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安全和业务繁荣的权威指南

网络安全和业务繁荣的权威指南
现在世界上有50%以上的人口都在上网1。每天约有一百万人使用互联网2 ，三分之二的人拥有移

动设备3。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4IR），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智能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和地球健康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例如，基于卫星的应用可以帮助农

民高效地灌溉他们的庄稼4 。假肢可以3D打印。老年人可以使用自动驾驶汽车，带来更好的机动

性。物联网（IoT）甚至可以通过优化能源消耗和减少交通拥堵来帮助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5 。

然而，许多新的挑战和风险也同时出现。网络攻击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的共同危险。2020年世界

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6 将其列为第七大最有可能和第八大最具影响力的风险，也是未来10年内

全球商业活动第二大最令人担忧的风险。

对强大网络安全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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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形势正在不断变化和 
扩展
企业正在数字化，以提高生产力，同时要降低

总成本，加强员工之间以及与合作伙伴或供应

商的合作。数据是所有数字化工作的核心。这

些数据通常是个人的、敏感的，其处理和存储

方式受到众多隐私法规的制约，而这些法规具

有深远的影响，如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和CCPA(《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保

护法案》)。

然而，引人注目的数据泄露事件成为新闻头

条，以及政府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滥用，增加了

人们对处理和存储敏感数据的现有政策和策略

的不信任感。

随着隐私问题的增加，数字化转型举措扩大了

业务威胁的范围，因为安全往往是事后考虑的

问题。在一个超级连接的世界里，问题不是

企业是否被入侵，而是他们何时会面临安全事

件。事实上，2019年受成功网络攻击影响的

组织比例达到80.7%，高于2018年的78.0%7

，而两年内遭遇数据泄露的几率从2014年的

22.6%上升到2019年的29.6%8。

尽管新兴技术创造了惊人的新的组织能力，但

它们也创造了新的复杂性、互联性和漏洞，网

络犯罪分子已经迅速学会了利用这些漏洞。传

统的边界和基于规则的网络安全方法不再适用

于新的数字组织，因为现在用户远程访问组织

最敏感的资源，并超出了传统的边界安全。

凭证和个人数据是攻击的主
要目标
身份现在是新的边界安全。企业需要对访问企

业数据的用户或设备进行有效的认证，无论这

些数据是在本地还是在云上。数字身份是所有

组织的宝贵资产，但它们也是网络犯罪分子有

利可图的目标。犯罪分子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完

成工作，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使用和滥用偷

来的凭证。黑客攻击和社交违规等攻击类型受

益于凭证盗窃，这使得不再需要使用恶意软件

来维持持久性。因此，账户接管和撞库攻击成

为组织对网络威胁的五大担忧9。

与此同时，个人数据被窃取的频率也比往年

更高。2019年有58%的泄露事件涉及个人数

据，几乎是2018年30%的两倍10。这包括电

子邮件地址、姓名、电话号码、物理地址和其

他类型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隐藏在电子邮件

中或存储在配置错误的数据库中。一旦他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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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计数据导致人们对基于云的资产的安全

态势的信心下降16。事实上，850万条被泄露

的数据记录中，有86%是由于服务器配置不当

造成的，要么是面向公众的云资产，要么是云

中未加密的数据17。组织无法理解云供应商的

共享责任模式，云中数据的安全是所有者的绝

对责任。

工业攻击正在增加
攻击者不仅出于经济目的而关注企业。他们还

急于破坏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可靠

性。与2018年相比，2019年威胁者针对工业

控制系统（ICS）和类似的操作技术（OT）资

产的事件增加了2000%以上18。大多数观察到

的攻击集中在使用SCADA和ICS硬件组件中已

知漏洞的组合上。

还有很多案例是攻击者利用了IT和OT基础设

施的融合。这种重叠使得IT漏洞可以针对控制

物理资产的OT设备，这可能会大大增加恢复

成本。各行业对物联网设备的爆炸性使用扩大

了攻击面，威胁者利用了这一点。具有网络访

问权限的被破坏设备可被攻击者用作支点，试

图在组织中建立立足点。

网络安全可以推动业务增长
组织不应将网络安全视为防范迫在眉睫的外

部和内部网络安全威胁的另一项IT费用。事实

上，网络安全可以在推动企业发展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19。拥有强大网络安全战略的组织比

那些没有网络安全战略的组织具有强大的竞争

优势。随着网络攻击和安全漏洞每天都成为新

握了这些珍贵的数据，犯罪分子要么在股票市

场价值非常高的暗网上出售，要么利用这些数

据发动其他攻击，如网络钓鱼。

网络钓鱼是攻击者进入企业
网络的第一步
大多数安全报告都认为，网络钓鱼是安全漏洞

中出现的第一个初始感染载体11。网络钓鱼是

社会工程攻击最喜欢的行动方式，96%的情况

下是通过电子邮件到达。虽然凭证是迄今为止

网络钓鱼事件中最常见的受损属性，但个人数

据也被广泛关注12。

网络钓鱼一直是攻击者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企业最担忧的网络威胁13。

越来越多的攻击者采用网络钓鱼战术，通过

商业电子邮件入侵（BEC）进行所谓的CEO欺

诈，这一令人担忧的事实更加剧了这种担忧。

这类攻击是出于经济动机，并被证明非常有

效：受影响的公司每次损失高达 

44,000美元14。

云安全是一个主要问题
将企业数据转移到云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

部分。随着公司向云端转移，犯罪分子也在

转移。2019年约有24%的泄露事件涉及云资

产，73%的泄露行为涉及电子邮件或网络应用

服务器。此外，77%的云泄露事件也涉及到被

泄露的凭证15。这与其说是对云安全的控诉，

不如说是说明了网络犯罪分子寻找最快速、最

便捷的途径接近受害者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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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头条，消费者对数字服务和产品的安全及隐

私变得更加敏感，无论它们是由大型企业还是

小型企业提供的。根据沃达丰20 最近的一项研

究，89%的高管相信，改善企业网络安全可以

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信任度。

您的业务合作伙伴和投资者还希望在他们与您

建立和扩大关系之前，确保您有适当的安全措

施，因为他们不希望您的漏洞破坏他们的系

统。最后，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提供了能受益

于将数据和应用程序迁移到云、提供托管服务

和扩展到全球、无所不在的业务的基础。

然而，企业仍在努力使网络安全成为其战略、

运营和文化的综合和主动的一部分。尽管网络

安全专业人员负责保障企业的安全，但当公司

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时，网络安全往往是事后

才想到的，从而增加了安全和商业风险。这意

味着公司正在失去网络安全功能所能提供的附

加价值。

企业现在需要的是有才华、有经验、有知识的

员工，他们既了解新兴技术的潜力，也了解与

之相关的风险。随着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业务

流程，这些专家可以引领并使网络安全意识和

安全成为业务成功的助推器。

人力资源经理可以为促进网

络安全成功做些什么
现在是时候让董事会和高管们重新设定他们对

网络安全在其组织内部定位的期望了，而人力

资源经理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网络安全策略倡导者
人力资源经理可以倡导围绕业务连续性、品牌

保护、合规及增长制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战

略。您的业务环境将推动您的选择。监管压

力、风险暴露和客户价值等因素可能都是推动

因素。例如，一家电力公司可能会优先考虑业

务连续性，以确保在成本压力较大的市场中获

得最高的服务正常运行时间，而一家物联网制

造商可能会专注于增长，拥有设计安全的产品

以证明合理的溢价。

促进合作关系
人力资源部门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与从执行

委员会到初级员工的所有业务部门进行沟通和

合作。人力资源经理可以促进内部合作，让

安全部门的声音被听到。网络安全不能孤立运

作；它必须是一个横向的功能，并在所有业务

决策中加以考虑。有必要激励相关的利益相关

者与网络安全专业人士密切合作。

另一方面，企业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一家公

司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激励措施会影响到同一

行业的所有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可以促进健康

的同行压力，鼓励高管与网络安全职能部门合

作，并在所有部门整合基于风险的安全思维。

促进企业团队培训和意识
熟练IT安全人员短缺的企业比例每年都在上

升。解决缺乏高技能IT安全人员的解决方案之

一是培训现有的IT团队成员，使他们能够担任

安全管理员、分析员、事件响应者和测试员等

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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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经理可以促进安全团队的培训，因为

员工对培训的态度一般是积极的。根据最近的

一份报告，在接受过培训的人中，80%的人同

意 “课堂和/或在线IT安全培训帮助我更好地

保护我的组织和/或我客户的资产。21”

推广安全领域的专业认证
当我们在讨论培训以填补高级IT安全技能的空

白时，人力资源经理可以考虑并推广安全方面

的专业认证。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获得这些

认证有很多好处。最常提到的好处是扩大知识

面，其次是提高可信度和尊重，以及提高工作

满意度21。

雇用合适的网络安全领导者
对于关键的领导职位来说，”谁 “很重要，

所以值得我们剖析要寻找哪些特征。人力资源

经理在考虑和评估网络领导者时，应该优先考

虑心态而不是技术技能。纵观成功的网络领导

者所做的事情，心态特征非常突出，如拥有广

阔的商业视野，渴望让他人成长，并有学习的

欲望。

虽然组织需要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和事件响应

等关键技能，但在评估未来的网络安全领导人

时，这些不应该是最重要的。尽管他们必须具

备这些技术能力，但专家本身需要与众不同：

在商业战略、技术决策和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发

出有影响力的声音。

网络安全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有什么？
未来的网络安全领导者需要一套广泛的技

能，而仅靠工作经验是无法提供的。他们需

要培训以获得这些技能，从而成长为自信、

拥有牢固安全基础的专家，才能在您的组织

中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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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组合
新兴技术改变了企业的工作方式，也将在未

来创造新的角色。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云计算和自动化都被视为支持数字化

转型举措的重要投资。新的安全职位将需要

了解这些新兴技术以及其固有的安全挑战的

专业人士。

精明的安全专业人员今天应该掌握这些知

识，因为这些新兴技术将迫使明天的工作场

所发生变化。如果不了解这项技术是如何影

响IT基础设施和业务，一些人可能会发现，随

着与新兴技术相关的技能的发展，他们会被

甩在后面。

对安全最佳实践的深刻认识

网络安全已成为当今企业的首要任务。安全

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很大，而技能差距使我们

很难找到减轻风险所需的帮助。网络安全领

导者必须能够展示对安全最佳实践的充分了

解，包括：

• 事件检测和响应，以处理组织违反安全

策略或标准安全做法的任何紧迫的威

胁。

• 管理，将警报产生的实时分析转化为事

件响应计划。

• 分析和威胁情报，以汇总网络和应用数

据，防止未来发生攻击。

• 身份和访问管理，以确保安全策略对组

织内的各种角色和职责有可接受的用

途。

• 数据管理，以处理、分析和安全地存储

所有类型的数据，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

云端。

 

对监管环境的透彻了解

如GDPR、CCPA、HIPAA、SOX、PIPEDA等

法规规定了保护敏感和个人数据的安全及隐

私的要求。不遵守这些规定将受到各自国家

监督机构的巨额罚款。这些处罚不仅会破坏

公司预算，也会损害人们对受影响组织的信

任程度。

 

合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工

作。网络安全专业人员需要了解这些法规

中描述的安全要求，并尽职尽责地行使适当

的安全控制。遵守这些法规可以提供竞争优

势，并为每个组织带来附加价值。

软技能
领导力和沟通能力  

安全专家通过他们的信誉、反应能力和道德

操守表现出领导力。此外，沟通技巧可以帮

助安全专家赢得高级管理层、同僚和下属的

信任。安全领导应该能够向他们的领导层提

供与业务需求和风险环境相联系的可操作见

解，并帮助高管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热爱学习 

安全专家应不断学习商业环境中的最新趋

势、技术和安全挑战。他们必须对学习和专

业成长充满热情，才能获得成功。安全是IT行

业中节奏最快的领域之一，需要对知识和专

业技能有渴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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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威胁和技术环境，做出准确和及时的

影响评估，协助执行委员会分配所需的资源

来实施相称的缓解措施，确保组织具有网络

弹性。实施与整体业务目标相一致的安全控

制，安全专业人员可以帮助将安全风险降到

最低，使组织在许多方面受益，并帮助与客

户和合作伙伴建立信任。

信息安全是一个快节奏的，而且往往是自我

导向的领域。 网络安全领导职位的最佳人选

不仅需要对系统安全有扎实的概念性理解，

还需要有能力去有效地设计、实施和管理一

流的网络安全计划。系统安全专家带着一整

套工作知识来到雇主身边，为组织做出贡

献，并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团队中的重

要成员。

坚定

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必须坚持不懈地应对不断

变化的威胁形势。坚持不懈是关键。网络安

全专家将一个解决方案贯彻到底，不解决挑

战不罢休。

协作

网络安全是整个组织的共同责任。因此，网

络安全专业人员必须通力合作，在各个层

面努力灌输一种文化，确保安全政策不仅到

位，而且得到遵守。获得整个组织对所有安

全倡议的认可也是至关重要的。

分析和批判性思维

一名熟练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员能够分析事件

的发生方式，容易被利用的攻击面，以及如

何最大限度减少网络攻击。一名有分析力和

洞察力的安全专业人员会预测黑客将如何利

用网络和其应用程序。在某种程度上，网络

安全专家应该像攻击者一样思考，提前发现

漏洞。

成为一名项目经理

最后，网络安全专家需要把全面的安全解决

方案放在一起，以防止、检测和应对网络攻

击。他们不是把安装一个解决方案当作 “一

劳永逸”，而是需要更全面地思考，建立一

个与组织的所有资源相匹配的安全战略。

广泛的安全知识的重要性
一个具有广泛安全知识的熟练专业人员可以

成为组织最宝贵的资产。对安全事件有了

更广泛的了解，安全从业人员可以根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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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CISSP认证的网络安全
领导者的好处 

 

候选人证明这种知识和技能的最佳方式是持

有(ISC)²的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认证。CISSP专业人员给组织带来了许多好

处，比如：

• 像企业领导人一样思考，将网络安全从

一个支持功能转变为一个业务推动者，

以促进企业的声誉、收入、品牌资产和

客户关系。

• 与您的商业伙伴建立信任和信心，能够

胜任地谈论目前市场上的安全趋势和风

险，以及这些安全问题如何直接影响企

业、合作伙伴或客户。

• 建立并实践一种强大的网络清洁文化，

将业务目标与现有和新兴的安全技术的

应用联系起来，以建立一个稳健的安全

态势。

• 拥有广泛和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以及

可应用于不同技术和方法的通用的、与

厂商无关的技能，了解安全如何共同发

挥作用，为您的组织建立深度防御。

团队培训的好处
除了聘请经过认证的网络安全专家，企业的

安全态势可以通过培训组织的安全团队来升

级。在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稀缺的时候，将认

证和培训作为优先事项的组织最有可能吸引

和留住关键员工。

团队培训对您的组织非常有益，因为它可以

根据您的预算和独特的网络安全要求进行定

制。因此，团队培训可以帮助保持您团队的

网络安全技能，向合作伙伴和客户证明可信

度，并使您的培训投资实现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内部安全培训是一项具有巨大

回报的投资。与其雇用更多的人员，增加员工

数量，不如雇用一个安全专业人员进行内部

培训。您所花的钱将被明智地投资于提高您

的员工在安全方面的基础和通用技能，这将

帮助他们在解决复杂安全问题时建立自信。

建立一支由知识渊博的安全专业人员组成的 

“军队 “可以帮助您减轻威胁，降低被入侵

和不得不面对巨大的惩罚、责任和因声誉受

损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的几率。一次数据泄露

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内部团队培训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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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²如何提供帮助
网络安全行业一直在变化，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可以从成功之旅的指导中受益。

 

CISSP被公认为是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黄金标准。CISSP是富有经验的安全从业人员、经理和行

政人员的理想选择，他们有兴趣证明自己在广泛的安全实践和原则方面的知识，包括那些担任首

席信息安全官（CISO）、首席信息官（CIO）、安全总监、安全系统工程师、安全分析师、安

全经理和安全顾问。

CISSP通用知识体系（CBK®）提供了对八个安全领域的深入认识和专业知识，有助于建立和展

示坚实的网络安全基础，强大而全面的技能，这将是任何人在网络安全领域寻求职业发展的宝贵

财富。

(ISC)2 是网络安全认证的领导者，得到了世界各地公司的认可。要了解您的企业如何受益，请访

问  www.isc2.org/Training/Enterprise-Solutions。

 

关于 (ISC)2

(ISC)²是一个国际非营利会员组织，专注于启迪构建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世界。因其广受赞誉的注
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认证而最为人熟知，(ISC)²提供了一套认证组合，作为整体的、
程序化的安全方法的一部分。我们的会员人数超过16.8万，由经过认证的网络、信息、软件和基
础设施安全专业人士组成，他们正在发挥作用并帮助推动行业发展。我们以慈善基金-- 网络安全
和教育中心TM对教育和普及大众的承诺而践行我们的愿景。有关(ISC)²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sc2china.org，在微信和微博上关注我们。

https://www.isc2.org/Training/Enterprise-Solutions?utm_source=isc2&utm_medium=textlink&utm_campaign=GBL-B2Btraining&utm_term=cisspqualifiedteamwhitepaper&utm_content=training
https://iamcybersafe.org/s/
https://iamcybersafe.org/s/
www.isc2china.org/?utm_source=CISSPB2BWPCN
https://mp.weixin.qq.com/mp/profile_ext?action=home&__biz=MzUzNTg4NDAyMg==&scene=124#wechat_redirect
https://weibo.com/isc2china2013?nick=ISC2


为什么团队中有合格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员很重要

10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FactsFigures2019.pdf
2 Datareportal, “Digital 2019: Global Digital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19-global-

digital-overview
3 Bank My Cell, “How Many Smartphones Are In The World?”, available at https://www.bankmycell.com/blog/how-many-

phones-are-in-the-world
4 NASA Earth Observatory, Smart Phones Bring Smart Irrigation, available at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 

images/92903/smart-phones-bring-smart-irrigation
5 Forbes, Smarter Cities Will Be More Efficient Cities,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bes.com/sites/

forbestechcouncil/2019/11/22/smarter-cities-will-be-more-efficient-cities/#3bd950332128
6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

report-2020
7 CyberEdge 2020 Cyberthreat Defense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cyber-edge.com/cdr/
8 IBM, Cost of a Data Breach Report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bm.com/security/data-breach
9 CyberEdge 2020 Cyberthreat Defense Report
10 Verizon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DBI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reports/dbir/
11 IBM X-Force Threat Intelligence Index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ibm.com/security/data-breach/threat- 

intelligence
12 Verizon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DBIR) 2020
13 CyberEdge 2020 Cyberthreat Defense Report
14 Verizon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DBIR) 2020
15 Verizon Data Breach Investigations Report (DBIR) 2020
16 CyberEdge 2020 Cyberthreat Defense Report
17 IBM X-Force Threat Intelligence Index 2020
18 IBM X-Force Threat Intelligence Index 2020
19 Netwrix, “How Can Cybersecurity Help in Business Growth?”, available at https://blog.netwrix.com/2019/10/22/how-

can-cybersecurity-help-in-business-growth/
20 Vodafone, “Cyber Security: The Innovation Accelerator”, available at 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white-paper/

cyber-security-research-the-innovation-accelerator
21 Netwrix, “How Can Cybersecurity Help in Business Growth?”, available at https://blog.netwrix.com/2019/10/22/how-

can-cybersecurity-help-in-business-growth/
22 Vodafone, “Cyber Security: The Innovation Accelerator”, available at 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white-paper/

cyber-security-research-the-innovation-accelerator

© 2022, (ISC)2 Inc., (ISC)2, CISSP, CCSP, SSCP CAP, CSSLP, HCISPP, and CBK are registered marks of (ISC)2, Inc.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FactsFigures2019.pdf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19-global-digital-overview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19-global-digital-overview
https://www.bankmycell.com/blog/how-many-phones-are-in-the-world
https://www.bankmycell.com/blog/how-many-phones-are-in-the-world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images/92903/smart-phones-bring-smart-irrigation
https://earthobservatory.nasa.gov/images/92903/smart-phones-bring-smart-irrigation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techcouncil/2019/11/22/smarter-cities-will-be-more-efficient-cities/#3bd950332128
https://www.forbes.com/sites/forbestechcouncil/2019/11/22/smarter-cities-will-be-more-efficient-cities/#3bd950332128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20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risks-report-2020
https://cyber-edge.com/cdr/
https://www.ibm.com/security/data-breach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reports/dbir/
https://www.ibm.com/security/data-breach/threat-intelligence
https://www.ibm.com/security/data-breach/threat-intelligence
https://blog.netwrix.com/2019/10/22/how-can-cybersecurity-help-in-business-growth/
https://blog.netwrix.com/2019/10/22/how-can-cybersecurity-help-in-business-growth/
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white-paper/cyber-security-research-the-innovation-accelerator
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white-paper/cyber-security-research-the-innovation-accelerator
https://blog.netwrix.com/2019/10/22/how-can-cybersecurity-help-in-business-growth/
https://blog.netwrix.com/2019/10/22/how-can-cybersecurity-help-in-business-growth/
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white-paper/cyber-security-research-the-innovation-accelerator
https://www.vodafone.com/business/white-paper/cyber-security-research-the-innovation-accelera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