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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软件开发与 SDLC

1.1.1

软件开发方式的革新与 SDLC

在数字经济时代，软件已经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组件。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
“工信部”）2021 年印发的《“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软件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建设的关键支撑。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之下，软件及相关供应链正以各种形式服务于金融、
电信、能源、制造、交通、政务等各个重点领域，并越来越深地融入国家重要信息系统与
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软件最早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主要是由使用软件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特定机构
自主开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情况。彼时软件的通用性非常有限，软件开发也没有可遵
循的系统流程，设计过程即开发人员头脑风暴的过程，可参考内容除了源代码之外，没有
对应的需求说明、架构设计说明、使用说明等文档。随着软件需求日趋复杂化，软件开发
若仍然沿用早期无序的开发方式，不免会出现无法贴合用户需求、软件质量良莠不齐、维
护难度高等问题，由此导致软件产品寿命缩短，甚至夭折，使得软件开发活动失败率较高。
我们一般称这种由于落后的软件生产方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软件需求而使软件开发与运
营过程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现象为“软件危机”
（Software Crisis）。
北 大 西 洋 公 约 组 织 科 学 委 员 会（NATO Science Commitiee） 于 1968 年 10 月 7 日 至
11 日在联邦德国加尔米施（Garmisch）召开的第一届软件工程会议（Software Engineering
Conference）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软件危机”的概念，并就如何克服当时的软件危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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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软件危机”）提出了“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的概念，以期借工程方法
解决那次软件危机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随着相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软件工程已经成为覆盖面相当广的综合性学科。一
般认为，今天的“软件工程学”主要涉及软件开发技术和软件工程管理两方面内容。而软
件开发技术又可细分为软件开发方法学、软件工具和软件工程环境，软件工程管理又可细
分为软件工程管理学和软件经济学。其中，软件开发方法学旨在回答软件开发过程中“怎
么做”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一门专门研究软件开发方法的学问，主要为软件开发提供方法
论支撑；软件工具是指向以软件开发方法论为依据的软件开发活动提供半自动化或自动化
的支撑工具；软件工程环境是指软件开发过程中所需要搭建的开发框架或平台。在软件工
程管理中，软件工程管理学主要是指对软件项目的开发管理，故通常也称软件项目管理；
软件经济学则是一门研究软件工程和软件产业关系的学问，主要研究软件工程在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软件开发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等。
在软件工程中，针对软件危机中的具体问题，将软件开发工作划分为更小的、并行的
或连续的步骤或子过程并按照既定安排（即路线图）进行设计改进和产品管理，是解除软件
危机进而交付高质量软件产品的重要保障。软件开发中所遵循的路线图又被称为软件开发
过程（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或简称为软件过程。
过程是活动的集合，活动是任务的集合。为了获得高质量的软件产品，软件过程要涵
盖为达成该目标所需要完成的一系列任务以及完成各项任务的工作步骤。在相关实践中，
人们通常以软件开发过程模型（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 Model，习惯上称为软件开发
模型）来描述软件过程。典型的软件开发模型有瀑布式模型、增量模型、基于构件的开发模
型等。任何软件开发模型都可以被看作一种软件开发过程、活动和任务的结构框架。因此，
换个角度不难发现，软件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软件生命周期。
事实上，软件开发生命周期（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SDLC，简称“软件生
命周期”）指的是软件从产生到消亡的全生命过程。软件生命周期是软件工程中的重要概
念，它的提出对软件工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伦敦南岸大学教授 Geoffrey Elliott 认为
软件生命周期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软件开发方法论。
软件生命周期对软件工程范畴下的软件开发方法论及软件项目管理等的形成和发展均
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指导意义。一般认为，软件生命周期的相关指导意义在于：指导开发人员
将具有复杂结构的大规模软件开发项目进行阶段划分，以便明确各阶段的开发目标和分工职
责。待每个阶段顺利通过审查才能开启下一个阶段，否则退回到上个阶段直至审查通过。这
种方式使得项目易于控制和管理，从而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高效地实现软件研发和迭代。

1.1.2

SDLC 典型阶段

软件生命周期一般划分为 6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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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定义阶段：该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明确“软件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对于任
何项目的启动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清楚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任何推进将是盲
目的。
2）需求分析阶段：该阶段是针对问题定义阶段的结果进行分析，进而明确软件的定位，
以及软件需要具备哪些功能。
3）软件设计阶段：该阶段包含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两个子阶段。总体设计是指概要地
描述该目标软件如何实现；详细设计则是将概要设计中提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细化，即该
目标软件实现的具体方案。
4）软件开发阶段：也称软件编码阶段，即通过编码完成需求功能的实现。
5）软件测试阶段：该阶段主要包含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用户测试等内容，
旨在评估软件是否达到预定的标准。
6）运行和维护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在软件交付并上线运行后通过一系列维护活动来
保证软件产品持久可靠地供用户使用。
除了以上 6 个阶段的划分以外，在日常软件工程实践中，软件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还
可分为 5 个阶段（后文统称“ SDLC 5 阶段”），如图 1-1 所示。
1）软件准备阶段：对应上述软件问题定义及软件设计阶段。
2）软件开发阶段：对应上述软件开发及软件测试阶段。
3）软件部署阶段：为了软件上线运营而进行的相关环境部署和配置阶段。
4）软件运营阶段：对应上述运行和维护阶段，但在此基础上要求运营人员具备更多的
业务经营思维，以客户交付价值为导向不断迭代，不仅对软件稳定运行有技术要求，还强
调规划管理和持续优化能力。
5）软件废弃阶段：软件下线、消亡阶段。

图 1-1

软件生命周期

实际上，这种划分方式不仅更加贴合日常数字化业务的实际运营方式，也更方便理解
接下来将要讨论到的 SDLC 安全挑战及安全活动。

1.1.3

SDLC 中的安全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软件开发模型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软件开发质量和开发效率等
软件危机问题，并不是针对安全问题，而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安全挑战事实上覆盖软件生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下面以 SDLC 5 阶段为例进行说明。
1）软件准备阶段的安全挑战：从广义的角度出发，软件准备阶段的安全挑战不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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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问题定义、需求分析和软件设计过程中发现风险并通过梳理出的安全需求提出符合
要求的安全设计，还包括团队安全意识缺失和安全能力不足。
2）软件开发阶段的安全挑战：在开发阶段，开发团队对软件进行编码、集成以及展开
一些针对性的测试。在软件开发阶段，团队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实现安全开发，面临的挑战
包括如何提高团队的安全开发能力，以及采取什么措施、引入哪些工具来确保开发安全。
3）软件部署阶段的安全挑战：如果软件部署上线后才发现安全漏洞，甚至引发安全事
件，相关的漏洞修复和安全事件处置的成本会呈指数级增加。因此，软件部署阶段的安全
挑战包括如何在软件上线部署前及时发现任何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4）软件运营阶段的安全挑战：软件运营阶段也就是软件发布后用户上线使用的阶段，
这通常也是整个软件生命周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即便被认为是“安全”的软件（即经
过一系列安全审核和评审后部署上线的软件），在上线后仍然可能爆出新的漏洞，甚至引发
安全事件。因此，软件运营阶段的安全挑战包括如何实现对系统的有效监控以及如何有效
应对突发安全事件。
5）软件废弃阶段的安全挑战：到了软件废弃阶段，团队主要考虑隐私数据的存毁与合
规性等，需要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服务和数据进行下线和销毁处理，避免产品和用户
的敏感数据流入社会。因此，软件废弃阶段的安全挑战包括企业相关制度的缺失和执行落
地难等。
透过前面的示例分析，不难发现安全挑战确实广泛存在于软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然而，现实的软件开发过程中，开发团队往往不会全面性地考虑到软件安全问题。过去，
企业应对安全问题往往是在上线前甚至上线后通过人工渗透测试、自动化安全扫描等方式
发现漏洞，然后反馈至开发人员修改。但这种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应急式安全管理带来的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如下。
1）开发人员修复漏洞的周期长、成本高；
2）问题发现滞后，可能会限于当下技术而搁置安全问题；
3）同样的安全问题频繁出现，安全维护成本居高不下。
面对日新月异的攻击手法和越来越严峻的安全形势，传统的安全防护机制难以建立真
正有效的积极防御体系，无法从根本上改善软件产品及上下游供应链的安全现状，还会较
大程度影响软件产品的正常交付，导致软件供应商和用户持续遭受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胁甚
至经济损失。因此，软件安全问题不仅成为软件开发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还是软件供
应链安全的核心挑战。

1.2

SDLC 中的阶段性安全活动
数字经济时代，几乎每个行业都较大程度依赖于软件，任何威胁到软件的事物，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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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会给我们的财产和生命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因此，我们在软件生命周期中不仅需
要考量软件质量与研发效能，还需要同步嵌入软件安全思想及配套安全活动，在不影响软
件开发和迭代速度的情况下有效保障软件安全。
为了更好地理解安全在软件生命周期中的意义，本节将沿用 SDLC 5 阶段加以说明。
一般认为，安全在软件生命周期中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在每个阶段有必要的安全考虑
及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在各个阶段进行风险点发现、预案设计、实施等的记录与跟
踪监测。如此，即使无法杜绝安全风险，也能做到尽量避免或减少安全隐患。

1.2.1

准备阶段的安全活动

准备阶段的安全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团队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的培
训，确保每个人对软件安全有一定认知，并担负起责任。安全培训贯穿软件生命周期中
的各个阶段。通常，大型企业主要是通过构建安全培训体系，持续为开发团队提供不同
阶段、不同主题的内部安全培训；小型企业则主要依赖外部供应商的不定期培训。另一
方面是和软件需求分析、架构设计相关联的威胁建模。“从源头开始进行风险治理”是新
时代安全开发的一个基本原则，而需求分析和架构设计时即准备阶段则是构建安全可信的
软件的最佳时机。该阶段的安全目标主要是对各环节中出现的安全风险及时进行预判、发
现和处置，以提升风险处理效率。在项目选型的时候，开发团队需要全面考虑开发语言本
身及软件架构是否有明显漏洞，此外，对于安全接口设计、数据结构等都要进行相关风险
评估。
在准备阶段，安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安全培训：企业内部或聘请团队为开发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安全培训，详细介绍软件
产品可能存在的关联隐私和合规要求，普及安全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及当下业内的
一些最佳实践经验，避免因疏忽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问题。
2）确定安全标准：规范安全要求，可以通过检查清单或者安全基线的形式，明确各岗
位人员的职责和行为标准。
3）情报准备：提前调研和准备业内权威机构的官方、开源和第三方漏洞库，为后期相
关阶段的漏洞情报做储备。
4）攻击面分析：分析软件各个部分可能出现的攻击风险。
5）应对策略选择：提前准备安全事件处置标准和相应预案。
6）威胁建模：在需求分析和架构设计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适合组织落地实施的软件
威胁建模和漏洞关联分析等安全活动。
7）设计审核：确定质量安全规范。
8）物理安全：建立硬件设施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保养，保证硬件基础设施防盗、
防火、防灾，并进一步保障设备固件、网络系统等核心设施不受干扰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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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阶段的安全活动

在开发阶段，绝大部分的安全活动是围绕着如何实现安全开发展开的，其中包括保证
组件合规与制品库统一，基于最小攻击面原则进行代码编写，及时修复已知漏洞等内容。
在开发阶段，开发人员需要确保编码安全，测试人员则应确保及早发现并阻止或缓解代码
威胁。
在开发阶段，传统的安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确保环境安全：严格控制第三方和开源组件的来源，统一制品库，对已知的开源组
件、框架及时进行漏洞修复、更换无风险版本或更新升级等，避免源头的污染。
2）建立安全编码规范和安全测试标准：建立安全编码规范，对开发人员进行相应的安
全培训，并通过引入相对安全的开发框架等，帮助开发人员尽可能高效地写出更加安全和
可靠的代码，避免引入各类潜藏的高危安全漏洞及严重代码缺陷，进而降低代码维护成本
并方便代码审查等后续工作开展。建立统一的安全测试标准，旨在确保测试工作尽可能地
覆盖各种潜在的安全漏洞，从而提高软件安全属性，而不仅仅是将关注点放在软件业务功
能的实现上。
3）模糊测试：一种通过对目标软件系统提供无效或非预期的输入，继而监测软件系统
是否异常（如崩溃、断言、故障等），以发现如内存泄漏等异常缺陷的软件测试技术。模糊
测试是一种相对较新但并不复杂的软件测试技术，其原理非常简单，在测试过程中用一个
随机坏数据（即 Fuzz）攻击目标程序，进而观察哪里出现了异常。模糊测试能够发现软件
程序中的重要漏洞，比如与数据库或共享内存相关的漏洞。由于是利用超过可信边界的随
机数据进行测试，其相较于其他通用软件安全测试技术，有时甚至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检测
效果，特别是对畸形文件及复杂协议有着较好的检测效果。
4）静态应用安全测试（Static 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SAST）：一种传统的代码安
全测试技术，侧重软件程序的结构测试、逻辑测试和代码测试，主要覆盖通用漏洞、缺陷
及代码不规范等问题。作为在编码阶段主要使用的代码安全测试技术，SAST 需要从语义上
理解程序的代码、依赖关系、配置文件。
SAST 主要特点如下。
T 相比黑盒漏洞扫描○技术，SAST 技术介入时间更早，可以较好地辅助程序员做安全
一

开发，可通过 IDE 插件形式与集成开发环境结合，实时检测代码漏洞。漏洞发现越
及时，修复成本越低。
T 测试对象相比黑盒漏洞扫描技术更为丰富，除 Web 应用程序之外还能检测 App 及
二进制程序的漏洞。
T 较高的漏洞误报率。一般，商业级的 SAST 工具误报率普遍在 30% 以上，误报在一
定程度上会降低工具的实用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清除误报。
一
黑盒漏洞扫描是黑盒漏洞检测技术的一种工作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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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检测时间较长。利用 SAST 技术扫描代码仓库，稍微大型的项目需要数小时甚至数
天才能完成，这不利于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
5）代码审计：这里的代码审计，主要是指安全专家人工检查软件源代码的安全性，以
审查和指导修复潜在的安全漏洞。这一步骤是传统软件开发安全活动中主要的漏洞发现和
消除手段。

1.2.3

部署阶段的安全活动

为了确保在软件上线前就发现安全漏洞，尽可能避免安全事件发生，相关人员在软件
上线前就应当进行严格的评审和必要的安全测试，确保目标软件产品安全、可靠，并持续
提升软件系统的安全防护性与稳定性。
在 部 署 阶 段， 对 于 目 标 软 件 产 品， 开 发 团 队 必 须 进 行 最 终 安 全 审 查（Final Security
Review，FSR）。最终安全检查，即针对目标软件产品在上线前所做的最后一道安全审查。
最终安全检查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基于软件安全需求的评估方法，旨在回答一个问题：从安
全角度来看，这个软件准备好交付给用户了吗？最终安全审查能够为开发团队和管理者提
供软件产品的总体安全情况，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软件产品发布和交付用户后能够
抵御攻击的能力。
在部署阶段，安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建立测试环境：对软件产品模拟真实环境测试，以便软件产品达到真实运行情况下
的要求。
2）进行全面的安全审计：对软件产品进行全面的安全审计。不同于前面的代码审计，
这里的安全审计主要针对软件产品架构设计等进行安全性检查。
3）黑盒漏洞扫描：对准生产环境下部署的软件产品进行黑盒漏洞扫描。黑盒漏洞安全
测试，即动态应用安全测试（Dynamic Application Security Testing，DAST），也是一种主要
的软件安全测试技术，侧重软件产品的功能测试。使用该技术，开发团队无须了解软件程
序的内部逻辑结构，也不需要掌握软件产品的程序代码，仅需要知道软件系统的输入、输
出和相应功能即可。DAST 技术适用于大部分的软件。
4）渗透测试：一种站在黑客的角度、通过授权模拟攻击的方式对目标软件系统进行针
对性漏洞挖掘的深度安全测试技术，主要用来验证现有软件系统防御机制的有效性。假定
软件系统已经全方位开启相关安全策略，渗透测试应当能够客观地验证出当前系统安全策
略的有效性，帮助识别软件系统的漏洞和缺陷并进一步评估软件系统的安全风险情况。
5）全面扫描：该技术不仅对软件系统进行身份识别和权限、攻击面分析，也检验数据
是否符合管控要求。
6）现场维护：要求开发人员参与对软件系统的维护，以便查漏补缺；对变更操作的时
间、IP、人员等进行详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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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阶段的安全活动

由于运营阶段的安全挑战主要源于安全软件爆出新的漏洞及突发安全事件，故本阶段
的安全活动不仅需要安全人员和运营人员的有效协调配合，还需要开发团队持续做好软件
产品的后期维护工作。
在运营阶段，安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安全监控：对项目运行当中的活动日志和异常情况及时更新，对数据库、中间件和
系统状态进行持续监控及上报。
2）变更处理：对需要升级或版本更迭的产品，及时提醒用户，设置合理的备份与回退
机制，通过多终端测试后，采用蓝绿发布等方式柔性发布，做好应对策略。
3）技术支持：通过对工单进行分析和对用户进行回访，及时分类、归档，同时对问题
进行排期解决，最后将问题及时更新在系统的知识库中。
4）事件响应：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快速进行问题定位、漏洞分析和修复处理，同时做
好漏洞修复、版本更新、负载过度等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

1.2.5

废弃阶段的安全活动

为了避免产品和用户的敏感数据流入社会和确保数据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废弃阶
段的安全活动主要包括对服务和数据进行下线和销毁处理。
在废弃阶段，安全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服务下线：根据日程安排服务下线，关闭服务器或相应云端环境，避免因遗漏让攻
击者有机可乘。
2）合规与隐私保护：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将涉及用户隐私内容的设备进行清除或物理
销毁（依照数据留存最小化原则）。

1.3

开发安全现状分析

1.3.1

开发安全概述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定义信息安全是为数据处理系统建立和采取的技术与管理的安
全保护。广义上来说，信息安全是指保护资源免受各式各样的威胁、干扰和破坏，从而保
证信息的安全性，即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预测性、可靠性和不可否认性等○。
一

1）保密性：保证敏感或私有信息不被未授权人所知悉，对未授权人进行一定的限制访
问，以及允许授权人在权限范围内自由访问，确保信息不会因非法泄露而扩散。
一
引自《 ISO/IEC 27000:2018 术语与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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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整性：在信息传输、存储或处理过程中，保证不破坏、不修改和不丢失信息，以
及未经授权信息不可修改等。
3）可用性：保证授权人访问网络和信息系统时的随时可用，而未授权人则无法获取信
息或资源。
4）可预测性：软件的运行情况可预测（例如软件输入、运行环境等），软件的功能、属
性和行为始终符合预期。
5）可靠性：软件在规定条件和时间下，能完成规定功能。
6）不可否认性：防止所有参与者抵赖曾经完成的操作和承诺。不可否认性与可审计性
相对应，为系统中的每项活动、每项变化和每项任务都能够追溯到个人或授权后的行动提
供了技术基础。
多年来，网络安全行业主要专注于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随着软件供应链安
全事件频发，软件供应链安全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假设软件本身是安全的，那么软件的
安全控制是只要避免企业和机构在软件运行时发生故障即可。然而，我们在回顾信息系统
安全的最佳实践时不难发现：在信息系统中，网络和软件应用都应该是网络安全纵深防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软件应用作为人们进行信息交互的直接媒介，对信息系统安全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软件安全，尤其是软件应用的安全，应该是信息系统安全的第一步，
而不应该是最后一步。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只有解决软件安全本质问题—代码安全
问题，我们才能真正解决信息系统中的网络安全问题。
在软件生命周期方法论建立后，人们认识到软件安全同软件产品的质量属性一样，也
需要重视软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并提出相应对策，而且越早采取有力措施，后期相关
问题的弥补成本越低。因此，人们开始关注软件生命周期中各个阶段的安全，并逐步将安
全属性纳入软件生命周期方法论的考量与研究中。
对于软件安全与软件生命周期安全之间关系的理解，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引入了“开
发安全”这一概念。对于软件安全来说，广义的“开发安全”是指软件生命周期的安全，
即对软件在准备、开发、部署、运营、废弃等阶段进行安全管理，以提升各阶段的安全性，
最终实现软件系统安全。狭义的“开发安全”是指仅在开发阶段的安全。在本书中，如无
特别注明，提及的“开发安全”则主要是指软件生命周期中涉及软件开发的安全。
谈到“开发安全”，这里有必要再简单介绍一下业界经常提及的几个概念。
1）SDL（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软件安全开发周期），最早是由微软提出的
一种从安全角度出发为软件开发过程管理提供指导建议的实践模型。严格来说，SDL 最初
的含义仅限于是一种软件安全开发管理模型。然而，随着 SDL 模型在实践中的推广和改
进，以及人们对开发安全的认知加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SDL 已经超出它原有的含
义，泛指包括 SDL 模型、SDL 相关的软件安全开发管理模式实践以及由它们延伸出来的
软件安全开发方法论等的一种传统安全开发框架。SDL 作为一种新的软件安全开发方法论
被讨论时，对于业界开展软件安全开发实践、践行开发安全从文化到组织团队、流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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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具等有着全方位的指导意义。
2）S-SDLC（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Life Cycle）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安全
的 SDLC，具体来说是一套将安全活动内建到软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安全工程方法。
S-SDLC 的理念源于微软 SDL（即 MSSDL）。广义的 S-SDLC 指包括微软 SDL 在内的基于
安全软件生命周期的安全开发方法，狭义上的 S-SDLC 则具体指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的
研究和实践项目，相当于对早期的微软 SDL 模型的发展和延伸。事实上，在大多数软件安
全开发实践中，开发者仍会将微软 SDL 体系作为指导安全开发的首选，而将 S-SDLC 作为
学术研究和探索。

1.3.2

国内外开发安全研究现状

数字化业务安全保障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而软件开发安全的实现与落地也
才刚刚开始。目前，国内外开发安全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分析总结的企业成功实践。下面
将对国内外开发安全现状情况做简要介绍。
1. 国外开发安全研究现状
欧美国家的开发安全行业发展较早，美国是该领域的佼佼者。在理论和规范方面，美国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发布的 SP800 系
列标准就是一套关于信息安全的系统性文件，其中大量篇幅涉及软件开发安全。虽然 SP800
系列标准只是 NIST 的特殊出版物，并非正式法定标准，在强制性上类似于我国的推荐性标
准，但是在软件安全管理实践中，SP800 系列标准不仅已经成为美国软件安全行业的事实标
准和权威指南，其影响甚至外溢到国际范围，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软件安全行业从业者广泛借
鉴。SP800 系列标准中涉及的软件开发安全内容覆盖了软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并为每
一阶段提供了相应的安全实践指导，可用于指导软件开发过程中安全与数字化业务的融合。
在企业级实践方面，国际上也有不少典型的案例。
1）微软 SDL ：微软公司提出的一种软件安全开发模型。2002 年，微软在瀑布式模型
基础上结合软件工程发展出安全开发生命周期模型，即微软 SDL。事实上，微软 SDL 本质
上就是开发安全软件（即能够抵御恶意攻击的软件）时采用的一套流程。它在软件开发的所
有阶段都引入了安全和隐私保护原则，添加了一系列安全活动，例如威胁建模、静态代码
分析、模糊测试等。自 2004 年起，微软在全公司内就将 SDL 作为强制性策略进行实施。
2）CSDL ：思科公司提出的一种软件安全开发模型。CSDL 也是在整个软件开发过程
中引入安全和隐私保护机制，进而有助于跟踪、发现安全缺陷并及时修复处理以降低危害，
推动组织持续评估、检测和改进软件供应链安全。
3）BSI 模型：Gary McGraw 提出的一种软件安全开发模型。2006 年，Gary McGraw
在 SDL 基础之上聚焦于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中每个阶段的风险，提出了 BSI 模型。BSI，即
Building Security In，主张将安全管理能力内建在软件开发过程中，而非游离于软件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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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BSI 以工程化方法来保障软件安全。其中，安全触点被认为是一种轻量级工程化方法，
能够从不同角度对软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提供安全保障。
4）CLASP 模型：由 Secure Software 公司提出，并由 OWASP（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开放式 Web 应用程序安全项目）完善、维护和推广的一种综合性轻量应用
安全过程模型。CLASP 模型本质上是一种用于构建安全软件的轻量级过程模型，主要通过
一系列安全活动提升整个开发团队的安全意识。
2. 国内开发安全研究现状
国内对开发安全工作非常重视，开展时间并不比国外晚，但在理论研究深度和实践强
度上，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在理论和规范方面，2015 年 5 月 15 日我国正式发布了国
家标准 GB/T 18336—2015《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该标准对软件生
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安全要求，以验证软件产品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
性等。此外，无论供应商、用户还是第三方评估机构，都能够依据规定的标准化规程和方
法体系开展软件产品的安全测试和评估实践。
国内开展开发安全活动的企业也有不少，这里列举几个代表性企业。
1）搜狐 SDL ：搜狐公司期望通过 SDL 解决自身在信息安全中面临的诸如项目开发周
期短、迭代快、安全设计缺位、安全编程意识缺乏、使用中的老旧代码难以维护、业务线
代码风格混杂多变等问题。它的核心安全活动包括安全测试、安全培训、需求分析、系统
设计、编码实现、发布和运营。结合企业自身特点设计安全活动中的具体事项是搜狐 SDL
建设的特点。
2）华为 SDL ：2019 年年初，华为公司开始加强对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重视，并加大在
SDL 建设上的投入。当时，任正非在《全面提升软件工程能力与实践，打造可信的高质量
产品—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把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作为公司的最高纲
领”，确保每个产品和解决方案都融入信任和构建高质量，确保安全性、韧性、隐私性、可
靠性和可用性，充分展示了华为扎实的安全工程认知。回到实践层面，华为的国际化脚步
意味着多产品安全交付已经成为常态，同时面向全球市场成为刚需。因此，在建设 SDL
时，企业除了要关注单个产品的漏洞外，还要关注相关产品间的安全依赖关系；通过建立
制度和采用新技术进行规范和管理，应对引入组件等时潜藏的漏洞。

1.3.3

开发安全关注点

人是一切安全活动开展的基本。做好开发安全工作，要以人为本，重点从安全文化、
流程管控、安全技术和安全运营体系等多个维度展开。
1）安全文化。文化是每个企业和机构强大而独特的组成部分。要做好开发安全工作，
企业需要努力构筑安全和研发彼此依赖、彼此助力的融合文化：将安全和研发同步规划、
同步构建、同步运营作为基本原则，强化人人为安全负责的意识，让所有成员在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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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立安全意识。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为持续高效地开发安全的软件产品打好思想基础。
2）流程管控。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企业还应确保整个软件开发及上线运营等全流
程中的安全，可建立安全开发流程框架，提高开发过程中安全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解决开
发流程中的安全问题。
3）安全技术。软件开发过程中使用的技术越多，技术滥用的机会也会更多。只有整个
软件开发过程中充分采用缺陷检测技术，才能进一步提高软件产品的安全性。需要注意的
是，这些技术不仅能识别缺陷，还能让团队轻松地解决问题。
4）安全运营体系。安全运营体系旨在以安全效果为目标将安全在软件生命周期中运营
起来。企业需关注“如何构建和提升安全”“如何持续处于安全的状态”以及“如何在安全
成本和威胁之间做出正确选择”等问题。

1.4

安全左移在 SDLC 中的意义
2021 年，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其中，危害巨大、影响深远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1

月 13 日，国内突发 incaseformat 病毒事件，并呈大范围爆发趋势；3 月 20 日，知名电脑厂
商遭遇 REvil 勒索团伙攻击，被要求支付创当时纪录的高额赎金；3 月 24 日，超过 650 万
以色列选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等被泄露；5 月 7 日，
美国一家成品油管道运营商遭到勒索软件网络攻击。
种种事件告诉我们，网络空间充满挑战和威胁，个体、组织，甚至区域和国家都可能
面临数据泄露或遭受未知攻击的风险。系统和开发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目前，基于国内
外网络公开度高、攻击面大，国内部分软件需要依赖进口，政策层面有多项相关法律法规
开始实施等现状，可知将安全纳入 SDLC 已是大势所趋。
安全软件开发势在必行。通常意义下，在软件开发流程当中，安全的意义只是在最后
扫描漏洞，确保审计合规就可以。而安全、成熟的系统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哪坏修哪”的
“修理工”，而是能够从思想上对安全负责，在业务上有应对预案和策略的团队。
近年来，“安全左移”的观念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安全左移”并不是什么新创造出
来的词汇，它的思想最早来自测试阶段。测试左移就是将测试实践向前移至软件生命周期
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就是“尽早测试，经常测试”。
早在 2001 年，Larry Smith 就提出了这种观点。测试人员在软件生命周期的早期介入，
主动发现和处理缺陷，通过持续测试，将问题及早暴露出来，从而提升产品的质量，带来
更好的产品和用户体验。产品质量的提升能够确保更好的回报率。当然，也有“右移”的
说法，指的是产品上线后对问题快速响应，以保证产品质量。
这里谈到的“安全左移”，重在加强企业对安全的重视，将开发、运营、安全从割裂推
向融合，从散兵发展成集团，从各扫门前雪变成一个篱笆三个桩，奠定持续测试的基础。
提出“安全左移”概念的 Larry Smith 曾说过，开发初期解决安全问题，相较于发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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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后再解决安全问题，前者的成本要低得多。包括 Gartner、IBM、HP 等在内的多家组织都
曾发布相关研究报告，指出在部署阶段解决安全问题的成本是开发阶段的几十甚至上千倍，
如图 1-2 所示。
50x

第一时间：软件开发
过程中发现并纠正问题
所需成本最低的时间点

40x
30x

Gartner：50～1000 倍
IBM：40～50 倍
HP：30 倍

缺陷
管理
成本
最常见的缺陷发现
和纠正的时间点

10x
5x
2x
设计

需求

图 1-2

编码实现阶段

测试

发布

软件生命周期中各阶段解决安全问题的成本倍率

通过把安全活动设置在软件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加强安全培训，许多问题都可以
在前期被发现和解决，不至于积压到最后演变成紧急事件。
从安全左移中我们学到，“未雨绸缪”“战术上重视敌人”实际上是一种快与慢的博弈，
在开发阶段开展测试和安全活动可能会占用一些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更合理。Edwards
Deming 在《走出危机》的“管理 14 要点”中也提到过：不要让质量保障依赖于检验。
这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安全左移的特点：以人为本，技术驱动，降本增效。

1.5

总结
数字经济时代，软件已经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组件。然而，现代软件基本是组装

的，混源开发也已成为现代应用主要的交付方式，并且数字化应用架构由单体向微服务进
化，软件开发模式由传统瀑布式开发向 DevOps 开发模式进化，应用运行环境由传统服务器
向容器进化，这些正深刻地影响着软件供应链安全。
回顾本章内容，首先引领大家了解软件开发方式的革新与 SDLC，进一步阐述了 SDLC
中的阶段性安全活动，并重点就 SDLC、SDL、S-SDLC 等容易混淆的重要概念做了对比分
析，随后对国内外开发安全建设进行了分析，使大家对开发安全涉及的知识有一个初步了
解，最后对开发安全实践中需要关注的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特别强调了安全左移在开
发安全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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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DL 概述
从软件工程学角度来看，今天的软件存在安全隐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今天的软件

安全问题不只是一句“只要是人写的代码，就一定会有漏洞”就能够阐述清楚的，存在一
定的复杂性。简单来看，软件安全问题可以归因于软件需求日益多样化、规模日渐庞大以
及交付周期紧迫等。而深究其理不难发现：今天的软件安全问题主要源于软件生产方式的
改变（一般是指采用新的软件开发方法论）和相应的软件项目管理能力的缺失。
而回到软件开发和安全管理实践层面，今天的软件的安全隐患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旧的软件开发方法论并没有将安全属性作为基本要素纳入软件开发过程。因此，在
旧的软件开发方法论指导下的软件开发过程和软件产品，要么不采用任何安全措施，要么
只能以应急安全管理方式临时应对安全问题，例如上线后才通过人工渗透测试、自动化
安全扫描等方式发现安全漏洞并反馈至开发人员修改，或者运营过程中通过应用防火墙、
WAF、IDS/IPS 等技术进行安全防御。然而，绝大多数的安全漏洞来自软件本身而不是网络，
而且将开发与安全割裂开来的做法使得发现的安全漏洞不能及时得到反馈和修复。此外，
这种方式需要先将问题软件下线，再将修复后的软件上线，如此将会产生高昂的修复成本。
2）大多数缺少软件开发方法论指导或沿用旧的软件开发方法论的企业在开发软件时并
不具备良好的安全意识，且秉持亡羊补牢的想法被动地逐个修复已发现的安全漏洞。组织
内部欠缺软件项目安全管理能力。
3）随着构（组）件式开发○的提出和推广，纯自研软件产品占比越来越少，引入开源组
一

一
来源于杨芙清主编的《构件化软件设计与实现》。其中，所谓的构（组）件化开发实现了更高水平的软
○

件复用，大大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成功克服了“第二次软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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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已经发展为一种主流的软件开发方式。然而，随着开源组件在软件产品中的占比越来越
高，开源组件引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知识产权合规风险越来越高。现实中太多案例说明，
开源组件的引入已经成为引发软件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
透过前面在软件工程学视角的一系列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应急安全管理方式的
不足，并认识到开发安全之于软件的重要意义。对于开发安全来说，安全左移主张在软件
开发早期阶段进行相关的配套安全活动（如威胁建模、安全编码、安全测试等），从一开始
就赋予产品安全属性，无疑能将安全管理的综合成本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而前面章节中提
到的 SDL 包括了将软件安全前置、集成到软件开发阶段的内容。因此，无论作为一种软件
安全开发方法论，还是软件安全开发方法论下的一种具体的软件安全开发管理模型，抑或
是一种泛指 SDL 模型、实践以及软件安全开发方法论等的综合性安全开发框架，SDL 都是
开发安全范畴下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对企业践行软件开发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更确切地说，SDL 旨在提供一种安全开发过程以及配套的组织、文化、流程和技术
等，而这一安全开发过程应当由软件开发安全的最佳实践组成。这些最佳实践主要基于微
软 SDL、BSI 和 CLASP 等各种相关的安全开发模型和框架，并结合了安全专家在组织内部
的应用落地经验。

2.2

常见的 SDL 模型和框架
接下来将介绍几种常见的 SDL 模型和框架，并根据它们的应用情况和发展情况进行对

比分析。

2.2.1

政府组织—NIST SSDF

前面指出，欧美国家在开发安全领域的研究起步早、积累优势大。美国更是长期处于
领先地位。举例来说，美国的 NIST 很早就关注到了软件供应链安全和 SDLC 安全，并持续
跟踪研究了多年，多次发布相关文件以指导软件安全开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2004
年 6 月和 2008 年 10 月，NIST 陆续发布了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的第 1 版（即 SP800-64 Rev1）和第 2 版（即 SP800-64 Rev2），指出
了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构建安全开发体系的重要性和成本效益，并着重介绍了 SDLC 中涉及
的信息安全组件。（注：相关文件已于 2019 年 5 月废止。
）
2020 年 4 月，NIST 发布了白皮书 Mitigating the Risk of Software Vulnerabilities by
Adopting a 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Framework，正式提出 Secure Software Development
Framework V1.0（SSDF V1.0，其中 SSDF 通常译为软件安全开发框架），并在 2022 年 2 月
正式推出它的更新版本 SSDF V1.1。NIST SSDF 相对清晰地描述了一套基于已有标准、指
南和安全软件开发实践的高层次最佳实践，重点考虑了软件供应链安全包括的软件自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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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生产要素的安全。具体来说，SSDF 的最佳实践被分为 4 组，每一组包括相应的安全实
践活动○，如表 2-1 所示。○
一

二

表 2-1

SSDF 的最佳实践

最佳实践

相应的安全实践活动

组织准备

1）定义软件开发的安全要求
2）定义角色和职责
3）落实配套工具链
4）定义并使用软件安全检查标准
二
○○
5）落实并维护用于软件开发的安全环境

软件保护

1）保护所有形式的代码免遭未经授权的访问和篡改
2）提供保护软件版本完整性的机制
3）归档软件的每个发布版本并进行保护

安全开发实践策略

1）设计符合安全要求及降低安全风险的软件
2）审查软件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和是否存在风险
3）验证第三方软件或组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SSDF V1.1 已删除）
4）尽可能重用现有的、安全可靠的软件
5）创建遵循安全编码原则的源代码
6）配置编译和构建过程，以提高可执行文件的安全性
7）评审并验证代码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8）测试可执行代码以识别漏洞，并验证其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9）将软件配置为默认具有安全设置

漏洞响应

1）持续识别和验证漏洞
2）评估、确定优先级和修复漏洞
3）分析漏洞以确定其成因

NIST 并非监管机构，作为一个鼓励和促进创新的标准化组织，出台的一些文件并不具
备强制属性，所以 SSDF 的安全实践活动只是建议并非强制项，但这些实践活动都是非常
值得尝试的。此外，SSDF 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实践项目中引用并整合了大量其他框架
的最佳实践。SSDF 中的安全实践能够为企业提供借鉴价值，帮助企业较为清晰地进行决策，
选择适合自身的软件开发框架，以及及时确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不必花费过多精力在问
题收集和评估工作上。

2.2.2

企业实践—微软 SDL 模型

2002 年，微软启动了可信计划，以保证旗下产品的安全性、可用性、可靠性和完整性。
具体来说，微软重新定义了设计安全、默认安全、部署安全等，以确保软件开发体系的安
全和隐私，在传统的瀑布式开发模型基础上发展出了安全开发生命周期模型，这就是微软
SDL 的雏形。2004 年，经过一系列应用实践和持续优化，微软决定将 SDL 作为公司的强
一
梳理自 SSDF V1.0 和 SSDF V1.1。
○
二
此内容为 SSDF V1.1 的新增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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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策略，以此减少软件产品的安全漏洞数量，防止应用“带病”上线。随后，在相继发布
的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Write Security Code 中，微软的安全专家们详细描述了
安全开发生命周期方法论（即 SDL，这里的 SDL 第一次作为一种软件安全开发方法论被讨
论）以及安全工程团队对 SDL（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见解和最佳实践，并对如何在组织中
实施 SDL 提供了指导，包括指导开发人员从设计安全的软件升级到编写能够承受攻击的代
码，以及开发阶段软件漏洞的测试实践○○。在 SDL 发展过程中，Steve Lipner（微软 SDL 之父）
一 二

和 Michael Howard 对推动 SDL 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微软 SDL 主要包括培训、需求、设计、实施、验证、发布、响应 7 个软件开发阶段和
相应安全活动（见图 2-1），将安全活动集成到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目的不是要彻底改革整
个开发过程，而是要添加定义良好的安全检查点和安全可交付成果。从图 2-1 可知，微软
SDL 中的每一步都将安全属性引入软件产品，并且每个阶段的安全活动都是独立的，保障
软件开发安全。但据微软实践经验总结，把这些安全活动作为一个可重复的整体过程实施
比独立实施于某个阶段具有更好的效果。

图 2-1

微软 SDL 模型

面对云原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场景，微软 SDL 模型也针对性地进行了更新。更
新后的微软 SDL 模型如图 2-2 所示。

2.2.3

开放组织—OWASP CLASP 模型

和微软 SDL 一样，CLASP 也是由规范的一系列安全活动组成的模型。其突出特点是强
调安全开发过程中各角色的职责，将安全活动与角色相互关联起来。此外，CLASP 是一种
针对 Web 安全提出的轻量级 SDL 模型。
CLASP 模型中包含视图和一些最佳实践，如图 2-3 所示。其中，视图包括概念视图、
基于角色的视图、活动评估视图、活动实施视图以及漏洞视图。对于基于角色的视图，
CLASP 为了阐明安全活动步骤的重要性采用了“灵魂拷问”模式：安全活动什么时候实
施，如何实施？采用安全活动可以避免多大的安全风险？实施这项安全活动预计需要多少
一
HOWARD M, LIPNER S. 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cycle[M]. Iowa: Microsoft Press, 2006.
○
二
HOWARD M, LEBLANC D. Write Security Code[M]. Iowa: Microsoft Press，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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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CLASP 模型

Gary McGraw 博士同时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者，编写过多本关于 IT 安全的书籍。早
在 2001 年，Gary McGraw 就与 John Viega 合著了 Building Secure Software，在 2006 年出版
的 Software Security ：Building Security In 中正式提出了 Building Security In（缩写为 BSI），
主张要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实现安全能力内建。
具体来说，BSI 模型的目的是为开发人员和安全从业者提供工具、方法等。因此，BSI
模型不强调流程，而是将风险管理框架、7 个安全接触点、安全知识作为软件安全的三大
支柱。
BSI 模型对 7 个安全接触点的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序，以帮助企业确定优先推进顺序。7
个安全接触点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为代码审查、风险分析、渗透测试、基于风险的安全测试、
滥用案例、安全需求分析、安全操作。
7 个安全接触点作用于整个软件安全开发生命周期。从图 2-4 中可以看出，需求用例、
架构设计和测试部分均涉及风险分析。2013 年，Gary McGraw 博士又发表文章 Cyber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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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evitable（Unless We Build Security In），再次提到内建安全能力，并将内建安全能力的
重要意义从软件安全和网络安全保护上升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层次。
安全需求分析

渗透测试

滥用案例
风险分析

需求用例

基于风险的
安全测试

架构设计

测试计划

图 2-4

2.2.5

代码审查
（工具）

风险分析

代码

测试

安全操作

测试结果

BSI 模型

安全开发模型和框架对比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大多数开发者来说，前面几种软件安全开发模型和框架中的任何
一种应用到日常软件开发中，都可以帮助开发者及时发现并修复安全漏洞，降低软件上线
运营后被攻击的可能性和攻击后造成的影响，进而提高软件的安全性。
当然，前面介绍的软件安全开发模型和框架各有特性。为了便于开发者选择，这里对
它们做进一步对比分析。
1）微软 SDL 具有的特性如下。
T 具有很好的通用性，能够与各种软件开发模型，例如瀑布式模型、敏捷开发模型等
相结合。
T 并不只是针对 Windows 应用程序提出的，也为 Web 应用程序提供了很好的隐私安
全保护，适用于不同的平台。
T 具有详细的文档，且能够提供具体的安全活动，这也是它长期被企业推崇、学习和
优化的原因。
T 具有充分的工具支持，是唯一支持使用工具进行威胁建模的软件安全开发模型。
2）CLASP 具有的特性如下。
T 其不仅可以为新项目提供支持，还可以集成到现有的、处于维护状态的系统中。
T 安全活动的定义基于角色，为每个角色分配相应的安全活动，以保证安全活动的完
成程度与质量。
T 定义了多种角色，但是在落地实践中企业无法将安全活动与相关人员进行很好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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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由于安全活动没有明确的映射，可能无法与敏捷开发等较为新颖的开发模式相
结合。
3）BSI 模型具有的特性如下。
T 基于安全接触点理念，对代码审查有利，更偏向描述型。
T 具有较好的通用性，能够和不同的软件开发模型相结合。
T 具有较好的灵活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优先选择较为重要的安全活动。
4）SSDF 具体的特性如下。
正因为 SSDF 的发布时间相对较晚，所以设计得也比较全面，从安全实践活动基线来
看也比较完备。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前面几种软件安全开发模型的融合。

2.3

SDL 体系建设
企业安全解决方案大致分为 4 种类型：事件驱动类型、合规驱动类型、技术驱动类型

以及风险驱动类型。事件驱动类型即“救火队”类型；合规驱动类型即企业开发遵循安全
基线，使安全工作有迹可循；技术驱动类型即采购或部署更多的网络安全产品或服务以抵
制安全攻击，从而形成纵深防御；风险驱动类型即将安全风险考虑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将
安全融于体系，从根源上避免或降低安全风险。
SDL 无疑是基于风险驱动提出的概念，其核心理念是将安全集成在软件开发的每一个
阶段，从而实现安全左移和安全管理的过程化控制。但企业缺乏体系化安全意识、软件开
发体系成熟度低等诸多问题可能导致 SDL 的落地存在一定难度。SDL 体系建设是一项包含
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工具及平台、知识积累、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建设的长期性工作。接
下来我们将从安全开发团队建设、安全开发管理体系建设、安全开发工具建设和 SDL 体系
建设实施技巧几方面展开介绍，以便更好地将 SDL 体系融入企业。

2.3.1

安全开发团队建设

在一个安全开发团队建设之初，基于企业目标，选择合适的人才进行团队搭建，虽然
可能存在一些高级人才覆盖职能较多的情况，但是随着企业逐渐成熟，逐渐纵向分级和专
业化，团队和人员的职能会逐步横向细化。
在安全开发团队建设时，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确定团队成员和角色；
2）制定团队章程；
3）建立严重性和优先级模型；
4）确定团队合作的运营参数；
5）制订相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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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建详细的行动手册；
7）确保访问和更新机制就位。
安全团队建设是关于“人”的事务，需要考虑两个问题：谁为安全负责？如何将安全
整合到组织当中？据微软的经验，安全团队必须和软件设计和开发人员进行频繁交互，并
且必须被开发团队所信任，以获得敏感的技术和业务信息。出于这些原因，首选的解决方
案是在软件开发组织中建立一个安全团队，当然也可以聘请顾问来帮助建立和培训团队。
安全团队建设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此阶段属于人员紧缺阶段，要求人员覆盖能力强（建议招聘资深专业人员），
因此本阶段的人员构成及岗位职责均以“精干高效”为主要原则，涉及的相关人员的团队
角色、岗位职责如表 2-2 所示。
表 2-2

人员紧缺阶段

团队角色

岗位职责

安全架构师

负责安全需求、设计以及实施阶段的安全工作

安全测试工程师

负责验证、发布和应急响应阶段的安全工作

安全培训是每个安全岗位的职责要求

第二阶段：此阶段人员充足（可考虑招聘有基础的应届生），安全团队建设走向专业化
和精细化。本阶段涉及的相关人员的团队角色和岗位职责如表 2-3 所示。
表 2-3

人员充足阶段

团队角色

岗位职责

安全架构师

负责安全需求分析和架构设计以及实施阶段的安全工作

安全测试工程师

负责验证、发布和应急响应阶段的安全工作

安全运维工程师

负责发布阶段的安全工作

安全应急响应工程师

负责应急响应阶段的安全工作

安全开发工程师

负责其他部分的安全工作

安全培训是每个安全岗位的职责要求

2.3.2

安全开发管理体系建设

传统的安全开发管理体系建设思路是将 SDL 流程看作一套独立的安全管理系统，与企
业开发管理系统平行，如图 2-5 所示。这种传统建设存在成本较高、见效较慢、收益周期
较长且落地困难等缺点。当下，如何将 SDL 流程融入企业开发管理是安全开发管理的关键
问题。当然，并不是一次性地将 SDL 流程与企业开发管理系统打通，而是基于企业建设好
的开发管理系统，融入安全活动，让安全活动成为开发管理系统的一部分，打造出一个融
合安全的企业开发管理系统，如图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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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企业开发管理系统与 SDL 流程平行

图 2-6

融合安全的企业开发管理系统

将安全融入企业开发管理系统涉及两个方面。
1）SDL 流程规范制定。各项安全活动的内容及其对应岗位的职责分工、有序执行都需
要有效定义，并通过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实现开发安全管理和技术落地。安全开发管理办
法用于规范各个角色人员在各个阶段具体的安全活动及相应的安全活动输出交付物。但 SDL
流程配置也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软件开发项目都一定遵循完整的 SDL
流程。不同类型的软件项目由于紧急程度、业务场景等情况不同，SDL 流程也会有所不同。
SDL 流程规范的制定包括管理制度、技术规范、流程安全培训、代码安全规范等的建
立。其中，管理制度的建立是指通过了解企业应用系统开发流程和 SDL 流程实施的痛点，
制定和完善应用系统安全开发管理办法、上线安全管理办法和流程表单、报告模板等工具；
技术规范的建立是指制定和完善企业应用系统安全威胁库、安全设计库、安全编码和安全
测试等技术规范，用于指导开发过程中的相关具体工作，还包括一些安全需求调研表、安
全需求设计跟踪表等相应落地表单工具的制定和完善；流程安全培训是指对相应角色人员
进行培训，包括产品、开发、架构、测试等人员，以帮助他们加强安全开发意识，使得
SDL 体系更好地落地；代码安全规范的建立是指通过直接选用 OWASP 等安全组织发布的
通用安全编码规范，或者参考上述通用安全编码规范以及借鉴相同或相近行业的行业安全
编码规范，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编码规范，以规范开发人员编码，加强安全编码管理，减
少相关安全漏洞。
2）SDL 流程管理系统的建设。SDL 流程管理系统的建设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 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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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配置问题。不同类型的软件项目，SDL 流程也会有所不同。在平台上建立软件项目的
时候，企业可根据自身业务情况，配置该软件项目的类别属性和时间节点等。然后，平台
根据企业对该类项目定义的安全流程模板，自动建立并分发相应的安全任务给该项目的所
有负责人。另一方面是人员统筹问题。不同软件开发项目的参与人员和角色也有所不同，
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经理、项目经理、研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安全人员等。不同角
色的权限也是不同的。SDL 流程管理针对这些人员和角色进行定义和关联，形成“项目—
角色—人员”的匹配模式，而且同一人员在不同项目中的职责可能会有所不同，或者在同
一项目中身兼数职。此外，现在很多企业的软件开发项目也会有外部人员参与，因此在
SDL 流程管理系统上企业需要针对这种情况做出一定的考量和设计。

2.3.3

安全开发工具建设

传统的安全开发中，由于早期技术发展的限制，使用的工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在需
求分析和设计阶段采用的威胁建模工具、在编码实现阶段采用的代码审计工具、在测试和
验证阶段采用的模糊测试工具、在上线和运营阶段采用的渗透测试工具等。这些工具可以
有效地发现一些可能导致安全漏洞的编码错误，也是 SDL 体系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
而，鉴于传统安全技术本身和应用场景的限制，早期的安全开发工具在漏洞检测覆盖率、
检测精度、自动化程度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1. 威胁建模工具
威胁建模是针对某分析对象可能面临的威胁进行识别、量化和解决的一种结构化方法。
在安全开发中，威胁建模通常定义在需求分析和设计阶段，通过建立一个可落地的检查清
单和安全基线，在系统的各环节进行风险识别和管理。威胁建模强调系统化和结构化，需
要安全人员主动站在攻击者的角度评估软件产品的安全性，带着例如：“不同类型的网络对
攻击者而言有多脆弱？”“攻击者可以利用并且能够用来获取高价值资产的最薄弱环节是什
么？”“防范这些威胁的最有效方式是什么？”等问题，分析软件产品可能被攻击的切入点，
尽可能多地发现软件产品中存在的安全威胁，并制定相应的措施争取消除或最大化缓解威
胁，规避风险，确保软件产品的安全性。
实施威胁建模时，安全人员可以采取一种系统的方法，例如根据系统的性质、可能的
攻击者的概况、可能的攻击向量和企业的风险概况等信息，分析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进
行哪些防御。在软件开发周期的早期进行威胁建模等安全活动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安全风险
问题，降低修复成本，还可以使企业在管理自己的网络安全方面发挥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威胁建模依旧被广泛认为是提高软件安全性的最佳方法。
当前较为流行的威胁识别模型是由微软提出的基于面向过程的 STRIDE 安全威胁模型。
STRIDE 安全威胁模型基于数据流图（Date Flow Diagram，DFD）来实现，首先通过数据流
关系图将系统分解成各个部件，并证明每个部件都不容易受到相关威胁的攻击，然后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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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识别出来的威胁进行归类。STRIDE 模型将威胁主要分为 6 个类别，分别是 Spooling（仿
冒）、Tampering（篡改）、Repudiation（抵赖）、Information Disclosure（信息泄露）、Dos（拒
绝服务）和 Elevation of privilege（权限提升）。随着全球对隐私安全越来越重视，STRIDE
安全模型中又增加了隐私（Privacy）威胁，更新为 ASTRIDE（A 表示 Advanced）。STRIDE
安全威胁模型与信息安全三要素（保密性、可用性、完整性）和信息安全三属性（认证、鉴
权、审计）一一对应，几乎涵盖了目前绝大部分的安全问题，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威

STRIDE 安全威胁模型与信息安全三要素和信息安全三属性的关系

胁

定

义

信息安全三要素和信息安全三属性

S

仿冒

非法使用他人认证信息

认证

T

篡改

恶意修改数据或代码

完整性

R

抵赖

否认做过的事

审计

I

信息泄露

信息被泄露或窃取

保密性

D

拒绝服务

消耗资源、服务可不用

可用性

E

权限提升

未经授权、提升权限

鉴权

STRIDE 安全威胁模型的一般构建流程为绘制数据流图、识别威胁、提出缓解威胁措
施、安全验证，如图 2-7 所示。
04

安全验证

01
绘制
数据流图

03

02
提出缓解
威胁措施

图 2-7

识别威胁

STRIDE 威胁建模的流程

第一步：分析业务场景，绘制数据流图。数据流图包含四大核心元素：外部实体、处理
过程、数据存储、数据流。在绘制数据流图时，我们需要标出可信边界，即与数据流相交的
信任边界。正确的数据流图是确保威胁模型正确的关键，这就要求安全人员对业务场景足够
了解和熟悉，一旦数据流图绘制错误或有遗漏就有可能导致威胁分析不正确或不全。
第二步：依据 STRIDE 模型识别威胁。STRIDE 模型划分出的 6 种威胁类型为威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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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分析人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价值。但并不是每个数据流图元素都覆盖到这 6 种威胁。如
表 2-5 所示，外部实体可能会受到仿冒和抵赖威胁；处理过程可能会受到仿冒、篡改、抵
赖、信息泄露、拒绝服务和权限提升这 6 种威胁；数据流和数据存储均有可能会受到篡改、
信息泄露和拒绝服务威胁。识别威胁阶段不仅需要安全人员具有较高的安全专业能力，也
需要非安全人员具有较高的安全能力，例如产品经理在产品设计阶段同样需要完成识别威
胁。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威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有些威胁一旦被利用，就有可能引
发其他威胁，例如攻击者仿冒用户登录网站就有可能导致用户个人信息泄露。
表 2-5
数据流图元素

S

外部实体

√

处理过程

√

数据流图元素对应的不同威胁

T

R

I

D

E

√

√

√

√

√

√

数据流

√

√

√

数据存储

√

√

√

第三步：提出威胁缓解措施。威胁建模不仅仅是分析、识别威胁，还需要提出威胁缓
解措施。通常，模型在第二步识别出潜在威胁后会生成一个威胁列表。威胁列表内容包括
威胁攻击目标、威胁描述、威胁类别、攻击方法、缓解措施以及危险评级，如表 2-6 所示。
其中，危险评级通常采用 DREAD、CVSS、OWASP、SRC 等威胁评估模型，以量化出威胁
的级别（低危、中危、高危和严重），帮助企业确认哪些风险可以忽略、哪些风险可以缓解，
以及哪些风险可以规避。
表 2-6

威胁列表模板
威胁列表

威胁攻击目标
威胁描述
威胁类别
攻击方法
缓解措施
危险评级

针对不同的数据流图元素和威胁，缓解措施是不一样的。而且在不同场景下，实现威
胁缓解的措施也是不同的。相关的通用威胁缓解措施如表 2-7 所示。
表 2-7

相关的通用威胁缓解措施

威胁类型

消减措施

仿冒

认证

技术方案
Kerberos 认证
PKI 系统（如 SSL/TLS 证书）
数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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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威胁类型

消减措施

篡改

完整性保护

访问控制
数字签名
消息认证码

抵赖

日志审计

强认证
安全日志、审计
数字签名
保护时间戳

信息泄露

保密性

加密
访问控制列表

拒绝服务

可用性

访问控制列表
过滤
热备份

权限提升

授权认证

输入校验
用户组管理
访问控制列表

隐私保护

数据脱敏
传输、存储控制
访问控制
授权

隐私安全

技术方案

第四步：安全验证。针对威胁缓解措施的落地效果进行验证，即确认威胁缓解措施是
否真正起到作用，验证数据流图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以及所有的威胁是否都有相应的缓解
措施，最终输出一份威胁建模报告，作为后续在开发阶段实现安全需求的参考依据。
威胁建模可以说是安全开发中最基础的工具，除了 STRIDE 还有其他工具，例如 Mozilla
提供的开源威胁建模工具 Sea Sponge、OWASP 提供的开源威胁建模工具 Threat Dragon 等。
2. 代码审计工具
代码审计的目的在于挖掘软件项目源码中存在的安全缺陷以及规范性缺陷，输出漏
洞报告和修复意见，帮助开发人员了解可能会面临的威胁、正确修复代码缺陷，以防出现
重大漏洞或事故，提升代码质量，提升应用系统的安全性。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常采用
“工具 + 人工”的方式对源代码进行审计，即先通过工具审计并获取检测结果，然后通过人
工对检测结果进行复查，从而更准确地发现漏洞、缺陷等问题。
代码审计一般采用静态分析的方式。对于通过工具实现代码审计，通常采用前面提到
的 SAST 工具。SAST 工具的优势在于：能够在编码阶段就识别出代码漏洞，进而从源头快
速修复，不会破坏构建成果或将漏洞传递到最终应用版本。SAST 工具的主要缺陷在于漏洞
检测误报率非常高。当前，业内此类商用工具的漏洞检测误报率高达 30%～40%，需要用
户花费大量时间来做误报排查工作，难以推动开发安全测试自动化，大大降低了实用性。
下面列举几个常用的代码审计工具，包括开源和商用工具。
1）Cobra：一款支持多种开发语言、多种漏洞类型检测的源码审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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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psource：JetBrain 部署的 git/mercurial/perforce/svn 代码审查工具。
3）Fortify：Micro Focus 旗下一款静态应用安全测试工具。
4）Checkmarx CxSAST：以色列 Checkmarx 公司研发的静态源代码安全扫描和管理工具。
5）Synopsys Coverity ：Synopsys 公司提供的一款静态应用安全测试工具，可发现并消
除源代码中的漏洞和缺陷。
6）SonarQube：一款通过检查代码来查找错误和安全漏洞的静态代码质量分析工具。
7）CodeQL：GitHub 安全实验室推出的一款静态代码分析工具。
除前面列举的工具外，软件安全市场还涌现出功能各异的代码审计工具，企业可以根
据自身情况和安全需要选择合适的工具。
3. 模糊测试工具
模糊测试的核心思想是向目标程序输入定向构造的随机坏数据，根据程序异常分析与
之相关的漏洞、缺陷。虽然通过手动输入无效或非预期的数据也可以触发程序异常，实现
模糊测试的效果，但人工构造随机坏数据并手动输入的效率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通
常由模糊测试工具实现模糊测试。其中，用于模糊测试的随机坏数据通常是由模糊测试工
具中的生成器生成的。而且，模糊测试工具通常还提供自动或半自动的生成随机坏数据并
输入目标程序的功能。
虽然模糊测试工具在某些特殊场景下（如工业协议）检测异常的准确度高、效果好，但
检测效率低，对后台算法引擎的性能要求高。测试数据是自动生成的，不免会产生大量无
效测试数据，导致大部分时间都在执行重复和无效的用例。随着对模糊测试工具的研究不
断深入，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模糊测试工具，比如基于代码覆盖率的 AFL Fuzz 、libFuzzer、
Honggfuzz，基于数据定义的 Peach Fuzz、针对 Linux 内核进行模糊测试的 Syzkaller 等。
4. 渗透测试工具
通过前面章节对渗透测试技术的介绍，我们可以将渗透测试理解为一种站在黑客角度
对目标软件和系统进行模拟攻击的安全测试技术。
渗透测试一般流程如图 2-8 所示，即模拟黑客的思维方式对目标服务系统进行入侵，
识别目标服务存在的安全风险。其中，在漏洞发现阶段，我们主要应用 DAST 技术。其优
势在于误报率较低、执行速度较快，服务人员既无须具备编程能力也无须区分目标服务实
现的语言，因此可以用来测试各种服务漏洞，如配置管理类（HTTP 方法测试、应用中间件
测试等）、会话类（Cookie 测试、会话测试等）、授权类（未授权访问等）服务，甚至可以发
现其他测试方法遗漏的问题，如身份验证或服务器配置问题。DAST 也存在一定局限：虽然
可以发现问题，但无法定位问题代码的位置和产生问题的原因。开发者单靠 DAST 工具解
决安全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发现问题后需要回溯并修复代码。因此，渗透测试过程中的
漏洞验证和后续分析才是关键，而这部分通常是通过渗透测试工具完成的。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渗透测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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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协议

明确目标

信息收集

漏洞发现

漏洞利用

修复确认

漏洞修复

形成报告

漏洞整理

漏洞分析

图 2-8

渗透测试一般流程

1）灵脉 BAS ：悬镜安全开发的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新一代持续威胁模拟与安全验证平
台，功能相对强大且性能出色，适合红蓝对抗、安全体系持续验证、黑盒 Web 应用安全测
试等场景。
2）AppScan ：IBM 开发的一款比较好用且功能强大的黑盒 Web 应用安全测试工具，扫
描速度中等、误报率低。
3）AWVS ：一款知名的网络漏洞扫描工具，漏洞库全、扫描速度快且误报率低，功能
相对强大且性能出色。
4）Nessus：一款拥有全球最多用户的系统漏洞扫描与分析软件。
5）OpenVas ：一款开放式漏洞评估系统，常被用来评估目标主机中的漏洞，是 Nessus
独立出来的一个开源分支。
6）Nmap ：一款用于网络发现和安全审计的网络安全工具，可以检测目标主机是否在
线、端口开放情况，侦测运行的服务类型及版本，侦测操作系统与设备类型等信息。
7）Metasploit ：一款开源且强大的渗透测试框架，涵盖渗透测试全流程，集成大量专
业级漏洞攻击工具，偏手动操作。
8）Canvas ：ImmunitySec 出品的一款专业的自动化漏洞利用工具，包含大量普通漏洞
利用库及“军工级”武器库，可为渗透测试人员提供高质量漏洞利用样例、自动化漏洞利
用系统、漏洞利用开发框架。
9）Cobalt Strike（CS）：一款综合型红队渗透工具，分为客户端与服务端，集成了大量
自动化漏洞利用及攻击技术，偏自动化与团队作战。

2.3.4

SDL 体系建设实施技巧

SDL 本质上仍然只是一种安全开发方法论。不同组织、不同场景的 SDL 体系建设肯定
是不同的。从传统的安全测试、安全响应发展到开发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从必须解决的问
题发展到应满足的最低要求，代表了软件行业对安全需求的了解愈加深入。不同类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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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安全实施方式不同、安全成熟度不同或安全侧重点不同，SDL 体系布局也是不同的。
安全管理工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实施的安全工作，主要包括安全培训规范、
安全需求分析、安全设计、安全编码测试、安全部署等；另一类是安全质量管控工作，主
要包括安全评审、代码安全审计等。其中，安全质量管控工作是 SDL 体系顺利实施的关键
点。通常，安全管理工作内容如图 2-9 所示。

图 2-9

安全管理工作内容

为保证 SDL 体系顺利实施，企业应当在 SDL 体系构建过程中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该阶段活动主要包括网络安全人才准备、开发流程和开发管
理调研、安全现状评审。其中，网络安全人才准备包括网络安全管理体系人才、开发安全
人才、安全测试人才的准备；开发流程和开发管理调研是指对企业现有的开发流程和开发
管理进行梳理；安全现状评审是指对现阶段的系统进行安全分析与安全问题统计。
2）建立开发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做好安全现状评审再进行体系建设是一个关键点。只
有实时安全评审才能够帮助企业梳理清楚开发过程中的安全目标，厘清各团队在安全活动
中的分工和职责。
3）设计安全评审流程。安全评审是保证安全需求分析、安全设计等具体安全活动质量
的关键。该阶段的活动主要包括梳理并制定评审流程、确定安全评审的组织架构以及规定
安全评审的输入和输出。
4）人员培训。对企业开发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是保证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的关键。开发和
测试团队对安全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是 SDL 体系顺利实施的基础，因此必须重视人员培
训，精心开展相关人员培训工作。
5）SDL 体系试运行及运行。SDL 体系最终需要在企业内部推广和运行，因此对于不满
足企业业务特点的方面，企业需要及时调整，以适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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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DL 体系运行有效性评估。为保证 SDL 体系的成功实施和持续改进，企业必须定
期对 SDL 体系运行效果进行针对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整改。该阶段的活动主要包
括确认体系评估内容、选取或建立有效评估方法。

2.4

SDL 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2.4.1

威胁建模方面

威胁建模相当于一剂预防针，其实更像是心理学上判断个体特性的量表，它站在攻击
方的角度对开发组织或数字化业务要素进行攻击。通过在需求分析和架构设计阶段的威胁
建模分析，我们能够有效地排查数字化业务的潜在威胁，通过识别结构化缺陷，减少漏洞
发现成本。此外，威胁建模有助于推动安全工具的集成和落地实践。
但是，威胁建模还存在一些难点。
1. 缺乏自动化工具
威胁建模的通用步骤为：标识资源、创建总体体系结构、分解应用程序、识别威胁、
记录威胁、评估威胁。其中，一些步骤仍然是需要人工干预的；一些步骤，例如识别威胁，
可以通过构建威胁共享平台，实现威胁共享自动化，以便尽快识别威胁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此外，某些领域的威胁建模方式仍然陈旧，往往基于简单的问卷、表格形式手工建模，不
仅非常耗时且容易出错。尽管市面上提供了一些威胁建模工具，但大多依赖类似数据流图
的方式进行分析，而获取数据流图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2. 安全人员与开发人员很难做到充分沟通
威胁建模往往是由专业的安全人员来实施的，数字化业务通常是由开发人员设计实现
的，所以在沟通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况且，传统思维下安全人员与开发人员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是对立的。安全人员识别到的威胁可能会引起大量的代码改动，甚至改变原本
的代码结构，这给开发人员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导致开发人员产生不满情绪。
3. 威胁建模工作落地难
安全人员与开发人员很难做到充分沟通是威胁建模工作落地难的一部分原因。此外，
为了缓解某个威胁不仅可能会给开发人员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而且可能产生额外的成本。
若提高软件的安全性并不能给用户带来好的体验感，那么安全也不会成为卖点，最终导致
企业不想在安全方面投入与业务增长相匹配的建设成本。
4. 安全团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每个应用都实施威胁建模
随着业务功能的暴增以及越来越多的业务运营转向数字化，威胁随之增多，仅解决所
有高优先级威胁变得非常耗时，更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何况一个大型企业可能有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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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应用系统，安全人员对每个应用都实施威胁建模也是不现实的。
5. 威胁建模的应用场景广泛，难以复用
威胁建模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例如互联网应用、物联网应用以及车联网应用等。
由于不同场景涉及不同的知识库，尽管威胁建模自提出至今已经有 30 年，但经验分享或模
型迁移仍然较为困难。

2.4.2

开源威胁治理方面

开源组件因其多样性、可评估性受到广泛关注。使用开源组件能够大大提升企业开发
效率，节约成本。一个企业甚至可以完全依靠开源组件搭建整个生产体系。但是正如前面
指出的那样，开源从一开始就是一把双刃剑，开源组件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因为
潜在的安全漏洞给开发安全带来致命的一击。2021 年 Sonatype 发布的《2021 年软件供应
链状况报告》显示，越热门的项目越容易受到攻击，而且存在开发者安全能力不足的现象。
实际上，这和开源社区的自由化有关：开源项目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安全审查机制，仅仅是
依靠开发者、维护者和用户的主动性进行优化、更新。开源组件已经成为软件产品重要的
组成部分，因而开源威胁治理实际是软件安全治理。
在传统的软件安全开发周期中，对于企业和用户而言，开源威胁治理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1. 第三方库的开源组件不一定全部安全可靠
大部分软件开发者在引入第三方库的时候，会直接从开源库中下载或复用之前使用过
的开源组件，并没有关注引入的组件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者缺陷，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开源
工程，完全不去做安全校验。企业如果使用了未安装最新补丁的开源组件，就可能出现漏
洞被攻击者利用的安全事件，产生巨大损失。
2. 开源软件的许可证存在问题
新思科技发布的《2021 年开源安全和风险分析》（OSSRA）报告显示，当前开源软件的
许可证存有以下几个问题：1）2021 年经审计的代码库中，90% 以上开源软件存在许可证
冲突、自定义许可证或根本没有许可证的问题；2）2020 年审计的代码库中，65% 的开源
软件存在许可证冲突问题，26% 的开源软件存在没有许可证或自定义许可证的问题。由此
得知，目前在使用开源软件时可能会存在合规性和兼容性风险，需要进行评估，以免产生
知识产权纠纷。
3. 快速定位和响应能力不足
开源软件出现漏洞时开发者无法快速定位，原因：一方面是软件开发过程中某第三方
库组件可能引用了其他第三方库组件及其依赖库，从而形成层层嵌套或关联的链式结构，
导致开发者需要层层查找组件的受影响范围；另一方面是漏洞修复响应慢，常见的开源许
可证包含贡献者对代码缺陷的免责条款，所以漏洞修复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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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是造成软件产品安全隐患的问题之一。传统的软件开发通常只关注用户需求、
软件功能如何实现以及软件功能是否实现，而软件安全工作通常是产品上线前进行漏洞
扫描或是安全问题出现后被动地进行漏洞修复工作。这些操作存在一定弊端：修复补丁
的安全性未知，在修复漏洞的同时补丁程序有可能携带其他恶意程序，引发其他安全问
题；企业在软件开发中会使用大量第三方组件，而这些第三方组件安全性未知，就可能存
在安全漏洞，对使用了第三方组件的产品进行安全扫描，定位并修复漏洞的工作量巨大；
据 Forrester 的 调 研 统 计， 越 是 在 软 件 开 发 早 期 发 现 并 修 复 漏 洞， 成 本 越 低， 如 图 2-10
所示。
×100
×10
×2

研发

测试

图 2-10

发布

运营

不同阶段的修复成本

SDL 体系是将安全前置，从需求开始将安全内建到软件开发流程中，覆盖软件开发的
各个阶段，以降低软件产品安全风险，减少后期维护成本。SDL 体系的安全活动主要覆盖
软件开发过程的各个阶段，最小化每个阶段引入的错误数，进而最小化最终软件产品漏洞
数量，确保软件产品安全。
基本的漏洞闭环管理过程包括漏洞发现、漏洞评估、漏洞修补、修补评估环节。如
图 2-11 所示，首先是通过漏洞威胁情报和扫描结果实现漏洞的披露，结合漏洞热度及业务
系统重要性等进行漏洞评估，输出漏洞完整信息，包括优先级、严重程度、漏洞位置等，
然后派发漏洞修复任务，及时确认漏洞修复负责人，最终进行漏洞修复，实现漏洞闭环
管理。

图 2-11

基本的漏洞闭环管理流程

理论上，我们发现了漏洞，分析漏洞产生原因，追溯并锁定代码位置，就可以对该漏
洞进行修复。但实际上随着网络环境越来越复杂，披露的漏洞数量逐年递增，漏洞类型越
来越多样化，修复的方法和周期也不一样，想要修复所有的漏洞并按计划执行几乎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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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漏洞管控依旧面临着巨大挑战。
1. 风险处理优先级不明
目前，许多企业对于漏洞的管理是先部署漏洞扫描设备，根据扫描结果，再采取相应
的漏洞缓解措施。这种识别出漏洞就进行修复的方式，缺乏风险优先级排序过程，不能有
效地排除风险，而且持续不断地漏洞修复优先级协商工作会导致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浪费，
甚至造成更大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漏洞等级越高其优先级就越高，我们所强调的
是风险的优先级，找到需要优先处置的风险，从而显著降低风险。
2. 缺乏漏洞威胁管控平台
此外，SDL 流程中安全防范措施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如漏洞扫描系统、防火墙等防护
措施都给软件产品带来一定的安全保障，但这些安全防线仅能抵御来自某个方面的威胁，
若部署的安全测试工具很多，则需要处理的警报信息就很多，可能会出现无法协同的问题，
造成工具使用和漏洞管理不便。
此外，漏洞管控的终点不仅仅是推进漏洞修复，更重要的是在漏洞修复后对漏洞成因
进行分析，以不断优化整个 SDL 流程。

2.4.4

敏捷开发的安全挑战

正如前文所述，早期的 SDL 是基于传统的瀑布式开发发展出的一种安全模型。由于传
统的瀑布式开发的开发和发布周期都比较长，安全团队有足够的时间将安全活动提前引入，
进行有效的安全管控。然而，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提高开发效率、提高软件产品的
交付速度，逐渐从传统瀑布式开发转型为敏捷开发。
具体来说，敏捷开发具有开发和发布周期短、版本迭代快等特点。如果在敏捷开发中
仍选择 SDL 进行安全管理，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让相关安全活动提前介入，同时一些安全
活动的介入在时间要求上不免要和敏捷开发流程冲突，例如传统的安全评审、白盒安全测
试等。2010 年，微软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旨在将敏捷开发引入 Visual Studio IDE 的模板，
以拓展 SDL 的使用范围。
即便如此，SDL 中有相当多的安全活动依赖人工操作，例如开发阶段制定安全编码要
求、验证阶段基于测试用例进行人工渗透测试、发布和部署阶段通过人工修复漏洞等。而
以人工为主、工具为辅的安全不免要游离于开发流程之外。
当 SDL 以“应急和审查”的形式挂载在软件开发流程之外，但缺乏自动化、无感知的
工具支撑时，业务安全和业务价值的快速交付无法兼顾。例如，如何安全且自动化、快速
地完成编码、测试和发布继而交付，都是敏捷开发过程中 SDL 安全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解决上述问题前，传统的 SDL 介入敏捷开发流程只会影响敏捷开发的灵活性，使
敏捷开发不再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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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数字经济时代，软件已经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组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

软件开发方式迭代和架构演进正深刻地影响着软件及其供应链安全。因此，软件安全问题
被上升到关系基础设施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对待。安全左移从源头保障软件供应链安
全工作正从粗粒度地关注开发安全阶段进化到系统化构筑安全开发体系。其中，SDL 作为
典型的传统安全开发模型正被业界广泛研究。
回顾本章内容，首先引领大家快速了解安全开发，并对常见的安全开发模型和框架进
行逐一分析，指导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容地选择安全开发模型和框架，随后从安全开
发团队建设、安全开发管理体系建设、安全开发工具建设及实施技巧等维度详细地阐述了
传统 SDL 体系建设的实施内容，最后系统梳理了安全开发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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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敏捷开发与 DevOps

3.1

开发模式的演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迭代，越来越多的企业陆续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自身

业务处理过程中，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而持续提升企业效能和核心竞争力。然而，新兴信
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持续更新，以及与用户需求的相互促进，使得用户对软件产品和信息
技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在保证软件产品和相关服务高质量交付的前提下，快速
响应市场变化、满足用户需求无疑是飞速发展和变化的市场对软件开发提出的新要求。
在“快鱼吃慢鱼”的互联网时代，诸如上线时间等已经成为衡量快速响应市场能力的
重要指标之一。然而，传统瀑布式开发的周期动辄以年计，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下的市场需
求。为了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敏捷思想被引入软件开发领域，之后以业务需求进化为核心、
以版本迭代为典型特征的各种敏捷开发模式被陆续提出，其中就包括敏捷开发和 DevOps。

3.1.1

传统的瀑布式开发

1970 年，Winston Royce 在 Proceedings of IEEE WESCON（8 月刊）发表的“ 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oftware Systems ”一文中正式提出对软件开发管理产生重要影响
的瀑布模型。传统的瀑布式开发就是基于瀑布模型提出的，核心思想就是将软件开发过程
中的问题简单化，按照软件开发流程将业务功能的编码实现与设计分离，以便开发团队各
个角色协作。
在瀑布模型中，软件生命周期被划分为 6 个基本阶段，分别为制订需求收集计划、需
求分析、设计、开发、测试和部署阶段；每一个阶段自上而下地按顺序完成，不能跳跃，如
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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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模型示意图

在传统瀑布式开发过程中，软件开发各个阶段的活动同样严格按照线性顺序进行，要
求每个阶段的活动必须为下一阶段活动的执行提供保障，否则流程不得进入下一阶段。也
就是说，当前阶段的活动是在上一阶段活动结果的基础上实施的。
因此，为了确保一次性交付软件开发成果，传统瀑布式开发仅适用于需求已知和业务
明确的场景。此外，文档是传统瀑布式开发过程管理的主要通信机制。传统瀑布式开发尤
其注重文档的撰写，要求在每个阶段仔细验证对应的文档。
但是，由于瀑布模型的线性执行风格过于理想化，且传统瀑布式开发过于强调文档在
开发过程中的作用，故而对于当下更要求快速迭代、快速交付的应用场景来说，传统瀑布
式开发变得越来越难以适应。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如下。
1）每个阶段的划分不变，阶段与阶段之间的信息需要通过文档传递，大大增加了开发
团队的工作量。
2）瀑布模型的线性执行风格使得在传统瀑布式开发过程中只能到了末期才能看到开发
成果，如果开发成果不能令人满意就要返回到最初的阶段重新进行开发，增加了开发的风
险以及时间成本。
正因为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已经开始转向更为灵活的敏捷开发，
甚至直接实践 DevOps。然而，尽管传统瀑布式开发在应用于一些场景（例如复杂的、大
规模的、长期的软件开发项目）时存在着诸如不能很快获得可用的软件版本、识别问题
滞后、开发始终处于高风险和不确定中以及开发进度难以从全局进行预估等问题，更有一
部分开发者认为传统瀑布式开发已经过时，敏捷开发才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对于软件开
发来说，开发模式的选择主要是看其与应用场景的贴合程度。对于业务需求并不复杂的场
景（例如需求明确的中小型项目），瀑布式开发仍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开发模式。其具有容
易上手、过程管理简单、可视化程度高等优势，若能被合理应用仍能大大提高软件开发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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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开发（又称敏捷软件开发）是从 1990 年开始被逐渐引起广泛关注的一系列具有某
些相同特点的新型软件开发方法的总称。虽然这些新型软件开发方法的具体名称、流程、
术语等不尽相同，但是相较于非敏捷方法（又称前敏捷方法，例如瀑布式开发），敏捷开发
方法能够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
在实践中，敏捷开发尤其强调开发团队与业务专家之间的紧密协作，强调高效的沟通，
强调尽早交付一个可用的软件版本和渐进式开发、持续迭代、增量交付新的软件版本，强
调持续改进和较短的反馈回路以快速且灵活响应，强调紧凑的自组织型团队和能够适应需
求变化的软件编码和项目管理方法，以便通过自组织和跨职能团队与用户协作努力在软件
开发过程中发现需求和改进解决方案。
总体来说，敏捷开发主要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以迭代更新、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软件开
发。然而，敏捷开发并没有针对软件开发过程规定一套确定的和普遍适用的具体流程。事实
上，敏捷开发只是描述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软件开发价值和原则。正因为如此，敏捷开发才具
有极大的灵活度。在为软件开发提供巨大灵活性的前提下，敏捷开发范畴下的各种软件开发方
法遵循一套共同的迭代开发基本流程。而敏捷开发模型提供这样一个基本流程。在敏捷开发模
型中，从明确需求到架构设计，从架构设计到开发，从开发到测试反馈，再在测试反馈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需求，周期性循环执行，构成一套闭环的敏捷开发基本流程，如图 3-2 所示。

图 3-2

敏捷开发模型示意图

具体来说，当敏捷开发应用于软件开发项目时，开发者通常会在项目初期就将整个项
目分成若干个子项目，并且对每个子项目的开发成果进行严格测试，使之达到可视的、可
集成的和可独立运行的，以及确保在第一次交付后就始终处于可运行状态。
此外，在敏捷开发过程中，开发者通常不会在前期就奢望完美无缺的设计，更多是在
较短的时间内开发出产品的核心功能，并快速推出可以上线使用的版本（即最小可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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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Viable Product，MVP）），以便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和尽早完成市场验证。至于因
强调早交付而出现开发设计缺陷和相关功能缺失的问题，开发者可以在后续开发过程中结
合持续反馈，通过快速迭代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软件产品。
相较于传统瀑布式开发，敏捷开发不会囿于线性执行而陷于某个阶段的任务。敏捷开
发主张尽早交付最小可用产品和以快速迭代的方式推进软件项目，如此不仅大大压缩了软
件开发和发布周期，更给整个软件开发过程带来灵活性，进而可以满足随时变化的业务需
求，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将风险最小化。
敏捷开发虽然实现了开发侧的敏捷，为软件开发带来了灵活性和速度，促进了软件产
品的快速交付，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其业务价值的变现依赖于运营侧的部署和稳定运营。
作为敏捷开发的一种新模式，DevOps 重构了软件开发和运营团队间的协作和软件交付方式，
通过“研运一体化融合流程”和“自动化软件交付”，从根本上促成了业务价值的快速实现。

3.1.3

DevOps

DevOps 实质上是融合了软件开发（Development，Dev）和运营（Operations，Ops）实
践的集合。需要强调的是，DevOps 摆脱了敏捷开发的局限性，将敏捷思想贯穿于包括软件
开发和运营在内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需要说明的是：不仅 DevOps 的要素（例如敏捷开发
管理等）来自敏捷开发，而且一些重要的 DevOps 实践动机也源于敏捷开发。
DevOps 的实践往往受到了精益等经典思想的影响。因此，DevOps 的目标并不只是实
现运营阶段的敏捷，更要实现与开发阶段的融合和有效管理，尤其是通过运营阶段不断的
问题反馈，形成“反馈—改进”循环，实现整个软件开发体系的持续改进和主动进化。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求 DevOps 在实践中能够提供一条跨职能的工作流，通过敏捷管理
和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不断应对需求变化来驱动软件的开发和上线运行。这种不断
拥抱变化、持续改进的思想，无疑将会使软件开发与上线运行过程更加高效和敏捷。而在实践
中，一般通过 DevOps 模型来描述上述跨职能工作流，以揭示 DevOps 驱动软件开发—运营的
全过程。如图 3-3 所示，整个过程是从计划（需求分析和设计）
、编码开始，然后持续集成（构
建）
、测试，再到软件发布和部署，并延伸到运营和监控，呈现“莫比乌斯环”形态，周而复始。

图 3-3

DevOps 模型示意图

42

第二部分

DevSecOps 敏捷安全进阶

相较于传统瀑布式开发和敏捷开发，DevOps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可扩展软件的加速交付、
部署、运营、及时反馈和持续优化，进而实现软件产品的进化。不同于前面两种软件开发
模式以及其他软件运营管理方法，DevOps 不仅改变了软件开发过程，提高了软件开发和运
营效率，更深入组织内部，重塑组织，包括：促进了开发、运营部门的协作，实现了更好
和更快地交付、部署产品及产品升级；提高了沟通效率，革除旧式工作方式，实现快速响
应；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减少了人为失误和降低了人工成本；提供了良好的扩展性，支持
弹性部署以解决资源受限和业务冲突等问题。

3.2

敏捷开发

3.2.1

敏捷开发的发展历史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批轻量级软件开发方法在针对重量级软件开发方法（通常又统称为
瀑布式开发）的批判中应运而生。与瀑布式开发的过度流程制约、过分强调计划和琐碎的管理
不同，这些轻量级软件开发方法无疑更加灵活，减少了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条条框框。这些开发
方法包括 1991 年提出的快速应用开发、1994 年提出的统一过程开发和动态系统开发、1995 年
提出的 Scrum、1996 年提出的透明水晶法和极限编程、1997 年提出的功能特性驱动开发等。这
些方法都在《敏捷软件开发宣言》
（简称为《敏捷宣言》
）之前提出，统称为敏捷软件开发方法。
2001 年，17 名软件开发者○在犹他州雪鸟度假村会面，讨论这些轻量级开发方法，并
一

划时代地发表了《敏捷宣言》。《敏捷宣言》提倡：个体和交互胜于过程和工具，工作软件
胜于全面的文档资料，客户合作胜于合同谈判，响应变化胜于遵循计划。
《敏捷宣言》的作者基于他们的软件开发经验和实践，进一步明确了敏捷软件开发价值
观。之后，其中一些人成立了“敏捷联盟”，这是一个根据《敏捷宣言》的价值观和原则促
进软件开发的非营利组织，持续促进敏捷开发的发展。
此外，可以追溯到的 1957 年的迭代和增量软件开发和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自适应软件
开发则是敏捷开发的原型。

3.2.2

敏捷开发的基本要义

与传统的软件工程相比，敏捷开发主要针对快速变化、非确定性和非线性软件产品需
求的开发。准确的评估、稳定的计划和预测在敏捷开发的早期阶段一般是无法有效获得的，
即便强行为之，结果也无多大意义。
敏捷开发需要开发者具有灵活的思维方式，能够跳脱传统瀑布式开发线性执行的框架，实
一
这 17 位开发者是：Kent Beck（XP）、Ward Cunningham（XP）、Dave Thomas（Ruby）、Jeﬀ Sutherland（Scrum）、
○

Ken Schwaber（Scrum）、Jim Highsmith（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Alistair Cockburn（Crystal）、
Robert C. Martin（SOLID）、Mike Beedle（Scrum）、Arie van Bennekum、Martin Fowler（OOAD 和 UML）、
James Grenning、Andrew Hunt、Ron Jeﬀries（XP）
、Jon Kern、Brian Marick（Ruby，TDD）和 Steve Mellor（O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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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思维的跳跃。在敏捷开发过程中，需求和设计不免是紧急的，但是大规模、盲目的前期投入将
造成浪费。因此，结合敏捷开发和相关行业经验，自适应性、迭代和进化是敏捷开发的关键。
敏捷开发的本质是适应性软件开发。适应性方法的基本要义就在于快速适应不断变化
的现实需求。敏捷开发依赖一支自组织、自适应的跨部门开发团队，当外部需求发生变化
时，自适应的团队也应该跟着变化。自适应的团队很难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且距离项目
目标日期越远，相关情况越不可预测。

3.2.3

敏捷开发方法论

1. 敏捷开发的 12 条原则
敏捷开发的基本原则是做好产品的原型设计，避免对软件系统进行过分的建模，针对
当前需求建模，保持模型简单，时刻做好拥抱变化的准备。以下是《敏捷宣言》所遵循的
12 条原则。
1）倡导尽早交付且可持续交付满足用户需求的软件产品；
2）积极应对需求变化；
3）保持短期且敏捷的发版节奏；
4）保持研发团队与业务团队的高频协作和沟通；
5）选择充分信任与支持项目的人员，且核心人员应具有进取心；
6）保持面对面沟通；
7）软件的可用性是整个项目的主要度量标准；
8）敏捷开发过程需保持快速且可持续发展；
9）保持对卓越的技术与设计的持续关注与改进；
10）精益生产，简洁为本；
11）团队的自我管理；
12）时时总结。
以上 12 条敏捷开发原则是对敏捷开发价值的阐释。将敏捷开发价值落实到具体可操作
的行为上，是敏捷软件开发项目得到客户认可的必经之路。
2. 敏捷开发实践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敏捷开发的需求文档应当从用户角度出发，以用户故事的方式表达用户需求，避免开
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先入为主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和实施上，而应将重点放在需求上。以用户
故事方式编写的需求通常是可测试的。
在敏捷开发过程中，有效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及时有效的沟通，
有利于项目的顺利进行。项目团队以及团队下承担子项目的小组也应保持定期交流，通过
各种方式进行头脑风暴，及时解决问题，避免问题积累。
为了提高测试效果以及测试效率，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可以在需求分析阶段一起参与需
求讨论，在需求分析、评审的同时，进一步定义要测试的需求项，并确定需求的分类和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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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如此，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通过相互沟通，充分发挥各自角色优势，形成互补，弥补传统
需求分析的不足。而且在需求分析阶段，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及时沟通有利于测试用例的编写
和测试的实施；将测试结果充分、翔实、准确地反馈给开发人员，有利于产品的后续改进。
在需求设计过程中，测试用例编写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好的情况是，在需求设计完成
的同时测试用例编写也完成，并且及时完成测试，及时发现针对当前需求存在的问题，避
免问题的累积，进而大大降低改进成本。
对比传统瀑布式开发周期，敏捷开发要求以小版本形式的快速迭代，最小化软件开发
背离市场需求过久、过远的风险，确保软件产品和服务始终满足市场主流需求。
3. 敏捷开发示例
本节以 Scrum 为例，为大家展开介绍敏捷开发。
1995 年 10 月 16 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办的面向对象技术的高峰会议（OOPSLA）
上，Ken Schwaber 与 Jeﬀ Sutherland 首次提出了 Scrum 敏捷开发模型。Scrum 敏捷开发模型
（见图 3-4）是一种快速迭代和增量敏捷开发方法。Scrum 的基本思想是，问题不会一次性
地被完全理解、定义，应专注于提升和最大化团队的快速交付和响应需求变化的能力。与
传统瀑布式开发模型相比，这种模型有助于减少在项目开发期间用户需求改变所造成的成
本损失。Scrum 敏捷开发模型以“用户故事”的方式将工作划分为功能增量，让功能增量
对产品的整体价值产生贡献。
产品功
能细化

每日例会

反思会
2～4 周迭代
功能 1
功能 2
功能 3
功能 4
功能 5

功能 1
可工作的软件

图 3-4

Scrum 敏捷开发模型

在 Scrum 敏捷开发模型中没有标准的开发规则，开发人员需根据项目团队的规模、组
织架构、功能目标等，制定灵活可变的方式。以下几个原则是相对通用的。
1）Scrum 敏捷开发的核心价值是快速、持续地向用户交付有价值的软件产品；
2）拥抱用户需求变化，通过快速迭代、频繁交付以及把控产品质量来提高产品优势；
3）减少文档数量，实现全局规划的可视化视图；
4）提高开发团队和业务团队人员的协同性，及时沟通、面对面交流，加强团队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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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简单化，定期总结、调整和校正。
和传统瀑布式开发模型及其他迭代的开发模型相比，Scrum 敏捷开发模型主要有以下
几个特点。
1）团队氛围好：Scrum 敏捷开发模型可以赋予团队更大的权利，通过业务团队与开发
团队的有效融合，大大提高了团队能动性，降低了团队沟通成本。
2）灵活性强：实践灵活性极高，由市场需求驱动技术开发，以便快速响应、迅速反馈
用户需求。
3）开发成本低：实时沟通交流有效降低了文档维护成本，快速交付降低了时间成本。
4）最大化生产效率：让产品以最快的速度交付给用户，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市场变化，
这样做的效果就是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5）项目风险低：交付时间短、迭代速度快、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布局，
有效降低了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 Scrum 敏捷开发过程中，根据软件项目的需求清单一般制定 2～4 周为一个开发周
期，每个周期定义为一个冲刺（Sprint）。冲刺是 Scrum 敏捷开发管理中一个惯常的、重复
的短工作周期。团队在每一个冲刺中的计划任务，即冲刺清单，应当包括任务清单、相关
负责人，以及每天未完成的工作量。
敏捷开发团队所有成员将冲刺清单拆分成一个能 8 小时完成的任务列表清单，通过面
对面沟通形式对每位成员目前工作量进行分析评估，根据客户的需求变化以及市场的响应
进行迭代更新。每一个冲刺完成后，对整体的项目而言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大版本的迭代，
并把此版本快速交付给用户。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至项目交付完成。
Scrum 敏捷开发流程如图 3-5 所示。

每日例会
产品负责人

报告

开发

产品
功能
列表
用户故事列表

发布

测试

计划会

迭代任务

周迭代

可工作的软件 回顾评审

任务板

发布板

用户需求
计划板
拆分任务
估计工时
排优先级
规划迭代

记录花费
记录缺陷
发布记录

图 3-5

Scrum 敏捷开发流程

问题跟进
周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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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敏捷开发周期如图 3-6 所示。

图 3-6

Scrum 敏捷开发周期

Scrum 敏捷开发具体实现如下。
（1）两个工具
白板和即时贴是敏捷开发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两个辅助工具，也是 Scrum 敏捷开发最直
观的管理工具。当团队都在同一个办公区域时，可将需求清单和燃尽图通过白板和即时贴
以任务看板的形式展现，直观、方便、简洁，如图 3-7 所示。
（2）3 个角色
以人为本是 Scrum 敏捷开发的核心理念。Scrum 团队的管理原则是以软件开发为中心，
为团队提供良好的开发环境。面对开发中的困难，开发团队齐心协力、共克难关，同时还
要确保与客户商业目标高度一致。
Scrum 敏捷开发团队中一般包含 3 个角色：产品经理、项目经理和团队成员。
T 产品经理，顾名思义就是软件产品的主要责任人，负责确定产品的功能，决策产品
发布的时间以及发布的内容。产品经理还能根据市场变化来确定功能开发的优先
级，在项目开发过程的每个冲刺内调整功能开发优先级。在一个冲刺结束后，产品
经理组织团队人员评审此阶段的成果。
T 项目经理的职责是监督开发进度，保证开发团队资源的利用率和团队良好协作。项
目经理需要协调并解决团队开发中的困难，有效屏蔽与项目无关的因素，保证开发
过程按既定计划有序进行，并对项目开发进度进行把控。

第3章

敏捷开发与 DevOps

47

T 团队成员，就是敏捷开发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敏捷开发强调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
性，所以团队成员要有高度的自我管理能力。团队成员需充分理解产品的愿景、功
能的设计逻辑，确定每次冲刺的目标和工作成果，并能够向产品经理进行产品演
示。在规则范围内，团队成员有权做任何事情以确保目标达成。
（3）3 个物件
Scrum 敏捷开发要求项目的需求管理面向市场，将项目目标向商业目标看齐。需求的
优先级规划和满足情况在 Scrum 敏捷开发中尤其重要。一般 Scrum 敏捷项目团队有 3 个必
不可少的物件。
T 需求清单：良好的需求管理是项目成功的第一步。在理想情况下，每个需求项都要
对客户产生价值。一般使用“用户故事”的方法展现需求，从客户角度直观表达功
能需求，这样有助于开发团队深入理解需求的核心目的，节省交流时间，提高开发
效率。需求清单的优先级由产品经理来确定，并且在每个冲刺结束之后更新需求清
单的优先级。
T 冲刺清单：就是在每一个冲刺中明确必须完成的工作。制定冲刺清单的关键因素在
于团队成员选择适合自己的任务，而不是由产品经理或者项目经理去分配，这样做
的好处就是能够充分调动开发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团队成员自身的优
势，最大限度让团队成员发挥价值，有效提高开发效率。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随着
需求的变化，允许每个团队成员调整冲刺清单，增加、删除、修改任务清单；同时
在每天工作结束时更新每个任务剩余的工作量。
T 燃尽图：可以直观地反映一个冲刺中的剩余工作量情况。如图 3-7 所示，Y 轴表示
剩余工作，X 轴表示时间周期，随着时间的消耗，工作量逐渐减少，这个过程就好
比蜡烛燃烧殆尽一样。燃尽图还可以直观展示团队预估的时间进度与实际开发进度
之间的差异，帮助开发团队在下一个冲刺中优化项目周期。在一个冲刺开始阶段，
错误的估算或遗漏会导致工作量在燃尽图上呈上升态势。

图 3-7

看板 & 燃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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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个会议
快速迭代和当面沟通是 Scrum 敏捷开发提高开发效率的两个重要手段。快速有效的会
议是 Scrum 敏捷开发模型的精髓。Scrum 敏捷开发过程中要包含以下 4 个会议。
1）工作周期计划会：冲刺计划会是确定一个冲刺的原则性会议。会议时间一般会比较
长，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确定产品需求清单；下半场准备冲刺清单。要求产品经理在会
议前准备好产品需求清单，制定冲刺周期内的需求清单。在产品需求确认会议上，团队从
产品需求清单中挑选出自己愿意承担的并且优先级较高的开发工作，如果有遗漏，可以由
项目经理统筹分配。到产品冲刺清单确认会议，团队成员将选定的产品需求清单转化为可
交付的产品功能清单，制定出冲刺清单，其中包含功能任务预估、开发功能分配清单。工
作周期计划会要确定项目日程、工作安排和完成标准。
2）每日交流会：每日交流会是敏捷开发的重中之重。不论团队人数多少，例会可以限
时 15 分钟。每日交流会由项目经理主持。如果团队中某个成员因故无法出席，可以请其他
成员会后转达会议内容。在会议上，每位团队成员自我思考 3 个可以促进工作完成的问题：
在昨天的工作时间中做了哪些工作？在完成功能开发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阻力？面对遇到的
难题该如何面对和如何解决？从中能学习或吸取到哪些经验？会议围绕这三个问题开展，
但不解决具体问题，问题放在会后由相关人员自行解决。每日交流会的结果就是发现并确
定最新的开发障碍清单、更新冲刺清单、更新工作进度。每日交流会是 Scrum 敏捷开发的
核心与灵魂，也是一个敏捷开发项目成败的关键所在。为了保证交流会的有效性和趣味性，
可增加一些惩罚措施如做俯卧撑、下蹲起立等。
3）冲刺评审会：冲刺评审会的目的是让开发团队向产品经理和客户需求方展示已完成
的功能，获得客户的反馈，对产品需求清单进行调整。会议一般有如下流程。
①团队成员确定自己的冲刺目标，一起复盘冲刺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可以发扬的点；
②团队成员通过一个冲刺周期的功能开发，对自己所做工作进行总结、汇报，提出改
进的地方，倾听其他成员优秀的解决方案；
③客户需求方指出未交付或未达到期望的功能，或者增加新的功能需求，并将其加入
产品需求清单和划分优先级。
冲刺评审会议结束时，项目经理与产品经理共同讨论并宣布下一次冲刺评审会的时间
节点。
4）冲刺回顾会：冲刺回顾会是项目内部会议，在每个冲刺结束时展开，目的是交流、
总结和展望。会议气氛相对轻松，甚至可选在室外开展。会议开始后，团队全体人员需要
回答 3 个问题：上一个冲刺阶段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在上一个冲刺阶段哪些方面没有
达到自己的要求，如何改进；在下一个冲刺阶段如何把优势发挥到极致，并克服掉缺点。
冲刺回顾会是一个交流型会议。项目经理出席会议不是给团队成员提供解决问题的答
案，而是促使团队成员发掘 Scrum 敏捷开发过程中更优的解决方案，记录并总结团队成员
的问题以及在冲刺阶段中值得表扬、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后明确改进之处及责任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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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冲刺数据。如果冲刺回顾会不能有效地促进团队进步，此次会议的意义就微乎其微。
Scrum 敏捷开发可以适应不同规模的开发项目，以简单的系统应对复杂的变化。Scrum
敏捷开发的最大优势是灵活的需求管理，能够快速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与追求快速、极简
的互联网发展贴合度高。
Scrum 敏捷开发是一种高效、灵敏的软件项目管理方式，可以精准地面向市场定位，
让每一位团队成员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打造出一支可以快速交付有价值产品的团队。

3.3

DevOps

3.3.1

DevOps 的发展历史

2008 年 8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敏捷大会上，就有了关于敏捷基础设施（Agile Infrastructure）话题的讨论，旨在探讨如何在运营工作中应用 Scrum 和其他敏捷开发模型。而 2009
年 6 月，在美国圣荷西的第 2 届 Velocity 大会上的一篇题为“10+ Deploys per Day: Dev and
OpsCooperation at Flickr ”的发言证明了 Dev 和 Ops 可以有效协作来提高软件开发部署的
可行性。2009 年 10 月，在比利时根特的 DevOpsDays 会议上，Patrick Debois 第一次提出
了 DevOps 的表述。于是，DevOps 这个称谓正式诞生。
在 2010 年之前，DevOps 主要停留在社区讨论层面，并没有引起相关厂商的关注。直
到 2011 年，DevOps 才开始引起业界关注。而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云计算技术和
基础设施的成熟，DevOps 被业界快速接受，甚至涌现出新的架构范式。

3.3.2

DevOps 的核心要素

事实上，DevOps 需要构建一整套完整的工作流程，才能确保通过不断地适应需求变化
来驱动软件的开发、部署、运行以及升级。其中，工作流程主要涉及以自动化流程、持续
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为基础的开发和运营等环节。具体来说，DevOps 理念主要是由
敏捷管理、持续交付、IT 服务管理三大支柱和精益管理构成的○，如图 3-8 所示。
一

T 敏捷管理：在 DevOps 流程中，敏捷开发团队能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交付高
质量的代码。在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下，产品迭代慢、项目周期长、问题发现滞
后。在 DevOps 模式下，代码提交之后开发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反馈意
见，并且各个流程之间相关人员紧密协作、高效沟通。
T 持续交付：指软件自动构建、自动测试、持续部署、持续发布。传统的软件开发模
式下，开发、测试、运营部门各自分立，导致部门间沟通少且不方便，容易出现
一
Koichiro（Luke）Toda，Nobuyuki Mitsui. EXIN DevOps Master 白皮书：企业 DevOps 的成功之路 . 刘颋，
○

史鹏程，译 . 20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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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推进缓慢、交付周期延长等问题。而 DevOps 模式旨在践行开发运营一体
化，通过一系列工具实现高水平的自动化测试、持续部署，极大地缩短了开发周
期，实现了高效交付。
T IT 服务管理：IT 服务的连续性和高可用性是业务生死存亡的两个关键因素。传统
的 IT 服务管理（IT Service Management，ITSM）虽然是以流程为中心，但核心流
程也是从传统的 IT 运营管理活动中梳理出来的，与 DevOps 所倡导的快速迭代不
符。因此，我们需要基于 DevOps 理念重新调整 ITSM，建立包含最少必要信息的、
严格聚焦于业务持续性的轻量级 ITSM。
T 精益管理：精益管理需要转变传统观念。比如建立共享平台，公司的各个部门员工
都可以借此共享信息，促进组织内知识体系的形成和相关知识的复用与学习，同时
提升员工间的沟通效率，进而提高整体工作效率等。

图 3-8

3.3.3

DevOps 理念构成

DevOps 实践方法论

1. DevOps 团队组织建设
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企业有必要在组织架构中建立 DevOps 团队。
DevOps 团队包含开发人员、运营人员、测试人员等，规模一般在 6～20 人。具体的团队成
员角色描述如表 3-1 所示。
表 3-1
通用角色
流程主管

映射角色
项目经理

DevOps 团队成员角色
角色描述
领导并促进团队协作，对整个流程实施可视化管控

服务主管

项目经理

对整个开发流程进行把控，规划好时间以及服务内容

DevOps 工程师

项目经理

维护并优化自动化流程，分配项目开发阶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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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通用角色

映射角色

角色描述
负责系统的上线、发布以及稳定运行，对准备上线的系统进行全
方位考量，包括考量系统是否安全、是否符合兼容性以及合规性、
是否符合国家监管要求等

发布 / 部署协调员

运营人员

研发团队

前后端研发工程师

建立一支高效、团结且标准化的敏捷团队

测试团队

测试工程师

对软件开发过程中的质量进行检测，把关软件质量

运营团队

运营工程师

负责系统的安全运营

2. 构建持续交付流水线
构建持续交付流水线主要包括可视化管理、项目规划、需求设计、开发测试、上线部
署、运营维护等环节。
T 可视化管理：流程主管需要了解如何对整个流程实现可视化有效管理。
T 项目规划：项目主管统一规划项目的整体目标，再把整体目标细分成若干个小目标
以便周期性实现，最终实现项目价值最大化。
T 需求设计：DevOps 开发团队在需求设计阶段需确定需求并对需求功能进行优先级
排序。
T 开发测试：开发团队按照开发安全规范、测试规范等进行敏捷开发，版本的迭代也
要遵循规范要求。
T 上线部署：在完成持续交付、持续集成后，流程进入自动化部署阶段。
T 运营维护：运营团队贯穿整个项目的开发生命周期，不仅仅关注产品发布和上线。
当系统出现突发问题时，运营团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有效补救措施，使损失降到
最小。
3. 搭建 DevOps 工具链
DevOps 的实现依赖于自动化，而自动化需要端到端、自动化的工具支撑。相关的工具
主要用于软件设计与开发、项目开发与管理、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自动化测试等。
T 软件设计与开发：集成开发环境、应用框架等。
T 项目开发与管理：包括工作项、计划、文档、团队协同等的管理。
T 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通过 DevOps 工具链最大限度实现自动化测试、快速发布和
自动化部署。
T 自动化测试：包括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性能测试等。
4. DevOps 实践前的交付方式梳理
收集企业内部现有系统的开发模式，对现有系统的交付方式进行剖析，总结罗列出需
要整改的清单，对不同系统的交付方式给出不同的改进建议。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组织需要迅速行动，团队成员要勇于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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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以节约成本的理念去运营。当公司开始接纳 DevOps 时，安全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同样安全文化也必须融入 DevOps，而这一切都要从聚焦客户开始。
5. DevOps 部署实施
DevOps 有 3 种部署实施方式，即全量方式、协同方式及持续交付方式。不同企业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方式。
T 全量方式：重点关注 IT 服务战略，比较适合 IT 服务提供商。
T 协同方式：更加关注快速和频繁地提供可靠的 IT 服务，适合交互型系统（SOE）和
记录型系统（SOR）共存的企业。
T 持续交付：关注快速、频繁的迭代发布，适合开发数字产品的企业。

3.3.4

DevOps 的发展趋势

在各企业追求系统灵活高效且信息量不断膨胀的背景下，DevOps 迎来发展机遇。可以
确定的是，DevOps 仍会发挥重要作用，并将在 IT 市场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从行业发展
情况来看，DevOps 的价值还未充分发挥，但是已经得到企业的认可。
DevOps 的发展趋势介绍如下。
（1）自动化流程标准化
DevOps 将开发和运营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其核心价值就是自动化，通过自动化流程使
软件的构建、测试、发布和运营更加高效可靠。目前，大多数企业还处在工具、平台、服务、
组件等相互独立的阶段，而且企业构建自动化流程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将 DevOps
深度集成各种工具平台，制定一套全方位的自动化流程标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流程自动
化，会给更多的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
（2）将安全嵌入 DevOps 工作流程
传统开发模式下通常认为业务功能需求优先于安全需求；且传统的安全保障是外挂式，
即在软件开发、运营流程外，通过上线前的测试和上线运营过程中的安全监控保障软件产
品的安全。在这种模式下，安全与软件开发是割裂的，相关人员在流程中有足够的时间进
行安全操作。由于安全并不对客户直接产生价值，在敏捷开发模式下，外挂式安全活动经
常被放弃。人们意识到敏捷开发下安全活动外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此内生安全的概念
在 DevOps 实践中被提出。DevSecOps 的核心理念是将安全嵌入 DevOps 工作流程，通过
在软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加入相应的安全活动或工具，赋能软件内生的安全性，有效保
障软件的正常上线、发布和稳定运行，这将对快速的、安全的交付软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
研发团队对外聚焦于用户，安全团队对内聚焦于自身环境。一方想提升组织的价值，
另一方想保护现有的价值。对于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来说，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两
者的目标没有达成一致，则会对沟通和开发效率造成很大影响。在安全变成 DevOps 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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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一部分之后，开发团队以及安全人员可以将安全控制直接内建到产品中，而不是事后
强加到产品之上。每个人都要有安全意识与责任，将安全引入 DevOps 的核心思想就是让安
全赋能整个团队，将注意力从保护基础设施转移到通过持续改进来达成整个组织的目标。
（3）架构低耦合性
在 DevOps 实践过程中，软件架构与持续交付有着密切关系。在 DevOps 开发模式下，
使用低耦合架构会大大提高交付速度。在低耦合架构下，软件项目团队可以在不依赖关
联组件的情况下修改各自所负责模块下的组件或者服务。微服务、容器化等新型技术会与
DevOps 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实现项目组件之间的解耦。

3.4

DevOps 与敏捷开发的对比
从 DevOps 的发展历程来看，DevOps 并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与敏捷开发存在一定程

度的关联性，这也使得二者间存在广泛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人们认为它们是相同的，
但是 DevOps 与敏捷开发存在着本质区别。为了避免混淆，深入了解二者间的异同是很有必
要的。
DevOps 和敏捷开发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DevOps 和敏捷开发是可以协同工作的，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可以认为 DevOps
是敏捷开发实践的演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补充了敏捷开发缺失的一部分。DevOps 将“敏
捷”理念创造性地带到后续运营阶段，使得“敏捷”理念完整地覆盖软件生命周期。
2）DevOps 和敏捷开发都能促进软件产品的快速迭代。DevOps 基于自动化的持续集
成和持续部署，实现软件产品的快速迭代；敏捷开发为较小的团队提供了更好的协作能力，
实现不断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迭代。
3）DevOps 和敏捷开发的转型都面临着重大文化转变。DevOps 需要培养原本两个“孤
立”的团队（开发团队和运营团队）合作，加强两个团队的协作意识；敏捷开发则需要企
业把传统的以技术为中心的开发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开发，增强开发灵活性以快速交付
产品。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充分认识 DevOps 和敏捷开发的主要差异，如图 3-9 所示。
1）DevOps 和敏捷开发涉及的软件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虽然 DevOps 与敏捷开发都涉
及软件开发（主要包括开发、测试）、交付部署过程，但是敏捷开发终止于交付部署，而
DevOps 则包括后续的运营阶段以及持续开发，形成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的自动
化闭环流程。
2）DevOps 和敏捷开发涉及的团队不同。敏捷开发是较小的团队之间协作，不同的职
能部门负责软件研发、测试和交付后的部署；DevOps 则打破了开发、运营间的隔阂，促进
相对较大的团队的协作。
3）DevOps 和敏捷开发解决的问题不同。敏捷开发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户和开发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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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障碍，专注于协作、用户反馈和小而快的发布，以便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而 DevOps 解决了开发人员和运营人员的沟通障碍，将开发团队和运营团队凝聚在一起，实
现开发即运营，运营即开发。
敏捷开发解决了用户和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
用户
+
软件需求

开发
+
测试

隔阂

运营
+
IT 架构

敏捷
解决方案

DevOps 解决了开发人员和运营人员之间的沟通障碍
用户
+
软件需求

开发
+
测试

隔阂

运营
+
IT 架构

DevOps
解决方案

图 3-9

DevOps 与敏捷开发的差异

以上分析了敏捷开发和 DevOps 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总体来说，DevOps 和敏捷开发二者
总体目标相近—敏捷，但二者的定义、关注点以及团队规模等均有所不同，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定义

DevOps 和敏捷开发对比

敏捷开发

DevOps

一种开发方法，侧重于协作、用户反馈和
小而快的迭代

一种将开发和运营团队凝聚在一起的开发
模式

关注点

专注于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专注于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

团队规模

相对较小的团队

相对较大的团队，涉及开发和运营

反馈来源

用户

团队内部

自动化

不强调自动化，但自动化可以提供支持

核心诉求

开发速度快

业务价值实现

通过软件产品的快速交付，夯实业务价值
变现的基础，但无法独立促成业务价值的快速
实现

自动化是 DevOps 实现的基础。它的工作原
理是在部署软件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整体项目进度快，包括开发速度、部署速度
通过贯穿开发和运营全过程，直接有效地
推动业务价值快速实现

在应用实践中，DevOps 与敏捷开发并非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在这场广义的敏捷变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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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并不冲突，而是实现了不同层次的敏捷。二者可以共存，其中敏捷开发可以作为 DevOps
实现业务敏捷的基石。至于如何选择 DevOps 和敏捷开发，企业还要根据具体的业务场景决定。

3.5

DevOps 面临的安全挑战
对于 DevOps 来说，既然要实现业务敏捷，其除了要面临前面章节述及的传统开发安全

管理方法的挑战外，还要面临将敏捷理念扩展到软件运营过程的安全问题。只有实现开发、
运营全过程的有效安全管理，企业才能真正地实现价值的端到端流动。
具体来说，DevOps 追求的是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整个过程不仅要实现业务
价值的快速交付，也要达到安全合规要求。下面从文化、业务以及技术 3 个角度介绍 DevOps
的安全挑战。
1）安全合规团队与开发、运营团队的文化冲突。部门之间的隔阂让开发和安全团队难
以进行高效的协作。DevOps 打破了原有的开发团队和运营团队的孤岛状态，实现开发和运
营团队的高效协作。但是安全团队怎样和开发运营一体化团队协作，安全团队什么时候介
入，安全问题怎么划分等是随之而来的挑战。
2）基础设施和架构的转变带来交付速度和安全要求难以平衡。DevOps 的引入、开发
技术的创新势必会加快对用户需求响应的速度和软件产品的交付速度。在安全层面，一方
面会因为新技术如容器、API 等的引入而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会因为快速迭代而难
以平衡开发团队对速度的追求和安全团队对安全的要求。
3）DevOps 技术自动化和传统安全技术自动化匹配度低。DevOps 希望采用自动化的工
具提高持续集成、持续交付以及持续部署速度，但是传统的安全工具检测时间长、误报率
高、人员介入频繁等弊端，导致无法柔和、低侵入地嵌入现有的开发流程，强行结合必定
导致产品交付周期延长，业务部门和安全部门的矛盾加剧，从而无法发挥 DevOps 的优势。
综合来看，在 DevOps 引入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 DevOps 给企业带来的便利，也要
考量 DevOps 带来的一些挑战。安全合规要求是众多挑战中的重点之一，因为企业最终不只
是将软件产品快速交付，更重要的是将安全可靠的软件产品快速交付。

3.6

总结
回顾本章内容，首先引领大家了解了软件开发 3 种主要模式的演进，并通过对 3 种

模式的逐一介绍与优劣势分析为开发团队在进行模式选择时提供参考，同时对敏捷开发
及 DevOps 进行了初步阐述，重点介绍了敏捷开发方法论和 DevOps 实践方法论，并对敏
捷 开 发 与 DevOps 进 行 了 对 比 分 析， 最 后 指 出 了 当 前 DevOps 面 临 的 安 全 挑 战， 为 后 续
DevSecOps 敏捷安全的引入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