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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基础？

1.信息安全管理基本概念

2.信息安全管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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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基本概念



信息安全管理
p 信息安全管理

管理者为实现信息安全目标（信息资产的C（机密）I（完整）A（可用）

等特性，业务运作的持续等）而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

一系列活动。



信息安全管理
p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指信息系统（包括硬件、软件、数据、人、物理环境及其基础设施）受到保护，

不受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信息服

务不中断，最终实现业务连续性。



信息安全管理的对象
n 信息安全管理的对象：包括人员在内的各类信息相关资产。

规则
人员

目标
组织



信息安全管理作用



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p 如今，信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组织业务正常运营和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

p 信息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单凭技术是无法实现从“最大威胁”
到“最可靠防线”转变的

p 实现信息安全是一个多层面、多因素的过程，也取决于制定信息安全方
针策略标准规范、建立有效的监督审计机制等多方面非技术性努力

p 如果组织想当然地制定一些控制措施和引入某些技术产品，难免存在挂
一漏万、顾此失彼的问题，使信息安全这只“木桶”出现若干“短板”，
从而无法提高信息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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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10

n （一）信息安全管理是组织整体管理的重要、固有组成部分

，是组织实现其业务目标的重要保障



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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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二）信息安全管理是信息安全技术的融合剂，保障

各项技术措施能够发挥作用



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v解决信息安全问题，成败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

管理

v安全技术是信息安全控制的重要手段，但光有安全技术还不行，要让安
全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必然要有适当的管理程序，否则，安全技术只
能趋于僵化和失败

v说安全技术是信息安全的构筑材料，信息安全管理就是粘合剂和催化剂

v技术和产品是基础，管理才是关键

v产品和技术，要通过管理的组织职能才能发挥最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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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v技术不高但管理良好的系统远比技术高超但管理混乱的系统安全

v只有将有效的安全管理从始至终贯彻落实于安全建设的方方面面，信

息安全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才能有所保证

v根本上说，信息安全是个管理过程，而不是技术过程

v人们常说，三分技术，七分管理，
可见管理对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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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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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三）信息安全管理能预防、阻止或减少信

息安全事件的发生



信息安全管理的作用

p 统计结果显示，在所有信息安全事故中，只有20%~30%是由于黑客

入侵或其他外部原因造成的，70%~80%是由于内部员工的疏忽或有

意泄密造成的

p 统计结果表明，现实世界里大多数安全事件的发生和安全隐患的存在，

与其说是技术原因，不如说是管理不善造成的

p 因此，防止发生信息安全事件不应仅从技术着手，同时更应加强信息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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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2.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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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整体管理体

系的一部分，基于业务风险的方法，来建立、实施、运作、监视、评审、保持和改进信息

安全。 （-- ISO/IEC 27000:2009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概述和术语）

建立信息安全方针和目标并达到这些目标的体系。

为达到组织信息安全目标的策略、程序、指南和相关资源的框架。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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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狭义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指按照ISO27001标准定义的ISMS

v广义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泛指任何一种有关信息安全的管理体系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20

Ø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包括的要素有：

Ø 信息安全组织架构

Ø 信息安全方针

Ø 信息安全规划活动

Ø 信息安全职责

Ø 信息安全相关的实践、规程、过程和资源

Ø ... ...

Ø 这些要素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作用

方法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介绍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是什么？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根本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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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基础

p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确定信息安全需求

p 信息安全需求获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安全风险评估

p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立的基础，没有风险评

估，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就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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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处理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核心

p 风险处理是对风险评估活动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决策，采取适

当的控制措施处理不能接受的风险，将风险控制在可按受的

范围

p 风险评估活动只能揭示组织面临的风险，不能改变风险状况

p 只有通过风险处理活动，组织的信息安全能力才会提升，信

息安全需求才能被满足，才能实现其信息安全目标

p 信息安全管理的核心就是这些风险处理措施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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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是信息安全管理系统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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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应对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相应的风险处理。本质上，风险处理
的最佳集合就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控制措施集合

v梳理出这些风险控制措施集合的过程也就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的建立过程

v周期性的风险评估与风险处理活动即形成对风险的动态管理

v动态的风险管理是进行信息安全管理、实现信息安全目标、维
持信息安全水平的根本方法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案例分析



用PDCA来理解什么是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v 27001-ISMS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4句话   

1. 规定你应该做什么并形成文件 ：Plan

2. 做文件已规定的事情 ：Do

3. 评审你所做的事情的符合性 ：Check

4. 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持续改进 ：Act



ISO/IEC 27000标准族

27000~27003 27004~27008
 27000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概述和术语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27002 
信息安全控制措施

实用标准规则

27003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27004 
信息安全管理测量

 27005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27006 
提供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审核和认证机

构的要求

27007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指南

27008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控制措施审核员指

南

27001

27002

27000

27006

2700527003

27004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基本原理和词汇 

v ISO27000标准族日益完善，已经开发和计划开发的标准有60余项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NIST SP 800规范

v 参照NIST SP 800进行建设也是一种常见的对组织的信息安全进行全

面、系统管理的实施方法

v NIST SP 800是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一系列特别出版

物（Special Publications，SP），是关于计算机安全的指南文档

v 美国《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案》（Fed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ct，FISMA），专门指定NIST负责开展信息安全标准、

指导方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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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 SP 800规范

v SP 800-37描述了此系列规范遵从的风险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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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 SP 800规范

v SP 800-37 给出了递升的风险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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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典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区别和联系

31

 名称 应用对象 应用特点

ISMS 各种类型的组织（有
体系建立需求）

完全以市场化需求为主，不具备强制性。以风
险管理方法为基础，如果实施体系认证，必须
完全满足27001标准要求

等级保
护

国家基础网络和重要
信息系统

作为我国的一项基础制度加以推行，有一定强
制性。主要目标是有效地提高我国信息和信息
系统安全建设的整体水平，重点保障基础信息
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

NIST 
SP 800

联邦机构或非政府组
织

与FIPS不同，是非强制性的。但联邦机构应采
纳FIPS中要求使用的NIST SP以及OMB要求的
特定NIST SP。以风险管理方法为基础，应用
时有一定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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