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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务大数据是政府和事业单位从事政务活动或例行社会管理功能、事务处理等一系列活动产生的可存储的

数据。伴随着大数据的飞速发展，新的技术架构、支撑平台和大数据软件不断涌现，政务大数据安全技术发展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传统的安全检测技术能够将大量的日志数据集中到一起，进行整体性的安全分析，试图从中发现安
全事件。随着大数据系统建设，日志数据规模增大，数据的种类将更加丰富。过多的误判会造成安全检测系统失效，
降低安全检测能力。因此，在大数据环境下，大数据安全审计检测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为了保证大数据安全，需要进一步提高安全检测技术能力，提升安全。
关键词：政务大数据；安全监测技术；安全监测能力；日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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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overnment big data is the stored data produced by a series of activities engaged in government activities or
routine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 and transaction processing.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new technology
architectures, support platforms and big data software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affairs and
big data security technology is also facing new challenges.Traditional security detection technology can gather a large number
of log data together to carry out overall security analysis and try to find security events.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system, the scale of log data increases, and the types of data will be richer.Too much misjudgment will cause the failure of the
safety detection system and reduce the safety detection capability.Therefore, in the environment of big data, big data security
audit and testing is also facing great challenges.With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big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ecurity detec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y and improve the security.
Keywords: government big data, security monitoring technology, security monitoring ability, lo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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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应用背景 1

重视大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

近 10 年间我国电子政务工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

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在电子政务工程建设中一直存在着“纵强横弱”、“信息

要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党

孤岛”等问题，制约了部门间的政务协同工作，影响了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

“数字政府”的建设。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有序共享”。国务院要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
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加快推进

个人简介：唐树备（1995.2—）
、男、汉族、江苏省南京
市、河海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
方向为智能制造、智能控制，参与过“华为数据安管平

“互联网 + 政务服务”、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审批服
务便民化和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工作。
各地政府纷纷积极响应，在贵州省依托国家大数据

台建设”、“英才名匠”等多项大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研究

（贵州）综合试验区，形成了集约统一的“云上贵州”

项目。对大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安全与技术、数据应用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在广东组建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推进等有一定研究。

统筹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在浙江省成立“浙江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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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发展管理局”，统筹管理公共数据资源和电子政务， 安全与开放就是开展政务大数据管理的终极目标。
推进政务大数据综合应用。江苏省相继出台《江苏省大

3

数据发展行动计划》、《智慧江苏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

3.1 大数据安全遇到的挑战

全省政务大数据安全管理体系研究

一系列文件，筹划成立了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积极

伴随着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各种大数据技术层出不

推进政务数据的汇聚和应用工作，围绕加强政务、行业、 穷，新的技术架构、支撑平台和大数据软件不断涌现，
互联网数据共享利用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大数据应用
场景已经初见规模。而在业务数据集中的同时，政务大
数据安全成为了我们必须要关注的目标。
2

江苏省政务大数据平台的概况、安全现状和管

理目标

大数据安全技术和平台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架构复杂，大数据应用一般采用底层复
杂、开放的分布式计算和存储架构为其提供海量数据分
布式存储和高效计算服务，这些新的技术和架构使得大
数据应用的系统边界变得模糊，传统基于边界的安全保

2.1 江苏省政务大数据平台概况

护措施将变得不再有效。如在大数据系统中，数据一般

政务外网大数据平台由大数据交互平台与大数据资

都是分布式存储的，数据可能动态分散在很多个不同的

源中心组成。大数据交互平台是集目录编制、数据归集、 存储设备、甚至不同的物理地点存储，这样导致难以准
供需对接、共享管理、数据集成、数据治理、运行监控、 确划定传统意义上的每个数据集的“边界”，传统的基于
统计评估、共享开放为一体的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

网关模式的防护手段也就失去了安全防护效果。同时，

动省级各部门政务数据资源向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迁移

大数据系统表现为系统的系统，其分布式计算安全问题

集聚，发挥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支撑多部门数据和业务

也将显得更加突出。

协同作业，实现数据资源和相关业务的统一管控。大数

3.2 数据收集安全管理的研究

据资源中心数据库包括：中心资源库、综合人口信息资

政务大数据是指政府在推动大数据应用发展的过程

源库、综合法人信息资源库、电子证照信息资源库、社

中或大数据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实践中产生的大数据。

会信用信息资源库。

政务大数据是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基础，具体应用场景

2.2 我省政务大数据平台安全现状

包括：为政府提供智能办公、智能监管、智能服务、智

通过对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政务外网大数据平台

能决策等大数据服务；帮助政府更好的治理城市，提高

的调研和分析了解到，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手段对其面
临的主要安全威胁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机制，基本达到保
护重要数据资产的作用。

政府办公、监管、服务、决策的智能化水平等。
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和支持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促进数字经

在业务和数据安全方面进行了身份鉴别方面的安全

济发展。各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并纳入

配置，通过用户名和口令的方式进行身份鉴别，基本符

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形成政务大数据，需要

合鉴别要求。通过运维运营平台对用户身份进行了划分， 将各级政府部门、各单位管辖的数据资源汇集起来，实现
实现不同职责用户权限最小化。通过审计系统实现操作

政务数据的互联互通，并对大量的多源异构数据融合进行

日志、系统日志、登录日志的记录汇总，为安全事件的

大数据综合分析、挖掘，从而帮助政府将现有的数据资源

追溯提供数据支撑。在入侵和安全威胁方面由安全服务

进行转化并创造出价值，有效提升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

商定期开展扫描工作和加固工作，基本实现了系统层面
的安全可靠。

3.3 数据存储安全管理的研究
Hadoop 逐步完善认证授权等方面的安全机制，尤其

但是在防止业务系统用户身份冒用方面，数据安全

是对企业级用户提供了很多内部的安全解决方案，包括

方面的数据分类、分级管控、敏感信息脱敏、数据传输

在 Hadoop 生 态 框 架 中 推 出 的 HUE、Zeus 等 组 件 来 提 供

和存储过程的加密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问题，需要进行

数据权限管理的功能。在系统安全建设的初期以最坏的

深入的分析和规划设计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

打算来设计，假使系统被外部成功入侵或攻击发生于内

2.3 我省政务大数据安全与开放的管理目标

部，存储于 HDFS 中的明文数据则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

国家之所以大力开展政务大数据建设，其主要意义

前。因此，对于安全问题的核心保护手段仍然是数据加

就在于通过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

密。在不影响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情况下，对重要数据进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

行不同等级的加密，可以保护数据的核心价值。目前，

务。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

Hadoop 己提供了实现网络传输的数据加密机制，但对

高效化，利用技术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

HDFS 中存储数据的加密还要进一步设计，包括密钥产生

决策施政，提高政务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时效性， 方法、密钥持有者所属节点、系统拓扑结构等。
提升运用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政务大数据的

而在众多加密技术之中，透明加密是更加便捷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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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运用的加密技术之一。透明加密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加

风险研判与监测。

密和解密过程对客户端都是透明的，即客户端不用对程

4.2 加强大数据运用监管

序代码进行任何修改，数据加密和解密操作都由客户端

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严格监管重点领域的大数据运

完成，HDFS 也不会存储未加密的数据或未加密的数据加

用。对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及电

密密钥。对于透明加密，向 HDFS 引入了一个新的抽象： 子政务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重点领域的大数据运用提
加密区（Encryption Zone，EZ）它是一个特殊目录，其

出严格的监管要求，控制总量数据和核心数据流出。

内容将在写入时透明加密，并在读取时透明解密。每个

二是制定数据分类分级监管体系，对大数据运用实

加密区与创建它时指定的单个密钥相关联。加密区内的

施分级分类管理。借鉴国际经验，针对人社、金融等涉

每个文件都有自己的唯一数据加密密钥（Data Encryption

及关键基础设施的重点领域进行大数据运用进行限制，

Key，DEK），DEK 从不直接由 HDFS 处理，相反，HDFS

设立大数据运用监管机构，对整个过程进行实时的风险

只处理加密的数据加密密钥（Encrypted DEK，EDEK）。 评估和梯度管理，为大数据运用提供必要的指导。
客 户 端 向 KMS 发 出 请 求 解 密 EDEK， 然 后 使 用 后 续 的

三是加强大数据安全管理方面的研究，以应对可能

DEK 读取和写入数据。在 HDFS 数据节点只能看到加密

面临的安全问题。可联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组建专

字节流。如此便实现了大数据系统的加密处理，保证数

业的研究团队，对如何监管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据在此环境中的安全性。
加密技术是保证大数据安全的核心技术之一，其可

加强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和基于大数
据的网络安全技术研究，建立健全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以在保证数据机密性的同时，可以实现数据的完整性、 切实保障数据安全，才能确保大数据“敢共享开放”和
可靠性，为大数据系统提供可靠保障。

“会共享开放”，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

3.4 数据使用安全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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