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第 1 章

物联网简介

道格拉斯·亚当斯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太空系列广播喜剧《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有
一句告诫：“别慌。”
2016 年，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IoT）的安全和隐私状况坦白地说并不好，而且越
来越糟。因此，我们需要对物联网及其风险进行讨论，让物联网变得更好，这也是我写作本
书的核心原因。
情况有多糟糕呢？以下是从各种不断增长的反面案例中选取的 5 个物联网安全事件。
核设施和电网。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负责管理和保护美国的国家核武器储备，它
在 2010～2014 年的 4 年间遭遇了 19 次网络攻击○。此外，许多读者都知道，2010 年 6 月
一

出 现 了 一 种 针 对 工 业 可 编 程 逻 辑 控 制 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 的 恶 意
计算机蠕虫—“震网”病毒。PLC 一般被用来实现机电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比如离心机
（用于分离核材料）。与此同时，在 2015 年和 2016 年，乌克兰电网一直处于被攻击的状态，
而且在这些持续的攻击下电网已经变得非常不可靠了○。据猜测，这些攻击来自俄罗斯的攻
二

击者。
健康和医院。在 2015 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推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要求医院停止使用赫士睿公司的 Symbiq 输液系统，原因是这
个系统可以被黑客远程访问，并允许未经授权的用户“控制设备和改变输液剂量从而导致重
症患者的治疗过度或不足”○。作为一个非 IT 组织，FDA 正在全面起草一份关于物联网医疗设
三

备的“后市场”指南○，其中假定物联网医疗设备都是极度不安全的。
四

一
○
二
○
三
○
四
○

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15/09/09/cyber-attacks-doe-energy/71929786/。
黑客在乌克兰西部造成的电力中断，见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5297464。
http://www.securityweek.com/fda-issues-alert-over-vulnerable-hospira-drug-pumps。
医疗设备网络安全的后市场管理，见 www.f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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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风险是什么
物联网风险（Risk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RIoT）是需要被管理和控制的（RIoT 控制）

事情。
本书中提到的需求、威胁、隐患和风险都是物联网中需要考虑的综合因素。所有的需
求、威胁、隐患和风险都适用于各种物联网系统和服务。
整理这些物联网安全和风险管理信息的目的是使系统所有者、设计人员和风险管理人员
对可能适用的对象有整体的了解。从这点来看，他们将从更宽广的角度去了解特定物联网服
务的独特需求和功能可能会带来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又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

1.3

目标读者
本书适合广大读者。
对 于 高 级 管 理 人 员（首 席 信 息 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CIO）， 首 席 信 息 安 全 官

（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CISO），副总裁（Vice President，VP），风险管理、控制
和监察人员）、业务线经理或者是不关心物联网安全的操作细节而只想理解问题的人，可以参
看本章、第 2 章、第 3 章、第 4 章和第 12 章。这些将为与产品、服务和系统相关的业务级
问题、机会和威胁提供基础。
对于与物联网产品、服务或系统的安全开发或运营有关的建筑师、工程师、安全从业者
和风险管理人员，可以参看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第 8 章、第 9 章、第 10 章、第 11 章
和第 13 章。这些章节将提供对物联网安全和风险管理具体操作需求的洞察，以及可能的风
险对策。（本书讨论了风险转移和接受的概念，但是如果你想在内部做些什么，就必须聚焦于
你能做什么！）
对于那些需要了解更多知识的研究人员、学者和学生、记者以及其他安全专业人士，希望
这本书对你来说是有意义且易懂的。
欢迎大家！

1.4

这本书是如何安排的
本书的目的是向那些必须管理风险的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关于安全需求、威胁、隐患

和风险的有用信息。因此，本书遵循了相关人员能够迅速熟悉的方式，包括那些从事风险分
析、读取威胁风险评估、分析风险评估，甚至是拥有广泛的安全背景且已经正式从事风险管
理的人们。
那么，典型的风险评估会如何进行呢？像下面这样：
 资产清单：你在评估或保护什么？
 需求和敏感性分析：从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视角看资产容易受到多大程度的损
害？（也就是，未经授权的暴露、更改、删除或延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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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胁分析：谁或者什么事物有可能会影响敏感性？
 隐患分析：威胁方可能利用的弱点在哪里？
 风险和缓解：如果从威胁方试图利用漏洞的频率或可能性来考虑，那么风险是什么？
风险几乎总是可以以一种定性的方式来表达（例如，高 / 中 / 低）。我们不会试图改变
这一惯例。最后，关于风险你可以做些什么？
在本书中，我们会涉及以上所有重点并在相应的章节展开论述。
本章介绍了物联网的概念—它可能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之所以用“可能”这个词是因
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所给出的定义未经考验或者并不完备。
第 2 章剖析物联网组织结构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该部分确定了物联网风险的讨论范
围，是敏感性分析的第一步，如前所述。
第 3 章是敏感性分析的第二部分—从业务和操作的角度来看，机密性、可用性和完整
性的要求是什么？
第 4 章讨论对物联网的威胁—“谁”且“为什么”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风险相关。与
第 3 章一样，本章将继续在业务和操作层面进行讨论。
第 5 章讨论业务和操作处理层面的物联网隐患，有时会触及技术问题。与威胁相反，隐
患关乎风险会怎么样。威胁方或实体将如何造成损害？
第 6 章讨论物联网中的安全风险需求，以及与安全保障需求之间有何关联。
第 7 章讨论物联网的隐私、机密性和完整性需求。
第 8 章讨论物联网的可用性和可靠性需求，以及相关的风险和隐患。
第 9 章涉及物联网的身份和访问控制风险和隐患。
第 10 章讨论物联网的使用场景和操作环境需求。
第 11 章讨论物联网的灵活性和互操作性需求。
第 12 章对物联网中的威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包括威胁评估和分级的策略。
最后，第 13 章探讨物联网中的新风险，描述了未来几年可能发展出的一些潜在的新管
理技术、操作控制和保障措施。
我们尽量让本书适合不同类型的读者，而不仅仅是风险管理人员和安全迷。因此，我们
期望一些看似与纯风险管理无关的讨论也能够有助于理解场景。物联网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
域，任何有助于记忆或理解的内容都是有用的。

1.5

物联网是什么
物联网是指那些在互联网边缘与大型集中式机器通信的设备，它们通常在没有人参与的

情况下不断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物联网涵盖数十亿设备间的相互通信，常常还要管理物理
环境的各类情况。这样做是因为物联网代表了某种服务结果的改进—提供了更高的效率或
是增值结果或服务。
物联网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都提供了商机，是未来产品和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首先，我们来谈谈物联网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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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信息的传播样式

物联网不只是一种新型的万维网服务器，具有更好的页面和更巧妙的数据整合方法，让
人们可以消费它。它不是关于新闻推送、电子邮件或由人创建的、为人服务的任何其他类型
的数据。它是机器创建的数据和来自人的数据的混合。它是新兴机器产生的信息数据集，与
当前人们产生的信息数据集共存。

1.5.2

不是信息共享

物联网与一些常见的趋势（如社交网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不是一种新的人与人之
间共享信息的方式，而是一种从世界各地尤其是物理世界收集信息的新方式。毫无疑问，社
交网络将会利用物联网提供的服务。例如，Foursquare 是一种社交网络服务，它已经用到了
智能手机中的地理定位功能。

1.5.3

不是无线网络

物联网并不只是无线系统。无线网络是物联网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互
联网上第一代“物”的催化剂—但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而不是结尾，尤其是以 4G 和很快
到来的 5G 而闻名的宽带无线技术。这些技术带来了高速的数据连接，能够支持所有的东西，
包括需要数 G 容量的高清视频功能，或者是只能容忍毫秒级微小延迟的远程操作技术。
物联网会涉及许多不同类型的网络，它们独立运行（并存但不接触）并充当彼此的冗
余系统：基于光纤的系统、基于铜的甚至是基于激光的网络链路。物联网会需要许多网络，
但都使用相同的互联网会话语言—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IP），或者至少可以接
入一个支持 IP 网络业务进出的网关，这些网络将终端与数据中心的分析和应用相绑定。
物联网将会超出无线网络这个重要概念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因为在撰写本书时，大多数
机器到机器（Machine-to-Machine，M2M）系统的早期先例都是基于蜂窝无线网络的。通常
蜂窝数据网络基础设施不仅支持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还支持与机器相连。无线
技术对 M2M 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因为最早版本的 M2M（又称工业控制系统，
后面很快会多次出现）依赖于物理的铜质电话线，安装和维护这些线路非常昂贵，尤其是在
偏远地区。偏远地区的电缆和电线杆很容易断裂和腐蚀，需要定期更换。与城市地区的铜质
电话线和电线杆不同，这种偏远线路的全部成本必须由所讨论的 M2M 系统来担负，而且成
本无法分摊到庞大的用户群。
蜂窝无线网络一次性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假设有线连接对于 M2M 系统
来说已经过时了。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无线”意味着“蜂窝”无线。有许多形式的无线网
络在成本上已经等于甚至低于蜂窝无线网络，尤其是短距离（小于 1 千米）通信。

1.5.4

物联网（通常）不涉及隐私

世界各地的隐私法都是有效的，且理由充分。因为没有隐私法，滥用个人信息的机会几
乎是无限的。由于个人信息的管理不善，生活可能被毁掉，企业可能被破坏。越来越多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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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和个人信息成为目标，有时候连原因是什么都不知道：
2015 年，阿什利·麦迪逊网站攻击事件曝光了数百万名“骗子”—他们只是名义上登
记了为已婚人士提供的约会服务。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此开脱。虽然阿
什利·麦迪逊网站跟物联网无关，但是物联网会有更多的机会暴露个人信息。
许多法律责任都跟个人信息处理不当有关，会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制裁和监禁，跟问
题涉及的行业直接相关。
相对于那些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成为个人身份信息的非结构化数据，更需要仔细权衡什么
时候来定义什么是个人和隐私。众所周知，隐私问题会减缓或阻止物联网的发展，从而是物
联网本身。○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激烈的隐私倡导者根本不懂技术，甚至是勒德分子○，而老练的政
治或法律操作从员知道如何通过减缓或停止项目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惜的是，增加毫无根
据的技术或操作要求会增加成本和复杂程度，从而降低项目的潜力。在某些情况下，项目会
变成超出预算的“白象”
（white elephant）。
在物联网中，这种与隐私相关的需求蔓延风险也意味着与复杂度相关的危险。正如我们
稍后将讨论的那样，复杂度增加了风险：与人员和过程相关的操作风险、与软硬件故障或失
效相关的技术风险以及与产出和设计目标相关的业务风险。物联网已经成为人类创造的最复
杂的人工制品。进一步增加复杂度的必要性必须被仔细考量和权衡。
个人信息就是仅限于你或其他人的信息，必须可以据此识别出你或其他人。比如，你购
买鞋子的片段数据淹没在其他上百万条购买信息里面就不是个人信息，除非你的身份与购买
行为被关联到一起，并被存储和管理。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而且一定会有很多关于“可识
别”定义的争论，但是正反两方面都有不合理的地方，可能永远不会有统一的定义或规定。
已有的一些来自权威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指导方针，往往更像是以国家法律为出发点，反而会导致更大
的分歧。
给定业务中的大部分数据都不是个人的。一些组织试图评估自己所管理的数据到底有多
少属于私人信息—大概不会超过 5%，即使是在以收集和管理客户数据为核心能力的零售
服务领域也是如此。对于制造业等行业来说，个人数据的比例会更小。
企业中的大部分数据都是关于生产、协调、财务、市场销售、研究和一般管理的专有内
部信息。这些数据大部分仍然是非结构化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上的分散文件。问题是，个人
可识别的数据通常会分散在这些非结构化和结构化（数据库、目录）的大量信息中。从安全
一

二

和控制的角度来看，这是隐私问题最容易出现的地方。
同样，物联网中的大部分数据也不会是个人信息或者个人身份信息，而是来自通过 IP 地
址识别的设备的逻辑和控制数据。这些网络地址和实际的人类用户之间的联系（如果有）通
常以完全分离的方式存储和管理。对于大多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来说，IP 地址管理系统关联到的只是一个显示访问级别的用户 ID 系统。然后，用户 ID
一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11/05/california-proposes-strong-privacy-protections
○
二
1811～1816 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的人，引申为反对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编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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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关联到显示账户状态的计费系统，而该计费才有可能关联到管理用户身份的不同系
统。在技术上，个人信息和个人身份信息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
是的，如果你能从一个给定的设备（比如一块电表）中捕获数据流，并且能够获取设备名
到用户 ID 的映射，再假设你能够将用户 ID 映射到用户的真实姓名，而且从系统负载中剔除无
关的信令和网络握手，那么你就有可能获得用户的个人信息，但同时你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
隐私在物联网中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你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并从长远考虑。
否则，“白象”风险就会凸显出来。这一术语将在本书中多次出现。

1.6 “传统”互联网的数据、语音和视频
当前这一代互联网中的设备都是由真实用户来操作上网、收发电子邮件、打电话、观看
视频，以及在每天早上发布募捐账户每一分钟的情况。这样的互联网由数据中心的许多服务
器组成，可以存储和管理外围设备请求的大量信息。而这些请求同样都是由操作设备的人所
发出的，而不是以其他什么自动化方式控制的。此外，中间服务器还可以用来作为外围用户
开发内容的资料库或汇聚点。用户将内容发布到数据中心，以便其他用户使用。其中，大部
分内容具有不明的价值或难以识别的用途。
这一版互联网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财富。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
里，即使没有数十亿，也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物联网虽然包含了传统的互联网，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网络的
外围设备不再由人工操作，而是半自动或全自动化。而且，在短时间内，它们的数量将远远
超过人工设备。
物联网将是数据（互联网）、语音和视频的“三网合一”。我们即将讨论的所有“资产”
与过去的互联网不同，将会使用相同的底层网络技术。这些新资产以及过去的数据、语音和
视频三种“旧式”资产都使用相同的标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会不断地、不得已
地共享网络，但是由于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共用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大量地共享网络也就不
可避免。
本书将讨论一些潜在的技术，可以用来管理物联网以实现效率和安全性的共同最大化。
物联网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并非没有风险，必须加以管理。

1.7

互联网 ++
如果物联网包含了“传统”互联网的数据、语音和视频，那么它还应包含一些新的资产，

这些资产将互联网从人工设备网络转变为包含许多非人工设备—“物”的网络。这些“物”
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并以多种方式被描述，通常反映了特定的使用场景或做出这些描述的特
定人员。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用户可能会将家里的智能电表称为“物”，而生产工人则
可能将管理生产过程的工业控制系统视为“物”，健康产业更有可能将医院患者或门诊病人
的监测设备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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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理解物联网中“物”的几种不同描述工具已经由诸如供应商和标准组织等主要机构
开发出来。回顾并理解这些工具与物联网的关系非常有帮助。我们说的是同样的“物”吧？

1.7.1

M2M 通信

M2M 系 统 是 物 联 网 的 一 部 分， 与 后 面 的 许 多 术 语 一 样， 可 被 视 为 一 个 笼 统 的 术 语。
M2M 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行业，因为它还涵盖了传统互联网数据、语音和视频之外的资
产范围。当前这一代 M2M 应用同时包括全自动和半自动化的系统。例如，当下一些最常
用 的 M2M 系 统 有 销 售 终 端（Point-of-Sale，POS） 和 自 动 车 辆 定 位（Automated Vehicle
Location，AVL） 服 务 等。 其 中，POS 设 备 是 半 自 动 的， 因 为 人 们 必 须 发 起 和 授 权 交 易
（理想情况下）。而 AVL 则是一个自动系统，用于报告货车和其他运输工具等资产的地理
坐标。
当前 M2M 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在数据流或服务请求上基本都是单向的。POS
设备通过中央交易处理系统启动交易，通常不具备也不支持传入的命令。AVL 系统几乎只将
数据推送到中央服务器，然后将信息向资产所有者显示和报告。AVL 系统通常不接收空口的
指令。这些早期 M2M 系统单向性的优点在于被渗透利用的机会非常有限：要求远程终端必
须通过物理访问，因此基于网络的攻击概率会更低。

1.7.2

互联设备

除了接入网络的服务器和个人计算机这样的“物”，互联设备也是一个笼统的术语。与
M2M 一样，对于互联设备是自动的、半自动的还是需要人工输入来完成命令，并没有严格的
规定。
如果说 M2M 和互联设备之间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在所引用的例子和参考设计中，双
向通信可能会出现得更加频繁。互联设备更倾向于彼此间相互通信，而不是仅发送不接收。
互联设备作为一个定义，也可以既用于集中式管理基础设施又用于点对点网络通信的设
备。例如，一对互相连接的交通传感器可以共享速度、方向等数据，并根据预先定义和商定
的算法来协商电信通路权，从而省去询问集中式系统或服务器。这种类型的点对点决策在决
策速度和减少网络负载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相反，如果没有近乎完美的设计，这种
点对点的自动系统就排除了监督和安全控制的可能性。

1.7.3

万物智能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智能的东西”—充斥着家里的每个房间以及工业上的各种应用。
比如智能城市、家庭和办公室，智能健康、交通和能源，等等。“万物智能”这一概念也被
包含到了物联网中，就像 M2M 和互联设备一样。
例如，智能城市拥有高度协调的基础设施，正是由于物联网才使其变成可能；智能汽车
与智能交通控制系统之间对目的地、路线优化、速度、导航等信息的交互，使得交通飞速运
转。智能道路会提示维护调度系统它们何时需要维修。这些系统将以无法想象的方式综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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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于 P2P 和 C/S 的决策、普适网络和大量的可靠带宽，将数据来回传输和存储。而这些数
据以后可能会被用于诸如使用计费、城市规划或司法事故调查等用途。
关于“智能”的讨论，与前面 M2M 和互联设备的显著区别也许在于它实质上更趋向于
概念，而非技术。因此，许多围绕智能事物的讨论只是假设了一个网络，并没有对网络属性
进行说明：它是共享的吗？它是建立在标准技术和协议（如 IP）之上吗？抑或它是专用的私
有系统吗？如果“智能”仅仅是一种愿景而不是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讨论常常会超出“智
能”的讨论范围。但这也并不是说“智能”就遥不可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智能”是物联网的一部分，并可能以分形的方式演变为一种概念。小型智能系统将
有可能加入其他小型智能系统，以构建更大的智能系统。例如，智能家居就可以由智能家
电、智能安全系统（烟雾探测器、二氧化碳探测器、运动探测器）、老人智能健康监测以
及家中的桌面和移动计算设备组成。这样的智能住宅与车库中的智能汽车相结合，就形成
了智能家居能量存储系统，从而进一步构成全市范围的能量存储系统，进而是国家存储系
统。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智能城市或国家就可以由成千上万或者数十亿个小型智能系统
来构建。

1.7.4

普适计算

相比于任何一个与物联网相关的术语，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UC）是最不
具体、最抽象、最概念化的术语。普适计算的范围很广，几乎涉及计算机科学的所有领域，
包括硬件部分（如芯片）、网络协议、接口（如人或机器）、应用程序、信息资产与类型（即业
务与个人信息）及计算方法。
实现普适计算必须结合多种技术，如工业传感器网络、多种传输媒介（铜缆、光纤、电
磁（无线电）、红外线等）网络、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M2M、
移动计算、人机交互和可穿戴计算设备。
尽管普适计算的概念涉及多种不同的技术，但其本质还是关于我们周围环境的智慧和知
识（也称为情境感知）。通过了解周围环境，包括人类用户及其工具（汽车、电梯、医疗设备
等）的动态地理空间关系，普适计算系统可以提供有用的定制服务，从而促进个人和业务效
率的提高。

1.8

谁是物联网的主要参与者
复杂的 IT 项目往往伴随着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物联网中，一

个给定的系统或服务通常会有比直观感觉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

1.8.1

利益相关者

每个系统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对系统本身运作方式感兴趣的人或实体。因此，
部分关心自然会延伸到系统的安全性上，这关乎系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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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是一种涉及终端、网络的技术系统，在多种情况下会协调集中式服务器、数据
库以及数据存储系统。在物联网中，利益相关者各不相同，需要从安全和风险管理的角度考
虑，但并非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一定会参与到所有的物联网系统中。
一般来说，在物联网风险管理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去寻找利益相关者及其需求，包括需求
的定义、设计、构建、运营和审计。
许多很好的事情都因为未考虑或未请教利益相关者而搁浅，因为这些人都只是在工作推
进过程中或者完成之后才坐到桌前进行沟通。其中一些人可能会带来新的需求，这就会产生
巨大的成本超支或使项目彻底瘫痪。在第 3 章中，我们考虑了新兴物联网中可能存在的一些
类似需求。但是，谁才是可能的利益相关者呢？

1.8.2

物联网利益相关者简图：按资产类别分组

表 1-1 共列出了七类利益相关者。这确实有点多，不便记忆且不适合管理人员展开讨论，
所以我们用一个更为简单的标准将这些利益相关者宽泛地分成了四个资产类别（如图 1-1 所
示）：终端、网关、网络、数据中心。各个利益相关者都会在每个资产类别中出现，但是为了
方便高层讨论，根据资产类别去整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可能会更容易—只要讨论中的各方
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表 1-1
用户

物联网的利益相关者

谁在物联网中操作设备或依赖于设备的操作保障
谁负责整合解决方案。许多物联网系统需要从基本的组成要素开始构建，而不是单纯

应用服务提供商

的整体设计。在必须集成不同供应商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为系统建立的需求应该是切实
可行的

制造商

谁来制造组成解决方案的物理设备？通常情况下，这些制造商将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
客户生产制造设备。他们正在寻求特性和功能的最大化通用，并（尽可能）最小化成本
谁在运行大量的而且有可能成为物联网一部分的可用网络？电信运营商通常会成为这

网络运营商

种混合网络的一部分，但也有可能是完全私有的或者专用的网络。这些网络之间的接口
会受到特别关注

数据中心运营商

谁运营那些可以托管与物联网系统相关的集中式服务器或存储的物理平台。对于谁在
运行数据中心是有许多先例的，他们可以完全不用顾及其他具有特殊需求的利益相关者
不同场所，监管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某些场所，物联网中的特定应用或系统可能会受
到监管，而在其他场所则比较宽松。什么级别的机构有监督权？针对违规行为可以实施

监管机构

什么样的制裁措施？许可的条件是什么？
监管机构也可以是某个特定国家的认证和许可机构，它的角色是检测是否符合与质量、
安全和保障相关的国家标准
谁依赖于用户及其在物联网中的能力，以及被评估的物联网系统？谁是那些依赖于为

相互依赖的第三方

物联网系统运行提供必要商品或服务（信息）的用户。这种相互依赖性往往被忽略了，没
有顾及项目所有者所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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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

网络

数据中心和云

用户

用户

用户

用户

服务提供商

服务提供商

服务提供商

服务提供商

制造商

制造商

制造商

制造商

网络运营商

网络运营商

网络运营商

网络运营商

数据中心运营商

数据中心运营商

数据中心运营商

数据中心运营商

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

相互依赖的
第三方

相互依赖的
第三方

相互依赖的
第三方

相互依赖的
第三方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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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资产分类

终端设备作为资产类别

终端设备是物联网最远端的组成部分，处在网络的末端。它们可以是由人操作的计算机
或者简单输入设备，也可以是用来收集信息或者响应集中式控制节点指令的由远程管理的或
全自动的设备。
 在终端场景中，用户可以是匿名的个人（例如，在 POS 终端上），也可以是拥有各
种专用传感器、仪表和控制系统的工业用户。用户仍然是我们目前所理解的那类人
员：可以在台式机、笔记本和各种不断出现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Web 浏览器等工具
的人。
 在设备由其所有者专用和管理的情况下，终端的服务提供商可能就是用户本身。但
是，服务提供商也可能是第三方外包商，在合同基础上运维共享的或是专用的终端。
服务提供商会专注于管理物联网中的设备，并且很可能会在许多不同的管辖区域管理
不同的设备—这是管理物联网风险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哪些地方是服务提供商
的合同允许范围？在哪里管理与服务条款（配置 / 管理、过程状态、法律、设计）相
关的数据？
 生产厂商制造终端设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也是服务的提供者，这在工业控制
领域很常见。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厂商向市场提供的可能是可配置的设备，但是他们
几乎不知道这些设备的去向以及具体用途。通常，这些厂商只能通过保修来关注他们
的产品。但是，即使是商品类终端设备的制造厂商之间也会存在差异；终端设备并不
是被匀质制造出来的，缺陷率、平均失效时间和故障率都会有所不同。此外，还可能
会出现许多与终端设备的完整功能集相关的问题。他们是不是只做被要求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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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商不小心或是蓄意插入不明控制功能的可能性有多大？从风险的角度来看，询
问有关出处（由谁制造以及从哪里来）、功能验证（代码审查和测试）以及失败率的相
关问题是风险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实践。
 网络运营商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出现在终端场景中。但是，在理解系统的体系结构之前最
好先不要做任何假设，特别是当终端设备是自组织的并且支持自主的 P2P 网络或 Mesh
网络时。在这种情况下，设备通过其他的节点来传输业务，直到找到一个连接更大网络
的网关。这时，网络运营商可能就是管理设备或者用户 / 所有者的服务提供商。
 数据中心（Data Center，DC）运营商对于终端本身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
它所关心的是终端生成数据集的频率和大小。
 监管机构对终端有着各种不同的关注点，尤其是当终端可以控制现实世界的物理结果
时。例如，如果设备控制交通或制造系统，那么涉及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就会有很多。
在物联网的早期阶段，监管机构理解和有效管理终端设备的能力可能会随着监管方式
的推进而不断提高。对于物联网中的风险问题，终端设备的所有者和运营商都应该意
识到这种监管演变的发生，并且意识到规章制度也可能会随之变化。我们将在后续章
节中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监管机构可能会对某些设备的制造非常感兴趣，尤其
是那些可以无线接入授权频段（例如，手机的蜂窝网络）的设备和那些装有生命攸关
应用的设备。在某些情况下，监管机构确实是会推广物联网安全的“指导方针”
（尽管
可能不使用该措辞），但同时会给出物联网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需要注意的信息，来
防止指导方针变成新的惩罚性法规的威胁。
 最后，在任何形式的风险管理中，应始终考虑到相互依赖的第三方。用户或所有者可
能会依赖于终端设备为其自身生产或连续性而创建的产品或服务（数据），而相互依
赖的第三方是除此之外的那些部分。或者，他们可能是供应链上游的第三方，其输入
对与终端相关的生产过程至关重要。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相互依赖的第三方都会以负
债、制裁或与终端设备性能相关的惩罚等形式表示成实质的业务或运营风险。

1.8.4

网关作为资产类别

相对于传统企业的 IT 架构，网关是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它通常会与终端、网络和数据
中心交互。网关可以被定义为互联网边缘的两个控制域之间的边界，或者是抵达“物”之前
的最后一跳。
由于通常是物联网系统或服务的最后一个部分，所以网关成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控制点，
可以访问强大的处理和内存。因此，对于那些缺乏足够控制措施来保护自身及其数据的设
备，网关就成为可以应用安全措施和风险管控的地方。
从历史上看，网关一直是作为“无声”设备被集成为网络的一部分，来回转发数据包，
或是简单地完成从一个域到另一个域的地址转换。它们只具备最原始的安全功能。
这种类型的传统网关在物联网中是不适用的：在互联网的广阔范围内，网关是非常重要
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可靠地、快速地将数据包从 A 传输到 B。
对利益相关者而言，网关与网络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有着相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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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较于网络，网关可以由完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来制造、购买、拥有、运营、监管、配置
和使用。
在物联网中，网关和网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完全独立的，但有时网关也可能会与网络完
全交织在一起，例如蜂窝网络和基站（节点 B 和演进节点 B）的情况。
这种关系不会降低网关的重要性，或者减少将它们当作独特控制点的需求。在物联网安
全、隐私和风险管理的场景下，必须将网关和网络单独考虑。
在物联网参考设计的网关层，终端设备的初始网络连接可能会采取许多不同的技术，尤
其是无线技术。其中的一些技术本质上可能是非 IP 的。不同于回程网络，网关的任务之一就
是将数据从非 IP 数据包转换为 IP 数据包。
以下对“网络”利益相关者的描述非常相似，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1.8.5

网络作为资产类别

网络是物联网的黏合剂，可以将数据从网关回传到数据中心和基于云的管理和存储功
能—物联网的有效“大脑”。
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网络由多种支持 IP 的基本互联技术组成，无论是 IPv4 还是 IPv6
（后续章节将会涉及更多关于 IPv4 和 IPv6 的内容）。
网络回程可能会涉及不同的 IP 技术来支撑。例如，将短距无线技术链接到远距无线网络
（如光纤网络），直接把业务高速传送到数据中心和云。
 在理想情况下，网络中的用户对网络来说是匿名的。因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流量
与特定的用户之间并没有关联。原因很简单：即使是对网络流量做一个大概分析，也
会提取出海量的信息，我们将在稍后讨论这个问题。但这却给物联网的管理带来了一
个风险，就是网络运营商与它们所遵循的运营条款之间的关系。同样，理想的情况
是，网络流量基于逐包指令进行分类，这些指令会向网络运营商说明用户的服务级别
需求以及任何可能会影响到用户安全信誉的潜在问题。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都需要运营
商对流量实施适当的 QoS 管理。
 服务提供商与网络运营商可能相同，也可能会在数据传输的部分阶段明显不同。虽然
服务提供商可以为用户管理设备，但他们完全可能不管理网络。用户的这些设备可以
直接接入由电信运营商或网络运营商管理的公共或私有互联网，为物联网中的所有设
备提供基本容量；另一种可能的模型是，用户和终端先接入一个由服务提供商管理
的私有网络，然后再由第三方网络运营商将数据长距离传输到数据中心。虽然这样的
部署很常见，但它也给物联网带来了风险，因为这样通常会使网络服务的水平和安全
责任分散到各个提供商。由于数据经常需要实时或者准实时地传输，所以服务提供商
就有机会将服务质量的下降归咎于网络运营商，反之亦然。在物联网（或任何相关网
络）中，这样的情况不利于快速解决问题和有效的风险管理。
 在网络环境中，制造商构建网络元素：支持关键服务（如域名服务（DNS）、用于 IP
地址管理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用于认证服务的 RADIUS），的路由器、交
换机和服务器，也构建安全元素：防火墙、拒绝服务保护和网络分析工具。由网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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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或潜在的服务提供商所管理的这些网络设备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对用户是透明的，
即使做不到完全透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制造商向市场提供大量可配置的网络设备，
但是却对这些设备的去向或使用方式知之甚少。通常，他们对产品的关注只能停留在
保修的层面。所以，与终端设备一样，这也有可能会引发与网络设备各项功能相关的
安全问题。因此，跟网络设备制造商相关的指导必须保持一致：询问有关出处（由谁
制造的以及来自哪里）、功能验证（代码审查和测试）以及失败率等问题都是风险管理
者的重要实践。
 网络运营商是典型的网络资产类别主要参与者，其代表包括：大型运营商（通常是被
管制或未被管制的老牌电话垄断企业），具有批发购买和销售网络容量的运营商，使
用现有网络（例如，无线网络、有线网络甚至光纤网络，其中光纤网络使用与公共事
业和基础设施（如铁路或管道）相关的路权）替代技术的新进运营商。虽然这些网络
运营商可能会共享一些基础设施，如光纤束、路权和无线电发射塔，但他们常常使用
不同的网络设备（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并自己选择设备和服务的制造商和
供应商。基本上所有的网络运营商都各不相同，即使服务水平协议看起来类似，服务
水平也会有所不同。大部分物联网风险都会在网络运营商的选择和管理中出现。关于
此问题，后续章节会有更多的讨论。
 数据中心运营商作为一种资产类别在网络中拥有既得利益，因为它将终端连接到由数
据中心提供的集中服务。但是与此同时，数据中心运营商又存在一定的私心，要跟
网络运营商保持一定距离。具体来说，如果数据中心和网络操作人员之间没有十分
紧密的合作，那么就很难问责与 M2M、网络语音协议（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VoIP）、Internet 等给定服务变差的相关问题。当有事件发生时，这样就可以逃避责任
并横加指责。这展示了物联网中的一个基本风险：跨资产类别的问责。在理想的情况
下，从应用的所有者或用户角度来看，服务变差应该是易于检测和解决的，特别是在
物理影响的情况下。然而，数据中心和网络运营商独特的所有权结构常常违反这些优
先级。
 监管机构对一些网络提供商严加监管，而对另一些则几乎不加监管。通常，现有运营
商会受到严格的监管，而新进运营商所受到的监管会相对较轻。与现有运营商相关的
监管制度应该涵盖关税（价格）、合法接入（在司法或其他政府命令下的窃听）以及可
能的强制服务提供（比如农村地区）。通常情况下，监管旨在促进与公民的接触，并
广泛支持工业发展。它一般不会细化到服务级别。从物联网的网络资产角度看，监
管机构还是相当温和的，但是也不要期望它会提供便利或强制条件来大大降低物联
网风险。在许多情况下，监管机构缺乏管理物联网风险的授权、灵活或技能。然
而，在某些情况下，监管机构也确实会为了安全而推广“指导方针”，这样一来，
所有物联网的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有意识地去管理与物联网相关的、新的、惩罚性法
规的威胁。
 因为几乎所有的核心（长期、大容量）运营商网络由许多实体和用户共享，所以相互
依赖的第三方成为网络资产所有者的一个基本考虑。当数据穿行于这些共享网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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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发生混合交互。虽然这些数据将会在多个分层（链接层、网络层、会话层等）
中以多种方式（加密、压缩）被隔离，但它们仍然共享相同的基础设施。一个破的、
慢的或脏的（包含非法或恶意流量）“管道”对于所有依赖它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破的、
慢的或脏的通道。结果就是，物联网风险管理需要对共享管道的第三方保持一定的
警觉。不一定要确切地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要知道他们的存在，并且网络服务提供
商已经有了相应的缓解措施，确保一个用户的行为不会对另一个用户产生灾难性的
影响。

1.8.6

数据中心和云作为资产类别

数据中心或“云”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联网集中收集和管理节点的形象术语。集中收集节
点通常是一个数据中心，具有更大的存储和处理能力，可以管理物联网终端生成的大量数据。
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集中管理节点，分析评估来自终端的信息，然后基于聚合智能形成指令返
回终端或者用于外部（明确不是流程的一部分）管理决策。
数据中心和云会以多种形式呈现在物联网中，而且已经存在于许多供应商提供的各种配
置中。一些数据中心将专门用于单个租户或所有者，如银行或政府。但这是数据中心 / 云的
传统使用方法。更新的方法是云，数据中心的资源由负责多用户基础设施的第三方来管理。
其中的应用可以由单个租户专用，而平台（操作系统）和基础设施则可以共享。越来越多的
机构都开始采用混合系统，将专用的数据中心 / 云与共享和租用的云资源结合使用。他们根
据数据的敏感性、数据中心或云的地理位置以及需求波动等因素，混合并匹配数据中心和云
计算。○
一

数据中心资产场景下的利益相关者在特征上更类似于终端资产类别，而不是网络资产
类别。
 数据中心的用户可能是匿名的个体（例如在 POS 终端），也可能是传感器、仪表或控
制系统的工业所有者，这些设备和系统用于自己的用途或服务于拥有大规模集中数据
存储的银行或政府等主要机构。用户依然是我们目前所理解的那样：在台式机、笔记
本电脑和越来越多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Web 浏览器等工具的人。对于用户来说，虽然
他们在数据中心保存了大量的信息，但是他们对这些数据的实际存储位置很可能一无
所知。所以，对物联网用户来说，数据中心 / 云这类资产类别的物理位置可能是一个
重大风险。
 数据中心的服务提供商可以被终端用户（所有者）所拥有和操作。历史上，用户已经
能够拥有并运行他们自己的专用数据中心。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其规模和重要
性的急剧增长，数据中心（特别是云）越来越多地由被专业的服务提供商所运营，为
所有用户（除了最大的用户）提供服务。数据中心的服务提供商通常是运行大型共享
设施的第三方供应商，例如，Amazon Web Services 和 Microsoft Azure 就是世界上最
一
关于云设计和不同形式的云，有很多需要解释的地方，比如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
○

软件即服务（SaaS）。但是本书假设读者知道这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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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中的两家。数据中心 / 云服务提供商有可能专门用来管理物联网设
备，但更有可能是提供覆盖所有物联网应用类型的标准化服务水平。例如，数据中心 /
云服务提供商负责提供热量、电力、空间、网络接入和计算平台（操作系统），甚至
是完全配置软件应用（Salesforce.com 就是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例子，微软 Office 和
Adobe Acrobat 的最新版本也是如此）。与数据中心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一个主要物联网
风险是它们如何处理和报告安全。这通常是一个棘手的管理问题，因为数据中心资产
类别的共享性质意味着安全措施和安全事件会影响数据中心的所有用户。
 数据中心环境中的制造厂商是那些为生产数据中心内部使用的计算平台和网络设备
的实体。以前，这些硬件和网络设备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可
以购买和管理他们自己的硬件，仅使用数据中心来管理供暖、供电和网络。无论是
哪种情况，随着数据的物理位置和监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重要，对制造商和设备类
型的选择也变得更有意义。而且这种联系现在是可以管理的，因为可审计安全控制
技术的出现使得数据处理和应用能够被限制在特定的处理器和硬件平台上。在物联
网中，这种使用新兴风险管理控制的能力非常重要，尤其是特别敏感或受到额外监
管的信息。
 网络运营商完全适用于数据中心 / 云环境。在数据中心，他们是管理物联网整体风险
的重要考虑因素。原因很简单：网络作为大型集中资源，是连接进出数据中心的通
道。连接到数据中心的网络资源保障要与服务的总体保障水平一致，要跟数据中心的
保障措施一样多。数据中心风险（也称为“云计算”风险）管理的一个挑战是如何管
理网络运营商与数据中心提供商之间的关系和接口的风险。通常是，关系越密切，越
能更好地进行共同管理和监控，也就越能更好地管理风险。相反，当数据中心运营商
提供的网络资源完全来自最低成本的提供商（服务水平最低）时，任何关于物联网服
务的问责争论都可能会立刻出现。
 当然，数据中心运营商本身就是数据中心资产类别风险管理的关键。与数据中心运营
商相关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此）：地理位置、数据复制方法、安全政策、程序和操
作、监管环境、财务稳定性、所有权、审计和执行监督。在过去，数据中心从来没
有像电信服务提供商、银行、医院、警察和运输系统那样被认为是关键基础设施。
在物联网中，对于给定权限来判定物联网数据中心核心和关键的程度，肯定会影响
用户和所有者管理风险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被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业在紧急
情况下会得到特别的支持和优先权，这很可能是物联网系统受到威胁时最需要的。
 在数据中心场景下，监管机构关注的通常是与数据中心的应用相关的数据管理方式，
而不是数据中心本身。例如，支付卡国际（Payment Card International, PCI）（非政府
的行业监管机构）对通过中心的交易处理程序来管理信用卡信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
题。虽然这些问题大部分会被应用程序所有者或运营商所解决，但如果出现数据中
心提供商向数据中心提供内部网络的情况，就有可能会引起 PCI 等监管机构的注意。
当然，在数据中心，数据的物理风险（例如，备份媒体被盗）也会引起监管机构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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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相比，数据中心运营商过去受到的监管较少。然而，最近由于安全港○
一

（Safe Harbor）协议的破裂，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安全港协议实际上管理着欧
洲个人和公司使用的位于美国的数据中心 / 云。监管机构对数据中心 / 云以及其中如何管
理个人身份信息变得越来越感兴趣。随着监管方式的改进，监管机构理解和有效管理
数据中心的能力将会发生变化。例如，除了个人可识别信息（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之外，在信息技术领域，数据中心可能会被广泛视为正式的关键基
础设施，而已有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运营商和（终端和网络）设备制造商。
 在数据中心资产类别下，由于大多数数据中心是众多不同客户的共享资源，所以相互
依赖的第三方可能会成为物联网中最大的风险之一。虽然数据中心可能会煞费苦心地
隔离其中的计算平台以及相应的应用和数据，但通常它们还是会共享进出的网络。针
对数据中心特定客户应用的暴力网络攻击（比如拒绝服务攻击，只是简单地让网络充
满攻击业务）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数据中心的所有客户。类似地，那些针对计算
资源的拒绝服务攻击，相较于网络资源，也有相同的附带影响。由于数据中心托管了
各种不同的客户，所以当数据中心运营商利用工具对动态的、使用中的数据进行管理
和隔离时，就会对物联网风险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们为什么在意？ 不同视角的利益相关者

1.9

物联网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被理解为是那些关心“是谁”
“是什么”
“在哪里”以及“怎么做”
这些基本问题的相关者：
 谁是利益相关者和有关各方？
 正在管理什么数据？
 数据会去向何处？
 如何保护数据？

1.9.1

谁能访问物联网数据

谁会关心物联网中被管理的数据？谁有权访问物联网数据和设备跟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有
关。答案也很简单：很多人和组织。
一些利益相关者是数据的所有者，但是许多利益相关者都有着与数据的管理和传输相
关的商业利益。不过这些管理者和传输者并不知道数据的含义或类型，因为数据负载是不透
明的。
对于数据的所有者来说，有所担心是很正常的。他们可能期望数据能够及时到达物联网中
的应用（电子邮件、医疗监控、安全摄像头、仪表等），而且保证未被篡改、完整性和机密性。
但是这些数据的所有者又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设备制造商、网关和网络服务提供商。这些制造商
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Safe_Harbor_Privacy_Principles 和 http://www.bbc.com/news/
○

technology-3546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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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提供商在很多方面都被要求数据透明。虽然他们知道这个要求，但许多都几乎没有提供
这样的环境。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使用数据，也不了解与质量或服务水平下降相关的潜
在风险是什么。
物联网负载的不透明性是一个重要的安全考虑因素，它有好处也有坏处。模糊数据或负
载的好处是，可以以一种或多或少的匿名方式管理和传输数据。你真的想让你的服务提供商或
设备制造商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可能不会。因为物联网包含大量由机器设备自动或半自动生成
的数据，所以物联网中的数据不仅仅只有电子邮件和网页流量。物联网中的数据涉及家庭自动
化、医疗设备、交通和许多其他系统。在物联网中，如果这些数据可见，会使制造商和服务
提供商能够从根本上重现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组织机构每分钟的运行细节。
在物联网中，数据不透明的好处是可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更广的范围来看还可以保护商
业敏感信息的机密。
物联网数据不透明的坏处是对不同类型的数据业务进行分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分类时
只能根据数据在网络中传输的速度、对数据应用了多少保密控制以及采取了多少措施来减少
数据错误或重传。
分类能够使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为应用及其所生成的数据提供合适的服务级别。这意味
着，更高敏感性的应用和数据可以根据用户的关注度和紧急程度来进行定向传输。当然，用
户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为此买单。
分类功能还允许那些要求低保障、低敏感度要求的应用和数据使用成本较低的设备和传
输—降低了终端用户的成本。例如，较低保障需求的应用或数据负载可能意味着它会以较
慢的速度到达，可能需要好几秒钟甚至几分钟。
服务中的另一个区别可能是数据会采用不确定的路径：根据哪里网络容量最小且可能最便
宜，从众多线路中选出一条近乎随机或未知的路径。有关确定性的更多讨论，请参阅 1.9.3 节。
对于物联网中的许多实体来说，数据不透明的坏处是，它可能会影响整体的成本效率和
安全性，并增加风险。

1.9.2

物联网中有什么数据

有什么数据？根据应用和使用场景的不同，这一问题本质上是终端设备（有时是网关）
所管理的、通过网络传输并存储在中心资源库中的数据。物联网数据的功能是什么？物联网
所收集和管理的信息类型定义了如何规定、生产、使用和最终停用或处理终端设备、网络和
数据中心。
物联网用户显然是利益相关者，因为数据通常是他们提供的。在某些情况下，数据（如
个人信息）属于用户；而在其他情况下，如传感器数据，所有权可能并不明确。例如，如果
数据不能识别个体，那它就不是个人的，即使它可能与个人有关。在评估物联网风险时，一
定要时刻记住这一点：“个人信息”必须能够识别个体。仅仅因为数据跟个人有关，并不意
味着它会受到触碰全世界大量已有的、明晰的个人信息法规的风险。
就此而言，如果用户或系统设计人员怀疑或确定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在物联网中被管
理和传输，那么他们就需要知道物联网中“有什么数据”与他们的数据、安全性和风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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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物联网用户的企业、政府和其他实体，必须清楚要通过衡量其全部的内在价值来
确定数据的敏感性。其中是否存在商业敏感信息？例如，这些信息是不是财务结果、运营指
标、规则，甚至系统控制指令？是否包含市场营销或其他商业策略？是否涉及与国家安全有
关的信息？是否存在第一方对第三方负责的属于其他企业、政府或其他实体的信息？是否存
在个人可识别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当与“是谁”
“在哪里”和“为什么”等其他因素结合到
一起时，“有什么”数据就可能会带来风险。
物联网终端设备制造商很显然是利益相关者，与终端对接的系统制造商同样也是。例
如，当定义了与其参与物联网相关的安全性时，不论内部系统是谁开发的，例如汽车通过物
联网进行呼叫，系统的开发者都需要考虑数据的属性。其一，这些信息是否仅仅是关于损耗指
标的匿名统计数据？其二，数据是否与产权信息以及地理记录的旅行模式相关联，以预测维
护和主动解决潜在的机械故障？两者可能都是由汽车移动设备推送的合法数据形式，但是从
安全和隐私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截然不同的。否则，如果汽车具有了双向通信功能，那么厂
商就可以向汽车推送软件补丁，到时候该怎么办？这可能会对物联网通信安全提出更高的要
求，因为未经授权的代理商注入未经授权的软件可能会影响物联网的物理安全。对于制造商
来说，他们打算让物联网设备“有什么数据”是相关风险以及正确管理风险的基础。
系统集成商是负责将所有部件构建成物联网的人，与制造商和第三方系统一样关注“有
什么数据”这个问题，因为最终他们要让物联网运转起来。
制造商通常希望他们的产品尽可能地扩大市场，并可能会在数据类型方面支持一系列
“已有数据信息”。我们可以预期一种单一类型的设备能够支持更高和更低风险的应用，这样
的设备可以在不同物联网的应用中使用。因此，终端设备、网络和数据中心的配置与管理将
决定数据的安全性，以及由系统集成商来管理的风险。
物联网数据还定义了设备的物理位置、组成要素以及人和其他机器的控制接口（假设有
一个专为人设计的控制接口）。因此，环境上相邻资产的所有者都是利益相关者。比如，个
人、各级政府、业主。
因为物联网数据可以包含与环境或物理安全、商业敏感信息以及潜在的个人可识别信息相
关的数据，所以监管机构也可能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监管机构只负责监管，
他们不运行系统。因此，与“物联网中有什么数据”相关的风险管理责任通常是监督和审计。
间接地，可能还有其他形式的与“物联网有什么数据”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如保险公司。
如果物联网设备产生的数据因为未经授权的发布、更改、删除，或数据的可用性下降甚至完全丢
失而产生潜在的责任，那么保险公司很可能是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也可能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1.9.3

物联网中的数据在哪里

在物联网中，与数据安全和风险管理相关的数据“在哪里”问题包括：终端设备产生数
据，网关对数据进行标准化、预处理、加密和压缩，然后将其发送到传输网络，最后到达数
据中心或者云系统。
在物联网中，产生数据的终端通常是远程设备。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型设备通过网络将数
据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中央数据中心和存储阵列中，这些设备实际上已经开始逆转整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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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流向。终端的很多威胁会贯穿于整本书进行讨论，但基本的关注点是相同的：在终端
创建的数据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使其免受未经授权的发布、更改和删除？这些数据的创建
是否及时？读者将会认识到，这些关注点可以归结为“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能力受限的终端可能没有办法规范和准备数据，将其以一种有效或者安全的方式通过网
络发送和回传。网关可能才是一个对大量数据进行预处理的地方，要么为了效率（删除不相
关的或者重复的数据集，同时对数据进行压缩），要么为了安全（网关可能采用加密机制，也
可能为那些不支持严格的身份管理、需要依赖网关的终端提供认证）。
下一个数据“在哪里”的位置是网络，也就是数据从离开起始终端，经过某种形式的网
关（远程设备，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集中控制系统），最终到达目的地（数据中心 / 云，用来集
中存储或者处理数据；也有可能是终端，其中数据会被看作指令或其他控制参数）所经过的
这些位置。在网络中，确定数据“在哪里”非常重要，因为经过一个网络的数据流总是受到
各种不同的威胁。在高层网络中，数据会面临多种威胁，比如窃听、篡改和删除。（其他如相
关威胁“截获”和“伪装”等同样需要适当考虑。
）
通过物联网传输的数据对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攻击的敏感程度将决定怎么才算充分
管理物联网风险可能需要的强度。

1.9.4

物联网中的网络决定论

决定论指的是理解和预测数据通过网络路径的能力：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数据在网络
的何处？当数据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网络或者就是通过互联网本身时，单纯地问“我的数据在
哪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确切的意义。除了在互联网中很难预测路由之外，路由可能会随着
数据包的不同而改变。
事实上，互联网的默认属性是高效地传输数据，更重要的是绕开拥塞、降速和中断。实
际上，如果你追溯互联网发明背后的重要原因，就会发现对信息网络的需求—在一些节点
（地理区域）被完全破坏时，还能够保证幸存节点之间的通信。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网络决定论的价值在于使物理窃听、记录、注入、伪装和其他攻击
变得更加困难。你也许更加信任某些路径和通道，因为你知道物理光纤分布在哪里，知道路
由器和交换机设置在哪里，知道谁拥有他们，知道所有的这些网络资产是安全的。你对“谁”
在运行物联网网络的了解越多，就越容易做出与数据“在哪里”传播相关的准确风险评估，
并投入适当的安全资源。在你的物联网中，对物联网中关于“谁”的了解越少，你必须接受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处理的风险就越大—在风险管理的术语中也称为补偿控制。
最后需要考虑的“在哪里”问题是数据停止时的位置。与“在哪里”直接相关的两个问
题：一是法规，二是能力及其衍生成本。
根据数据性质的不同，它所涉及的管辖权可能会引入或降低管理风险，不论是在其起始
域还是目的域。
首先考虑起始域：在数据起始域有什么样的法规管理数据？特别是，这些数据是否是可
识别个人的？某些类型的数据可能很难从产生它们的管辖范围内删除。例如，个人信息很少
被允许跨国界转移，除非已经做了严格审查并仔细记录；有时，个人信息可能根本不会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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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管辖权中删除。另外，某些类型的数据可能被认为具有商业敏感性，并与生产水平和由
此产生的销售和利润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管辖区到另一个管辖区的数据转移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建立可靠的（或疏忽的）管理和相关责任。在将数据通过物联网传输到目的地之
前，需要首先考虑这些问题。
往往数据“去哪里”可能比“来自哪里”更重要，因为俗话说，占有即所有。当涉及监
管问题时，最常提到的风险与适用于不同管理域的发现权和搜索权有关。一个国家的数据是
否保存在一个对非法搜索（以及可能的侵占和破坏）缺乏保护的国家？或者，数据所处的管
理域是否拥有相同的或是相似的法律和规章？在第一种情况下，风险会增加，而后者可能对
物联网相关的整体风险没有影响。

1.9.5

物联网数据如何管理的问题

在物联网中“如何”管理风险关乎管理数据的系统和数据本身的安全性。那么如何在物
联网的终端、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四个不同部分管理数据呢？
如何在终端管理风险，既与设备本身有关，也与从中央控制系统收集或采集到的数据有
关。在某些情况下，设备的持续运行可能比数据收集、管理或接收更为重要。物联网网关也
是如此，它可能支持各种不同的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可用性聚合敏感性，因为这些服务
首先需要网关启动并运行。
在即将到来的物联网中，很多设备将由电池来供电，并从环境中汲取能量（比如利用太阳能
或者风能）
，否则业务会因大量设备过度消耗电力而被电费账单拖垮。在这样的情况下，终端设
备保护数据安全的能力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设备自身功能的优先权要高于某些甚至全部安全
功能。
再次回到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安全问题上，设备和网关如何保证机密性，跟加密
和入侵检测 / 预防技术的应用程序一样，是一个高质量代码开发的问题。虽然智能设备和系
统中良好的代码开发有助于降低能耗，但是加密、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的功能永远不会降
低资源消耗。此类技术需要一定的处理能力和相应的能量。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物联网设备的风险管理可能会导致加密、防火墙和入侵防御技术的
缺失，或者导致这些功能全部委托给网关，远离终端设备。同样，可以通过细致地操作系统
和代码开发，以及基于软件的算法（例如，散列函数和检错协议）来保护完整性，从而确保
能够防范完整性风险。
通过精心开发的设备代码和适当的能源管理措施，可以部分解决与数据相关的可用性
风险问题，确保设备不会停止运行。这些可用性风险和控制措施是设备整体安全性中固有
的，而管理机密性和完整性风险有时可能非常昂贵，以至于无法在终端设备完全或部分
实现。
如何保护物联网数据也是风险评估和管理的重要因素。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网络通信中
的决定论及其对风险管理的影响。也就是说，数据的路径（“在哪里”）会影响到谁可以访问
这些数据来实施各种不同的攻击。这些攻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合法授权。
在网络内部，可能会询问与数据传输方式相关而与传输位置无关的各种问题。理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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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如果数据与“如何”传输密切相关，那么数据“在哪里”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例
如，各种加密技术可被用于网络通信。其中，最流行的技术可能是安全套接层协议（Secure
Socket Layer，SSL），它被广泛应用于 Web 服务，也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的数据。IP 安全协
议（IP security，IPsec）作为另一种非常常见的面向网络的安全控制技术，可以建立从终端到
网关的安全信道。如前所述，如果由于终端限制而无法进行加密，那么网关和网络可以被设
计用来提供封闭的或者“虚拟”的专用网络和体系结构。
网络分段是物联网中“如何”管理网络风险的另一个要素。网络分段使用逻辑上封闭的
架构和寻址方案，不允许数据发往其他网络，从而有效地管控给定物联网系统中的数据源和
目的地。这些方案不仅在世界各地的企业中广泛使用，而且还被应用到了一些超大型互联网
服务和数据中心 / 云基础设施中。私有体系结构和网络分段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本书后
面将对此进行讨论，它们肯定是“如何”管理物联网风险的一部分。
从“如何”管理网络风险的角度出发，最后一个要素是数据中心或云，包括许多物联网
系统的中央存储、管理和控制的基础设施。在这些系统中，数据该如何保护？同时数据中心 /
云系统自身又该如何保护？
数据中心、云服务、相应的底层存储系统、管理系统和控制系统非常复杂，很难理解这
些系统“如何”运行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许多数据中心 / 云服务的提供商已经开发出
了具有竞争优势的专有软件和系统。

1.9.6

基于风险的物联网安全保障方法

作为管理物联网风险的一般方法，需要从业务、操作和技术的角度考虑这些复杂系统的
管理方式。
从业务角度来看，“怎么做”是关于安全的管理支持和形式化的风险管理。是否有安全
策略来指导操作管理者？这些策略是否充分地考虑了合规性等问题？
从操作角度来看，“怎么做”跟流程、人员配备、培训和审计相关。事情是否有良好的
文档记录？员工是否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否有第三方充分确认流程？操作流程是否支持
更高层次的业务目标和策略？
从技术角度来看，“怎么做”跟可以提供安全性的硬件和软件相关。是否存在多个分层？
是否有集中或者协调的报告？操作流程是否可以充分保持了技术控制？
本书的后续部分将主要从业务和操作两个角度来考虑风险管理问题，并不时会关注技术
风险管理，但是不会涉及具体的个别技术或供应商解决方案。

1.9.7

最后的话—是谁 / 是什么 / 在哪里 / 怎么做

本节已经揭示了负责管理物联网风险的多个维度和利益相关者，虽然有重叠的地方，但
是侧重点各不相同。
多维度和重叠的责任成为一种监管思路，无论是有意的还是偶然的。如果负责管理风险
的人太多，那么其中一些人甚至所有人都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假设。他们会认为别人正在处理
事情，而实际上没有人在处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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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因为物联网作为一种趋势，不得不面对与其他互联网趋势和流行因素的激烈竞争，所以
我们在本章的一开始就试图分析“物联网是什么，不是什么”。尽管一些信息来源会让所有
人相信物联网的一切都跟社交网络有关，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交网络是当今互联网领域重
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不断发展的物联网的核心。
物联网也与隐私无关。隐私是关于个人可识别信息的。物联网中肯定会有个人信息，可
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隐私挑战。但本质上，物联网跟个人信息管理无关。物联网中的大多数信
息都是关于无法识别个人的交易、移动和活动。因为隐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私人
的”，所以在许多地方和场景中，法律都会很好地保护它。我们很可能准备好了进入物联网
世界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不必过分担心隐私会因为缺乏关注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
物联网严重依赖于网络，但它并不是网络本身。网络是物联网的推动者和风险。在撰写
本书时发现，大量的关注和投资正在投向宽带网络，特别是无线网络。投资的原因有很多，
物联网只是其中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虽然网络对物联网至关重要，但它却不是物联网的
决定因素。
作为终端和网络的中间设备，网关在物联网中比过去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可以为资源
受限的终端提供资源密集型功能，如数据加密、身份认证和存储。
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定义物联网。在本书中，我们称它为“物联网”，这大约是
10 年前提出的一个名词，并不是本书的原创。虽然各行各业对物联网的称呼不尽相同，但基
本上都是在谈论同样的事情。如果把这些定义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它们的区别可能很小，而
相似点却很多。你可能会看到物联网的其他名称，包括机器到机器、智能系统、智慧系统、
连接系统，甚至是语义上的万物互联。最后，本书中所讨论的风险及其问题将适用于任何名
称的物联网系统。
物联网与过去的互联网并无明显区别，它是对去互联网的一个扩展。在过去的 20 年里，
互联网一直由语音、视频和数据服务“三网合一”的讨论主导。物联网包含了所有这些遗留
的应用和资产，并将新的应用和资产融入其中。现在，所有这些新旧资产都混合在同一个网
络中。传统互联网的安全和风险管理对现在的物联网来说与以往一样重要。从风险角度来
看，物联网中的新资产还需要再额外考虑些什么？
物联网与利益相关者的层次有关，许多新的服务配置和交付选择不像以前的互联网那
样，只具有简单（或者更简单）的供应商 - 买方关系，而且很少发生变化。在物联网中，有
许多与终端相关的选项：数据来自何处或流向何处；终端应该卸载什么功能由网关来承担，
怎么卸载这些功能；在网络中，终端可以使用哪种媒介，传播速度有多快或者快到什么程度；
终端如何借助数据中心和各种类型的云管理从物联网流出的大量数据。这些选项带来了大量
新的创新管理、操作和技术模式，但同时也增加了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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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描述物联网的组成。为了管理物联网风险，你不仅需要了解被评估的应用、设备
或服务，还需要了解其他类型的设备，这些设备在某些情况下肯定会共享部分物联网基础设施。

2.1

物联网什么时候真正到来
物联网现在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每天都在发展。起初，物联网以智能电表、基础设施、自

动取款机、摄像头等形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人忽视。到 2016 年，随着许多消费品的
智能化，物联网已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与此同时，物联网正变得声名狼藉，因为其安全性
做得太糟糕。本书充满了对消费者设备的引用和脚（不只是商业物联网设备）— 安全性很差。
正如我们即将讨论的，物联网正迅速部署到多个领域，为所有希望首先创造收入的利益
相关者带来收益。自 2010 年以来，物联网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到 2020 年，设备将快
速增长到 500 亿台甚至更多。○
一

2.2

IPv4 无助于物联网
物联网和 M2M 的连接现在才刚刚起步，与之相比，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在欧

洲和北美的总体增长与投资就已经令人瞩目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们希望成百上千万的小型设备之间、设备与集中应用之间都能互相通信，但这却受到
互联网协议第 4 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IPv4）的限制。
IPv4 总共大约有 43 亿个可用地址，地球上的每个设备都有。因为给定的地址会被反复
一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internet-of-things/overview.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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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以使用 IPv4 时需要进行网络隔离。处理这些网络充满了困难，这也意味着运营成
本会越来越高。最后，单从网络角度来看，运营商手中可用 IPv4 地址的不足将会提高 M2M
的长期成本和可行性风险。
从物联网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部署基于 IPv4 的物联网系统
可能只在短期内有效，在中长期无效。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你的特定应用不需要升级，运营
商网络也会升级。当主要的运营商升级时，客户迟早也会被要求升级。也许不是紧随其后，
但最终会升级。假设“ IPv4 在未来 20 年内始终可用”是有风险的。想要进入物联网领域的
组织需要明白：即使你们现在拥有功能完善的 IPv4 解决方案，也很难持续到未来摊销公式达
到收支平衡和回报的时候。

2.3

IPv6 开启了物联网
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代物联网已经部署在基于 IPv4 的传统互联网技术上了。但是这

种情况不会延续到未来的物联网！还差得远！
基于 IPv4 的网络正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升级，任何地方的网络设备都需要进行加强，以
便处理互联网协议第 6 版（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IPv6）。
2011 年 2 月，我们用完了旧的 IPv4 地址，已经没有地址可分配给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
当这些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分配完它们的最后一个 IP 地址时，将再也没有多余的 IPv4 地址，
任何需要 IP 地址的新机构、设备、男人、女人、孩子或野兽都只能使用 IPv6 地址。
预计各区域注册机构将会以不同的速度用完地址，亚洲和北美的注册地址已于 2011 年
耗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注册机构预计到 2015 年后还会有充足的地址，但根据过去对地址
耗尽的预测，这种预计可能过于乐观。

2.3.1

什么是 IPv6

IPv6 是互联网协议第 4 版的下一代版本，它支持了迄今为止互联网的发展。IPv4 是当
前大多数互联网使用的寻址系统，并且大部分企业内部网络还在使用一种称为私有寻址的 v4
型地址，这种地址为此在 IPv4 规范中保留了下来。（IPv5 只出现了一小段时间，它是组播协
议系列中一种非常特殊的协议，并且一直处在试验阶段。然而，它的确在 IP 技术的发展过程
中占据过一席之地，之后 IP 协议直接跳到了第 6 版。
）
IPv6 在很多方面与 IPv4 有所不同，例如增强的安全性和移动性，但 IPv6 的主要优点是
能够给即将到来的物联网提供近乎无限的 IP 地址。IPv4 最多可以提供 43 亿个地址，而 IPv6
可以提供更多的地址—3.4×1038 或 340 万亿个地址。

2.3.2

IPv6 对物联网通常意味着什么

IPv6 意味着变化，而变化通常意味着风险。此外，IPv6 不是一个选项：那些推迟 IPv6 计
划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被孤立在残存的 IPv4 用户里。为什么管理者会给他们未来的物联网
引入更多风险？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看到迁移到 IPv6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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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者来说，IPv6 是非常技术性的，除非你需要相关知识，否则最好不要管它！对工
程师来说，IPv6 同样是技术性的，但是为了它的性能和可扩展性，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这只是对物联网剖析的一小部分，但是就像染料在清水中扩散一样，IPv6 最终会渗透到物联
网的各个方面，在整个基础设施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 1910 年，福特建立了大规模的汽车
生产线，你会投资马蹄铁制造机还是轮胎制造机？你可能会通过改进、引导来维持自己的马
蹄铁制造机，并将投资转移到轮胎制造机上。
避免使用 IPv6 的权宜之计有很多，但这仅仅是因为 M2M 的部署水平和物联网的数量
处于初始阶段，没有进入所谓曲棍球式增长的快速增长阶段，如图 2-1 所示。曲棍球式曲线
（可以应用于任何行业或产品，并不是物联网所独有的）的特点是，在到达拐点之前，其增长
速度相对缓慢（每年不到 50%），而在拐点之后，却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
虽然物联网尚未达到增长的拐点，但与网络有关的权宜之计仍被继续采用。网络管理者
和部署第一代物联网的人坚持使用 IPv4，因为他们了解 IPv4，并且他们的设备也完全支持
IPv4。然而，他们也让自己的生活在未来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将旧设备与技术一再地改进和扩展以满足商业需求是
一个令人担忧的过程，很快会到达收益递减的临界点。物
联网将加速 IPv4 收益递减的趋势。
与此同时，现有的物联网是在 IPv4 这个负担过重的框
转折点

架下建立、发展和成熟的。这一事实目前还没有阻碍 IPv4
的增长和发展，但它很快将达到那个临界点，这会给物联网
带来很大的风险，同时也将带来许多机遇。如果达到物联
网的增长拐点时仍然没有做好支持 IPv6 的准备，那么可能

图 2-1

曲棍球式增长

会付出潜在的代价。

2.4

物联网的体系结构：终端、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
虽然我们可以快速深入地研究物联网的具体组成，但让我们慢慢开始。如果对物联网的

理解仅停留在只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才能领会及理解的层面上，那么它对整个世界的价值就
微乎其微。
一开始就深入研究物联网及其相关的风险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开始仔细考虑
时，会很容易忽略重要的概念和高水平的观点。从工程规范、协议和应用接口开始描述，可
能会在物联网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丢失一些重要的宝贵经验。
例如，物联网不只是能够改善我们生活的小型智能设备，但这一事实可能被我们忽视。
当在可能的最高层次考虑时，媒体宣传和技术细节会吸引人们对物联网终端设备的关注，并
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在第 1 章中所述，物联网至少由四种资产类别组成：终端、
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
物联网至少包含四种资产类别，这一概念对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因为对任何管理者来
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接受你完全不知道的风险。虽然总会有你不知道的风险，但是至少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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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应对那些你所知道的风险！

2.4.1

进入愿景层

通常，人们会首先在愿景层谈论物联网—物联网将提供哪些新兴服务？智能家居会是
什么样子？智能汽车将如何在智能道路上行驶，并创建更好、更快、更便宜的互联交通基础
设施？这就是愿景层。这一概念和理念推动了更多的讨论，并为监管影响、商业案例、市场
分析和焦点群体以及最终的工程可行性等问题的更详细调查埋下了种子。
在进入愿景层之后，对技术术语的讨论可能会降到很低的层次（通常是终端，即远程的
智能设备）。它们应该如何运作？技术要求是什么？这是一个合理且有必要的讨论，但是如
果要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就必须在特定的场景中进行。
物联网风险管理的场景来自于对系统层的考虑。

2.4.2

在系统层理解物联网

系统层是概念性的设备，而不是可以触摸和操作的、有形的硬件或软件。它既理解物联
网的工具，也是了解物联网内在风险的工具。
系统层位于物联网愿景层之下，是次最不详细的描述工具，可用来评估特定物联网应用
或服务的风险和控制。物联网系统层的描述和模型将视觉层分为多个可管理的类别，这些类
别反过来又可以以处理风险、转移风险和接受风险的详细方式来理解。
在系统层，物联网由四个资产类别组成：终端、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这些资产
可以用更方便的不同名称描述。但归根结底，系统层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描述工具，因为它减
少了由于风险管理中的疏忽而导致的潜在错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风险。
通过在系统层使用模型，物联网工程师和风险管理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端到端场景中可能
存在的威胁和隐患。图 2-2 就是对物联网系统层的描述。

图 2-2

系统层的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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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1 章中，根据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方，我们讨论了物联网中四个不同的资产
类别。讨论了谁、为什么、他们如何对物联网资产关注和感兴趣，以及对风险和安全的潜在
影响。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资产类别的本质，而不涉及利益相关者。资产类别的
哪些属性可能对物联网风险管理最有意义？

2.5

物联网的终端资产类别
终端资产类别反映了物联网系统的深远影响：存在于网络末端的事物。与世界其他地方

相连接的网络尽头是什么？是什么正在从环境、人或者其他机器中收集数据？是什么控制着
逻辑 - 动力接口？终端资产类别就是指令和无形的数据被转换为现实世界中的运动的边界。
相反，这个接口也通过终端将真实世界转换为数字信息。
终端可以是各种不同的设备，包括从手动的到半自动化的，再到全自动化的设备。其中
手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收集的数据是由人工输入的，而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的情况
是不需要人工做任何事。
在物联网中，一个半自动化的终端设备可能需要依赖指令启动进程，然后按照自动化
的方式配置程序运行。例如，一个防撞系统，一旦被激活，它就会应用与速度、距离和环
境条件相关的规则来防止碰撞。这种系统的激活可能是半自动化的，因为它是由驾驶员作
为老式巡航控制的新形式来调用的— 或者它可能在车辆内安全系统被撞击前的一毫秒被
激活。
收集温度信息的仪表可以作为物联网全自动化设备的一个例子。它是为特定目的而设计
的，其中某些配置参数由制造厂商设计并由应用管理者设置。除非这些参数发生变化或者设
备出现故障，否则它将无限期地在同样基础上持续执行相同的操作。

2.5.1

终端的相互依赖性

在终端资产类别中，物联网类似于一个由多个系统组成的系统。其中，终端通过多种方
式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具有基于自动化、半自动化或手动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从风险的角度
来看，这些相互依赖的组合被证明是物联网管理中最复杂、最致命的因素之一。
物联网的本质在于其独特的资产类别，以及每种资产类别中具有竞争性的和碎片化的所
有权，这将允许服务由资产组件构成和重组。因为对于任何给定类型的资产（终端供应商、
网关供应商、网络供应商和云供应商），物联网服务提供商通常都会有多个可用的资产类别，
所以每种不同的可能组合都有其独特的风险状况。例如，当为支持终端设备的云服务更换软
件供应商时，就会完全改变相互依赖性风险。虽然在正常情况下，终端的功能看起来是一致
的，但是真正的风险在于供应商在异常情况下的行为差异，此时相互依赖性的弱点很可能就
会显现出来。
拥有许多路径和许多不同指令集组合的终端系统，本质上会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没有仔
细的评估和管理，很难预测其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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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物联网的终端很容易呈现出混沌关系，因为相互关联的终端配置的微小
变化，就可以极大地改变终端系统的功能。
下面通过一个物联网终端相互依赖性的假设示例进行介绍：人行道和栅栏上的运动传感
器与安全摄像机内置的面部识别（生物识别）处理器进行通信，后者又与光检测传感器和照
明激活系统进行通信（因此要有足够的光线让摄像机工作，以查看附近的人或者事物）。假设
低温导致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 Diode，LED）照明系统达到所需的照明速度变慢，那
么是否会导致许多摄像机拍摄的照片因分辨率过低，而无法进行生物特征分析呢？答案是，
摄像机激活了预配置协议，继续重复拍照，直到获得足够细粒度的图像。这使得摄像机拍摄
更加频繁，消耗更多的内存和能量，并且产生更多的热量。产生的热量会导致摄像机内的空
气凝结，进而产生湿气，并使摄像机的预期平均故障时间降低 75%—这既提高了运营成本
又破坏了商业案例。系统运营商因不能满足合同条款规定的服务水平，并在法律允许的情况
下尽快放弃合同。
物联网终端的相互依赖性是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物联网业务风险的根本原因
是照明系统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性能细节—照明系统与摄像机系统集成，摄像机系统与生物
识别分析系统集成，生物识别分析系统又由运动传感器激活。
物联网的相互依赖性隐患和风险不仅仅在终端，也将是一个贯穿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

2.5.2

传感与处理

用来理解物联网终端的另一个有用的工具是评估一个设备到底是传感设备，还是处理设
备。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ITU）的一些早期工作就是这样
看待物联网终端的。○
传感设备的构造比处理设备更简单，但也可能更便宜，因此在物联网中更受欢迎。传感
设备能够解释物理世界，并通过网络将信息立即传送回数据中心或中央处理端的应用。
简单的传感设备具有风险管理的优势，可以相对容易地从出错的角度进行评估。然而，
当一个部署了数千甚至数百万的简单设备发生故障时，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一个简单的传感
设备可以测量热量或压力，并且能够按照设定立即将读数通过网络回传到中央应用，而无须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这意味着，受损或有缺陷的传感设备可能对物联网系统构成威胁，类似
于拒绝服务（Denial of Service，DoS）的情况；或者由于这种受损或有缺陷的设备将错误的
数据带进了系统，从而导致物联网服务所管理的数据质量整体下降。因此，在简单的传感设
备投入运行部署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研究。或者，网关将成为对受损或有缺陷的终端进
行风险管理的第一个强大的控制点（参见下一节）。
在频谱的另一端是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更复杂的终端。这些设备可能是部署在网络外
围的非常强大的决策系统，以最小化的所需“回程”数据量来提高系统性能。与简单的
一

传感终端设备不同，数据处理设备将面临更复杂的威胁环境，因为有更多的地方会出现
问题！
一
ITU Y.2060，物联网概述，见 http://www.itu.int/rec/T-REC-Y.2060-201206-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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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终端的角度来看，根据终端是简单还是复杂，物联网风险管理在不同的系统中表现为
不同的情况。很可能，在终端应用控制和保护的能力也会因终端的简单和复杂程度而不同。
简单设备实施安全的能力有限，而具有可配置参数、充分内存和处理能力的更复杂的设备应
该具有根据风险评估的情况支持不同威胁缓解级别的能力。

2.6

物联网的网关资产类别
物联网中的网关很特殊，因为它们要么处在两个控制域之间的边界，要么是物联网设备

的第一个网络跃点。这使得网关成为各种安全和风险管理功能的关键控制点：
 作为边界：网关可能是由大型服务提供商管理的网络“边缘”。在网络域中，所有通
过网关的信息都可能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控制，例如在企业或者小型商业网络中，网
关反过来又被用于物联网设备的本地联网。
 作为第一个网络跳：网关可能是蜂窝基站或家庭 Wi-Fi 接入点。终端设备直接连接到
网关，成为接入互联网的方式—网关是终端连接网络的大门，将数据传输到物联网
设备以及从物联网接收数据。

2.6.1

不仅仅是网络的一部分

网关对物联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仅视为网络的一部分。在传统的企业架构中，资产类
别的三位一体更简单：
 终端（台式电脑和服务器）
 网络（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和像域名服务（Domain Name Service，DNS）这样的
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 / 云服务
在物联网架构中，需要进行一场变革，因为新的物联网终端比传统的遗留企业架构的终
端更加多样化。
物联网终端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无法像台式电脑和服务器那样进行自我保护。物联网
终端将比企业终端更廉价，更易于使用。此外，物联网终端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范围将非常广
泛—从玩具制造商到制药公司。他们构建安全设备的能力和兴趣有很大不同。即使他们有
能力构建安全的物联网设备，但是由于复杂性和成本，他们可能也不希望这样做（很快会有
更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讨论）。
网关通常要比它们所支持的终端功能更加强大，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更大的内存和存
储空间、与使用电池或者从环境中收集能量相比更容易接入电源。所有这些也意味着网关能
够接入更快的网络。因此，网关成为物联网的信息处理和安全控制节点。

2.6.2

网关作为信息处理器

网关将从物联网设备中获取信息，并加以规范。这可能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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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据错误或者损坏并纠正这些缺陷，或者在通过网络转发到基于云的物联网服务
平台和软件之前，请求终端发送新的数据。
 增加压缩率以减少数据通过网络的传输成本。
 在通过网络传输之前对数据（包括身份和个人可识别信息）进行加密，以确保数据的
机密性。
 删除可能由终端受损或缺陷导致的畸形业务。
 支持终端和云服务平台之间的身份认证，因为设备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通过网络可
能需要的强大过程。相反，设备使用更轻量级的身份认证和访问过程接入网关，而网
关正在等待这些设备。然后，网关充当安全代理，根据设备自身的局域网通信，告诉
集中式服务平台该设备正在注册或连接。

2.6.3

网关作为本地入侵防护代理

网关是保护终端免受本地恶意设备威胁的关键安全要素，同时可以避免因资源问题（比
如与终端共享本地网络）而导致的服务质量下降。
例如，即将到来的第五代（5G）蜂窝网络所支持的一些技术规范，如 1 Gbps 的无线接
入带宽和 1 ms 的通信延迟。
反过来，这些技术规范也将促使智能交通（自动驾驶汽车）和远程操作（远程呈现、远
程手术和远程精细电机操作等）特定应用成为可能。
但是要获得终端的这些性能，常常需要进行本地交换和本地分汇。
本地交换意味着数据包可以在通信终端之间传递，不用发回网络，这在今天的许多蜂窝
网络中很常见。
数据包从无线电中发出，到达网关后又立即被无线电发送到使用相同网关的目标设备
（见图 2-3）。这是物联网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大量的控制才能安全运作。
在物联网中，网关的另一个作用是寻求路径最短、成本最低的互联网路由，这通常被称
为本地分汇（见图 2-4）。本地分汇对于 RIoT 的重要性在于，进出终端的业务可以绕过无线
网络中应用的安全措施。

蜂窝无线
网络（昂贵）

无线或
固定线路

固定线路
（便宜）

本地网关交换

图 2-3

本地网关交换

图 2-4

本地网关
分汇

本地网关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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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物联网的网络资产类别

物联网中的网络，如图 2-2 所示，由许多不同的物理媒介和连接技术组成（有时称为
OSI“数据链路层—第 2 层”，即“网络层—第 3 层”下面的一层）。
通常以分层的形式讨论和描述网络通信。目前存在多种分层模型，最常用的是：
 开放系统互连（Open System Interconnect，OSI）通信参考模型，分为七层（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应用层）
 传输控制协议 / 互联网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TCP/IP）
或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模型（不要与 TCP/IP 协议混淆），分为四层
（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应用层）
封装是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不同的层间彼此独立操作。同时，这些层在技术层面上也
是隔离的，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网络单元进行管理的。除了技术故障，任何特定层都无法访问其
他任何较低层或较高层协议的内容。接下来，考虑到行业惯例，我们会经常参考的是 OSI 模型。

2.7.1

OSI 参考模型

图 2-5 所示的七层 OSI 模型在 1984 年被定义并发布为国际标准（ISO/IEC 7498-1）。这
个标准的最后一次修订是在 1994 年。
虽然这个系统看起来很复杂（尤其是对外行人来说），但是它为讨论网络工程提供了一种
非常实用的方法。在不久的将来，非技术管理者也会很容易理解第 2 层（点对点连接，如以
太网和交换技术）和第 3 层（IP）之间的区别。事实上，仅理解七层中的四层（1、2、3 和 7）
就要花很长时间。此外，某些层（如表示层）已被证明是不太重要的概念；而某些层（如传
输层和会话层）则需要更明确的结构，并且对于某些在互联网上广泛使用的协议还存在重叠
和冲突的情况，如安全套接字层（Secure Socket Layer，SSL）。

上层

7

应用层
 消息格式、人机接口

6

表示层
 编码为 1 和 0；加密、压缩

5

会话层
 认证、许可、会话恢复

4

传输层
 端到端差错控制

3

网络层
 网络寻址；路由或交换

2

数据链路层
 差错检测、物理链路上的流量控制

1

物理层
 比特流：物理媒介、表示比特的方法

传输服务

图 2-5

OSI 七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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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物理层，描述网络硬件，如电信号；描述位和字节，如网络接口和布线。
第 2 层—数据链路层，描述机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如以太网连接。
第 3 层—网络层，描述网络之间的数据传输，如 IP。
第 4 层 — 传 输 层， 描 述 应 用 之 间 的 数 据 传 输、 流 量 控 制 和 检 错 纠 错， 如 TCP/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UDP）。
第 5 层—会话层，描述应用之间的握手，如认证过程。
第 6 层—表示层，描述信息的表示，如 ASCII 语法。
第 7 层—应用层，描述信息的结构、解释和处理。在安全术语中，它与其他层是相关
的，因为它依赖于下面的所有层。

2.7.2

不同网络的多个层次

物联网中的终端设备、网关和数据中心将使用现有的各种类型的网络技术，同时新的技
术也会不断发展，以满足物联网联网的迫切需求。
在许多情况下，网络技术的本质是对物联网应用所有者完全透明。他们会“假定”网络
具有连通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隐藏网络技术的复杂性。
但要理解物联网风险，管理者至少需要对网络作为整个物联网资产类别的实际运作方式
有一定的了解，不要求在很高的技术层面，但至少在概念上要有所了解。否则，就是犯了风
险管理的根本错误：接受你根本不了解的风险。
例如，家中的物联网设备可能会收集有关个人健康的远程监测信息。首先，将远程监
测信息通过覆盖几米的短程无线技术传输到某种聚合网关。然后，再将它中继到中程无线网
络，一直延伸几十米到住宅网关设备与光纤到户（Fiber To The Home，FTTH）网络连接。
在本例中，FTTH 连接是指概念上的私有家庭网络和共享的运营商网络之间的物联网边
界（稍后会详细介绍）。光纤连接是长距离连接，可能会将远程监测信息传输到几百米以外的
应用（位于数据中心）进行处理。根据物联网终端与数据中心应用之间的距离，物联网数据
可以通过几十个网络依次进行传输。在第 1 层（物理层）和第 2 层（数据链路层）中，物联网
数据可能至少会碰到两种不同的网络：一种是能将数据传输到应用所在的数据中心的网络，
另一种是数据中心内部的网络。在物联网中评估和管理风险时，了解这些基本体系结构的实
际情况是非常有用的。

2.7.3

媒介很多，但可选的未必很多

网络是物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可以实现、建立或中断物联网中的所有应用和增值
服务。物联网中虽然有很多终端、网关和数据中心，但是网络却很少—如果从前面讨论过
的 OSI 模型的第 3 层来看，甚至可能只有一种网络。即使在第 1 层和第 2 层，物联网中任何
给定的设备的可选项通常也没有多少。这就是网络对物联网风险管理如此重要的原因。但事
与愿违，可选的网络少得可怜。
为什么选择不多？因为首先，物联网是通过第 3 层（网络层）上一个超级高效的协议
（IP）来实现的。（如前所述，虽然它有两种版本（v4 和 v6），但都属于同一协议族。
）虽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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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多种支持各种应用的应用层网络协议，但实际上只有一个 IP。管理风险需要你获得正
确的 IP，因为如果你弄错了，带来的危害会通过你的系统产生共振并影响一切。在物联网
中，糟糕的 IP 管理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
在第 1 层（物理层），对于任何给定的设备通常有几种可行的选项可用，包括多种类型的
无线传输技术（Wi-Fi、蓝牙、ZigBee、蜂窝、卫星等）、多种固定线路传输技术（数字用户线
路（DSL）和 G.fast○，甚至是模拟调制解调器、铜轴电缆、RJ-45、光纤和更多其他的网络），
甚至可能是光传输技术（激光、红外线）。然而，从最初的投资和运营角度来看，在设备中
构建和维护网络接口非常昂贵。管理人员需要平衡失去网络的风险和构建及操作冗余网络接
口、功能的成本。
物联网中的许多设备可能依赖网络的单一接口，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经过某个依赖单
一接口的网关设备。因此，物理网络接口可能是一些安全攸关的物联网设备和应用的致命弱
点，因为构建冗余网络在资金支出、能源消耗或运营成本方面都过于昂贵。这种单一接口是
一个威胁。在第 12 章中有更多相关内容。
在第 2 层（数据链路层），情况大至相同，但时常与物理接口的选择和数量（主要是固定
线路和无线接口）有关，因此加剧了资金（一次性）和运营（持续）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等问
题。不同的物理接口通常只支持唯一的第 2 层协议，该协议专为支持更基础的物理网络而开
发。例如，铜制电话线通常使用 DSL，而第四代（4G）蜂窝连接则采用正交频分多址接入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access，OFDM）的变体。正如你想象的那样，这些是
完全不同的第 2 层协议，需要它们自己的软 / 硬件。同样，物联网管理者或设计人员从终端
访问网络的弹性越大，其成本也就越高。
一

2.7.4

IP 和低能耗的 IP

在第 3 层，选择的问题可能没有较低层协议栈那么尖锐，因为几乎没有选择：只有 IP。
但是，也有例外，可以根据与网络中心或应用本身的距离来选择不同类型的 IP。基本上，在
物联网的最末端可以发现一个精简版的 IP。这些精简版旨在消耗比常规 IP 更少的资源，但
需要付出代价。了解精简版 IP 的代价也是物联网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在网络边缘可以找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精简版 IP 来支持资源受限的设备。这些设备通常
是嵌入到特定物理基础设施中的传感器，依靠电池供电，或者是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它们也
可能是价格低廉的一次性设备，因此除了基本功能（如传感）之外，其他功能非常有限。因
此，制造商将利用各种手段来延长这些设备的寿命和降低成本，这意味着减少设备上的网络
栈所产生的处理负载，而这反过来也意味着网络协议会更简单。而更简单也可能意味着更不
安全、更容易受到攻击，这正是物联网风险管理者需要适当平衡的地方。
不同的制造商会提出不同的网络手段和方法，将数据从低功耗的远程设备传输到具有合适
IP 的网关。该网关可以与互联网通信，将数据传输到位于数据中心的应用。其中一些方法基于
已知的精简版 IP 记录形式，例如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的
一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f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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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wPan：用于低功耗个域网的 IPv6。其他方法将由制造商作为专有解决方案开发。

2.7.5

低能耗未必更好

在物联网末端处理定制的精简 IP 方案将是物联网风险管理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首
先，你如何知道是否存在定制的解决方案？制造商们可能会掩盖这方面的问题，只是称其为
全 IP 网络，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拥有支持规范 I/O 的远程设备网关，但是网关中面向终端
设备的一侧正在使用某种定制的解决方案。假设这些专用的解决方案已经存在，那么管理者
又如何知道与之相关的风险是安全的？可以要求安全审计、证书和各种其他保障，但是最终
不推荐使用非标准的解决方案。IP 和 IETF 的精简版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实际测试，从安全
的角度来看，这些测试都有助于提高其可预测性。

2.7.6

IP 层之上

除了第 3 层之外，应用设计人员和管理者会有很多选择。其中，许多选择都可以改善或
破坏物联网的安全性，从而影响其风险。
第 4 层 和 第 5 层 之 间 的 选 择 非 常 丰 富， 网 络 栈 在 这 个 位 置 通 常 会 使 用 差 错 控 制 和 加
密。例如，互联网协议的基础 TCP 就是第 4 层协议。但是也存在 TCP 的替代协议，主要是
UDP。当然还有更多的选择，有类似的协议、自定义协议。
第 5 层 中 常 见 的 协 议 包 括 超 文 本 传 输 协 议（Hypertext Transport Protocol，HTTP） 和
SSL，这两种协议都很容易理解，并且经常一起使用。但是，制造商或物联网应用开发商或
集成商完全有可能选择使用风险不明的定制开发协议。
物联网安全和风险管理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第 7 层以下使用的协议是什么？由于这些
协议除了技术元素外，其他部分都是模糊的，而且可能由不同的服务提供商管理，因此对于
风险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讨论其中的一些风险，
不过开始物联网网络风险管理之前需要先了解：什么是非标准的？在这个网络中，终端和数
据中心之间自定义了什么？

2.7.7

在应用层

应用层（第 7 层）是什么情况呢？该层的协议对于管理物联网风险至关重要吗？首先，
在第 7 层，除了数据格式之外，没有太多的通信协议。应用一旦脱离了网络，应该如何组织
信息以便其能够接收和理解信息呢？
应用层指的是位于网络顶层并利用网络从一端到另一端（如服务器）获取数据的应用。
IP 对于物联网的整体风险管理至关重要，第 1 层到第 5 层的网络协议攻击会影响使用网
络的所有应用，而应用层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限定在对应用本身的影响，甚至扩展到应用
所在的运行平台。出于这个原因，可能会在网络所有者和应用所有者之间对物联网中的风险
管理责任进行合理的分配。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一般来说，第 1 层到第 5 层通常属于网
络管理人员的范畴，而第 6 层和第 7 层属于应用管理人员的范畴。应用管理人员可能会在数
据中心运行集中式服务，也可能会在远程终端管理应用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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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网络是拨号音

现在，即便是孩子也明白什么是拨号音。与移动电话不同的是，在你拿起话筒时固定电
话就会发出一种声音，表明线路正在工作并准备就绪。（而你的手机一开始并没有拨号音，因
为他们不想浪费宝贵的电力和无线电频谱，除非你真的拨打了电话号码。
）在物联网中，网络
需要像拨号音一样—总是在那里，我们甚至没有真正考虑到它，就像真正的拨号音一样。
它几乎总是在那里（除非爸爸忘了支付网络账单，或者在挖新花坛的时候用铲子把网络线路
砍断了。但这是他的错，而不是网络的错）。
拨号音是我们所假定的。IP 网络，就像拨号音一样，是我们假设的东西（有人在管理它）。
在物联网中，网络可以用来将收集和生成信息的终端连接到处理和增加信息价值的数据中心和应
用，与其相关的风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可以管理和控制的，另一种是你不能管理和控制的。

2.7.9

你知道的网络和你不知道的网络

俗话说：“你知道的魔鬼比你不知道的魔鬼要好对付。”信息技术也是如此，包括终端、
数据中心和网络。然而在物联网中，通常情况下，与你不知道的网络打交道绝对是必要的，
因为创建和支持你自己的网络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例如，如果一个物联网应用想要收集距
离数据中心几千米或几英里（1 英里≈1.61 千米）以外的数据，那么它通常会被迫使用服务
提供商提供的网络服务。正是这些服务提供商管理网络的方式影响了物联网的风险。
网络服务提供商充当业务和网络商业案例的聚合者，他们结合数百万用户的需求和消费
能力，形成了服务和共享成本的单一菜单。他们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要求，找到服务级别的最
低共性，然后根据这些服务级别进行管理和收费。通常情况下，提供服务的成本远远低于单
方面构建网络的成本，因此应用的设计要考虑网络服务级别。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且这就
是使互联网变得可行的流程和业务模型！

2.7.10

网络是一种公共资源

虽然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内部网络和短跳网络（不到几千米）往往由你
的 IT 员工私有和运营，但是连接这些本地网络的网络通常由电信服务提供商通过一个基于
基础设施共享特性的商业案例来提供。许多客户端由相同的网络设备提供服务：相同的铜缆、
光纤或无线电链路；相同的交换机、路由器、名称服务器和网络访问控制系统；相同的配电
柜、中央办公室和地下管道；相同的技术人员、服务台和管理人员。这些网络设备都可以为
服务提供商支持的广大用户提供服务。这意味着管理与网络相关的物联网风险就像和大象睡
觉一样。
加拿大前总理说：“住在美利坚合众国旁边就像和大象睡在一起”：能感觉到它的每一次抽
搐和痉挛，而且有潜在的危险。物联网应用所有者和网络资产类别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网络
是物联网服务和应用的基础”物联网应用所有者依赖于网络，但相对减少了对网络的控制。
我们从网络服务提供商身上可以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影响。这个事实虽然看起来简单，但
却反映了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例如，围绕物联网服务水平的预期和需求正在快速成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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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能力和敏感性则相对较慢。
服务提供商可能没有足够的装备或供应来支持物联网，因此，要么他们做出改变，要么
他们提供的服务水平将风险注入物联网中，导致“与大象睡觉”的后果。
当网络是一种公共资源并由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多个不同客户共享时，需求就会被聚合以
达到服务级别，从而平衡客户的负担。那么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什么级别的服务并出售
给最多的用户呢？从工程的角度来看，建立和管理一个“5 个 9”
（99.999%）可用性的网络是
可能的—这意味着每年只允许几分钟的延迟时间。但这类服务的成本会很高。虽然没有明
确的模型表明成本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如何上升，但收益递减规律表明：当服务水平超过“3
个 9”时，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也就是说，提供“4 个 9”可用性网络所需的成本至少是“3
一

个 9”的两倍（200%），提供“5 个 9”网络所需的成本将是“3 个 9”的四倍（400%），如表
2-1 所示。就实际情况而言，当保证一个月以上的服务水平时，“3 个 9”与“5 个 9”服务水
平之间的差异是每天几分钟的“保障”和每天不到一秒的“保障”。
表 2-1
可用性

宕机时间随可用性目标的变化
宕机时间

每

年

每

月

每

天

99.9%

8.76 h

43.8 min

10.1 min

99.99%

52.56 min

4.32 min

1.01 min

99.999%

5.26 min

25.9 s

6.05 s

我们也要记住，对于支持物联网或任何其他服务的网络，保证其服务水平在 3～5 个 9
之间，并不意味着该网络在每天 / 月 / 年的这段时间内都会停用。通常，许多服务提供商每
月都会提供更好的服务水平，而不向客户收取额外费用。但这本质上要依靠客户的运气，因
为系统并没有被可靠地设计来提供这些服务水平。
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评估和管理物联网相关风险的人来说，保证服务水平不是无限制
地承担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通常情况下，服务水平是通过简单的退
款和信用来提高的。所以即使服务失败了—无论是“3 个 9”还是“5 个 9”—与网络故
障相关的物联网服务提供商几乎没有追索权或补偿（第三方保险除外）。话虽如此，网络服务
提供商通常会尽量地满足和维护服务水平，因为多次服务水平失败的信誉风险会对业务产生
极具破坏性的影响。但你的付出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即使是在虚无缥缈的网络世界里。

2.7.11

网络成本也是一种商业风险

在物联网中，很少有应用的所有者愿意为他们想要的服务水平付费。也就是说，为“5
个 9”的可用性网络支付的费用是“3 个 9”的四倍（400%），特别是当“3 个 9”是服务提
供商做出的最坏估计时。虽然 400% 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估计值，但它却反映了一个众所周知
的事实：更高的可用性需要更多的投资，并且成本越接近于完全（100%）可用性的成本。大
一
近似地，收益递减规律表明，过了某一点，同等水平的投资产生的收益水平会（非常）迅速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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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实现 100% 的可用性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实际的目标。总有一些
未知的、未被处理的或突发性的（新发展的）风险，迟早会使最好的、最有弹性的系统的性
能降低。至少，系统通常需要在运行期间的某个时刻进行脱机维护。物联网风险管理人员需
要理解这些宕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无论你花费多少钱，这些宕机都必然会发生，另一方
面是试图避免这些宕机而产生的成本可能使应用或系统不可行。

2.7.12

网络潮流正在改变

今天的互联网与明天的互联网相反。这反映了物联网中的数据流与当代互联网中的数据
流相反的事实。网络潮汐的逆转已经对物联网风险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其他原
因，就必须对互联网的许多假设进行修正。而自从 20 多年前万维网诞生以来，互联网基于
这些假设已经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模型。
今天，数据主要从数据中心的大型集中式服务器向外移动到终端，人们使用的台式机
和移动设备消费着信息和服务。由于这种模式，互联网上的许多访问技术都被设计为下载能
力高于上传能力。类似地，弹性和冗余工作主要集中在网络的中心元素上，越靠近终端的元
素，其可用性特征会变得越来越低，因为它们通常是信息和数据的纯粹消费者。它们没有将
足够的价值带回网络以保证在安全和风险管理方面的重大投资。
在物联网演进过程中，数据流的变化原因如图 2-6 所示。纵轴表示与循环或流动模式相
关的数据特征。数据是不断地流动还是以可预测或不可预测的突发形式出现呢？横轴表示被
传送文件的大小。它们是大文件还是小文件，是表示“整个”信息的大数据块还是表示完整
信息的小数据块。
周期或突发性数据

视频

零售点
终端生成
的数据

互联网
数据
IP 语音

小文件
智能交通

资产跟踪

工业控制
和计量
自动车
辆定位

大文件
标记

智能健康

闭路电视

恒定数据

图 2-6

物联网中的数据流

最初推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杀手级应用”是互联网数据（主要是网络和电子邮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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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YouTube 和其他流媒体服务，如 Netflix）和语音（VOIP 服务，如 Skype 和 Vonage）。这
些应用通常由用户根据需要发送和接收的较大文件组成。因此，业务是周期性的—通常在
工作日和傍晚的时候。因此，它们在图 2-6 的右上象限。
当 前 和 第 一 代 物 联 网 应 用 与 最 初 的 应 用 不 同。 闭 路 电 视（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和其他形式的视频监控已经在 IP 和互联网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不断将大文件从终
端汇入网络。同样，POS 应用广泛地使用互联网和基于 IP 的系统发送关于金融事务的相对
较小的信息，通常与营业时间和数据保持同步。数据在远程终端生成并流入数据中心进行
处理和清算。第三种现代形式的物联网应用是自动车辆定位（Automated Vehicle Location，
AVL）。在这种场景下，终端会生成一些恒定的数据流（坐标和标识符）发回到集中应用。同
样，数据流本身也与最初的互联网惯例相反。
未来，物联网应用高速发展，很可能涉及多种设备（不仅仅是汽车和卡车）的资产追踪
等应用；各种远程工业控制和仪表，包括智能电网和能源管理系统；智能交通，包括飞机、
火车和汽车，它们通过相互交流来协调运行，效率和安全性都要远远高于人工控制；当然还
有智能健康应用，它们监控健康状况，并可以在半自动甚至全自动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这些
物联网应用都将成为远程监测技术以及它们正在监控和管理的系统与过程信息的网络创造
者，它们向网络发送的数据远远多于从网络接收的数据。
在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数据从远程终端流向中央数据中心和数据处理元素。这与互联
网正好相反。在物联网中，网络上数以亿计的新终端设备成为数据的创造者和传送者，而不
是数据的消费者。其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基本风险状况出现了：从安全和弹性的角度来看，
整个网络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以更加全面的方式管理从网络最偏远部分到网络中心的安
全和风险。

2.7.13

网络正趋向于白盒和开源

最初，数据网络就在开放标准和协议上运行。例如，IP 是开放的，TCP 和 HTTP 也是开
放的。但是作为互联网核心的路由器和交换机的操作系统是闭源的、基于硬件设备的专有解
决方案，这些硬件设备具有专用的芯片，可用于快速处理。这意味着互联网的实际平台已经
被虚拟化了。随着网络处理向基于英特尔服务器芯片的通用企业处理平台转移，这种情况正
在发生变化。
这被称为白盒—意味着盒子中的芯片和元素是基于已知的现成组件。白盒具有许多好
处。现在可以使用白盒，是因为通用处理芯片在网络处理中的速度和效率已经接近定制处理
芯片。由于规模经济，通用处理芯片的成本比定制或专门的网络处理芯片低得多，因此它们
是更经济的选择。
从资本角度来看，白盒比专有黑盒○的成本要低得多，黑盒的内部部件不为人所知或不
一

被人理解，只有功能是重要的。而白盒的硬件和处理平台是已知的，并且基于 x86 Intel 架
构，所以许多供应商都知道如何开发软件。更多的软件资源不仅意味着许多潜在的替代供应
一
http://blogs.gartner.com/andrew-lerner/2014/11/19/britefu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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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网络软件解决方案，还意味着开源的能力。
网络中的开源可以是开源路由器或交换机软件，这意味着公开开发和维护软件的成本
为零。但是，以支持服务的形式开源通常会有一些成本，这些服务可以在商业基础上获得。
RedHat 是最著名的开源、商业支持的例子，其中软件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需要支持—所
有专业企业都希望获得—那就必须花钱购买。然而，购买开源支持的成本通常远远低于购
买商业的、闭源软件（以及附带的支持）的成本。
开源也可以通过网络功能虚拟化（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NFV）中进入网络。
我们将在这本书的后面详细讨论 NFV。NFV 不基于特定硬件设备（比如路由器或交换机）的
网络功能，而是全部在软件中完成，并且由一个通用处理器管理，该处理器也用于运行应用
和软件，而不是特殊的芯片。NFV 存在于数据中心，虽然其中基于软件的网络已经存在了一
段时间，但是都使用了 VMware 或微软的 HyperV 等专有解决方案。
在 网 络 中，Linux、KVM 管 理 程 序 和 基 于 软 件 的 路 由 器 等 开 源 软 件 平 台 正 被 用 来 开
发 NFV 和白盒解决方案。这些开源、白盒网络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网络的证据可以在
AT&T 等主要运营商的公告中找到。AT&T 表示，到 2020 年，预计 75% 的网络将被虚拟化。
网络的开源和白盒虚拟化对于物联网可谓既是好事，也是隐患，这将在本书中多次提
到：说是好事，因为它将以一种高效的方式为物联网提供许多新的安全形式。但同时也是隐
患，因为它会带来复杂性和新的攻击面。

2.8

云和数据中心作为资产类别
最后，我们讨论系统层中被称为数据中心或云的这部分内容。数据中心不需要一个统

一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真实的、物理的或者虚拟的。“虚拟”的数据中心通常被
称为云，可以由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作为共享的、多租户的资源来操作。从根本上说，云或
数据中心是一个处理、存储或管理大数据的地方，这些大数据由物联网终端收集并通过网络
上传。为了讨论接下来几页的内容，我们将提到云，尽管该资产实际上也可以是传统的数据
中心。

2.8.1

大数据和物联网

大数据存在于云中，本质上是一个云问题，而物联网的出现使得该问题迅速变得尖锐起
来。所有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会收集关于人物、地点和事物的远程监测数据，并且经常对地理
空间事件和运动进行判定，并（希望能够）做日志记录，然后发送到某处的云。我们怎么才
能确定是这样的呢？因为这些设备太小，无法容纳这些数据，而与健康、安全、客户关系和
责任（如果不是直接监管）相关的大量数据都需要被保存。
大数据对于终端来说不是问题—终端只是在创造大量的小数据，当这些小数据结合在
一起时，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挑战。数学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在一个州的路灯中嵌入了 100
万个传感器来高效节能，每个传感器每分钟都会产生 500 字节大小的关于开 / 关状态、能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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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以及可能故障时间的数据包，那么你每天就会从路灯获得 72GB（相当于近 20 张 DVD）
的日志数据。如何管理和存储这些数据是一个大数据问题。
大数据对于网络来说不是问题。虽然每天仅仅为了路灯管理而传输（例如）72GB 的数据
似乎对网络造成了负担，但是网络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灵活的。首先，光纤技术的出现增加
了网络的容量，这意味着需要重新配置或更换（最坏的情况）中央连接处的交换机和路由器。
光纤不需要更换，因为它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光，就像数字一样，可以被划分成更小的通道
（由波长或颜色定义），同时共享相同的光纤。网络容量的问题很可能出现在数据从大量远程
传感器传输到第一个光纤网关时，这一过程的网络无疑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挑战，并且将作为
在物联网应用和服务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潜在操作风险进行讨论。

2.8.2

定义这个时代的云：新的挑战

作为物联网风险管理人员，出于各种原因，理解特定物联网应用或服务中云的本质至
关重要。因为它是数据存储的位置，在许多情况下，数据对组织具有巨大的价值。它们可能
是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商业秘密，也可能包含受监管的数据，如财务信息或个人可识别
信息。
云中的数据通常记录了物联网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它可能是智能交通业
务或智能健康远程监测的日志数据，可以帮助做出某种决定。在这些场景中，物联网应用的
价值主要在于实时执行操作或近实时提供服务，比如基于位置的服务。
然而，即使是那些仅仅记录了在增值过程中所发生事情的数据，其本身也具有很大的价
值。在当今这个大数据时代，我们拥有不断增长的分析能力来挖掘反映已发生事情的海量数
据集，而不影响或管理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些分析和正在执行这些分析的数据科学家们在旧
数据中发现了新的价值，这些价值被存储在数据中心。
作为物联网的风险管理者，认识到云中的潜在价值至关重要，因为这会影响那些必须被
管理的风险，并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云的脆弱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处理与云相关
的威胁、隐患和风险。
在本节中，我们试图让读者了解可能被认为是数据中心或云的广泛资源范围，以及一些
可能产生新风险的本质特征。

2.8.3

私有和专用：在云之前

从计算机诞生到近 15 年前，所有的数据中心都是私有的，并且专用于特定的组织。从
银行、政府和跨国公司等大型企业到使用计算机的中小型企业，它们都有自己的数据中心。
这个数据中心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期望的数据中心那样 —有活动地板、不间断的电源
和暖气、通风设备和空调。但它也可能只是服务器和网络交换机所在壁橱的一角。在这两种
情况下，系统都只用于其所有者的业务，系统中的所有数据（从地砖到天花板）都属于拥有
和操作数据中心的人。当然，大型主机上的分时系统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即使是这
种情况，本质上也只是在特定时期内为特定目的从所有者那里借用或租用资源的一种排他性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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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专用基础设施的时代，对于风险管理人员来说，管理数据中心绝对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但它专门用于组织及其数据的事实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解决那些关于数据中心物
理和逻辑资产共享访问的许多棘手问题。因为所有数据拥有相同的基本所有者，并且所有具
有访问权限的人都为同一个组织工作。由于出现了更严格的管理标准，访问控制在专用数据
中心内部比以前更为重要，但是，对于单一自主运营商来说，安全性的某些威胁和风险假设
更容易得到证明。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虚拟化的首次兴起，专用数据中心的情况开始彻底改变。
目前讨论的虚拟化是指计算机平台（硬件处理器、内存、电源等）可以被操作系统、应用或
者仅在软件中运行的网络功能等许多不同实体共享的能力。以前，虚拟化是关于一台服务器
和一个操作系统的，不管在这个操作系统上安装了什么应用。通过虚拟化，服务器可以用来
托管操作系统和应用的许多实例，在应用及其用户看来，这些实例运行在专用硬件平台上。而
事实上，它们正在共享虚拟的专用操作系统。对于几乎所有相同的逻辑隔离原则，共享计算资
源意味着一个虚拟系统可能会占用和消耗资源，从而损害其他系统，但这是可以控制的。
虚拟化的另一个要素完全改变了数据中心并引领了云计算，它不仅能够在许多虚拟化操
作系统和应用之间共享处理和内存，而且还可以动态地提高处理能力和增加内存。虚拟化允
许添加资源而无须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因为操作系统已经被虚拟化并且本质上已经与硬件解
耦。从硬件处理和内存中解耦系统和应用是虚拟化的核心。对于风险管理者来说，虚拟化还
引入了新的威胁和隐患，因为关于数据的单一所有者以及收集和管理数据的基础设施的传统
假设已经崩溃了。对于物联网的风险管理者来说，理解与虚拟化的、基于云的数据中心相关
的风险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物联网产生的数据体量，不存在回归到成本更高、完全专用的
数据中心模式的前景。

2.8.4

云

当涉及数据中心时，通常需要选择适合物联网应用的云类型。虽然仍然可以使用专用的
数据中心，但随着共享云环境的可用性、价格以及安全性的提高，越来越少的组织会选择承
担这笔费用。
因为这是一本关于风险管理和安全的书，所以让我们快速地回到上一段中有关安全的描
述：为什么会越来越好？
从根本上说，云运营商之间的经验使他们对云所面临的威胁和风险有了更多的认识，而
这些认识又被反馈到培训和标准化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云安全培训可以从各种自组织的安全
认证机构中获得。在标准化方面，云安全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第一代正式的国际云安全标
准即将发布。对物联网风险管理者来说，云安全意识和培训至关重要。
然而，很多事情正在混淆云安全性提高的假设。虽然虚拟化已经成为了一种众所周知的
技术，但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
 NFV：更多的功能正在被虚拟化，包括防火墙和入侵防御系统等网络功能。
 内部分段：在云的内部，分段正在形成，其中不同的租户机器在逻辑上被分组并被划
分成不同的控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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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器化：容器化这一新的虚拟化形式正在推动新的供应商进入云生态系统，并且可以
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型虚拟机实例被用来替代大型集成应用。
 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网络已经扩展到云中，提供了新形式的自动化和按需配置
服务。
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增加攻击面，并在云管理中产生额外的复杂性和风险。

2.8.5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物联网中的云在设计或功能上既不统一也不简单。它们有多种形状和样式，为物联网数
据管理而购买的云类型非常重要。
选择云技术的重要性在于：风险或多或少会跟据云的类型转移给第三方运营商。在任何
地方（不仅仅是物联网）进行风险管理的这都是一个关键概念。
风险管理是指处理风险、转移风险或接受风险。对于物联网、云和数据中心，风险管理
的关键在于：当你选择购买时，了解这些选择之间的平衡是什么。稍后将简要介绍云和物联
网领域中的风险。更多内容可参考有关标准的章节。
对云的基本分类方法已经逐步演变到根据构建或获得的不同云类型进行描述。此种分类
方法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云：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和软件即服务。
1. 基础设施即服务
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是一种提供纯基础资源的云结构，
其中第三方数据中心供应商将提供场地、供暖、电力、网络、处理器和存储—仅此而已。
IaaS 意味着物联网应用的所有者将负责安装操作系统和可能希望的任何应用。与大多数类型
的云服务一样，物联网应用的所有者还将负责系统中所有应用的用户账户管理。
最重要的是了解什么不是 IaaS 的一部分，即安全性。让我们从提供 IaaS 访问但没有
DoS 保护（请确保在购买之前询问）的网络开始。那么在数据中心网关上的防火墙和入侵防
御系统（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PS）呢？有提供吗？在数据中心内部呢？包括现代数
据中心中大多数虚拟化系统所附带的任何软交换结构。在即将讨论的物联网隐患和风险管理
方面，我们将对此进行更多介绍。
接下来是操作系统，这也是购买 IaaS 服务的实体的责任。操作系统可能完全取决于应用
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 IaaS 基础设施都是相对通用的，以便承载客户可能需要的任何类型的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Linux、Windows 甚至 MacOS 的多种版本。这意味着应
用的所有者需要非常小心地保护和维护操作系统，应用的严格程度可能与数据中心完全私有
时相同，特别是当 IaaS 提供商没有将防火墙或入侵检测服务与 IaaS 本身捆绑在一起时。作
为物联网的风险管理者，IaaS 环境中的操作系统管理需要被仔细监控。
最后，为了支持 IaaS 中的应用，物联网应用本身可能位于已安装的操作系统上。与
操作系统一样，应用的安全性通常完全取决于应用的所有者，因为服务仅用于提供基础
设 施。 加 强 和 保 护 应 用 并 不 一 定 比 保 护 操 作 系 统 更 难。 然 而， 应 用 的 定 制 化 程 度 越 高，
评 估 实 际 风 险 的 难 度 就 越 大， 因 为 自 定 义 应 用 的 开 发 测 试 可 能 比 商 业 支 持 的 应 用 要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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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对物联网服务应用层的攻击可以像对基础设施上的操作系统的任何攻击
一样有效。
因此，IaaS 将网络和硬件性能方面的风险从应用所有者转移到了 IaaS 提供者，而与操作
系统和应用相关的风险必须由应用所有者处理或接受。
2. 平台即服务
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是指一种在线能力，包括基础设施（IaaS）和
应用平台（在物联网或其他方面）。
该平台大部分是操作系统的代码 / 术语：Linux 的各种变型版本，如 RedHat、SUSE 和
Ubuntu（开源 UNIX），UNIX（闭源 UNIX 系统，如 Solaris），各种 Windows 服务器以及可以
在虚拟化环境中配置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操作系统。对于物联网风险管理者来说，配置部分是
值得注意的，因为虚拟化技术依赖于一种被称为 hypervisor 的关键技术，它可以管理共享一
个公共（IaaS）平台的不同操作系统映像。但并不是所有的 hypervisor 都能可靠地支持所有的
操作系统。
为了提高 IaaS 的运行效率，一些大型 PaaS 服务提供商（数据中心提供商）也会定制或
推出他们自己的 hypervisor。不幸的是，为了达到 PaaS 的目的，这可能会与支持多种操作系
统的某项能力相冲突。如果物联网中的应用想要利用 PaaS 的经济优势，那它需要一个由数
据中心提供商或 hypervisor 技术制造商提供服务级别的操作系统支持。
hypervisor 对于物联网的保障和风险至关重要，因为操作系统和 hypervisor 之间的不兼
容可能导致一系列故障，一些是可预测的，另一些则是不可预测的。有效管理风险的唯一
方法是在供应商或支持社区的保证范围内，将操作系统与 hypervisor 相匹配。为了使每个
人都能准确地理解我们所谈论的内容，需要提一下主要的供应商和产品：威睿的 VMware、
思杰的 Citrix 和微软的 MSCloud。它们代表了主要的商业专有市场，而基于内核的虚拟机
（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KVM）则是一个开源的 hypervisor 例子，它可以在第三方数
据中心服务中找到。
3. 软件即服务
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是指一个（物联网）应用被交付给多个独立租
户，这些租户会共享支持系统的平台和基础设施。SaaS 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模型，许多人并不
了解其具体内容，但却会经常使用它。例如，Facebook、Google、LinkedIn 和 Wikipedia 都
是 SaaS 的应用。
从风险管理者的角度来看，SaaS 通常代表着挑战，因为这些服务本质上是公共设施服务，
目的是基于有限和预定义的可能配置选择范围来承载大量的用户。当然，这包括安全配置、
控制和保障措施。
物联网中的 SaaS 将为管理和处理终端所生成的海量数据带来效率和经济方面的机遇。
然而，这也会给物联网带来风险。具体而言，如果要使用 SaaS 公共设施，就必须接受风险，
或者追求昂贵的替代方案。在第 12 章和第 13 章中，将涉及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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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的架构和商业模型

除了 IaaS、PaaS 和 SaaS 之外，云和数据中心（我们在整个讨论中一直使用的虚拟意义
上的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维度。虚拟化的数据中心在技术上和商业上是分布式的，但对于
终端用户和它所支持的物联网应用来说，仍然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这种以单个实体出现
的能力，实际在技术上是分散的，这增加了风险管理者工作的复杂性。我们在开发和支持云资
源来发展物联网方面做得越好，物联网应用或服务的用户和所有者意识不到的风险就越大。

2.8.7

技术分布式云

数据中心资源的技术分布意味着服务（IaaS、PaaS、SaaS）背后的处理能力可能分布在
多个物理上不同的数据中心，但对应用呈现出统一的资源。换句话说，物理上分离但通过网
络快速连接的计算资源（基础设施）可以作为应用的单一资源出现。应用可以在这些位置之
间进行复制，并且在容量最充足、延迟（由于网络传输）最低的地方选择性地处理数据。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能够将物理基础设施与处理需求分离能提供巨大的优势，因为即使
在世界的另一端，工作也可以转移到容量过剩的地方进行！
从物联网风险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了解数据所在的物理位置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涉及
国家边界时。根据法律规定，合法的访问要求只要提供合法性既可，不一定必须是对信息和
数据的授权访问。在物联网中，这可能会对专有的商业数据和个人信息造成许多不同种类的
威胁。
关于云计算容量的技术分布，需要理解的另一件事情是：数据可以通过各种物理网络传
输，同时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之间进行平衡。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可能位于对物联网应用所有
者和运营商友好但对传输网所有者不那么友好的司法管辖区。因此，数据在分布式云中移动
的路径可以理解为与实际处理和存储设备的位置一样重要。例如，2010 年发生了一起有据可
查的事件：亚太地区的所有互联网流量在短时间内都途径中国传输，使得中国的观察者可以
看到所有未加密的流量，并能够对所有的发送者和接收者进行流量模式分析。○
一

2.8.8

商业分布式数据中心和云代理商

商业分布式，是指虽然技术可能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可互操作的，但平台的所有者和
经营者在商业上和物理上可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物联网应用可能被放置在云 / 数据中心
中，它们不仅在地理上分布，而且还由不同的实体操作。
为什么不仅跨地理位置，而且跨不同的商业提供商传播应用？因为节省成本。
许多组织都拥有大型的计算云，这些云的活动和利用率非常低，他们正在寻求获得更多
的投资回报。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开始在低或非高峰时期向第三方应用和进程开放云，这本
质上是在出租他们的云。这类云或数据中心出租者的例子包括大学、零售商，甚至是电影公
司，他们的内部应用都有着显著的峰值需求，但也有定期甚至计划的空闲时间。他们与其让
一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0/nov/15/internet-trafﬁc-was-routed-via-chinese-servers/
○

45

46

物联网风险管理与控制

云资源闲置，不如将其出租。但是，这些商家不是专业的出租者。就像那些在滑雪场或城市
购买租赁物业的人一样，他们会求助于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这些云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云代
理商的一种形式。
出于物联网和支持物联网产生的大数据处理需求的目的，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云代理：集
成代理商和套利代理商。○（第三种类型与管理云服务的身份和访问控制有关，这通常超出了
一

SaaS 的范围。然而，考虑到物联网中大部分都是具有单一身份的机器—不像拥有许多身份
和登录名的人—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互联网上的单点登录和身份管理这个庞大的话题。
）

2.8.9

集成代理商和物联网

集成代理商可以提供服务或软件，或者两者都提供，以使应用能够跨一组选定的云服务
提供商（Cloud Service Provider，CSP）运行。集成商可以与物联网所有者合作，识别适合物
联网应用的必要安全性和性能需求的 CSP，然后充当黏合剂，使这些服务作为应用本身的统
一资源出现。集成商还可以提供与安全性和风险管理相关的附加工具和保证，使底层的 CSP
安全兼容，而这些可能不只是基于标准的商业产品。在美国政府中有一个关于集成商的有趣
例子，一个单一实体被指定用来验证 CSP 的安全性，并作为所有联邦机构认可的用于公共信
息的采购代理商。○
二

集成商对物联网的风险管理可能非常有用。他们可以使用不同的 CSP 供应商解决方案来
执行与匹配安全性和报告需求相关的服务，这比尝试使用内部资源来完成相同的任务更快、
更有效，而且内部资源可能不会专门用于 CSP 管理和事务。此外，某些风险可能会通过服务
级别协议和其他合同条款有效地转移给集成商，从而有效地将云和数据中心的部分风险外包
给可能更有资格管理它并同时增值的一方。

2.8.10

套利代理商

套利是在区域市场之间寻求商品或服务的最佳价格。例如，如果在 X 国购买汽油的价格
是 1 美元 / 加仑，而在 Y 国需要 1.10 美元 / 加仑，那么就存在一个套利机会：可以在 X 国购
买，在 Y 国出售，这样就能保持 0.10 美元的差价。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 CSP，因为计算周
期和存储的现货价格可能因 CSP 而异。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当前的经济
状况、国家法定节假日，或任何其他因素造成的，从而使世界上某个地方的需求比另一个地
方低。如果云资源具有可比性且网络容量足够大，就存在一个套利机会，可以将处理任务从
高成本的基础设施转移到较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并在应用的所有者和云代理商之间分配节省
的资金。
在物联网领域，随着成本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数据处理任务从一个 CSP 无缝地
转移到另一个 CSP。通过这种方式节省的资金相当可观，也许可以将大型处理任务的业务成
本降低许多个百分点。
一
Gartner 表示，云消费者需要代理商来释放云服务的潜力，见 https://www.gartner.com/newsroom/id/1064712。
○
二
http://fcw.com/articles/2013/04/16/disa-cloud-contracts.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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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任何风险管理者所知道的那样，当焦点过度转移到削减运营或资本成本的几
个百分点时，通常情况下，安全性和保证配置会变差。随着所购买的服务变得更便宜，应用
的所有者最终接受更多风险的情况也并不少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风险管理者需要确定
成本降低是否是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尤其是当云代理商参与套利以降低成本时，在这
种情况下，成本实际上是将信息和流程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的驱动因素。而且，在
需要高度自动化才能使套利过程更有效率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将在第 12 章中所讨
论的那样，高度复杂的系统（如互联网）叠加更复杂的系统（如云计算套利代理商），创造了
混乱或难以预测的风险评估环境。在互联网和云服务的基础上再添加第三层物联网应用，复
杂性也将进一步增加。

2.8.11

在物联网中关于云和数据中心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关 于 云， 有 一 件 非 常 重 要 的 事 情 需 要 注 意： 不 管 你 选 择 购 买 哪 种 类 型 的 云， 无 论 是
IaaS、PaaS 还是 SaaS，DoS 保护几乎总是属于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范围。为什么？因为共
享设施的本质意味着，任何试图瘫痪数据中心和云中任何给定应用的暴力攻击都会使该云中
的所有租户都受到影响。对一个的攻击往往就是对所有的攻击。因此，应该在租户以及出租
者的共同范围内，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措施来抵抗此类攻击。
也就是说，这完全取决于服务级别协议。不要假设服务协议涵盖了对云的 DoS 攻击，因
为许多数据中心和云提供商对这一点都没有明确说明。即使服务协议提供了 DoS 保障措施和
控制的手段，还应该接受物联网风险管理者的审查，他们关心的是数据的访问和存储。有关
云和数据中心 DoS 隐患的详细讨论，请参阅第 8 章和第 13 章。

2.9

总结
物联网现在就在这里，风险管理者需要从技术和概念上了解它。从技术上讲，物联网

现在是一艘覆盖着藤壶的船。具体地说，IPv4 和 IPv6 都在使用，但只有 IPv6 才是合适的。
IPv4 从互联网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但它已经耗尽了地址空间，再没有可用的 IPv4 地址可
以分配给互联网上快速增长的物联网设备。物联网中 IPv4 的持续存在将使风险管理者的工
作变得更加艰难，因为两个不兼容的网络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共存是需要进行管理的。虽然
IPv4 和 IPv6 之间的许多隐患是共同的，但也有一些独特的隐患。目前，与 IPv4 相比，人们
对 IPv6 中隐患的了解较少，这给未来带来了挑战。
从概念上讲，始终要考虑到物联网是由四个关键的资产类别所组成，它们必须被共同管
理而不是单独管理。请记住，风险管理包括处理风险、转移风险或接受风险：当谈到资产类
别的三位一体时，管理者往往会不经意地接受他们不知道的风险。一定要了解物联网系统中
的四个资产类别：终端、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
终端可以是将信息传回数据中心应用的设备，也可以是除了传输数据之外还能接收指令
和信息的设备。传感器属于第一类设备；从智能手机到银行自动取款机再到工业控制，这一
切都属于第二类设备。通常情况下，设备的自我保护能力会受到限制，网络或数据中心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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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控制需要进行补偿。
网关处在终端和网络之间。与终端设备相比，拥有更强处理能力和存储空间的网关可用
于标准化、压缩和加密数据，并在数据进入网络之前执行更强的授权和完整性检查。
网络是物联网的“拨号音”。一切都取决于网络的安全性，因为没有网络的设备只是一
台孤立的机器、
“聋哑”设备，没有任何场景来理解这个世界。物联网的网络会有很大的不
同，而且高度异构：在创建或使用信息的终端与数据中心之间，将会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网络。
在物联网中，互联网的趋势也在变化。然而，之前的网络和安全假设（大多数信息从网
络 / 数据中心流向终端）已经不再准确，威胁将会针对物联网及其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资产
类别：终端、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而传统上，它们只是将目标瞄向了互联网中心的
数据中心和云及其所拥有的数据。在物联网中，越来越多的数据从终端和网关流向中心。虽
然中心仍然会受到威胁，但终端和网关（作为大量信息和内容的生成者）的价值明显更大，
并且也会成为目标。网络安全的设计和工程不能再假设更多的信息主要流向一个方向：从中
心向外。
随着虚拟化和云以及支持数据中心不同元素的服务提供商的出现，物联网的数据中心呈
现出了新的、多样化的维度：一些用于管理基础设施、平台和服务，另一些则以透明的方式
充当其他服务提供商之间的代理商和集成商。对于物联网风险管理者来说，理解和平衡与数
据中心相关的许多选择和相关风险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CHAPTER 3· 第 3 章

需求和风险管理

在安全和工程场景中，什么是“需求”？为什么需求对风险管理有用？以及物联网需求
通常是什么？我们将在本章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我们将说明需求是如何与物联网的风
险管理相关的。“需求”或者项目目标会带来风险，你需要从项目中获得什么才能被视为成
功？安全性在整个成功过程中起作用了吗？

3.1

需求和风险管理的含义

迄今为止，Bob 在一个大城市政府的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部门有
着成功的职业生涯。因此，他被任命去负责一个雄心勃勃的新项目，将城市的路灯连接成
一个网络。这个项目的原因是，市长参加了一个会议，在会上听说了另一个大城市有一个
类似的项目，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市长也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领导者。
Bob 不太了解路灯相关的操作问题，但他确实了解一些 IT 相关的知识。市长想要完成这
项工作，也就意味着这是一项备受瞩目的任务，而且显然很重要。但这个项目除了是现代化
领导者的执行“要求”之外，它的目标和所带来的好处都尚不明确。尽管如此，Bob 还是组
建了项目团队来启动该项目。
项目团队由最优秀的 IT 架构师、照明部门的电气工程师、项目经理和采购专家组成，
他们帮助准备需求建议书（Request For Proposal，RFP）。架构师将制定技术需求，评定响应，
并评估它们可能对现有系统产生哪些影响。电气工程师将提供现有系统的规范，以及对增长
和扩展需求的一些见解。采购专家将确保该项目是否遵循必要的投标流程。Bob 会向市长办
公室提交有关供应商的最终建议，以获得批准和预算。
Bob 与他的团队合作开发并发布了一份征求“智能街道照明”方案的 RFP。这份 R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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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有关现有街道照明系统的必要技术资料
 用来控制街道照明系统的企业接口
 与照明系统相关的所需控制功能列表
 所有正确的财务、投标条款和条件
然而，从一开始，事情就偏离了轨道。
在 RFP 发布后不久，便有内部人员站出来发问，为什么不征求他们的意见？设施工程
部的主管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一个工程师正在与 IT 部门一起开发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
RFP ！一旦该系统投入使用，谁来支付并培训他们的员工管理该系统？工会领导人想知道对
他们成员的影响。城市监察员想知道对市民隐私的影响。应急管理人员想知道该系统是否会
对异常（紧急）情况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应对？安全人员（来自 IT 部门的其他部分）想知道在
确保系统安全方面，供应商的解决方案将在何处启动和停止，以及谁将资助他们需要增加的
预算来支持在线路灯基础设施？市长的政工人员想用最简单的方式知道纳税人能得到什么好
处。此外当地电力公司提出了有关负荷影响的问题，以及旧的既定需求模式会如何变化。一
旦电力公司定下了目标，监管组织就会注意到：这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电网吗？这是否会在特
定时间内以某种方式影响电力成本，并要求对城市所缴纳的电费进行审查？
最后，供应商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一开始会问“你希望基础设施是好的、快速的还是便
宜的？三个中可选两个”。然后供应商会更深入地了解更多细节：有多少日志记录，有多少
网络连接，有多少信息冗余，有多高的安全性？一份 RFP 说明被发布，接着是另一份说明。
但是供应商会不断提出设计方案所依据的需求问题，媒体和公民团体也开始就“真正”的利
益问题不断发问。
很快，该项目由于自身的模糊性和定义不明确的需求，该项目被叫停。RFP 也被取消，
大家充其量认为 Bob 已经到达了他能力水平的极限。
Bob 做错了很多事。其中许多并不是物联网风险，而只是常规的 IT 和承包风险。但是
有几点造成了该项目与其他项目的差异，并将错误放大到了项目停止的程度。许多纯 IT 项
目以相同的方式开始，但最终都完成了，即使是艰难完成的。以下是本书的三点主要经验
教训：
1）Bob 将该项目视为一个 IT 项目。这不仅仅是一个 IT 项目，因为它处理的是一个动态
结果（交通灯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开启或者关闭，并为数百万吨移动的金属提供相关的安全服
务）。这涉及网络 - 物理接口。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急剧扩大，已经流向了非传统的
利益相关者，并且进入了供应链。
2）Bob 从传统数据流的角度考虑该项目，但是这些数据流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项目的
其他部分。虽然 IT 可能会减缓甚至停止，但是生产通常会继续。在最坏的情况下，服务可
能会受到影响，但实际上没有人或财产会受到损害。同样，相互依赖的外部实体也习惯了
IT 中断，我们一直在解决此类问题。如果有必要，它们可以应对城市中半天的无线电静
默。换句话说，Bob 并不了解物联网与传统的以数据为中心的互联网之间所发生的服务级
别变化。

第3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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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章描述了风险管理计划中所谓的“敏感性分析”过程。在讨论风险管理计划时，我们

刻意避免使用“正式”一词，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不必要的复杂过程。
的确，你可以在本书中找到许多与物联网和风险相关的结论，但在很多情况下，这将是
一个机会、直觉和运气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任意级别的风险管理者，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
就是依靠直觉和运气。
为了理解你所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物联网风险，拥有一个规范的风险管理方法是有益
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但是在本章我们就要开始勾勒真正理解新
兴物联网的隐患和风险所需的一种方法。
需求评估从一些基本的问题开始，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会轻易或快
速地得到。例如，你为什么要承担这个项目？可能并非出于安全或风险管理的目的。因此，
风险管理通常不是项目目标和思考的核心。
对于大型和小型 IT 项目需求来说，需求的定义和记录不清是很常见的。举例说明一些
与物联网相关的典型需求对于构建一个有关物联网和风险的讨论框架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
我们在下面要做的。物联网风险管理人员会发现某些需求可能会被那些没有受过培训或者不
关心安全和风险的人忽视。本章并非只针对工程师和风险管理人员，因为需求通常很难编写
和记录。

3.3

目标读者
管理不善的需求定义和敏感性分析所带来的结果通常是成本超支，而且不是小额超支，

结果有时是灾难性的。薄弱的需求开发往往也会导致设计欠佳或仅部分正确的实现，这会减
缓或者延迟采用，并极大地影响客户满意度。对于任何关心物联网项目总成本或者采用率的
人来说，本章内容也会帮助到你。
我们概述的过程和方法对任何关注物联网系统（特别是智能系统、连接系统或者机器到
机器系统领域的新系统和应用）风险的人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在这些新系统和应用中，
许多过程、操作模型和应用本质上都是新的。

3.4

制定讨论框架
在上一章中，我们概述了物联网中的四个关键资产类别，也是物联网中的基本类别：终端、

网关、网络和数据中心 / 云。不论风险管理是否包括风险的处理、转移和接受，每一个资产类
别都需要从风险的角度来考虑和管理。在许多情况下，因为有些单元（通常是网络单元）完全
外包给了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所以物联网风险管理策略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些情况下，
风险基本上是通过服务级别和其他合同协议进行转移的，剩下要做的就是审计合规性。
现在，我们正在讨论更详细的风险管理单元，终端 / 网关 / 网络 / 数据中心的描述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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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被再次使用，但是会覆盖安全标准。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章中要说明的内容。
我们将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长期建立和应用的“800-53 ：联邦系统的安全和隐私控制”中定义的不同类型的安全
“需求”开始。虽然 800-53 是 IT 安全标准，而非物联网安全标准，但是其划分安全和风险管
理过程的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适用于物联网，即使特定的控制集中在传统信息管理
系统上，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
为 什 么 要 在 物 联 网 中 划 分 风 险 管 理？ 与 任 何 大 型 的 复 杂 任 务 一 样， 物 联 网 的 风 险
管 理 更 容 易 通 过（更 加） 明 确 的 子 任 务 和 边 界 来 完 成， 工 作 可 以 在 其 中 启 动、 停 止 和 委
派。 此 外，NIST 的 分 类 之 所 以 有 用， 是 因 为 它 们 通 常 可 以 反 映 出 使 用 权 限 和 控 制 的 界
限，从而使某一级别的安全或隐私需求的责任人可以不必尝试让自己进入其他人的控制
域中— 不管该控制域是在他们的级别之上，还是级别之下。没有什么比组织策略更能阻
碍安全和风险管理了。

3.5

什么是安全需求
需求是应用或系统为了高效地实现其预期目标而必须支持的功能特性。需求的范围很

广，可以解决从图形用户界面到工程反馈和速度的所有问题。
安全需求是总体需求的子集，但是经常被忽略。安全措施倾向于像管道系统一样，主要
放在后台执行，因此安全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控制和保护措施可能被忽视甚至忽略。由于安
全需求的这种幕后状态，所以找到一种系统的安全需求管理方法极为有益。
NIST 800-53r4○提供了安全需求和能力的三层结构：组织、业务过程和信息系统。（NIST
一

800-53 的早期版本将这三层结构称为“业务”“操作”和“技术”。毫无疑问，NIST 重新命
名这三层结构是合理的，这可能反映了范围上的变化，思维方式的演变，甚至可能是美国联
邦风险管理过程的军事化改造（这只是一个随意的评论）。但是旧的命名可能更容易理解，即
使它们与新的定义相比准确性稍差。
）
正如 NIST 在 800-53r4 中所说：
为了在整个组织中集成风险管理过程并更加有效地处理任务 / 业务观注点，采用了三层
结构方法来处理风险：1）组织层；2）任务 / 业务处理层；3）信息系统层。风险管理过程贯
穿了这三层结构，其总体目标是不断改进与组织风险相关的活动，并在与组织的任务 / 业务
成功有共同利益的所有相关方之间进行有效的层内和层间沟通。○
二

第 1 层提供了组织任务 / 业务功能的优先级，从而推动了投资策略和融资决策—提升
了符合组织战略目标和绩效衡量标准的具有成本效益的、高效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第 2
层包括：1）定义支持组织任务 / 业务功能所需的任务 / 业务流程；2）确定执行任务 / 业务
流程所需的信息系统安全类别；3）将信息安全需求纳入任务 / 业务流程；4）建立企业体
系架构（包括嵌入式信息安全体系架构），以便将安全控制分配给组织信息系统和这些系统
一
http://csrc.nist.gov/publications/PubsFL.html
○
二
NIST 800-53r4, p.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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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运行的环境。
决定组织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中哪些部分需要实现更强的安全功能的是第 1 层 / 第 2
层风险管理活动（见本章图 3-1）。当组织确定必要的安全需求来保护组织操作（即任务、
功能、图像和声誉）、组织资产、个人、其他组织和国家时，第 1 层 / 第 2 层风险管理活
动就会发生。在第 1 层和第 2 层中，确定安全需求和安全能力（包括必要的保证需求，以
提供对所需能力的信任措施）后，这些需求 / 能力会被反映在企业体系架构的设计、相关的
任务 / 业务流程以及支持这些过程○（NIST 800-53r4，第 2 章，25 页）所需的组织信息系
统中。
一

战略风险
第1层
业务 / 组织
第2层
处理 / 操作
第3层
信息系统
战术风险

图 3-1

3.6

安全需求和能力层（摘自 NIST 800-53r4）

请用更为简单的语言描述组织和业务流程需求

这里我们引用了很多安全术语专家 NIST 的话。
那么，与物联网风险管理相关的组织（第 1 层）和业务流程（第 2 层）需求是什么呢？第
3 层的信息系统需求又是什么呢？
此时，最好将组织和业务流程需求的 NIST 定义近似（并翻译）为私营部门风险管理者
更容易接受的术语。

3.6.1

业务 / 组织需求

组织需求（过去被 NIST 称为“业务需求”，在其他风险管理框架下被称为“战略需求”，
有时也被称为“市场需求”）包括下列需求，这些需求在执行层是可见的：
 与法律或行业标准相关的法规需求。例如，有关健康和安全的行业法规、财务报告法
规（如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隐私权、服务可用性或者关税法，或者行业自定标
一
NIST 800-53r4 联邦系统的安全和隐私控制，2013 年 4 月，见 http://nvlpubs.nist.gov/nistpubs/SpecialPublications/
○

NIST.SP.800-53r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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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如电力行业的 NERC-CIP）。
 预算、毛利润或利润率的财务需求。例如，安全和风险管理在物联网系统投资中占有
分配的份额。
 竞争性需求，如上市时间、价格点或成本压力、产品差异化、产品自动化或者知识产
权和战略保护。
 与组织指示和任务有关的内部政策要求。例如，将可持续化作为公司的目标，将隐私
设计作为所有新系统的要求，或者将自动化作为公司计划的关键战略支柱。

3.6.2

业务流程 / 操作需求

一旦组织需求达成一致，那么业务流程（又称为操作需求）就可以被更容易和安全地定
义。为什么“安全”？因为业务流程需求与更高级别（第 1 层）的组织需求之间没有直接和
明显的联系，它是相对独立的。首先，它是如何成为一项需求的呢？如果没有映射到组织需
求，那么它是否有管理支撑？你确定吗？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为了表明为物联网开发的系统以某种方式支持组织的最基本
优先级，那么业务流程需求应该映射到一个或者多个组织需求。
业务流程需求传达了更多的细节和特征。它应该具有足够的细节，以允许风险管理者选
择适当的技术控制（第 3 层），但不必规定—至少与技术有关（尽管业务流程需求可以规定
操作问题，我们将对此进行演示）。

3.6.3

需求矩阵

组织需求也可能映射到影响物联网风险的多个业务流程需求中。这意味着需要创建需求
矩阵，如下表所示（后续节将更详细地解释这个矩阵）。
本章后面部分将结合表 3-1 来说明值得考虑的许多组织和业务流程需求是如何受到安全
性影响的，又是如何将风险注入物联网中的。
表 3-1
组

织

法规—支持当地法律
内部政策 —支持特定组织的目
标或者策略

操作需求类别

需求矩阵
操作需求规定

机密性

财务信息披露法要求对未经授权的信息进行审计保护

完整性

财务信息披露法要求对未经授权的信息进行审计保护

可用性

操作许可证需要 99.99% 的可用性

隐私性

在物联网系统设计阶段进行隐私影响评估

可恢复性

请参阅“可用性”+ 按照法规培训应急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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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要了解所有这些需求的资料
当你是一名管理人员或者行政人员，负责部署依赖于物联网的服务，或者负责一个需要

提高安全性能的系统时，你会需要收集需求信息，但是你如何确认这些是正确的信息，更重
要的是，你如何向拥有答案的人说明你的问题？
例 如， 收 集 需 求 通 常 会 涉 及 在 整 个 组 织 内 处 理 RIOT 的 每 一 个 人。 这 也 意 味 着 要 问
很多看似多余或是浪费时间的问题。但情况就是如此，因为组织层级中不同级别的安全
性 优 先 级 是 不 同 的。 所 以 为 了 让 高 管 和 管 理人员理解这些需求，你需要用他们的语言来
说明！
当涉及物联网的安全需求时，处于金字塔的顶部的组织需求最有意义，即他们所说的
C-Suite（最高管理层）。
组织需求主要是关于亟待管理的 RIoT 监管环境，或者是最高管理层制定的内部政策，
这些政策必须根据组织的“内部法律”来实施。
你是否曾与一位高管会谈过，并且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答案，结果却发现自己一
直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风险。这可能是因为高管掌握了你不知道的风险信息。
作为一名高级管理者，高管之间通常有很多你不知道的谈话；特别是高管、审计人员和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对话，他们都倾向于把外部而非内部的风险带入任何关于 RIoT 的评估中。
例如，审计人员会非常关注是否有能力对财务报表的完整性做出明确而有力的证明。
虽然审计人员可能会在组织的许多不同后面展开工作并提出许多问题，但是他们最终会
向 C-Suite 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否合规？因此，无论物联网系统应该遵循什么法规，或
者它是如何实现合规性的，保证合规的简单行为都会在最重要的级别上引起广泛关注。
从简单的“是”或“否”到合规性问题，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发展速度并没有那
么快！如图 3-2 所示，即使是正常组织等级中的后续层级也不会被深入探究。诸如时效性、
报告的广泛准确性等问题开始发挥作用，并最终作用于成本—但很少涉及风险更深层的
细节。
CEO/BOD

合规性  合规性 +P&L

COO/CFO

时效性、有效性和准确性

CIO

合规程度与成本

CISO

策略管理和验证、安全设计、补救
战略和计划

业务部门 / 单位

操作流程、指标、设计实现、补救
战略和执行

图 3-2

公司层级的报告风险

在组织层级的顶端以及附近的位置，组织需求可能是最重要的。因此，能够简明扼要地
给出组织需求和合规程度对于成功管理物联网风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层面的支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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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资源的分配，为 RIoT 控制提供了资金。
一旦你深入到组织层级的底层，业务流程需求作为与最高层级的组织（管理 / 策略）需
求相关的重要细节便会显现出来。
在物联网中，比如与交通传感器安全功能相关的事宜，以及对网络可用性和设备防篡改
的需求似乎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都是业务流程需求，它们需要映射到更大的需求，以
便让最高层能够理解和领会。例如，为高速公路部门运行交通传感器的服务提供商的首席执
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将会关注一些问题，比如交通传感器是否满足合同合
规性或者法律合规性 / 责任。他 / 她可能不愿意去深入了解设备防篡改的细节，因为这样做
实在过于细节。
最 后， 在 图 3-2 中， 我 们 绘 制 了 一 个 箭 头， 从 首 席 信 息 安 全 官（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CISO）指向首席执行官 / 董事会层。这反映了物联网正在加速进行管理转
型：安全成为董事会层面的关注点，CISO 变成一个权力比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CIO）更大的职位（因此不必对 CIO 进行报告）。
由于“影子 IT ”的作用越来越大，业务部门可以直接购买独立于 CIO 组织的 IT 系统和
服务来支撑业务交付，所以 CISO 的任务越来越多。关于影子 IT 的正面例子有 Salesforce
和 Dropbox，它们都提供了非常有用且广泛使用的业务支持服务，但是完全不受 CIO 的
控制。
物联网会带来更多的影子 IT。物联网将会要求 CISO 同时管理 CIO 的“内部”IT 安全，
以及 CIO 控制（和预算）范围之外的影子 IT。

3.8

风险、需求和交付
如果最高管理层倾向于根据（准确地表达）组织需求为 RIoT 控制提供资源，那么 RIoT

需要拿什么来作为交付呢？如果管理层不喜欢细节，你计划提供什么来证明符合法规或者政
策要求（组织需求）的能力？
同报告级别的细节规范一样，与 RIoT 相关的交付在组织的较低或较高级别之间也有所
不同。
在组织的顶层，与 RIoT 控制相关的交付可以很简单。比如，确认系统将要或者已经通
过了合规审计，可能会对组织损益表（Profit and Loss，P&L）产生某些影响（正面或者负面）。
最高管理层不会有时间或耐心去了解更多的细节，除非有特别的理由。操作安全风险和安全交
付最好以最小单位来评估。
再往下深入层级，将会越来越关注合规的细节、性质或者程度，尤其是潜在的、减少风
险的策略成本。
从解释过的高管和董事会层面来看，整体组织需求和业务流程需求变得更加清晰，并且
验证合规性的交付将变得更有意义。图 3-3 说明了可以通过组织层级预期的各种交付来提供
充分管理风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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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系统设计人员的选择列表。并不是所有的需求都适用于所有的物联网系统，但是许多需
求适用于大多数的物联网系统。

3.10

组成物联网的应用和服务

在第 2 章中，我们了解了物联网的一般结构，并且概括出了依赖于物联网的应用和系统类
型。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讨论需求，所以是时候为用户行业和应用提供一些更具体的用例了。
我们首先从当前物联网应用的概述开始：物联网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物联网应用对
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很明显。本节的目的既不是对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详尽的介
绍，也不是定义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范围。这样一项任务将是困难的，将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大
差距。
我们在下面将补充物联网的应用和行业用例，然后是这些应用和行业定义它们的各种需
求，以及管理这些涌上物联网的应用和行业相关风险的适当方法。
在概述物联网应用和行业范围的过程中，我们将会关注任何给定物联网系统的两个
特性：
 运营效率
 用户满意度
事实上，这是物联网应用中最简单的两个需求。最好的物联网应用应该提供更高的运营
效率和更好的用户体验。

3.10.1

运营效率（阴）

运营效率是指借助物联网更快地创造或交付更便宜、更好、更新鲜、缺陷更少的商品或
服务。对于给定的物联网应用或者系统来说，运营效率增益有可能非常大，以至于运营效率
几乎成了投资的唯一要求和理由。然而，用户满意度仍然很重要。
物联网和商业案例的许多利益都与运营效率相关，而效率又意味着利用更低的成本、更
少的人员、更少的资源来提供服务。在许多情况下，运营效率将成为推动物联网系统或者服
务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当服务与政府或社会化医疗保健等非盈利实体有关时。运营效率作为
所有行业的一种竞争优势，一定会推动物联网系统的发展。

3.10.2

用户满意度（阳）

不满意的用户可以破坏任何物联网项目（就像他们可以在使用期间破坏任何 IT 项目一
样），因此这是物联网的一个主要风险。即使在获得巨大运营效率增益的情况下，也应该始终
考虑用户满意度。巨大运营效率的最低目标是为用户满意度带来良性影响（例如，“他们根本
没有注意到”或者“他们不在乎”）。
用户满意度就是指：高兴、满意的用户，无论他们是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家庭型企业
还是个人。物联网的用户认为他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获得了更好的产品或服务，他们就会
感到满意，并推动产品或服务的采用，反过来又会提高物联网的运营效率，在商业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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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假定某种采用率。
物联网中的“用户”也可能是其他物联网系统：与机器通信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满
意的用户是指在它期望的时间得到它所期望的东西。商品、服务或数据以预期的数量、格式
按时到达，且错误（缺陷）很少或者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用户的满意度可能是系统保持运
转，不会破坏与之交互的其他系统！

3.11

行业用例、效率和满意度

帮助人们理解物联网的最佳工具之一是用例，其本质是指在对给定行业有意义的情况
下，如何使用某些事物来实现目标或用途的例子。
用例在进行投资之前，经常用来确定一个解决方案是否能够满足管理的业务和操作
需求。
用例可以非常简单，也可以非常详细。它们可以简单概括出某一特定技术或设备可能被
有效应用的情况，或者也可以非常详细地提供工程指导和技术规范的每一步使用说明。
这里提供的用例很多，但并不详细。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不同行业中不同用例的范围，以
便风险管理人员能够明白，在不同行业内部和不同行业之间，运营效率和用户满意度的主要
业务需求可以以多种方式呈现。
以下是我们为物联网创建样本用例的行业汇总表，包括通常被认为是关键基础设施的行
业，以及产生重大价值和经济活动的行业：
 交通运输业
 健康医疗业
 政府部门（所有级别）
 公共安全和军事
 零售业和服务业
 食品业和农业
 制造业和重工业
 娱乐行业和体育行业
 能源行业和公共事业
 金融业和银行业
 教育业
 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行业

3.11.1

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从物联网中获益很多。智能交通意味着在人员流动和货物运输方面会有很大
的改善。
物联网用例
 智能火车、飞机、汽车、船只和航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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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响应环境条件或可远程控制的交通信号灯
 需要报告磨损情况并提前安排维护的道路、铁路、跑道和桥墩
运营效率
 更短的旅途
 更少的人力监督
 燃油效率
 基础设施利用率的提高
 更少的因延误和损坏造成的损失
 更高的由可靠供应链带来的生产率
用户满意度
 更少的通勤和旅行疲劳（由于较少的监管和更高的安全性）
 更少的与交通相关的个人和公司成本
 更快地到达目的地
 增强的安全性
 提高的利润率

3.11.2

健康医疗业

物联网必将支持越来越多的健康医疗应用和服务，因为它是降低服务交付成本的最佳、
最简单的方式之一，尽管服务交付成本在全球各地都在持续上涨。此外，物联网提供的卫生
服务有望为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在许多国家）建立全新的服务渠道。
物联网用例
 远程诊断、检查和治疗
 远程病人监测、跟踪、治疗和遥测
 远程监控功能，实现治疗的自动化
 远程手术
 处方管理和配药
 医疗资产追踪（工具、救护车、药品）
 增强的可访问性功能，包括多种语言支持和听觉指导
运营效率
 更好地利用稀缺的人力资源
 更好地利用稀缺的或昂贵的工具和系统
 更低的与设备、损耗、运输相关的成本
 更高的遵医嘱率
 更高的早期检出率
 更快、更完整地获取过去和现在的医疗记录
用户满意度
 更好的医疗结果和康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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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快的诊断和治疗，更短的病人等待时间
 更少的通勤和旅行疲劳感（由于较少的监督和更高的安全性）
 为病人和医生提供更好的信息
 更大的治疗选择范围

3.11.3

政府部门

在本例中，政府部门不包括公共安全部门（将在下一节介绍），但它确实包括许多重要的
职能，例如对重要行业（银行、食品、卫生、交通、电信等）的监管，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对
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政府部门从物联网中获得的大部分好处将以更好的信息形式呈现，以支持政策和监管决
策，并提供日常的公民和社会服务。
物联网用例
 智慧城市（废物管理、交通管理、治安管理：本节涵盖了许多用例贯穿了本节）
 远程服务交付（社会服务、管理）
 可访问性，包括多种语言支持和听觉指导
 实时环境监测（空气质量、水位、污染、地震）
 城市用水 / 下水道的监测和控制
 资产跟踪和库存
 楼宇 / 物业管理及维修（办公园区、公园和古迹）
运营效率
 更好地利用昂贵的人力资源
 更好地利用稀缺的或昂贵的工具和系统
 更低的设施运营成本
 更高效的监控和执行
 更高的监管漏洞检出率
 更快、更完整地访问过去和现在的医疗记录
用户满意度
 增强的服务交付水平
 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维护和改进服务

3.11.4

公共安全和军事

当物联网用于公共安全（治安和舆情，也包括火灾）和军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物联网
应用往往是监视。然而，公共安全和军事组织也可以期望使用许多其他领域的用例，例如交
通运输业。
物联网用例
 周界监视
 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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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跟踪与定位
 远程资产控制
 武器跟踪与识别
 参考交通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用例
运营效率
 更好地利用昂贵（和脆弱）的人力资源
 访问过去无法访问的位置
 自动监测功能
 更好地利用稀缺或昂贵的工具和系统
 更高的检测率
 更快的事故补救
用户满意度
 更好的安全结果和更高的成功率
 获取最新的信息、情报和物流
 减少伤亡和事故

3.11.5

零售业和酒店业

零售业和酒店业都是经常与个人买家和消费者（也包括一些大型企业）打交道的行业。
因此，他们不断尝试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同时尽可能地自动化和简化流程，以获得竞争优
势。为了创造出更高的运营效率，物联网提供了许多潜在的用例，同时为用户创造了高度个
性化的体验。
物联网用例
 库存管理与物流
 基于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进行具有高度针对性很强的促销活动
 防盗和反欺诈
 票务和入场管理
 设施监控和管理
 可访问性，包括多种语言支持和听觉指导
运营效率
 更低的库存管理成本和损失
 更低的损耗和更少的退货
 更高的促销和活动成功率
 更低的客户加工成本
 更低的库存收缩和更少的欺诈
用户满意度
 更高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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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少的投诉
 更清洁安全的设施和场所

3.11.6

食品业和农业基础设施

从农民的田地到餐桌，物联网将给食品业带来很多好处。食品业不仅仅为国内消费者提
供了超市，还为医院、运输公司、军事基地和商业园区等主要机构提供了餐馆、自助餐厅和
食品供应商。食品业还包括整个分销业务，这使它成为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或商业分销商之
间的中介。
物联网用例
 田间和牧场传感器为生产者显示化学和环境条件
 跟踪农产品、畜产品和加工食品，以了解产品质量和缺陷管理、变质和过期情况
 跟踪有丢失风险的原生种
 对食品加工人员的门禁控制和监控
 交付流程和会计的自动化
 订购服务和计账的自动化
运营效率
 更少的变质和过期
 更少的健康事故
 更快地跟踪和减缓健康事故
 向监管组织快速提交合规报告和证据
 更高的批发分销自动化程度
 更多的终端消费者统计数据以及对喜好和口味的反馈信息
 丰富的食品来源和品种
 溯源
用户满意度
 更高质量的食物
 更多的成分和内容信息
 安全的食品
 降低的价格（由于更高的效率）
 增加的选择（由于供应链效率）
 与来源相关的可验证选项：转基因、有机等。

3.11.7

制造业和重工业

制造业对于智能设备来说并不陌生，那些已经以不同形式存在了几十年的工业控制系统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ICS）和监视控制与数据采集系统（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为既将到来的物联网奠定了大量基础。
制造业也是物联网最早的风险管理者之一，通过国际自动化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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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utomation，ISA）标准 99 等组织发布了早期的安全标准○。
一

我们可以预期，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耐用品到易腐品，从高度监管的行业到几乎不受
监管的行业，制造业将继续热衷于采用越来越智能化的系统和物联网。
物联网用例
 过程监控及管理
 设备监控及管理
 健康和安全监控及管理
 库存管理
 运输跟踪
 次品和召回管理
 主动维护和保修（一个由工厂安装的故障轮胎发热严重，但是一个新轮胎已经在经销
商处准备就绪。这比在轮胎爆裂之后再修理汽车或卡车要好得多！）
 产品服务套餐和配套（你的沙发知道你的车钥匙滑到了垫子之间！）
 员工、供应商和承包商进入营业场所的门禁控制和监控
运营效率
 更长的产品正常运行时间
 更低的维护成本
 更少的次品和废品
 更低的高价值部件的收缩率
 更少的职业伤害和事故
 更短的运送和运输延误
 生产灵活性：成本不高的小批量生产
 向监管组织快速提交合规报告和证据
 通过连接其他商品和服务进入扩张市场（如前面提到的汽车钥匙的例子）
用户满意度
 更可靠和可预测的供应链
 质量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商品信息（来源和产地）
 更少的次品和保修索赔
 降低的价格（由于更高的效率）
 增加的选择（由于供应链效率）

3.11.8

娱乐行业和体育行业

预计娱乐行业和体育行业将会在物联网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功—最近流行的（和不安全
的）Fitbit 仅仅只是个开始○。大多数关于物联网的讨论往往忽视了这些行业，因为它们关注的
二

一
www.isa.org
○
二
https://blog.fortinet.com/post/fortinet-ﬁtbit-threat-research-stat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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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服务和人。实际上，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增加跟踪、监视、追查以及在人身上嵌入
更多的数据？如果这些行业不那么引人注目，最终，我们可能会对物联网带给这些行业的东
西感到非常惊讶。
毫无疑问，增强现实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领域，环境中的事物（人、地点、固定装置、
汽车、商店、一切事物）信息可以被叠加在一个结合了现实与附加信息的图像中。增强现实
技术已经在某些游戏机中通过谷歌眼镜得到了应用谷歌眼镜是一个被频繁引用的使用增强现
实的早期例子。
将传感器和信息存储嵌入对象和衣服中，就可以在线访问对象的属性信息，或者对象的
佩戴者信息。
物联网用例
 健身和执行监测
 以第一视角捕捉视频（例如头盔式 GoPro 或者类似设备）或者以全新视角拍摄视频
（例如嵌入 F1 赛道的摄像机）
 具备视频捕捉功能的无人机
 游戏的增强现实
● 真实物理环境（全息甲板类型）中的角色扮演和使用第一人称
● 针对校园儿童的教育地理游戏
 旅游的增强现实
● 多种语言的旅游景点和纪念馆介绍
● 模拟物理位置进行推广
● 嵌入式推广及广告
 体育的增强现实
● 运动员状态及健康情况
● 装备和材料的说明和信息
运营效率
 从现有产品中获得新的邻近服务收入
 更高的回报率和更多的回头客
 产品定制化和灵活性：成本不高的小批量生产或者特有产品
 通过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连接进入扩张市场（同样，以汽车钥匙为例）
用户满意度
 实时细致的反馈，以鼓励目标的实现
 促进个人进步的正面印象
 动人的界面和视角
 新产品和新体验
 更广泛的产品特性选择、不同的强化级别
 降低价格（由于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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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

能源行业：公共事业和智能电网

智能世界和物联网的典型代表可能是能源行业。无论是电气、天然气、石油、太阳能、
水电、风能、潮汐能，还是其他能源系统，将自动化和智能化应用于能源系统的途径和方
法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合理安排相互关联的能源基础设施中的大量不同元素，是许多生产
者、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首要目标。在遇到能源应用或产品之前，你是不可能深入物联网世
界的。
物联网风险通常也与能量以及恶意控制基础设施的潜在动力（和隐私）影响相关。因此，
安全的智能电网和其他管理系统的开发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物联网用例
 用户和企业的计量与使用时间计费
 协调电池和存储系统以平衡负载
 报告状态并主动调整负荷和故障的管道及输电线路
 与存储系统相协调的发电系统
运营效率
 鼓励消费者和企业节约开支的灵活计费方式
 减少与计费、服务和监控相关的劳动力
 减少停机时间，降低维护成本
 改进的指令和控制
 更高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率
 集成和协调存储资源
用户满意度
 更高的服务级别（更短的停机时间）
 更多的价格选择
 增加对收费的可见度
 改进的公共安全
 整合家庭和办公自动化

3.11.10

金融业和银行业

如果说有什么行业是由网络决定存亡的，那就是金融业。在美国和加拿大，电信服务是
金融服务机构最大的单一支出点○，这种关系可能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如果把一件商品或服务
的支出看作是对该商品或者服务的依赖程度指标，那么金融业对电信服务的依赖程度比其他
任何关键基础设施都要高。
金融服务是最早采用物联网的行业之一，因为其大部分运营成本都来自电信领域。它们
一直在寻找能够通过更好的电信技术和设计来提高效率的方法。在互联网普及后不久，银行
一

一
见 Tyson Macaulay 的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Understanding its component parts, vulnerabiltties, operating risks, and interd○

ependencie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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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现了它带来的一个绝佳发展机遇，无须昂贵的专用线路，就能将远程资产连接到数据中
心，而且它还提供了物理的人到人服务向在线 M2M 服务的转变能力。
物联网用例
 零售 POS 终端
 位于远处的自动取款机（Automated Teller Machine，ATM）
 网上桌面银行
 手机银行
 基于设备的交易（即通过冰箱上的触摸屏购买食品）
运营效率
 服务相同数量的客户所需的资金（店面）更少
 更快的交易处理和结算
 减少盗窃、欺诈和其他损失
 延长服务时间，增强服务能力，而不增加相应的成本
 更少的服务台呼叫次数
用户满意度
 更容易访问银行服务
 更广泛的服务，更长的工作时间
 为物联网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选择
 更快、更灵活的金融服务交付

3.11.11

教育业

毫无疑问，教育一直受益于互联网的出现，那么物联网呢？它会使教育和学习产生什么
不同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物联网使得各种各样的学习辅助（工具）成为可能，从嵌入和叠加到现实世界对象的信
息（类似于娱乐用例）到反作弊技术。在物联网中，这样的机会有很多。
物联网用例
 学习的增强现实
 来自研究课题的实时经验数据（用于研究海洋生物学的海洋探测器的视频）
 校园安全
 学生状态监测○
 自动识别和访问控制（学校设施）服务
 有价值的教育资产和物品的库存和跟踪
 远程教育和参与
运营效率
 无须离开教室，就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信息和更丰富的体验
一

一
http://www.emote-project.e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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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无须额外的人力资源
 过去稀少或不可用数据的便宜来源
 课程定制与灵活性：制定更详细或更独特的课程，无须增加成本
 通过与远程或其他学生的联系来扩展市场
用户满意度
 更好的学习体验
 更广泛的课程和学习材料的选择
 减少安全负担
 减少扩展体验所需的成本
 全新的、不同的体验和关系
 新的合作机会

3.11.12

信息和通信技术

网络能为自身创造新的利益吗？换句话说，物联网会在某种良性循环和反馈循环中为自
身带来新的好处吗？好吧，至少物联网会给网络带来更多的设备，创造更多的需求和（希望）
更多的收入与利润机会。
需要明确的是，ICT 行业通常不仅包括电信运营商，还包括各种设备和软件的制造商。
它还可能包括某些服务提供商，如系统集成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
物联网用例
 物理基础设施跟踪、库存、自动化、远程管理和安全（电线、光纤、电线杆、管道、
接头、电信库、备用电源、访问控制）
 设备网关的协调、监控和管理○
运营效率
一

 自动化的网络管理和服务迁移
 自动化的服务级别调整和合规
 需要更少的人力来支持庞大的物理基础设施
 更快地定位和修复物理故障（损坏、割破、破坏）
 更精确地管理升级、维护和报废更换
用户满意度
 新的和更灵活的网络服务
 更好的网络性能
 更有弹性的 ICT
 更低的 ICT 成本
 更少的停机
一
新兴的 5G 无线服务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IT 来协调使用多种不同形式网关的物联网设备，采用不同的无线
○

频谱和第 2 层协议。许多网关本身就是这样的“物”，不仅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而且还充当其他物联网设
备的代理网关。智能手机就是一个与 5G 技术相协调的设备 / 网关组合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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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范围更广，工作时间更长
 更快的服务订购、部署和交付

3.12

总结

本章重点关注物联网需求的收集和评估，特别是安全和风险管理需求。
收集和评估需求可能是个有点神秘的过程，因为它有时会被完全忽略，并且经常以不完
整和特别的方式完成。由于物联网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后面几章的主题），糟糕的需求收集可
能会产生可怕的后续影响。
物联网风险管理者的需求不会比他们编制并提供给应用程序和系统开发过程的需求更
好。在未来几年，需求管理将是安全和风险从业者的核心技能，由于网络和 IT 向网络 - 物
理接口动态后果的扩展，它将比以往更加重要。
基本上，有三种相互联系、相互映射的需求：
1）通常在最高管理层可见的业务和组织需求，是安全和风险管理业务用例得到资助的
关键。该需求通常与法规、行业标准或管理层制定的顶级组织策略的合规性有关。内部组织
策略可能包括整个组织的隐私、人力资源策略或战略竞争方向。
2）执行层以下的所有管理层使用的操作和流程需求，用于定义诸如服务级别、性能和
特性等关键方面。操作需求应该映射到并支撑业务需求。例如，如果一个组织需求支持多个
司法管辖区的隐私法规，那么一个明确的操作需求就是设计、部署和测试隐私流程，并持续
支持该流程。
3）由支持操作和流程需求的软硬件和网络特征所描述的技术需求。在本书中，我们不
打算讨论或推荐技术需求，因为它们在不同的用例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威胁、隐患和
控制更是多种多样。最好由给定物联网项目的风险管理者和安全人员来定义技术控制，使用
更高级别的需求作为技术上需要做什么的指导方针。另外，可以使用业务和操作控制从技术
层面的风险和安全角度来定义非强制性的内容，并证明这些限制是合理的。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了与物联网安全相关的两个主要用例：运营效率和用户满意度。虽
然它们可能是许多项目中的关键用例，但是在考虑安全性和风险管理时，它们尤其重要。为
什么？因为安全和风险管理在证明其价值和获得必要的预算与资源方面存在长期的困难。出
于这个原因，安全和风险管理工作比任何其他技术层面更需要能够简单地追溯并说明它们如
何能够同时提高运营效率用户满意度。
对于我们所回顾的每一个行业的垂直（纵向）领域，都有关于运营效率和用户满意度的
多个实例可以被物联网风险管理者应用和引用。无论你在哪个行业工作，都要尝试说明物联
网系统或项目是如何处理这两个用例的。当然，这意味着要与多个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合
作，还可能增加短期需求的收集工作，但这会提供更长期的项目稳定性，因为物联网安全可
以为许多不同行业的组织带来多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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