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大二院等级保护
实施



等级保护建设背景

根据卫生部对等级保护相关工
作提出的要求和省卫生厅《关于印
发三甲医院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黑卫办发
【2013】84号）》文件，结合医
院信息系统安全建设实际情况，形
成医院等级保护建设方案，实施哈
医大二院信息系统安全建设。



等保概念

国家规定安全防护共分五级，
而要求医院信息系统应达到三级标
准。
第一级：用户自主保护级

第二级：系统审计保护级

第三级：安全标记保护级

第四级：结构化保护级

第五级：访问验证保护级



等保实施方向
完善七个方面：

1、管理安全

2、数据安全及备份恢复

3、数据库

4、网络安全

5、物理安全

6、应用系统

7、主机设备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物理方面：

1、电磁防护：电源线和通信线缆隔
离铺设，避免相互干扰。

2、边界完整性检查和身份鉴别：应
能够对内部网络中出现的内部用户未
经允许私自联网的行为进行检查。
（内网、用户名密码、电子签名、IP
和mac和交换机端口绑定等）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主机方面：

1、当对服务器进行远程管理时，防止鉴别信
息在传输过程中被监听。（管理制度完善、
防止非法接入内网等、尽量少用远程管理、
日志审计能对其操作进行详细的记录 ）

2、采用校验码技术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完
整性。

3、采用密码技术进行会话初始化验证，应对
敏感数据进行加密。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机房方面：

1、应鉴别和记录出入人员。（指纹
门禁、监控、机房管理制度）

2、机房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并有隔
离装置，有防雷、自动灭火、空调、

UPS、备用电源系统、防盗报警、
防水检测和报警。（环境监测）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网络方面：

1、应避免将重要网络部署在网络边界
处，重要网段之间采用可靠的技术隔
离手段；能够对数据流提供允许和拒
绝访问能力；能实现对 http、ftp、
telnet、smtp等协议命令级控制
（防火墙、网闸、访问控制列表）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网络方面：

2、应在网络边界处监视以下攻击行
为：端口扫描、强力攻击、木马后
门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网络蠕虫
攻击等，应在网络边界处对恶意代
码进行检测和清除。（入侵检测、
入侵防御、防病毒网关）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数据服务器方面：

1、能够根据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统计
报表。应能对重要服务器进行监视，
包括CPU、硬盘、内存、网络等资源
的使用情况。（数据库审计、日志审
计、环境监测）

2、应定期扫描系统等主要设备漏洞。
（漏洞扫描）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备份方面：

1、应提供本地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
完全备份至少每天一次，备份介质
场外存储。

2、应提供异地备份功能，采用冗余
技术设计网络拓扑结构，应提供核
心网络设备、服务器等硬件冗余。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管理方面：

1、应委托第三方进行测试，并出具安
全性测试报告；至少每年对系统进行
一次等级测评，不合格及时整改。

2、应确保介质存放在安全的环境中，
对各类介质进行控制和保护，并需专
人管理。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管理方面：

3、应对通信线路、主机、网络和应
用软件的运行状况、网络流量、用
户行为等进行检测和报警，形成记
录并妥善保存。（网管、数据库审
计、日志审计、内网、入侵检测、
漏洞扫描、环境监测、制度文档等）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管理方面：

4、应组织相关人员对监测和报警记
录进行分析、评审，发现可疑行为，
形成分析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数据库审计、日志审计、漏洞扫
描、制度文档、入侵防御）



完成三级等保要素

管理方面：

5、应建立安全管理中心，对设备状态、恶意
代码、补丁升级、安全审计、漏洞等进行
集中管理，应定期检查违法安全策略行为，
应根据安全策略允许或拒绝便携式或移动
设备的网络接入。（防毒、补丁服务器、
入侵检测、防病毒网关、内网管理、无线
安全设备、主要设备IP地址和MAC地址绑
定、管理规定等）



主要设备

1、防火墙、防毒墙、入侵检测、
入侵防御、数据库审计、日志审计、
漏洞扫描。

2、综合楼灾备服务器、时间同步
服务器、电池环境监测、瑞星和内
网升级等。



医院网络外联现状分析

医院网络是完全封闭的网络吗？

不是，目前有银联、交行、建行等在
办公楼出口；114预约挂号、 首页实
时上传在门诊通过网闸连接。以后还
会有省、市、铁等专线接入医院信息
系统。外联接入安全不容忽视。



医院网络外联接入具体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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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银行、医保等出口安装防火墙、
防毒墙、入侵防御保护内网安全

2、病案直报、114等网闸下端安装防火
墙、保护内网安全，进行安全限制。



旁路接入防毒网关和入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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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防毒网关对攻击服务器病
毒进行检测，能快速发现和定
位病毒，保证内网安全。通过
入侵检测及时发现内网中存在
的攻击和隐患，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



旁路接入数据库审计日志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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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审计：可对操作权限进行控制、可以追踪到操作
语句等，并有详细的日志，出现问题有据可查，日志审计可
对服务器、核心交换机、安全设备等日志进行记录和汇总。



接入漏洞扫描核心交换机安装
防火墙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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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防火墙插卡：可以实现安全区域隔离，把银行接入VLAN,
无线护理基站PDA等vlan划分到DMZ区，访问核心服务器需

通过防火墙，其他网段不动。漏洞扫描功能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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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网安全设备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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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灾备服务器建设

采用云计算技术在综合楼机房搭建一
个灾备中心，通过存储虚拟化技术实现主
备中心之间数据的实时同步。当主中心业
务服务器出现故障，在灾备中心通过手动
方式完成存储数据的挂载保证业务系统正
常运行。在虚拟承载平台内配置一台独立
的刀片服务器，作为灾备中心存储虚拟化
网关，在主中心增加一台独立机架式服务
器，作为主中心的存储虚拟化网关，通过
HBA卡接口与主中心的光纤交换机进行互
联。



电池环境监测

对蓄电池做系统监控，可在线采集每
一组电池的电压、电流、环境温度以及单
体电池的电压、电流（充、放电电流）及
内阻。通过显示面板、声光报警等实时显
示电池数据、存储数据、查询数据及智能
分析数据，对异常的电池运行情况进行及
时报警，通过局域网对所监测的电池进行
数据处理，对所监测电池进行集中数据采
集和显示 。



网络时间服务器

网络时间服务器从GPS卫星上获
取标准时钟信号信息，为医院核心网
络设备、各应用服务器等提供精确、
标准、安全的同步 时间服务，防止由
于时间不一致造成的医疗纠纷。



等保需全员参与

等级保护涉及很多方面

系统方面：数据库审计、日志审计、漏
洞扫描、灾备服务器、时间服务器等。

网络方面：防火墙、防毒墙、入侵检测、
防病毒网关、电池环境监测等。

软件方面：要进行安全隔离，必须明确
各相应软件所用端口，并进行充分的
测试，需要和相应公司进行确认等。



等保需全员参与

文档方面：等级保护涉及很多文档，
包括各个方面，需要大家对自己所负
责的具体工作进行文档整理和规范。
需要逐项满足等级保护的各项规定要
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保实施意义
1、等级保护是完善医院信息系统安全的一个
持续的、长期的过程。

2、通过等级保护会发现工作中的不足，是对
系统安全进行重新梳理的过程。

3、等级保护是对我们现有的工作方式进行规
范的过程。

4、等级保护是提高我们信息工作人员的安全
意识、处理安全事件能力的过程。



等保实施展望
1、需通过不断深入的探讨和分部实施，
逐步解决面临的问题。

2、应以实施等级保护为契机，使医院
信息网络安全上一个新的台阶。

3、通过等级保护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云虚拟化平台、数据引流、镜像、
防火墙、防毒墙等）提升我们团队的
技术能力和水平。



等保实施建议
1、核心服务器采用双机。

2、核心交换采用双机，能支持VRRP或irf虚
拟化，最好能插入防火墙板卡，三层交换
机，做好核心交换的访问控制列表。

3、安全设备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投入，如：
一台一体化安全网关可同时实现入侵防御、
防病毒、防火墙等多种功能。



等保实施建议
4、入侵检测、数据库审计、日志审计是必须
的设备。

5、不可能所有都满足等保要求，但可以通过
安全设备间功能互相弥补，设备上无法实
现的，可通过管理制度去完善。

6、结合医院建设情况进行逐步投入，可按实
际医院情况分布实施。

7、做好沟通工作，做到知己知彼。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