2最意代码防护

按4．2．3中主机软件防护和整体防护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恶意代码防护功能。

5．3．1．5．3备份与故障恢复

按4．2．4中用户自我信息备份与恢复、增量信息备份与恢复、局部系统备份与恢复、全系统备份与

恢复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备份与故障恢复的功能。

5．3．1．5．4可信时间戳

按4．2．6中可信时间戳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可信时间戳功能。

5．3．2安全保证要求

5．3．2．1 SSOS自身安全保护

a)SSF物理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3．4．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

SSF的物理安全保护；

b)SSF运行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3．4．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

SSF的运行安全保护；

c)SSF数据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3．4．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

SSF的数据安全保护；

d)资源利用：应按GB／T 20271--2006中6．3．4．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资源

利用；

e)SSOS访问控制：应按GB／T 20271—2006中6．3．4．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

SSOS访问控制。

5．3．2．2 SSoS设计和实现

a) 配置管理：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配置

管理；

b) 分发和操作：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分发

和操作；

c)开发：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开发；

d)指导性文档：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指导

性文档；

e) 生命周期支持：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5条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

生命周期支持；

f)测试：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测试；

g)脆弱性评定：应按GB／T 20271—2006中6．3．5．7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脆弱

性评定。

5．3．2．3 SSOS管理

应按GB／T 20271—2006中6．3．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安全标记保护级的SSOS安全管理。
16



GB／T 21028--2007

5．4第四级：结构化保护级

5．4．1安全功能要求

5．4．1．1硬件系统

5．4．1．1．1设备标签

应按4．1．1中设备标签和部件标签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标签的安全功能，并对标签采取

保护措施(如加盖公章)；部件标签应采用数字标签。

5．4．1．1．2设备可靠运行支持

应按4．1．2中基本运行支持、安全可用支持和不间断运行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可靠

运行支持的安全功能，服务器硬件最低配制应满足软件系统运行的要求}关键部件应与其标签配合，保

证其安全性，以防止更换和取走，机箱面板应提供保护措施l不间断运行要求应满足关键部件具有容错、

冗余和热插拔等安全功能。支持热插拔功能的部件应包括：硬盘、风扇、电源、PCI适配器、网卡、内存、

CPU等；电源、硬盘、网卡应采取冗余措施，内存应具有容错功能，关键服务器应采用双机互备技术保证

业务连续性要求。

5．4．1．1．3设备工作状态监控

应按4．1．3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工作状态监控的安全功能，对监测数值超过预先设定的

故障阈值时，提供报警和状态恢复功能。

5．4．1．1．4设备电磁防护

应按4．1．4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电磁防护功能，防止电磁信息泄漏。以及屏蔽外界电磁

干扰。

5．4．1．2操作系统

应按GB／T 20272—2006中4．4．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结构化保护级服务器所

需要的操作系统：

a)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操作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同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

操作}

c)标记：根据4．3．3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标记功能，为主、客体设置所需要的敏感标记；

d)强制访问控制；根据4．3．4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操

作；应对操作系统实现包括系统文件、服务、驱动、注册表及进程在内的强制访问控制功能}

e)数据流控制；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的操作系统，根据4．3．7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

作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f)安全审计：根据4．2．2描述，提供操作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g)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操作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保证用

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h)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i)可信路径：根据4．3．8的描述，在用户进行初始登录和／或鉴别时，应建立一条安全的信息传输

通路。

5．4．1．3数据库管理系统

应按GB／T 20273--2006中5．4．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结构化保护级服务器所

需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a) 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c)标记：根据4．3．3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标记功能，为主、客体设置所需要的敏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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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l

d)强制访问控制：根据4．3．4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同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e)数据流控制：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根据4．3．7的描述，设计和

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f)安全审计：根据4．2．2描述。提供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g) 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

保证用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h)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i)可倌路径t根据4．3．8的描述，在用户进行初始登录和／或鉴别时。应建立一条安全的信息传输

通路；

j)推理控制：应按GB／T 20273--2006中5．4．1．10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推理控崩功能。

5．4．1．4应用系统

5．4．1．4．1身份鉴别

应根据4．3．1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身份鉴94功能：

a)身份标识：凡器进入应用系统的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应用系统的用户标识一般使

用用户名或用户标识符(UID)}并在应用系统的整个生存周期实现用户的唯一性标识，以及用

户名或别名、UID等之间的一致性}

b)身份鉴别：采用强化管理的口令和／或基于令牌的动态口令和／或生翱特征鉴别和／或数字证

书等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多鉴别机制。实现对用户身份的真实性鉴别，并在每次用户登录应用

系统时进行鉴别；鉴别信息应是不可见的，应采用加密技术对鉴别信息进行保护。对注册到应

用系统的用户，应通过用户一主体绑定功能将用户与为其服务的主体相关联。

5．4．1．4．2自主访问控制

应根据4．3，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2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自主访问控制功能：

a)允许命名用户以用户的身份规定控制对客体的共享，并阻止非授权用户对客体的共享I

b) 用访问控制表访问控制确定主体对客体的访问权限；

c) 自主访问控制的粒度应是中粒度l

d) 自主访问控制应与身份鉴别和审计相结合，通过确认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和记录用户的各种成

功的或不成功的访问，使用户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明确的责任。

5．4．1．4．3标记

应根据4．3．3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4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标记功能：

a)应用系统用户的敏感标记，应在用户建立注册账户后由系统安全员为其设置标记}

b)应用系统客体的敏感标记，应在数据输人到安全控制范围内时以默认方式或由安全员通过操

作界面来生成标记；

c)将标记扩展到应用系统中的所有主体与客体。

5．4．1．4．4强制访问控制

应根据4．3．4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5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强制访问控制功能：

a) 将强制访问控制扩展到应用系统的所有主体与客体，并且，强制访问控制的客体粒度应是中

粒度；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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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将系统的常规管理、与安全有关的管理以及审计管理，分别由应用系统管理员、系统安全员

和系统审计员来承担，按最小授权原则分别授予它们各自为完成自己承担任务所需的最小权

限，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5．4．1．4．5数据流控制

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的应用系统，应根据4．3．7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

6．4．3．6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5．4．1．4．6安全审计

应根据4．2．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2．4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安全审计功能：

a)安全审计功能的设计应与用户标识与鉴别、自主访问控制、标记与强制访问控制等安全功能的

设计紧密结合}

b)提供审计日志，实时报警生成和违例进程终止，潜在侵害分析，基于异常检测和简单攻击探

测，基本审计查阅，有限审计查阅和可选审计查阅，安全审计事件选择，以及受保护的审计踪迹

存储、审计数据的可用性确保和防止审计数据丢失的措施等功能；

c)能够生成、维护及保护审计过程，使其免遭修改、非法访问及破坏，特别要保护审计数据，要严

格限制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

d)能够创建并维护一个对受保护客体访问的审计跟踪，保护审计记录不被未授权的访问、修改

和破坏；

e)对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应用系统，应建立统一管理和控制的审计机制。

5．4．1．4．7数据完整性

应根据4．3．5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7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数据完整性功能：

a)在对服务进行访问操作时，应检查以字符串形式提交给应用系统中的用户数据的完整性；

b)对应用系统内部进行的数据传输，如进程问的通信，应提供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c)对应用系统中处理的用户数据，应按回退的要求设计相应的安全功能，进行异常情况的事务回

退，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5．4．1．4，8数据保密性

应根据4．3．6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8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用户数据

保密性保护功能。

5．4．1．4．9可信路径

应根据4．3．8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4．3．9的要求，在用户进行初始登录和／或鉴别

时。应建立一条安全的倍患传输通路。

5．4．1．5运行安全

5．4．1．5．1安全监控

根据4．2．1主机安全监控和网络安全监控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安全监控的功能。

5．4．1．5．2恶意代码防护

根据4．2．3中主机软件防护和整体防护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恶意代码防护功能。

5．4．1．5．3备份与故障恢复

根据4．2．4中用户自我信息备份与恢复、局部系统备份与恢复、全系统备份与恢复、紧耦合集群结

构。以及异地夤份与恢复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备份与故障恢复的功能。

5．4．1．5．4可信计算支持

根据4．2．5中可信计算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可信计算支持功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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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5可倍时间戳

根据4．2．6中可信时间戳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可信时间戳功能。

5．4．2安全保证要求

5．4．2．1 SSOS自身安全保护

a)SSF物理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4．4．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

SSF的物理安全保护}

b)SSF运行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4．4．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

SSF的运行安全保护I

c)SSF数据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4．4．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

SSF的数据安全保护，

d)资源利用：应按GB／T 20271—2006中6．4．4．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资源

利用；

e)SSOS访问控制：应按GB／T 20271--2006中6．4．4．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

SSOS访问控制。

5．4．2．2 SSON设计和实现

a)配置管理：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配置

管理}

b) 分发和操作：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分发和

操作；

c)开发：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开发；

d)指导性文档：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指导性

文档}

e) 生命周期支持：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生命

周期支持#

f)测试：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测试I

g)脆弱性评定：应按GB／T 20271--2006中6．4．5．7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脆弱性

评定。

5．4．2．3 SSOS管理

应按GB／T 20271—2006中6．4．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结构化保护级的SSOS安全管理。

5．5第五级：访问验证保护级

5．5．1安全功能要求

5．5．1．1硬件系统

5．5．1．1．1设备标签

应按4．1．1中设备标签和部件标签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标签的安全功能．并对标签采取

保护措施(如加盖公章)；部件标签应采用数字标签。

5．5．1．1．2设备可靠运行支持

应按4．1．2中基本运行支持、安全可用支持和不间断运行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可靠

运行支持的安全功能，服务器硬件最低配制应满足软件系统运行的要求f关键部件应与其标签配合，保

证其安全性，以防止更换和取走，机箱面板应提供保护措施；不间断运行要求应满足关键部件具有容错、

冗余和热插拔等安全功能。支持热插拔功能的部件应包括：硬盘、风扇、电源、PCI适配器、网卡、内存、

CPU等；电源、硬盘、网卡应采取冗余措施，内存应具有容错功能，关键服务器应采用双机互备技术保证

业务连续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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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I．3设备工作状态监控

应按4．1．3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工作状态监控的安全功能，对监测数值超过预先设定的

故障阈值时，提供报警和状态恢复功能。

5．5．1．1．4设备电磁防护

应按4．1．4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设备电磁防护功能，防止电磁信息泄漏，以及屏蔽外界电磁

干扰。

5．5．1．2操作系统

应按GB／T 20272--2006中4．5．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访问验证保护级服务器

所需要的操作系统：

a)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操作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

操作}

c)标记：根据4．3．3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标记功能，为主、客体设置所需要的敏感标记；

d)强制访问控制：根据4．3．4的描述，对操作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法操

作l应对操作系统实现包括系统文件、服务、驱动、注册表及进程在内的强制访问控制功能}

e)数据流控制：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的操作系统，应根据4．3．7的描述，设计和实现

操作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I

f)安全审计：根据4．2．2描述，提供操作系统安全审计功能；

g)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操作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保证用

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h)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操作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i) 可信路径：根据4．3．8的描述，在用户进行初始登录和／或鉴别时，应建立一条安全的信息传输

通路。

5．5．1．3数据库管理系统

应按GB／T 20273—2006中5．5．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来设计、实现或选购访问验证保护级服务器

所需要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a)身份鉴别；根据4．3．1的描述，确保登录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自主访问控制；根据4．3．2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c)标记：根据4．3．3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标记功能，为主、客体设置所需要的敏感

标记；

d)强制访问控制：根据4．3．4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访问进行控制，允许合法操作，拒绝非

法操作；

e) 数据流控制：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根据4．3．7的描述，设计和

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f)安全审计：根据4．2．2描述，提供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审计功能I

g)数据完整性：根据4．3．5的描述，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内部存储、处理和传输的用户数据应提供

保证用户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h)数据保密性：根据4．3．6的描述，设计和实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用户数据保密性保护功能；

i) 可信路径：根据4．3．8的描述，在用户进行初始登录和／或鉴别时，应建立一条安全的信息传输

通路；

j)推理控制：应按GB／T 20273--2006中5．5．1．10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推理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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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4应用系统

5．5．1．4．1身份鉴别

应根据4．3．1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1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身份鉴别功能：

a)身份标识：凡需进入应用系统的用户，应先进行标识(建立账号)}应用系统的用户标识一般使

用用户名或用户标识符(UID)l并在应用系统的整个生存周期实现用户的唯一性标识，以及用

户名或别名、UID等之间的一致性f

b)身份鉴别：采用强化管理的口令和／或基于令牌的动态口令和／或生物特征鉴别和／或数字证

书等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多鉴别机制，实现对用户身份的真实性鉴别，并在每次用户登录应用

系统时进行鉴别I鉴别信息应是不可见的，应采用加密技术对鉴别信息进行保护。对注册到应

用系统的用户，应通过用户一主体绑定功能将用户与为其服务的主体相关联。

5．5．1．4．2自主访问控制

应根据4．3．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2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自主访问控制功能：

8)允许命名用户以用户的身份规定控制对客体的共享，并阻止非授权用户对客体的共享{

b) 用访问控制表访问控制确定主体对客体的访问权限}

c) 自主访问控制的粒度应是细粒度}

d) 自主访问控制应与身份鉴别和审计相结合，通过确认用户身份的真实性和记录用户的各种成

功的或不成功的访问，使用户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明确的责任。

5．5．1．4．3标记

应根据4．3．3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4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标记功能：

a)应用系统用户的敏感标记。应在用户建立注册账户后由系统安全员为其设置标记；

b)应用系统客体的敏感标记，应在数据输入到安全控制范围内时以默认方式或由安全员通过操

作界面来生成标记；

c)将标记扩展到应用系统中的所有主体与客体。

5．5．1．4．4强制访问控制

应根据4．3．4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5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强制访问控制功能：

a)将强制访问控制扩展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所有主体与客体，并且，强制访问控制的客体粒度应

是细粒度I

b)应将系统的常规管理、与安全有关的管理以及审计管理，分别由应用系统管理员、系统安全员

和系统审计员来承担，按最小授权原则分别授予它们各自为完成自己承担任务所需的最小权

限，并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5．5．1．4．5数据流控制

对于以数据流方式实现数据交换应用系统，应根据4．3．7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6

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数据流控制功能。

5．5．1．4．6安全审计

应根据4．2．2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2．4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安全审计功能：

a) 安全审计功能的设计应与用户标识与鉴别、自主访问控制、标记与强制访问控制等安全功能的

设计紧密结合}

b)提供审计日志，实时报警生成和违例进程终止，服务取消和用户帐号断开与失效，潜在侵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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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于异常检测和复杂攻击探潮，基本审计查阅，有限审计查阅和可选审计查阅，安全审计事

件选择，以及受保护的审计踪迹存储、审计数据的可用性确保和防止审计数据丢失的措施等

功能；

c)能够生成、维护及保护审计过程，使其免遭修改、非法访问及破坏，特别要保护审计数据，要严

格限制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

d)能够创建并维护一个对受保护客体访问的审计跟踪。保护审计记录不被未授权的访问、修改

和破坏；

e)对网络环境下运行的应用系统，应建立统一管理和控制的审计机制。

5．5．1．4．7数据完整性

应根据4．3．5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7的要求，从以下方面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

的数据完整性功能：

a)在对服务进行访问操作时，应检查以字符串形式提交给应用系统中的用户数据的完整性；

b)对应用系统内部进行的数据传输，如进程间的通信。应提供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功能；

c)对应用系统中处理的用户数据，应按回退的要求设计相应的安全功能，进行异常情况的事务回

退，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5．5．1．4．8数据保密性

应根据4．3．6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8的要求，设计和实现应用系统的用户数据

保密性保护功能。

5．5．1．4．9可信路径

应根据4．3．8的描述，按GB／T 20271--2006中6．5．3．9的要求，在用户进行初始登录和／或鉴别

时，应建立一条安全的信息传输通路。

5．5．1．5运行安全

5．5．1．5．1安全监控

根据4．2．1主机安全监控和网络安全监控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安全监控的功能。

5．5．1．5．2恶意代码防护

根据4．2．3中主机软件防护和整体防护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恶意代码防护功能。

5．5．1．5，3备份与故障恢复

根据4．2．4中用户自我信息备份与恢复、局部系统备份与恢复、全系统备份与恢复、紧耦合集群结

构，以及异地备份与恢复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备份与故障恢复的功能。

5．5．1．5．4可信计算支持

根据4．2．5中可信计算支持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可信计算支持功能。

5．5．1．5．5可倍时间戳

根据4．2．6中可信时间戳的要求，设计和实现服务器可信时间戳功能。

5．5．2安全保证要求

5．5．2．1 SSOS自身安全保护

a)SSF物理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5．4．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

SSF的物理安全保护；

b)SSF运行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5．4．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

SSF的运行安全保护；

c)SSF数据安全保护：应按GB／T 20271—2006中6．5．4．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

SSF的数据安全保护l

d)资源利用：应按GB／T 20271—2006中6．5．4．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资源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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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OS访问控制：应按GB／T 20271—2006中6．5．4．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

SSOS访问控制。

5．5．2．2 Ss(，s设计和实现

a)配置管理：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1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配置

管理}

b)分发和操作；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2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分发

和操作；

c)开发；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3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开发}

d)指导性文档；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4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指导

性文档；

e)生命周期支持：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5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生

命周期支持}

f)测试；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测试}

g)脆霸性评定：应按GB／T 20271--2006中6．5．5．7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脆弱

性评定。

5．5．2．3 Ssos管理

应按GB／T 20271—2006中6．5．6的要求，实现服务器访问验证保护级的SSOS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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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安全的服务器，无论其安全保护等级达到GB 17859--1999所规定的哪一个级，都应从安全功

能和安全保证两方面考虑其安全性。安全功能主要说明服务器所实现的安全策略和安全机制符合
GB 17859--1999中哪一级的要求，安全保证则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保证服务器所提供的安全功能确实达

到了确定的功能要求。本标准描述服务器的每一安全等级所应达到的安全功能要求和安全保证要求。

安全功能是指：设备安全、运行安全、数据安全。

安全保证是指tssOs自身保护、SSOS设计和实现、SSOS安全管理。

五个安全等级则是指GB 17859--1999所规定的等级。

A．2服务器安全的特殊要求

服务器是在信息系统中，通过对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存储、检索等操作后向用户提供特定的应用服

务和功能服务。应用服务比如像信息浏览服务、邮件服务、数据存储服务等；功能服务比如像缓存服务、

负载均衡服务等。它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部分组成。硬件系统包括组成服务器的硬件设备及其他

配套设备。软件系统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系统等；操作系统为管理服务器硬软件资源

提供支持；数据库管理系统为服务器中的信息数据按指定格式存储和访问提供支持；应用系统是为某种

特定应用提供支持。

服务器安全有着广泛的含义，从服务器组成的角度，包括对服务器硬件系统的保护、揉作系统的保

护、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保护和应用系统的保护要求。从信息保护的角度，服务器安全可概括为信息的保

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含可控性、可操作性和抗抵赖性)。从服务器运行的角度可以概括为服务器运行

安全和运行中的信息安全。

这里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是t各组成部分安全保护等级应不低于整体服务器安全保护等级。服务器

的安全性与支持其运行的服务器硬件设备密切相关。因此，支持服务器运行的硬件设备的安全保护等

级应与该服务器的安全保护等级相匹配。

A．3关于主体、客体的进一步说明

在GB 17859--1999中．对主体、客俸已经进行了定义。为了更确切的了解主体与客体在服务器中

的地位与作用，这里对其作进一步说明。

在一个服务器中，每一个实体成分都必须是主体或客体，或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主体是一个主动的实体，它包括用户、用户组、进程等。系统中最基本的主体应该是用户(包括一般

用户和系统管理员、系统安全员、系统审计员等特殊用户)。系统中的所有事件要求，几乎全是由用户激

发的。进程是系统中最活跃的实体，用户的所有事件要求都要通过进程的运行来处理。在这里，进程作

为用户的客体，同时又是其访问对象的主体。服务器进程一般分为用户进程和系统进程。用户进程通

常运行应用程序，实现用户所要求的运算处理}系统进程则是服务器完成对用户所要求的事件进行处理

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客体是一个被动的实体。在操作系统中，客体可以是按一定格式存储在一定记录介质上的数据信

息(通常以文件系统格式存储数据)，也可以是服务器中的进程。服务器中的进程(包括用户进程和系统

进程)一般有着双重身份。当一个进程运行时，它必定为某一用户服务——直接或间接的处理该用户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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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要求。于是。该进程成为该用户的客体，或为另一进程的客体，而这另一进程则是该用户的客体。

依此类推，服务器中运行的任一进程，总是直接或间接为某一用户服务。这种服务关系可以构成～个服

务链。服务者是要求者的客体，要求者是服务者的主体，而最原始的主体是用户，最终的客体是一定记

录介质上的数据信息。

用户进程是固定为某一用户服务的，它在运行中代表该用户对客体资源进行访问，其权限应与所代

表的用户相同(通过用户一主体绑定实现)。系统进程是动态的为所有用户提供服务的，因而它的权限

是随着服务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用户一主体绑定将用户的权限与为其服务的进程的权限动态地

相关联。当一个系统进程与一个特定的用户相关联时，这个系统进程在运行中就代表该用户对客体资

源进行访问。

A．4关于SSOS、SSF、SSP、SFP殛其相互关系

SSOS、SSF、SSP、SFP是本标准中的重要的概念。在服务器中，SSOS(服务器安全子系统)是构成

一个安全的服务器的所有安全保护装置的组合体。一个SSOS可以包含多个SSF(SSOS安全功能模

块)，每个SSF是一个或多个SFP(安全功能策略)的实现。SSP(SSOS安全功能策略)是这些SFP的总

称。构成一个安全域。以防止不可信主体的干扰和篡改。实现SSF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设置前端过滤

器，另一种是设置访问监控器。两者都是在一定硬件基础上通过软件实现确定的安全策略，并提供所要

求的附加服务。在网络环境下，一个SSOS可能跨网络实现，构成一个物理上分散、逻辑上统一的分布

式SSOS。

A．5关于密码技术的说明

密码技术已成为当今服务器安全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不同安全保护等级中根据所采用的不同安全

策略，应选取不同配置的密码技术作为构成服务器安全保护的重要机制，或将密码技术与服务器安全技

术相结合，组成统一的安全机制。SSF可以利用密码功能来满足一些特定的安全要求。这里主要是指

由密码系统提供的以下支持；标识与鉴别、抗抵赖、效据加密保护、数据完整性保护等。各个安全保护等

级的密码技术的具体配置由国家密码主管部门决定。

A．6关于电磁防护的说明

电磁防护对于服务器设备安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部分。服务器发出辐射干扰的主要部件包括电

源、主板和处理器等，而阻止辐射外泄的主要屏障就是机箱。在不同安全保护等级中应根据不同安全策

略，采用不同强度的电磁防护措施作为构成服务器设备安全保护的重要机制。各个安全保护等级的电

磁防护的具体要求由国家有关部门决定。



GB／T 21028--2007

参考文献

[1]GB／T 18336．1—2001信息技术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1部分：简介和

一般模型(idt IS{O／IEC 15408一l：1999)

E2]GB／T 18336．2—2001信息技术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2部分：安全功

能要求(idt ISO／IEC 15408—2：1999)

E3]GB／T 18336．3—200l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性评估准则 第3部分：安全保

证要求(idt ISO／IEC 15408-3：1999)

E4]Trusted Ccmpu6ng Group．Trusted Platform Module Main Specification(Version 1．2)：Part 1

Design Principles．May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