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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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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云操作系统的自主研制
Independent Design of Industrial Cloud Operating System

广泛关注。增强网络安全能力是我国发展成为网络强国的关键挑
摘要：工业控制系统广泛应用于能源、电力、交通、石化、制造等工业领

战，为此我国在2014年1月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域，国家关键基础设施80%以上依靠工业控制系统来运行。工业物联网不断

小组”，在战略和组织上为解决网络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但从

增加上述工业系统的传感节点和管控节点，所产生的大数据需要工业云平台

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化一些关键技术

来存储、分析挖掘和增值应用，因此工业网络和信息安全越来越重要。本

上还受制于人，亟需把各种自主创新力量和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整

文探讨自主研制工业控制和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工业云操作系统问题，主要包

合，在信息安全这条线上打通国产CPU、国产密码设备、国产芯

括：国内外发展现状、需求分析和主要内容、应用领域和预期效果等。
关键词：工业控制；先进制造；信息安全；工业云操作系统
Abstract: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s are widely used in energy,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petro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other industrial sectors. More
than 80% of national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rely on 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
for their operation. Industrial IoT (Internet of Things) are increasingthe sensing

片、国产部件、国产操作系统、国产数据库、中间件乃至上层应
用软件的整条产业链。
在工业领域，工业信息化、工业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高
速发展，以往相对封闭的工业控制系统也逐渐采用通用的通信协
议、软硬件系统，越来越多的工业控制系统暴露于互联网上，传

nodes, management & control nodes of those industrial systems continuously.

统信息网络所面临的病毒、木马、入侵攻击、拒绝服务等安全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is needed by those generated big data for store,

威胁也正在向工业控制系统扩散。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工业

mining, analysis andvalue-added applications, thus industrial network and

控制系统网络应急响应小组（ICS-CERT）的统计，从2012年10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discuss

月至2013年5月，该组织响应的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报告已

industrial cloud operating system issues, including current status,requirement

超过200起，其中能源领域111起，占53%，关键制造业32起，占

analysis and main content, industrial control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17%，而且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我国现有工业控制系统基本处于

application areas and their expected results.

没有多少信息安全防护措施的局面。据工信部相关部门统计：22

Key words: Industrial contro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个行业900套工业控制系统主要由国外厂商提供产品，数据采集与

Industrial cloud operating system

监控系统（SCADA）、分布式控制系统（DCS）、过程控制系统
（PCS）中分别占据了55.12%、53.78%及76.79%的份额，在大型
可编程控制器（PLC）中则占据了94.34%的份额。上述工业控制
系统运维也由国外厂商直接接管，存在大量安全漏洞。

1

引言

由此可见，我国在工业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亟需要建立起保障

2010年，震网（Stuxnet）病毒通过西门子监控与数据采集系

现有工业控制系统安全的完整体系和技术手段，也需要自主研发

统（SCADA）入侵伊朗核电站，导致浓缩工厂内约五分之一的

各种工业网络信息安全产品，逐步建立起工业控制和先进制造等

离心机报废。该病毒能突然更改离心机中的发动机转速以摧毁离

领域所需的完整解决方案。为此，国家发改委于2014年12月授牌

心机运转能力，且无法再修复。全球已经有数万个工业控制系统

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成立了“工业控制

遭Stuxnet病毒光顾，涉及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斯诺登

系统信息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拟针对我国所面临的日益

爆出的棱镜门、伊朗核电站遭受网络攻击等事件一再证明：网络

严重的信息安全攻击威胁等问题，建设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

攻击在网络出现时就早已开始，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并将永

术研发与工程化平台，自主研制工业控制系统安全SCADA、安全

远持续下去，已引发国际社会和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对网络安全的

DCS、安全PLC、安全RTU（远程终端单元）等关键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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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讨论工业控制和先进制造领域所需的工业云操作系统

部“基于安全可控优秀云计算解决方案”。2012年8月，G-Cloud

（工业云OS），先总结云OS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再讨论工业云OS

获得公安部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三级等认证，是一款安全可靠的

的需求分析和主要内容，最后是工业云OS的应用领域和预期效果。

云操作系统。2014年7月，G-cloud成为国内首个通过国家信息安
全EAL3测评的云操作系统，获得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签发的

2

云操作系统国内外发展现状

云计算是信息技术和应用发展方向，这已成为国内外政府

EAL3级别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测评证书。

全和大规模应用的核心关键。从应用角度来看，云计算用户可通
过网络按需获取资源，并按使用量付费；从服务后台来看，云计
算可实现对各类异构软硬件基础资源的兼容，各种资源的动态流
转。这就是云OS要主要实现的两大基本功能。Google、IBM、

政务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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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购买来进行应用开发的云OS。
迄今为止，我国大多数云计算应用都是建立在国外政府和企

图1 G-Cloud云操作系统（来源：www.g-cloud.com.cn）

业控制的云OS基础上，这对解决我国网络安全问题是极其不利

另外，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自主研发云海OS，是一款

的。为此，我国政府和企业也开始重视云OS自主研发。目前，华

开放架构、模块化、标准化的云数据中心资源管理平台。2014年

为技术有限公司和Intel合作研发GalaX操作系统、华为云操作系统

6月，浪潮牵头承担的973计划前期研究项目《云计算基础应用研

Fusion Sphere。中兴通讯研发CoCloud云操作系统。清华大学张尧

究》，围绕国家科技发展和云数据中心的重大需求，以云基础设

学院士小组研发有集成Linux、Windows、Unix和Symbian等的基

施、支撑平台和服务应用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云数据中心、云计

于透明计算的云OS（TransOS）。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自主研发

算众核应用、云计算无线接入网络基带、数字家庭智能云服务平

麒麟操作系统，包括：面向天河和银河高性能计算机的专用OS；

台、面向云计算的数据传输用新型光纤及云存储数据高可用性、

与中标软件有限公司一起联合研制面向通用服务器和终端的中标

云服务多媒体应用平台的基础架构与应用、云应用智慧服务、基

麒麟OS；基于Linux内核的一款国产电脑OS（优麒麟OS）。2013

于SaaS服务的数字出版等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的PC时代被微软控

年，由国防科技大学等单位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广

制，移动网络大发展时期被苹果和谷歌控制。为此，在2014年11

州超级计算中心建成，以每秒33.86千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连续

月举办的“国产操作系统及其产业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应用论坛”

四次蝉联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排名第一。所使用的麒麟操作系

上，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倪光南院士、吴曼青院士等

统，基于SLURM（Simple Linux Utilit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专家呼吁，我国要自主研发智能终端的国产操作系统。

资 源 管 理 用 单 一 L i n u x 公 用 程 序 ） 的 全 局 资 源 管 理 。 U bu n t u

随着IT技术发展，掌握国家命脉的工业部门，比如：能源、

OpenStack运行在成百上千个高性能节点上。杭州迪普科技则为

交通、电力、石化、军用装备、航空航天、制造等领域，广泛采

“天河二号”提供一套完整的应用交付和安全防护解决方案为其

用工业物联网和云计算已是必然。国际自动化领域的著名公司包

业务稳定运行保驾护航，包括核心产品超万兆ADX3000应用交付

括西门子、ABB、艾默生、霍尼韦尔、罗克韦尔自动化、施耐德

设备、万兆IPS2000入侵防御设备及VPN设备等。

电气、横河、通用电气、三菱电机等，它们中的部分开始尝试工

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中心联合所属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有限公

业云。ABB已经将其SCADA迁移到GlobaLogix提供的高可靠和

司和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G-Cloud云操作系统，如图

多冗余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上，其2048 Bit密钥符合美国国防部标

1所示，支持大规模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虚拟化和统一

准，其基础设施符合美国通信工业协会(TIA)和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管理，可在已有IT基础设施基础上实现可扩展、安全可控的私有

(ANSI)对关键计算系统的要求。霍尼韦尔研制MAXPRO Cloud，

云、公有云和混合云，使传统服务器使用率从10%提升至70%，

实现基于互联网对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全天候管理。西门子和微软

云服务数据可靠度高达99.99%。2011年8月，G-Cloud入选工信

合作，基于Windows Azure云计算平台，研发对现场使用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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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设备进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目前，我国

调控制与优化，主要采用专业自动化厂商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工业自动化市场大部分被上述国际自动化巨头占领，我国工业自

（DCS）、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数控生产设备等。

动化产业支柱浙大中控集团、和利时集团等所占领的国内市场份

随着工业物联网的广泛应用，还将在上述工业系统三个层次

额也有限，我国对于云计算将引起的工业自动化变革还没有足够

增加越来越多的传感节点采集越来越多的数据，增加越来越多的

的应对措施。在科技部973/863等项目的资助下，由中国航天科工

执行节点来完成更精准的管控功能，所产生的大数据需要工业云

集团李伯虎院士等牵头，自2009年开始大力推动离散制造业的云

平台来存储、分析挖掘和增值应用。因此，工业信息安全越来越

制造，这是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与我国制造业发展需求相结合

重要，工业云操作系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所催生的先进制造新模式，将成为服务型制造一种崭新的业务形

工业系统所包括的传感信号和控制信号等都是分层递阶的，

态，但是目前还没有自主研发的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产品

强调实时性、可靠性。因此工业云操作系统也需要是分层递阶

支撑。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推动的“大数据与制

的，能够同时管理工业系统三个层次，以及相对应的各类用户。

造流程知识自动化发展战略”，需要包含自主研制IAAS产品的内

3.2

容。没有自主研发的工业云基础设施支撑，我国工业领域的网络

工业系统包括三层子系统和用户共四部分，在实现工业云

工业云操作系统主要内容

的过程中，其工业云操作系统（工业云OS）相应地也需要满足

安全就依然堪忧。
上述现有云OS都是以支持大数据存储和海量计算为主的，还

企业管理云、工厂管理云、生产控制云和工业云终端（比如：手

没有云OS能够支持基于工业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的工业测量、

机、车载终端）的功能和性能需求。企业管理云操作系统，可以

控制和管理的“工业云”。因此，笔者建议在我国自主研发的

在我国自主研发的G-Cloud操作系统基础上修改完善，既要兼容

G-Cloud等云OS基础上，面向国家命脉部门对工业云安全和应用

现有国产的企业级ERP、CAD、SCM、ERM等应用系统，也要

需求，整合我国相关研发力量，自主研制“工业云操作系统”。

兼容国产工业云服务器、工业网络、工业中间件等；工厂管理云
操作系统，需要完全自主研制，既要兼容国产MES、SCADA、

3

工业云操作系统需求分析和主要内容

3.1

工业云操作系统需求分析

LIMS等系统，也要满足安全要求；生产控制云操作系统，需要
完全自主研制，既要兼容国产DCS、PLC、数控系统等，也要满
足安全要求。也需要研发配套的国产工业实时数据库（Industrial
Real-time Database）和国产工业实时中间件（Industrial Real-time
Middleware）等。工业云终端操作系统，可以在我国自主研发的
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基础上修改完善，满足工业云终端对实时性、
可靠性的严格要求。国产移动终端OS可采用内核安全增强技术和
敏感数据保护技术，在操作系统漏洞防护、网络安全、恶意软件
防护、身份认证、权限管理和访问控制、数据加密和保护等方面
实现技术突破，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以企业管理云操作系统（企业云OS）为例进一步讨论，它
是企业云后台数据中心的综合管理系统，构架于服务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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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ste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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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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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Historians

SPC/SQC
Systcms

Laboratory
Systems

Maintenance
Systems

网络等基础硬件资源，单机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等基础软

图2 工业管控一体化的SAP方案

件管理海量的基础硬件、软资源之上。企业云OS包括大规模基

图2是石化企业实现管控一体化的SAP解决方案，也是流程

础软硬件管理、虚拟计算管理、分布式文件系统、业务/资源调度

工业现有管控一体化方案的典型代表。在企业管理层，主要实现

管理、安全管理控制等几个模块。管理和驱动海量服务器、存储

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管理和优化功能，主要是采用SAP、Oracle

等基础硬件，将一个数据中心的硬件资源逻辑上整合成一台服务

等公司的企业资源计划（ERP）、客户关系管理（CRM）、供

器。为企业云应用软件提供统一标准的接口，管理海量的计算任

应链管理（SCM）、电子商务（E-Business）、商务智能（BI）

务以及资源调配。

等系统；在工厂管理层，主要实现工厂内订单管理、原材料管

企业云OS主要功能包括计算资源管理、存储资源管理、网络

理、质量管理、计划管理、设备管理和人员管理等功能，主要是

资源管理、密钥对管理、安全组管理、镜像管理、监控管理、用

根据各行业和企业特殊需求定购或定制生产执行系统（MES）、

户管理、系统配置等。主要组件包括前端代理、Portal、云控制

SCADA、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生产集成智能系统

器、集群控制器、存储控制器、主节点控制器、备节点控制器、

（MII）等；在生产控制层，主要实现生产设备各种参数的协

认证中心、监控控制器等。计算资源管理主要有两类操作，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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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基本操作，如创建、开机、关机、重启、迁移、重命名

安全，促进我国自动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要素。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232006, 61233001,

等；针对虚拟机内部数据的操作，如配置虚拟机、备份虚拟机、
虚拟机打包、登录虚拟机、安装扩展组建等。系统管理模块包

61174172）和东莞市创新领军人才项目（熊刚）的资助。

括：用户管理、字典维护、虚拟机类型配置、操作日志、网络规
划、设备接入、任务计划、回收站管理、映像文件管理、镜像管

参考文献：

理等业务单元。企业云OS主要参数指标：

[1] 张尧学, 周悦芝. 一种云计算操作系统TransOS: 基于透明计算的设计与

（1）高效的虚拟计算模式：基础设施虚拟化，按需取用，
资源利用率提升30%；
（2）高可用、高可靠的云计算机制：多中心统一管理、虚
拟机迁移（秒级）、多副本备份、容错（毫秒级中断）、故障
恢复等；

实现[J]. 电子学报, 2011, 39(5): 985 - 990.
[2] 熊刚. 企业资源计划ERP的发展动态和实例分析[J]. 中国科学院信息化工
作动态, 2008, (2): 18 - 32.
[3] Xiong Gang, Dong XiSong, Liu XiWei. Nyberg Timo R. Real-time
manufacturing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ce solution: Case study in global
chemical company[J]. Journal of Software, 2012, 7(8): 1727 - 1737.
[4] 王喜文. 从德国工业4.0战略看未来智能制造业[J]. 中国信息化, 2014, (15):

（3）支持动态资源调度，弹性计算资源和存储，提供统一
的管理员监控和界面；
（4）灵活的兼容原有策略：整个服务平台可以根据原有IT
管理策略做完全兼容，保持原有的网络管理策略、安全管理策略
不变，使用户拥有更灵活的配置策略；
（5）安全的连接：为用户保障其申请的资源是安全的。可
快速兼容第三方安全方案、防火墙、互联网协议群（IPS）等；
（6）可靠的服务：不论是计算资源，还是存储资源，均通
过可靠性测试，保障服务可用性及资源可用性；
（7）实现动态迁移、虚拟机容错、负载均衡、故障恢复等。

8 - 9.
[5] 王喜文. 工业4.0：智能工业[J]. 物联网技术, 2013, (12): 3 - 4,6.

作者简介

熊刚（1969-），研究员，博士。1991年、1994年分别获得西
安理工大学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学士和硕士。1996年获得上
海交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主要研究计算机集成制
造。1998年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后出站，主要研
究流程工业自动化。1998年至2007年先后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工
作，主要从事造纸、手机、石化行业的生产综合自动化，生产集
成与智能化等的研发工作。2008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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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云操作系统应用领域和预期效果

现为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流程工业自动

基于国产服务器（比如曙光服务器），面向离散工业有效

化、交通自动化、离散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先后承担并完成40余

集成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数据存储和海量计算需求，

项科研项目，包括科技部973/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联合中国航天、清华大学、华中科大、神州数码等单位，争取我

项目、创新群体项目及面上项目等。主编专著1本，参与撰写3本

国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研制符合我国工业标准和国防标准的

专著3个章节。发表论文200余篇：SCI检索论文10余篇，EI检索

“离散工业云操作系统”及其中间件等产品，应用到航空航天、

论文120余篇。获得软件著作权23项，申请专利10余项。

国防（战场）、交通、制造等行业，满足我国推动云制造需求，

季统凯 （1972-）， 研究员，博士。中国科学院云计算中心

替代IBM的SmartCloud、Vmware的Vsphere等云操作系统。

主任、国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云计算专家委员会

基于国产的MES、SCADA、DCS和PLC等现有产品，联合工

委员、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产学研应用组组长、国家发改委

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浙大中控、和利时等

ICC专家库专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云计算研究中心专家、广东省

单位，争取我国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研发面向流程工业现场使

云计算联盟副主席。自2008年3月起，主导电子信息领域新兴技

用的流程工业云操作系统、实时数据库、集成各种异构现场设备

术——云计算在东莞的落地实施，推动电子信息技术、成果在地

的中间件等产品，并应用到电力、石化、冶金、水利、能源等行

方的转移、转化，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期间，主持和参

业，替代ABB和GlobaLogix、霍尼韦尔的MAXPRO Cloud、西门

与了十多项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863项目，中国科

子和Microsoft的Azure工业云计算系统，帮助我国工业自动化及早

学院重点创新集群建设项目，广东省中国科学院全面战略合作重

摆脱国际巨头的垄断。

大项目、广东省粤港招标、粤港招标东莞专项、东莞市重大科
技专项计划等。带领团队申请发明专利45项，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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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3项，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5项，获得授权实用新型20

全球工业正在向不断增强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工业云

项，在国内外重要会议及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曾获得2010

内容的“工业4.0”方向发展，工业云OS是工业网络和信息安全

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奖先进个人一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研制工业云OS是我国保障工业网络和信息

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全军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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