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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任何此类协议。 

© 2020 Amazon Web Services, Inc. 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 

  



Archived

目录 

简介 .............................................................................................................................................................. 1 

安全性 .......................................................................................................................................................... 2 

设计原则 ................................................................................................................................................... 2 

定义 ........................................................................................................................................................... 3 

安全地操作您的工作负载 ....................................................................................................................... 3 

AWS 账户管理和分离 ............................................................................................................................. 5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 7 

身份管理 ................................................................................................................................................... 7 

权限管理 .................................................................................................................................................11 

检测 ............................................................................................................................................................15 

配置 .........................................................................................................................................................15 

调查 .........................................................................................................................................................18 

基础设施保护.............................................................................................................................................19 

保护网络 .................................................................................................................................................20 

保护计算 .................................................................................................................................................22 

数据保护 ....................................................................................................................................................25 

数据分类 .................................................................................................................................................25 

保护静态数据 .........................................................................................................................................26 

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29 

事件响应 ....................................................................................................................................................31 

云响应的设计目标 .................................................................................................................................31 

培训 .........................................................................................................................................................32 



Archived

准备 .........................................................................................................................................................32 

模拟 .........................................................................................................................................................34 

迭代 .........................................................................................................................................................35 

结论 ............................................................................................................................................................36 

贡献者 ........................................................................................................................................................36 

延伸阅读 ....................................................................................................................................................37 

文档修订 ....................................................................................................................................................37 

 

  



Archived

摘要 

本白皮书主要介绍架构完善的框架的安全性支柱。它提供了指导，以帮助您在安全 AWS 工作负

载的设计、交付和维护过程中应用最佳实践和最新建议。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_Well-Architected_Framework.pdf


Archived

Amazon Web Services 安全性支柱 

 1 

简介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能够帮助理解您在 AWS 上构建工作负载时所做决策的权衡。通过使用此框

架，您将了解有关在云中设计和运行可靠、安全、高效且经济实惠的工作负载的最新架构最佳实

践。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您能够根据最佳实践持续衡量工作负载，并确定需要改进的方面。 

我们相信，拥有架构完善的工作负载能够大大提高实现业务成功的可能性。 

该框架基于五大支柱： 

 卓越运营 

 安全性 

 可靠性 

 性能效率 

 成本优化 

本白皮书重点介绍安全性支柱。这样可以帮助您遵循最新的 AWS 建议，从而满足您的业务和法

规要求。本白皮书面向技术岗位的人员，例如首席技术官 (CTO)、首席信息安全官 (CSO/CISO)、

架构师、开发人员和运营团队成员。 

阅读本白皮书后，您将了解可在设计注重安全的云架构时使用的 AWS 最新建议和策略。本白皮书

不提供实施细节或架构模式，但会针对此类信息提供适当资源参考。通过采用本白皮书中的实践，

您可以构建能够保护您的数据和系统、控制访问并自动响应安全事件的架构。 

  

https://aws.amazon.com/architecture/well-archi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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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安全性支柱描述了如何利用云技术来保护数据、系统和资产，以改善您的安全状况。本白皮书提

供了有关在 AWS 上构建安全工作负载的深度最佳实践指导。 

设计原则 

在云领域，有很多原则可帮助您提高工作负载的安全性： 

 实施强大的身份验证基础：实施最小特权原则，并通过对每一次与 AWS 资源之间的交互进

行适当授权来强制执行职责分离。集中进行身份管理，并努力消除对长期静态凭证的依赖。 

 实现可追溯性：实时监控和审计对环境执行的操作和更改并发送警报。为系统集成日志和

指标收集功能，以自动调查并采取措施。 

 在所有层面应用安全措施：利用多种安全控制措施实现深度防御。应用到所有层面 

（例如网络边缘、VPC、负载均衡、每个实例和计算服务、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代码）。 

 自动化安全性最佳实践：借助基于软件的自动化安全机制，您能够以更为快速且更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实现安全扩展。创建安全架构，包括实施可在版本控制模板中以代码形式定义

和管理的控制措施。 

 保护传输中的数据和静态数据：按敏感程度对您的数据进行分类，并根据情况采用加密、

令牌和访问控制等适当机制。 

 限制对数据的访问：利用相关机制和工具来减少或消除对于直接访问或手动处理数据的

需求。这样可以降低处理敏感数据时数据处理不当、被修改以及人为错误的风险。 

 做好应对安全性事件的预案：制定符合您组织要求的事件管理和调查政策和流程，做好应

对事件的准备工作。开展事件响应模拟演练并使用具有自动化功能的工具来提高检测、 

调查和恢复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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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云中的安全性包含五个方面： 

1.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2. 检测 

3. 基础设施保护 

4. 数据保护 

5. 事件响应 

安全性和合规性是 AWS 与客户的共同责任。此责任共担模式有助于减轻您的运营负担。您应慎

重选择服务，因为您承担的责任因您使用的服务、这些服务与您 IT 环境的集成以及适用的法律法

规而异。这一责任共担的性质还提供了支持部署的灵活性和控制能力。 

安全地操作您的工作负载 

为了安全地操作您的工作负载，您必须对安全性的各个方面应用总体最佳实践。采用您在组织和

工作负载层面的卓越运营中定义的要求和流程，并将它们应用到各个方面。及时了解最新的 

AWS、行业建议以及威胁情报信息可帮助您改进您的威胁模型和控制目标。实现安全流程、测试

和验证的自动化可扩展您的安全运营。 

利用威胁模型发现风险并确定风险优先级：利用威胁模型发现潜在威胁，并维护一个最新的潜在

威胁登记表。确定您的威胁优先级并调整您的安全控制措施，以进行防范、检测和响应。在不断

变化的安全环境中，重新审视和维护此登记表。 

确定并验证控制目标：根据您的合规性要求以及从威胁模型中发现的风险，获得并验证您需要应

用于工作负载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措施。持续验证控制目标和控制措施可帮助您衡量风险缓解措施

的有效性。 

及时了解最新的安全威胁：通过及时了解最新的安全威胁来识别攻击媒介，以帮助您定义并实施

适当的控制措施。 

及时了解最新的安全建议：及时了解最新的 AWS 和行业安全建议，以改善您的工作负载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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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评估并实施新的安全服务和功能：评估并实施 AWS 和 APN 合作伙伴提供的安全服务和功

能，以改善您的工作负载安全状况。 

在管道中自动测试和验证安全控制措施：为您在构建管道和流程时测试并验证的安全机制建立可

靠的基准和模板。利用工具和自动化功能，持续测试并验证所有的安全控制措施。例如，将机器

映像和基础设施等项目作为代码模板进行扫描，以发现安全漏洞、异常以及与每个阶段的既定基

准的偏差。 

减少引入到生产环境中的安全性错误配置的数量至关重要——在构建过程中，可以执行的质量控

制和可以减少的缺陷越多越好。设计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 (CI/CD) 管道，以便尽可能测试安全问

题。CI/CD 管道提供了在构建和交付的每个阶段增强安全性的机会。还必须确保 CI/CD 安全工具

始终是最新版本，以减轻不断变化的威胁。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如何安全地操作您的工作负载。 

视频 

 架构完善的安全性最佳实践 

 利用自动化和监管，支持大规模采用 AWS 

 AWS Security Hub：管理安全警报和自动化合规性 

 在 AWS 上实现安全性自动化 

文档 

 安全流程概述 

 安全公告 

 安全性博客 

 AWS 的新增功能 

 AWS 安全审计指导原则 

 在 AWS 上设置 CI/CD 管道 

https://youtu.be/u6BCVkXkPnM
https://youtu.be/GUMSgdB-l6s
https://youtu.be/HsWtPG_rTak
https://youtu.be/aOgJpWMv_po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security-whitepaper.pdf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security-bulletins/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
https://aws.amazon.com/new/?whats-new-content-all.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postDateTime&whats-new-content-all.sort-order=desc&wn-featured-announcements.sort-by=item.additionalFields.numericSort&wn-featured-announcements.sort-order=asc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aws-security-audit-guide.html
https://aws.amazon.com/getting-started/projects/set-up-ci-cd-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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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 账户管理和分离 

我们建议您根据函数、合规性要求或一组通用控制措施，在单独的账户和组账户中组织工作负

载，而不是镜像您所在组织的报告结构。在 AWS 中，账户是供您的资源使用的硬边界、零信任

容器。例如，强烈建议执行账户级分离，以使生产工作负载与开发和测试工作负载分离。 

基于账户分离工作负载：从安全性和基础设施入手，随着工作负载的增长，使您的组织能够设置

通用防护。这种方法在工作负载之间提供了边界和控制。强烈建议执行账户级分离，以使生产环

境与开发和测试环境分离，或者在需要处理外部合规性要求（例如 PCI-DSS 或 HIPAA）所定义的

各级敏感数据的工作负载与无需处理这些数据的工作负载之间提供强大的逻辑边界。 

保护 AWS 账户：可以通过很多方法保护您的 AWS 账户，包括保护而不是使用根用户，并及时

更新联系人信息。随着您的工作负载增长和扩展，您可以使用 AWS Organizations 集中管理和

控制您的账户。AWS Organizations 可以帮助您管理账户、设置控制以及跨账户配置服务。 

集中管理账户：AWS Organizations 自动创建和管理 AWS 账户，并在创建这些账户之后控制它

们。当您通过 AWS Organizations 创建账户时，请务必考虑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因为这将是

允许重置密码的根用户。Organizations 允许您根据工作负载的要求和用途，将账户分组为代表

不同环境的组织部门 (OU)。 

集中设置控制：在适当的级别，只允许特定的服务、区域和服务操作，以控制您的 AWS 账户能够

执行的操作。AWS Organizations 允许您使用服务控制策略 (SCP)，在组织、组织部门或账户级别

应用权限防护机制，此操作适用于所有 AWS 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IAM) 用户和角

色。例如，您可以利用 SCP 禁止用户从您未明确允许的 AWS 区域启动资源。AWS Control Tower 

能够以一种简化的方式设置和管理多个账户。它会自动在您的 AWS Organization 中设置账户、 

自动预置、应用防护机制（包括预防和检测），并提供一个仪表板以使您获得可见性。 

集中配置服务和资源：AWS Organizations 可帮助您配置 AWS 服务，这些服务将应用于您的所有

账户。例如，您可以使用 AWS CloudTrail 配置集中日志记录功能，以记录在您的组织中执行的所

有操作，并禁止成员账户禁用日志记录功能。您也可以使用 AWS Config 集中聚合您定义的规则的

数据，以便能够审计您的工作负载是否合规，并快速对变化做出反应。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您可以在您的组织中跨账户和 OU 集中管理 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这样，您就

可以自动预置一个新账户，以满足您的安全要求。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ot-user.html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nc2=h_ql_prod_mg_org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accou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ous.html
https://aws.amazon.com/iam/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latest/userguide/guardrails.html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features/
https://aws.amazon.com/cloudtrail/
https://aws.amazon.com/config/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what-is-cfnstacks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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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 AWS 对于部署和管理多个 AWS 账户的建议。 

视频 

 使用 AWS Organizations 管理和监管多账户 AWS 环境 

 AXA：使用全局登录区扩大采用规模 

 使用 AWS Control Tower 监管多账户 AWS 环境 

文档 

 建立您的 AWS 最佳实践环境 

 AWS Organizations 

 AWS Control Tower 

 使用 AWS CloudFormation StackSets 

 如何使用服务控制策略设置您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的跨账户权限防护机制 

动手实践 

 实验室：AWS 账户和根用户 

  

https://youtu.be/fxo67UeeN1A
https://youtu.be/frTIDpmuFFg
https://youtu.be/2t-VkWt0rKk
http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getting-started/best-practices/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introduc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troltower/latest/userguide/what-is-control-tow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loudFormation/latest/UserGuide/what-is-cfnstackset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how-to-use-service-control-policies-to-set-permission-guardrails-across-accounts-in-your-aws-organization/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100_AWS_Account_and_Root_User/READ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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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 

要使用 AWS 服务，您必须为您的用户和应用程序授予访问权限，以使他们/它们能够访问您 AWS 

账户中的资源。当您在 AWS 上运行更多的工作负载时，您需要实施强大的身份管理和权限，以

确保适当的人员在适当的条件下有权访问适当的资源。AWS 提供了大量的功能，以帮助您管理您

的人员和机器身份及其权限。这些功能的最佳实践分为两个主要领域： 

 身份管理 

 权限管理 

身份管理 

在访问和运行安全的 AWS 工作负载时，您需要管理两种类型的身份。 

人员身份：管理员、开发人员、操作员以及您的应用程序的消费者需要拥有身份，才能访问您的 

AWS 环境和应用程序。他们可能是您的组织成员或与您协作的外部用户，也可能是通过 Web 浏

览器、客户端应用程序、移动应用程序或交互式命令行工具与您的 AWS 资源交互的用户。 

机器身份：您的工作负载应用程序、操作工具和组件需要拥有身份，才能向 AWS 服务发出请求

以执行某种操作，例如读取数据。这些身份包括在 AWS 环境中运行的机器，例如 Amazon EC2 

实例或 AWS Lambda 函数。您还可以管理需要访问权限的外部各方的机器身份。此外，您可能

还有需要访问您 AWS 环境的 AWS 之外的机器。 

依赖集中式身份提供商 

对于员工身份，依赖身份提供商，使您能够在集中位置管理身份。这样，您就可以更轻松地管理

跨多个应用程序和服务的访问权限，因为您在从单一位置创建、管理和撤销访问权限。例如，如

果有人离开了您的组织，您可以从一个位置撤销此人对所有应用程序和服务（包括 AWS）的访问

权限。这样就降低了对多个凭证的需求，并提供了与现有的人力资源 (HR) 流程集成的机会。 

要与单独的 AWS 账户联合，您可以将用于 AWS 的集中身份与基于 SAML 2.0 并支持 AWS IAM 

的提供程序结合使用。您可以使用与 SAML 2.0 协议兼容的任何提供程序 - 无论是由您在 AWS 中

托管的提供程序、AWS 外部的提供程序还是由 AWS 合作伙伴网络 (APN) 提供的提供程序。您可

以使用您的 AWS 账户与您选择的提供程序之间的联合，为用户或应用程序授予访问权限，以使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providers_sa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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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使用 SAML 断言获得临时安全凭证，以调用 AWS API 操作。也支持基于 Web 的单点登

录，因此允许用户从您的登录门户登录到 AWS 管理控制台。 

要与您的 AWS 组织中的多个账户联合，您可以在 AWS Single Sign-On (AWS SSO) 中配置您的

身份源，并指定您的用户和组的存储位置。配置之后，您的身份提供程序将是您的事实来源，并

可以使用跨域身份管理系统 (SCIM) v2.0 协议来同步信息。随后，您可以查找用户或组，并授予

他们单点登录访问权限，以使他们能够访问 AWS 账户和/或云应用程序。 

AWS SSO 与 AWS Organizations 集成，这样，您就可以配置您的身份提供程序，然后为您的组

织中管理的现有账户和新账户授予访问权限。AWS SSO 为您提供了一个默认存储库，您可以使

用它来管理您的用户和组。如果您选择使用 AWS SSO 存储库，请创建您的用户和组，并为他们

分配对您的 AWS 账户和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级别，同时铭记最小特权最佳实践。您也可以选择

使用 SAML 2.0 连接到您的外部身份提供程序，或者使用 AWS Directory Service 连接到您的 

Microsoft AD 目录。配置之后，您可以通过您的中央身份提供程序进行身份验证，以登录到 

AWS 管理控制台、命令行界面或 AWS 移动应用程序。 

要管理您的工作负载的最终用户或消费者，例如移动应用程序，您可以使用 Amazon Cognito。

它为您的 Web 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了身份验证、授权和用户管理功能。您的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也可以通过第三方（例如 Amazon、Apple、Facebook 或 Google）登录。 

利用用户组和属性 

随着您管理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您需要确定如何组织这些用户，以便能够实现规模管理。将具

有常见安全要求的用户置于由您的身份提供程序定义的组中，并建立机制以确保用于访问控制的

用户属性（例如部门或位置）正确无误且已更新。使用这些组和属性（而不是单个用户）来控制

访问权限。这样，您就可以通过使用权限集一次性更改用户的组成员身份或属性来集中管理访

问，而不是在需要更改用户的访问权限时更新多个单独策略。您可以使用 AWS SSO 来管理用户

组和属性。AWS SSO 支持最常用的属性，无论是在创建用户时手动输入的属性还是使用同步引

擎自动预置的属性，例如跨域身份管理系统 (SCIM) 规范中定义的那些属性。 

http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provision-automaticall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useracces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manage-your-identity-source-id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manage-your-identity-source-a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manage-your-identity-source-ad.html
https://aws.amazon.com/cognito/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permissions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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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强大的登录机制 

强制执行最小密码长度策略，并指导您的用户避免使用常见或重复使用过的密码。使用软件或硬

件机制实施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MFA)，以提供一层额外的保护。例如，当使用 

AWS SSO 作为身份源时，请为 MFA 配置“背景认知”或“始终开启”设置，并允许用户注册自己的 

MFA 设备以加快采用。当使用外部身份提供程序 (IdP) 时，请为 MFA 配置您的 IdP。 

使用临时凭证 

需要身份以动态获取临时凭证。对于员工身份，使用 AWS SSO 或与 IAM 联合，以访问 AWS 账

户。对于机器身份，例如 EC2 实例或 Lambda 函数，要求使用 IAM 角色，而不是拥有长期访问

密钥的 IAM 用户。 

对于使用 AWS 管理控制台的人员身份，要求用户获取临时凭证并联合到 AWS 中。为此，您可以

使用 AWS SSO 用户门户，或者配置与 IAM 的联合。对于需要访问 CLI 的用户，请确保他们使用

支持与 AWS Single Sign-On (AWS SSO) 直接集成的 AWS CLI v2。用户可以创建链接到 AWS SSO 

账户和角色的 CLI 配置文件。CLI 会自动从 AWS SSO 检索 AWS 凭证，并代表您刷新这些凭证。

这样就无需从 AWS SSO 控制台复制并粘贴临时 AWS 凭证。对于 SDK，用户应依靠 AWS STS 来

代入角色，以接收临时凭证。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临时凭证可能并不现实。您应了解存储访问密

钥的风险、经常轮换这些密钥，并尽可能要求使用 MFA 作为一项条件。 

当您需要授权消费者访问您的 AWS 资源时，请使用 Amazon Cognito 身份池，并为他们分配一

组临时有限特权凭证，以使他们能够访问您的 AWS 资源。通过您创建的 IAM 角色控制每个用户

的权限。您可以定义规则，以根据用户的 ID 令牌中的声明，为每个用户选择角色。您可以为通过

身份验证的用户定义一个默认角色。对于未通过身份验证的访客用户，您还可以定义一个拥有有

限权限的单独 IAM 角色。 

对于机器身份，您应依靠 IAM 角色授予对 AWS 的访问权限。对于 EC2 实例，您可以使用 

用于 Amazon EC2 的角色。您可以将 IAM 角色附加到您的 EC2 实例，以使您在 Amazon EC2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能够使用 AWS 创建的临时安全凭证，并自动进行轮换。要使用密钥或密码访问 

EC2 实例，AWS Systems Manager 是一种更安全的方法，它允许您使用预安装的代理来访问和管

理实例，而无需使用存储的密钥。此外，您也可以使用其他 AWS 服务（例如 AWS Lambda）来配

置 IAM 服务角色，以授权此服务利用临时凭证执行 AWS 操作。 

https://docs.aws.amazon.com/singlesignon/latest/userguide/step1.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temp_request.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developer/aws-cli-v2-is-now-generally-available/
https://docs.aws.amazon.com/cognito/latest/developerguide/role-based-access-control.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ec2.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what-is-systems-manag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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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审计和轮换凭证 

（最好通过自动化工具）定期验证，以确保实施正确的控制措施。对于人员身份，您应要求用户

定期更改他们的密码并弃用访问密钥，以支持临时凭证。我们还建议您持续监控您的身份提供程

序中的 MFA 设置。您可以设置 AWS Config 规则，以监控这些设置。对于机器身份，您应依靠使

用 IAM 角色的临时凭证。当无法执行此操作时，需要经常审计和轮换访问密钥。 

安全存储和使用密钥 

对于并非 IAM 相关的凭证，如数据库登录，请使用一种专门用于处理密钥管理的服务，比如 

AWS Secrets Manager。借助 AWS Secrets Manager，您可以使用支持的服务轻松管理、轮换和

安全地存储加密密钥。为访问密钥而执行的调用将记录到 CloudTrail 中以进行审计，IAM 权限可

以为它们授予最小特权访问权限。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保护您的 AWS 凭证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在每个层面掌握身份 

 使用 AWS SSO 大规模管理用户权限 

 有关大规模管理、检索和轮换密钥的最佳实践 

文档 

 AWS 账户根用户 

 AWS 账户根用户凭证与 IAM 用户凭证 

 IAM 最佳实践 

 为 IAM 用户设置账户密码策略 

 AWS Secrets Manager 入门 

 使用实例配置文件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evaluate-config.html
https://aws.amazon.com/secrets-manager/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retsmanager/latest/userguide/integrating.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jFjMNVEpc
https://youtu.be/aEIqeFCcK7E
https://youtu.be/qoxxRlwJKZ4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ot-user.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oot-vs-iam.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best-practice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passwords_account-policy.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retsmanager/latest/us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use_switch-role-ec2_instance-profi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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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安全凭证 

 身份提供程序和联合 

权限管理 

管理权限以控制对需要访问 AWS 和您的工作负载的人员和机器身份的访问。权限用于控制哪些人

可以在什么条件下访问哪些内容。为特定的人员身份和机器身份设置权限，以授权他们/它们访问

特定资源上的特定服务操作。此外，为要授予的访问权限指定必须满足的条件。例如，您可以允许

开发人员创建新的 Lambda 函数，但只能在特定的区域中创建。当大规模管理您的 AWS 环境时，

请遵循以下最佳实践，以确保身份只拥有他们/它们所需的访问权限，而没有任何多余的权限。 

为您的组织定义权限防护机制 

当您在 AWS 中的工作负载增多并管理这些额外的工作负载时，您应使用账户分离这些工作负

载，并使用 AWS Organizations 管理这些账户。我们建议您建立常用权限防护机制，以限制您所

在组织中的所有身份的访问权限。例如，您可以限制对特定 AWS 区域的访问，或防止您的团队

删除常见资源，例如您的核心安全团队使用的 IAM 角色。您可以首先实施服务控制策略示例， 

例如禁止用户禁用密钥服务。 

您可以使用 AWS Organizations 将账户分组，并为每组账户设置常用控制措施。要设置这些常用

控制措施，您可以使用与 AWS Organizations 集成的服务。具体来说，您可以使用服务控制策略 

(SCP) 来限制账户组的访问权限。SCP 使用 IAM 策略语言，并允许您建立所有 IAM 委托人（用户

和角色）都要遵循的控制措施。您可以限制对特定服务操作和资源的访问，并根据特定的条件限

制访问，以满足您所在组织的访问控制需求。如有必要，您可以为您的防护机制定义异常情况。

例如，您可以为账户中除特定管理员角色以外的所有 IAM 实体限制服务操作。 

授予最小特权访问权限 

建立最小特权原则可确保身份只能执行完成特定任务所需的最小功能集，同时实现可用性和效率

的平衡。按照此原则进行操作可以限制意外访问，并有助于确保您能够审计哪些用户有权访问哪

些资源。在 AWS 中，默认情况下，除根用户以外的身份没有任何权限，而根用户只能用于执行

几项特定任务。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tem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roles_provider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organizations/latest/userguide/orgs_manage_policies_example-scp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how-to-use-service-control-policies-to-set-permission-guardrails-across-accounts-in-your-aws-organization/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how-to-use-service-control-policies-to-set-permission-guardrails-across-accounts-in-your-aws-organization/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best-practices.html#grant-least-privilege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aws_tasks-that-require-ro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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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策略来显式授予附加到 IAM 或资源实体的权限，例如联合身份或计算机所使用的 IAM 

角色或者某些资源（例如 S3 存储桶）。当您创建并附加策略时，您可以指定服务操作、资源以

及为使 AWS 允许访问而必须满足的条件。AWS 支持多种条件，以帮助您缩小访问权限范围。例

如，使用 PrincipalOrgID 条件键时，将会验证 AWS Organizations 的标识符，以便能够授权在您

的 AWS 组织内访问。您还可以使用 CalledVia 条件键控制 AWS 服务代表您发出的请求，例如要

求 AWS CloudFormation 创建一个 AWS Lambda 函数。这样，您就可以在 AWS 中为您的人员身

份和机器身份设置精细权限。 

AWS 还允许您扩展权限管理，并遵循最小特权原则。 

权限边界：您可以使用权限边界来设置管理员能够设置的最高权限。这样，您就可以为开发人员

赋予创建和管理权限的能力，例如创建一个 IAM 角色，但限制他们可以授予的权限，以使他们无

法利用他们创建的角色提升自己的权限。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 (ABAC)：AWS 使您能够基于属性授予权限。在 AWS 中，这些属性称为标

签。可以将标签附加到 IAM 委托人（用户或角色）和 AWS 资源。使用 IAM 策略时，管理员可以

创建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策略，以根据 IAM 委托人的属性来应用权限。例如，作为管理员，您可以

使用一个 IAM 策略，授权您所在组织中的开发人员访问与这些开发人员的项目标签匹配的 AWS 

资源。当这一组开发人员为项目添加资源时，会自动根据属性应用权限。这样就无需为每个新资

源执行策略更新。 

分析公共和跨账户访问 

在 AWS 中，您可以授权访问另一个账户中的资源。您可以使用附加到资源的策略（例如 S3 存储桶

策略）授予直接跨账户访问权限，也可以允许某个身份在另一个账户中代入 IAM 角色。当使用资源

策略时，您希望确保授权身份在您的组织中进行访问，并有意识地公开资源。应当谨慎地公开资

源，因为此操作将允许任何人访问资源。IAM Access Analyzer 使用数学方法（即可证明的安全性）

来标识从账户的外部访问某个资源时的所有访问路径。它持续审核资源策略，并报告公开访问和跨

账户访问的结果，以使您能够轻松分析可能非常宽泛的访问权限。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reference_policies_condition-key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delegate-permission-management-to-developers-using-iam-permissions-boundari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_hDc385t4&t=1318s
https://aws.amazon.com/iam/features/analyze-access/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provable-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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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共享资源 

当您使用不同的账户管理工作负载时，您有时需要在这些账户之间共享资源。我们建议您使用 

AWS Resource Access Manager (AWS RAM) 来共享资源。使用此服务，您可以轻松、安全地在

您的 AWS 组织和组织部门内共享 AWS 资源。使用 AWS RAM，当账户移进和移出与之共享资源

的组织或组织部门时，会自动授予或撤销对共享资源的访问权限。这样有助于您确保只与您的目

标账户共享资源。 

持续减少权限 

当团队和项目刚刚起步时，您有时会选择授予宽泛的访问权限，以激励创新和敏捷性。我们建议

您持续评估访问权限，将访问权限限制为所需的最低权限，并实现最小特权。AWS 提供了访问权

限分析功能，以帮助您识别未使用的访问权限。为了帮助您识别未使用的用户和角色，AWS 会分

析访问活动，并提供关于访问密钥和角色的上次使用情况的信息。您可以使用上次访问时间戳，

以识别未使用的用户和角色并将它们移除。此外，您还可以查看关于服务和操作的上次访问情况

的信息，并收紧特定用户和角色的权限。 例如，您可以使用关于上次访问情况的信息，以确定您

的应用程序角色需要执行的特定 S3 操作，并只允许访问这些操作。控制台中提供了这些功能，

您也可以对这些功能进行编程，以便将它们整合到您的基础设施工作流程和自动化工具中。 

建立紧急访问流程 

您应建立一个流程，以允许在遇到不太可能发生的自动化流程或管道问题时紧急访问您的工作负

载，尤其是您 AWS 账户中的工作负载。此流程可能包含不同功能的组合，例如用于访问权限的

紧急 AWS 跨账户角色，或者供管理员用来验证和批准紧急请求的特定流程。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精细授权的最新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在最多 60 分钟的时间内成为 IAM 策略高手 

 职责分离、最小特权、委托和 CI/CD 

https://aws.amazon.com/ram/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_access-advisor-view-data.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security/identify-unused-iam-roles-remove-confidently-last-used-timestamp/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_access-advisor.html
https://youtu.be/YQsK4MtsELU
https://youtu.be/3H0i7VyTu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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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 

 授予最小特权 

 使用策略 

 委派权限以管理 IAM 用户、组和凭证 

 IAM Access Analyzer 

 移除不必要的凭证 

 在启用 MFA 的 CLI 中代入角色 

 权限边界 

 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 (ABAC) 

动手实践 

 实验室：IAM 权限边界委派角色创建 

 实验室：基于 IAM 标签的 EC2 访问控制 

 实验室：Lambda 跨账户 IAM 角色代入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best-practices.html#grant-least-privilege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_manage.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delegate-permission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d_credentials_delegate-permiss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what-is-access-analyz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best-practices.html#remove-credentials
https://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cli-rol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access_policies_boundar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IAM/latest/UserGuide/introduction_attribute-based-access-control.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300_IAM_Permission_Boundaries_Delegating_Role_Creation/README.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300_IAM_Tag_Based_Access_Control_for_EC2/README.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300_Lambda_Cross_Account_IAM_Role_Assumption/READ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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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使用检测功能，您可以识别潜在安全配置错误、威胁或意外行为。检测是安全生命周期的重要组

成部分，可用于支持质量流程、法律或合规义务，还可以用于威胁识别和响应工作。检测机制分

为多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可以分析来自您工作负载的日志，以找到正在被利用的漏洞。您应定

期查看与您的工作负载相关的检测机制，以确保符合内部和外部的策略和要求。自动化警报和通

知应基于所定义的条件，以使您的团队或工具能够执行调查。这些机制都是重要的响应手段， 

可以帮助您的组织识别和了解异常活动的范围。 

在 AWS 中，可以使用很多方法来解决检测性机制问题。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些方法： 

 配置 

 调查 

配置 

配置服务和应用程序日志记录：基本做法是在账户级别建立一套检测机制。这套基本机制的目的

是记录和检测对您账户中的所有资源执行的多种操作。它们允许您构建全面的检测能力和一些用

于添加功能的选项，包括自动修复和合作伙伴集成。 

在 AWS 中，这套基本机制中的服务包括： 

 AWS CloudTrail 可提供 AWS 账户活动的事件历史记录，包括通过 AWS 管理控制台、

AWS 开发工具包、命令行工具和其他 AWS 服务执行的操作。 

 AWS Config 监控和记录您的 AWS 资源配置，并允许您对照所需的配置自动执行评估和

修复。 

 Amazon GuardDuty 是一种威胁检测服务，可持续监控恶意活动和未经授权的行为，从而

保护您的 AWS 账户和工作负载。 

 AWS Security Hub 集中聚合、组织和优先处理来自多个 AWS 服务和可选第三方产品的安

全警报或调查结果，以使您全面了解安全警报和合规性状态。 

https://aws.amazon.com/cloudtrail/
https://aws.amazon.com/config/
https://aws.amazon.com/guardduty/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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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账户级别构建基础时，很多核心 AWS 服务（例如 Amazon Virtual Private Cloud (VPC)）提供

了服务级别的日志记录功能。您可以使用 VPC 流日志来捕获有关传入和传出网络接口的 IP 流量

的信息，这些信息可提供对于连接历史记录的宝贵见解，并根据异常行为触发自动操作。 

对于并非起源于 AWS 服务的 EC2 实例和基于应用程序的日志记录，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Logs 来存储和分析日志。代理将从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收集日志，并自动存储这些日

志。当这些日志在 CloudWatch Logs 中可用之后，您即可实时处理它们，或者使用 Insights 进行深

入分析。 

与收集和聚合日志同样重要的是，要能够从复杂的架构生成的大量日志和事件数据中提取有意义

的见解。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可靠性支柱白皮书的监控部分。日志自身可能包含敏感数据

——当应用程序数据以错误的方式进入 CloudWatch Logs 捕获的日志文件中，或者为日志聚合功

能配置了跨区域日志记录并且在跨境传输某些类型的信息时需要注意一些法律事项时。 

一种方法是使用在提供日志时触发的 Lambda 函数，以筛选和编辑日志数据，然后将其转发到中

央日志记录位置，例如 S3 存储桶。可以将未编辑的日志保留在本地存储桶中，直到“合理的时间”

结束（由法律和您的法律团队决定），届时 S3 生命周期规则会自动将它们删除。可以使用  

S3 对象锁定功能在 Amazon S3 中进一步保护日志，在 Amazon S3 中，您可以使用“一次写入多

次读取”(WORM) 模式来存储对象。 

集中分析日志、调查结果和指标：安全运营团队依靠收集日志和使用搜索工具来发现需要关注的

潜在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代表未经授权的活动或无意的更改。但是，仅仅分析收集的数据和手动

处理信息不足以应对从复杂架构流出的大量信息。单凭分析和报告无法及时分配合适的资源来处

理事件。 

建立成熟的安全运营团队的最佳实践是将安全事件和调查结果的流程深度集成到通知和工作流系

统中，例如票证系统、错误/问题系统或其他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 (SIEM) 系统。这样，工作流可

以摆脱电子邮件和静态报告，让您能够路由、上报和管理事件或调查结果。许多组织也在逐步将

安全警报集成到他们的聊天/协作和开发人员工作效率平台中。对于正在踏上自动化之旅的组织，

一个由 API 驱动的低延迟票证系统能够在规划“首要自动化任务”时提供极高的灵活性。 

这种最佳实践不仅适用于从描述用户活动或网络事件的日志消息生成的安全事件，还适用于在基

础设施本身检测到的更改生成的安全事件。当面对一些更改，而且这些更改的不受欢迎程度足够

微妙，以致于目前无法使用一组 IAM 和 Organizations 配置来防止这些更改发生时，为了保持和

https://aws.amazon.com/vpc/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flow-logs.html
https://aws.amazon.com/cloudwatch/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CWL_GettingStarted.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Subscription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AnalyzingLogData.html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Reliability-Pillar.pdf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Reliability-Pillar.pdf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Reliability-Pillar.pdf#%5B%7B%22num%22%3A64%2C%22gen%22%3A0%7D%2C%7B%22name%22%3A%22XYZ%22%7D%2C91%2C704%2C0%5D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object-lo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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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安全架构，必须能够检测更改、确定更改是否适当，然后将这些信息路由到正确的修复工作

流程。 

GuardDuty 和 Security Hub 为日志记录提供了聚合、重复数据删除和分析机制，您也可以通过其

他 AWS 服务提供这些机制。具体来说，GuardDuty 提取、聚合和分析来自 VPC DNS 服务的信息

以及您也可以通过 CloudTrail 和 VPC 流日志查看的那些信息。Security Hub 能够提取、聚合和

分析来自 GuardDuty、AWS Config、Amazon Inspector、Macie、AWS Firewall Manager 以及 

AWS Marketplace 中提供的大量第三方安全产品的输出，如果您相应构建了自己的代码，还将包

括这些代码。GuardDuty 和 Security Hub 都有一个主节点-成员模型，此模型可以跨多个账户聚

合调查结果和见解，拥有本地 SIEM 的客户通常将 Security Hub 用作 AWS 端日志和警报预处理

器和聚合器，随后即可通过基于 Lambda 的处理器和转发服务器从 Security Hub 中提取 Amazon 

EventBridge。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捕获和分析日志的最新 AWS 建议。 

视频 

 云中的威胁管理：Amazon GuardDuty 和 AWS Security Hub 

 集中监控资源配置和合规性 

文档 

 设置 Amazon GuardDuty 

 AWS Security Hub 

 入门：Amazon CloudWatch Logs 

 Amazon EventBridge 

 配置 Athena 以分析 CloudTrail 日志 

 Amazon CloudWatch 

 AWS Config 

 在 CloudTrail 中创建跟踪 

https://youtu.be/vhYsm5gq9jE
https://youtu.be/kErRv4YB_T4
https://docs.aws.amazon.com/guardduty/latest/ug/guardduty_settingup.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ecurityhub/latest/userguide/what-is-securityhub.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logs/CWL_GettingStarted.html
https://aws.amazon.com/eventbridge/
https://docs.aws.amazon.com/athena/latest/ug/cloudtrail-lo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monitoring/WhatIsCloudWatch.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WhatIsConfig.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wscloudtrail/latest/userguide/cloudtrail-create-and-update-a-tr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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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日志记录解决方案 

动手实践 

 实验室：启用 Security Hub 

 实验室：自动部署检测性控制 

 实验室：Amazon GuardDuty 动手实践 

调查 

实施可行的安全事件：对于您的每个检测性机制，您还应调查一个以运行手册或行动手册形式存

在的流程。例如，当您启用 Amazon GuardDuty 时，它会生成不同的调查结果。您的每个调查结

果类型都应具有一个运行手册条目，例如，如果发现了特洛伊木马程序，您的运行手册的简单说

明可以指示某个人员进行调查和修复。 

自动响应事件：在 AWS 中，可以使用 Amazon EventBridge 调查感兴趣的事件以及自动化工作

流程可能发生的意外变化的相关信息。此服务提供可扩展的规则引擎，可代理原生 AWS 事件格

式（例如 CloudTrail 事件）以及您可以从应用程序中生成的自定义事件。Amazon EventBridge 

还允许您将这些事件路由到构建事件响应系统 (Step Functions) 的工作流程系统中，或者路由到

中央安全账户或存储桶中以执行进一步分析。 

也可以使用 AWS Config 规则检测更改并将此信息路由到正确的工作流程。AWS Config 会检测

对范围内服务的更改（尽管延迟要高于 Amazon EventBridge），并生成可使用 AWS Config 规

则进行解析的事件，以便进行回滚、强制实施合规性策略以及将信息转发到相关系统（例如变更

管理平台和运营票证系统）。除了编写您自己的 Lambda 函数以响应 AWS Config 事件，您还可

以充分利用 AWS Config 规则开发工具包以及一组开源 AWS Config 规则。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将审计控制与通知和工作流程集成的最新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Amazon Detective 

 修复 Amazon GuardDuty 和 AWS Security Hub 调查结果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entralized-logging/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100_Enable_Security_Hub/README.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200_Automated_Deployment_of_Detective_Controls/README.html
https://hands-on-guardduty.awssecworkshops.com/
https://wa.aws.amazon.com/wat.concept.runbook.en.html
https://wa.aws.amazon.com/wat.concept.playbook.en.html
https://aws.amazon.com/guardduty/
https://docs.aws.amazon.com/guardduty/latest/ug/guardduty_findin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uardduty/latest/ug/guardduty_trojan.html
https://aws.amazon.com/eventbridge/
https://github.com/awslabs/aws-config-rdk
https://github.com/awslabs/aws-config-rules
https://youtu.be/MPQe-4NvesM
https://youtu.be/nyh4imv8z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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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在 AWS 中管理安全操作的最佳实践 

 使用 AWS Config 实现连续合规性 

文档 

 Amazon Detective 

 Amazon EventBridge 

 AWS Config 规则 

 AWS Config 规则存储库（开源） 

 AWS Config 规则开发工具包 

动手实践 

 解决方案：关于 AWS 账户活动的实时见解 

 解决方案：集中式日志记录 

基础设施保护 

基础设施保护包括满足最佳实践和组织、法律及监管义务所必需的控制方法（例如深度防御）。

使用这些方法对于在云中持续成功运营至关重要。 

基础设施保护是信息安全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确保您的工作负载中的系统和服务受

到保护，防止意外和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潜在的漏洞对其造成危害。例如，您可以定义信任边界

（例如网络边界和账户边界）、系统安全配置和维护（例如强化、最小化和修补）、操作系统身

份验证和授权（例如用户、密钥和访问级别）以及其他适当的策略执行点（例如 Web 应用程序

防火墙和/或 API 网关）。 

在 AWS 中，有许多基础设施保护方法。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些方法： 

 保护网络 

 保护计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rcoK8T3T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A0859qNI8
https://docs.aws.amazon.com/detective/latest/adminguide/what-is-detective.html
https://aws.amazon.com/eventbridge/
http://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evaluate-config.html
https://github.com/awslabs/aws-config-rules
https://github.com/awslabs/aws-config-rdk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real-time-insights-account-activity/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entralized-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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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网络 

妥善规划和管理您的网络设计，这是为您工作负载中的资源提供分离和边界的基础。由于您工作

负载中的很多资源都运行在 VPC 中并继承安全属性，因此必须使用由自动化作为后盾的检查和保

护机制来支持设计。同样，对于在 VPC 之外运行的工作负载，当使用纯粹边缘服务和/或无服务器

环境时，这些最佳实践适用于更加简化的方法。请参阅 AWS 架构完善的无服务器应用程序镜头，

以获得有关无服务器安全性的特定指导。 

创建网络层：具有相同可访问性要求的组件（例如 Amazon EC2 实例、Amazon RDS 数据库集群

和 Amazon Lambda 函数）可细分为由子网构成的层。例如，应将 VPC 中的一个无需互联网访问

的 Amazon RDS 数据库集群放在无法向/从互联网路由的子网中。此分层控制方法可减轻单层错

误配置的影响，这种错误可能允许意外访问。对于 AWS Lambda，您可以在 VPC 中运行您的函

数，以充分利用基于 VPC 的控制。 

对于可能包含数千个 VPC、AWS 账户和本地网络的网络连接，您应使用 AWS Transit Gateway。

它充当一个枢纽，以控制如何在类似于辐条的所有互联网络之间路由流量。Amazon VPC 与 

AWS Transit Gateway 之间的流量保留在 AWS 私有网络中，可减少外部威胁媒介，例如分布式

拒绝服务 (DDoS) 攻击和常见漏洞（SQL 注入、跨站点脚本、跨站点请求伪造或滥用损坏的身份

验证代码等等）。AWS Transit Gateway 区域间对等也会对区域间流量加密，而且不会出现任何

单点故障或带宽瓶颈。 

在所有层控制流量：当构建您的网络拓扑时，您应检查每个组件的连接要求。例如，某个组件是

否需要互联网可访问性（入站和出站）、连接到 VPC 的能力、边缘服务和外部数据中心。 

使用 VPC，您可以使用您设置的私有 IPv4 地址范围或者 AWS 选择的 IPv6 地址范围来定义跨 

AWS 区域的网络拓扑。对于入站和出站流量，您应采用深度防御方法应用多种控制，包括使用安

全组（状态检测防火墙）、网络 ACL、子网和路由表。在 VPC 中，您可以在可用区中创建子网。

每个子网都可以拥有一个关联的路由表，此表定义了用于管理流量在子网内所采用路径的路由规

则。您可以将要连接到互联网或 NAT 网关的路由连接到 VPC 或使其经过另一个 VPC，以定义互

联网可路由子网。 

当在 VPC 内启动某个实例、RDS 数据库或其他服务时，它的每个网络接口都有自己的安全组。 

此防火墙位于操作系统层之外，可用于定义允许入站和出站流量的规则。您还可以定义安全组之间

的关系。例如，通过参考对相关的实例应用的安全组，数据库层安全组中的实例仅接受来自应用程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rchitecture/AWS-Serverless-Applications-Lens.pdf
https://aws.amazon.com/transit-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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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层内实例的流量。除非您在使用非 TCP 协议，否则不必在没有负载均衡器或 CloudFront 的情况

下允许互联网直接访问 EC2 实例（甚至使用安全组禁止使用的端口）。这样有助于防止通过操作

系统或应用程序问题进行意外访问。您还可以为子网附加网络 ACL，它将用作无状态防火墙。您应

配置网络 ACL 以缩小各层之间允许的流量范围，但请注意，您需要定义入站和出站规则。 

尽管某些 AWS 服务要求组件能够访问互联网以进行 API 调用（这是 AWS API 终端节点所在的

位置），但其他服务会使用您 VPC 内的终端节点。很多 AWS 服务（包括 Amazon S3 和 

Amazon DynamoDB）都支持 VPC 终端节点，并且 AWS PrivateLink 中已广泛使用此技术。对

于需要出站连接到互联网的 VPC 资产，可以让它们通过 AWS 托管的 NAT 网关、仅出站的互联

网网关或者您创建并管理的 Web 代理进行仅出站（单向）连接。 

实施检查和保护：在每个层检查并筛选您的流量。对于通过基于 HTTP 的协议处理的组件，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可帮助防止常见的攻击。AWS WAF 是一个 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可监控和拦截

与转发到 Amazon API Gateway API、Amazon CloudFront 或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的可配

置规则匹配的 HTTP(s) 请求。要开始使用 AWS WAF，您可以将 AWS 托管规则与您自己的规则结

合使用，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合作伙伴集成。 

要管理 AWS WAF、AWS Shield Advanced 保护以及跨 AWS Organizations 的 Amazon VPC 安

全组，您可以使用 AWS Firewall Manager。它允许您跨账户和应用程序集中配置和管理防火墙规

则，从而更轻松地扩展常见规则的实施。它还使用 AWS Shield Advanced 或者能够自动拦截向您

的 Web 应用程序发送非必要请求的解决方案，以使您能够快速响应攻击。 

自动化网络保护：自动运行保护机制，以提供基于威胁情报和异常检测的自我防御网络。例如可

应对最新的威胁并减轻它们的影响的那些入侵检测和预防工具。您可以在 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

等方面自动化网络保护，例如使用 AWS WAF Security Automations 解决方案 

(https://github.com/awslabs/aws-waf-security-automations) 来自动拦截来自已知威胁媒介相

关 IP 地址的请求。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保护网络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用于各种 VPC 的 AWS Transit Gateway 参考架构 

https://aws.amazon.com/cloudfront/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general/latest/gr/rande.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vpc-endpoints.html
https://aws.amazon.com/waf/
https://docs.aws.amazon.com/waf/latest/develop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getting-started-wizard-add-rule-group
https://aws.amazon.com/waf/partners/
https://docs.aws.amazon.com/waf/latest/developerguide/ddos-responding.html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aws-waf-security-automations/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aws-waf-security-automations/
https://github.com/awslabs/aws-waf-security-automations
https://youtu.be/9Nikqn_02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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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mazon CloudFront、AWS WAF 和 AWS Shield 提供应用程序加速和保护 

 大规模 DDoS 攻击检测 

文档 

 Amazon VPC 文档 

 AWS WAF 入门 

 网络访问控制列表 

 您的 VPC 的安全组 

 您的 VPC 的推荐网络 ACL 规则 

 AWS Firewall Manager 

 AWS PrivateLink 

 VPC 终端节点 

 Amazon Inspector 

动手实践 

 实验室：自动部署 VPC 

 实验室：自动部署 Web 应用程序防火墙 

保护计算 

执行漏洞管理：频繁扫描和修补您的代码、依赖关系和基础设施中的漏洞，以帮助抵御新的威胁。 

使用构建和部署管道，您可以自动执行很多漏洞管理工作： 

 使用第三方静态代码分析工具来发现常见安全问题，例如未检查的函数输入边界以及较新

的 CVE。您可以对所支持的语言使用 Amazon CodeGuru。 

 使用第三方依赖关系检查工具，确定您的代码链接的库是否是最新版本、它们是否不含 

CVE，并确保您拥有符合您软件策略要求的许可条件。 

https://youtu.be/0xlwLEccRe0
https://youtu.be/2lAcE3NA2UU
https://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vpc/
https://docs.aws.amazon.com/waf/latest/developerguide/getting-started.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VPC/latest/UserGuide/VPC_ACL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VPC/latest/UserGuide/VPC_SecurityGroup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VPC/latest/UserGuide/VPC_Appendix_NACL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waf/latest/developerguide/fms-chapter.html
https://aws.amazon.com/privatelink/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VPC/latest/UserGuide/vpc-endpoints.html
https://aws.amazon.com/inspector/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200_Automated_Deployment_of_VPC/README.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200_Automated_Deployment_of_Web_Application_Firewall/README.html
https://aws.amazon.com/code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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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mazon Inspector，您可以针对您的实例对已知的常见弱点和漏洞 (CVE) 执行配置

评估、根据安全基准执行评估以及实现缺陷通知完全自动化。Amazon Inspector 在生产

实例或构建管道中运行，它会在发现结果时通知开发人员和工程师。您可以通过编程方式

访问结果，并将您的团队引导至待办事项和错误跟踪系统。EC2 Image Builder 可通过自

动化修补、AWS 提供的安全策略实施和其他自定义来维护服务器映像 (AMI)。 

 当使用容器时，在您的构建管道中对您的映像存储库定期实施 ECR 映像扫描，以便在您

的容器中查找 CVE。 

 尽管 Amazon Inspector 和其他工具能够有效地确定配置和存在的任何 CVE，但也需要使

用其他方法在应用程序级别测试您的工作负载。模糊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查错方法，可自动

将格式不正确的数据注入到您应用程序的输入字段和其他区域来查错。 

很多这样的函数可以由 AWS 服务、AWS Marketplace 中的产品或开源工具来执行。 

缩小攻击面：强化操作系统以及尽量减少所使用的组件、库和外部可用的服务，以缩小您的攻击

面。为了缩小您的攻击面，您需要使用威胁模型来确定入口点和可能遇到的威胁。一种常见的缩

小攻击面做法是首先减少未使用的组件，无论它们是操作系统程序包、应用程序等等（适用于基

于 EC2 的工作负载）还是您代码中的外部软件模块（适用于所有工作负载）。对于常见的操作系

统和服务器软件（例如互联网安全中心中的那些操作系统和服务器软件），您可以将很多强化和

安全配置指南用作起点并进行迭代。 

帮助人员远程执行操作：禁止交互式访问可以降低人为犯错的风险以及手动配置或管理的可能性。

例如，利用变更管理工作流程，借助 AWS Systems Manager 等工具管理 EC2 实例，而不是允许直

接访问或通过堡垒主机进行访问。AWS Systems Manager 可使用自动化工作流程、文档（行动手

册）和运行命令等功能自动执行多种维护和部署任务。AWS CloudFormation 堆栈从管道进行构

建，并能够自动执行您的基础设施部署和管理任务，而无需直接使用 AWS 管理控制台或 API。 

实施托管服务：实施用于托管资源的服务，例如 Amazon RDS、AWS Lambda 和 Amazon ECS，

以便在责任共担模式中减少安全维护任务。例如，Amazon RDS 可帮助您设置、操作和扩展关系

数据库，并自动执行管理任务，例如硬件预置、数据库设置、修补和备份。这意味着您将有更多

的空闲时间，因此可以专注于通过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中所述的其他方法来保护您的应用程

序。使用 AWS Lambda，无需使用预置或托管服务器即可运行代码，因此您只需在代码级别而不

是基础设施或操作系统级别专注于连接、调用和安全性。 

https://aws.amazon.com/image-builder/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ECR/latest/userguide/image-scanning.html
https://owasp.org/www-community/Fuzzing
https://www.cisecurity.org/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systems-manager-autom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automation-docume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execute-remote-comma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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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软件完整性：实施一些机制（例如代码签名），以确保工作负载中使用的软件、代码和库来

自可信的来源且未被篡改。例如，您应验证二进制文件和脚本的代码签名证书以确认作者，并确

保证书自作者创建以来未被篡改。此外，通过将您下载的软件的校验和与提供商提供的校验和进

行对比，可帮助确保它未被篡改。 

自动保护计算：自动化您的计算保护机制，包括漏洞管理、缩小攻击面和管理资源。此自动化将

帮助您投入时间以保护工作负载的其他方面，并降低人为犯错的风险。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保护计算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有关 Amazon EC2 实例元数据服务的安全最佳实践 

 在 AWS 上保护您的数据块存储 

 保护无服务器和容器服务 

 在 Amazon EKS 上运行高安全性工作负载 

 在 Amazon EKS 中通过策略防护构建安全性 

文档 

 AWS Lambda 安全性概述 

 Amazon EC2 中的安全性 

 AWS Systems Manager 

 Amazon Inspector 

 编写您自己的 AWS Systems Manager 文档 

 使用 Amazon EC2 Systems Manager 更换堡垒主机 

动手实践 

 实验室：自动部署 EC2 Web 应用程序 

  

https://youtu.be/2B5bhZzayjI
https://youtu.be/Y1hE1Nkcxs8
https://youtu.be/kmSdyN9qiXY
https://youtu.be/OWRWDXszR-4
https://youtu.be/ZeltFg8PCzY
https://pages.awscloud.com/rs/112-TZM-766/images/Overview-AWS-Lambda-Security.pdf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c2-security.html
http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
https://aws.amazon.com/inspector/
https://aws.amazon.com/blogs/mt/writing-your-own-aws-systems-manager-documents/
https://aws.amazon.com/blogs/mt/replacing-a-bastion-host-with-amazon-ec2-systems-manager/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200_Automated_Deployment_of_EC2_Web_Application/READ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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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 

在为任何工作负载设计架构之前，您应确定可能影响安全性的基本实践。例如，数据分级提供了一

种基于敏感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的方法，加密通过让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获知数据的真正内容来保

护数据。这些方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诸如履行监管义务或避免处理不当等目标。 

在 AWS 中，实施数据保护时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些方法： 

 数据分类 

 保护静态数据 

 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数据分类 

数据分类提供了一种基于关键性和敏感度对组织数据进行分类的方法，以帮助您确定适当的保护

和保留控制措施。 

识别您工作负载内的数据：您需要了解您的工作负载正在处理的数据的类型和分类、相关的业务

流程、数据所有者、适用的法律和合规性要求、数据的存储位置以及因此需要实施的控制措施。

这可能包括用于指明数据是可公开访问、仅供内部使用（例如客户的个人可识别信息 (PII)）还是

受到更加严格的访问限制（例如知识产权、法律特权数据或敏感数据等等）的分类。通过谨慎管

理适当的数据分级系统以及每个工作负载的保护要求级别，您可以匹配适用于数据的控制和访问/

保护级别。例如，公开内容可供任何人访问，而重要内容则以受保护的方式进行加密和存储，需

要授权访问密钥才能解密。 

定义数据保护控制：通过使用资源标签、根据敏感度（可能还包括附加说明/包体/感兴趣的社

区）划分的单独 AWS 账户、IAM 策略、组织 SCP、AWS KMS 和 AWS CloudHSM，您可以定义

并实施您的数据分类和加密保护策略。例如，如果您的项目具有包含极关键数据的 S3 存储桶或

者处理机密数据的 EC2 实例，则可以使用“Project=ABC”标记对其进行标记。只有您的直属团队

知道项目代码的含义，它提供了一种使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措施的方法。您可以通过关键策略

和授权定义对 AWS KMS 加密密钥的访问级别，以确保只有适当的服务可以通过安全机制访问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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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内容。如果您正在根据标签做出授权决定，您应确保在 AWS Organizations 中使用标签策略适

当定义对于标签的权限。 

定义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您定义的生命周期策略应基于敏感性级别以及法律和组织要求。应考虑

您的数据保留期限、数据销毁流程、数据访问管理、数据转换和数据共享等方面。当选择数据分

类方法时，请平衡可用性与访问权限。您还应考虑多种访问级别及其细微差别，以便针对每个级

别实施安全且有效的方法。始终采用深度防御方法并减少人工访问数据次数以及数据转换、删除

或复制机制。例如，要求用户对应用程序执行严格身份验证，并为应用程序而不是用户授予执行

“远程操作”的必要访问权限。 此外，确保用户来自可信网络路径并要求其获取解密密钥。使用控

制面板和自动报告等工具为用户提供数据信息，而不是让他们直接访问数据。 

自动识别和分类：自动识别和分类数据可帮助您实施正确的控制措施。在这方面实现自动化而不

是允许人员直接访问，可以降低人为犯错和漏洞的风险。您应使用 AWS Macie 等工具执行评估，

Amazon Macie 使用机器学习来自动发现和保护 AWS 中的敏感数据并对其分类。Amazon Macie 

可以识别个人可识别信息 (PII) 或知识产权之类的敏感数据，并为您提供控制面板和警报，让您了

解此类数据的访问或移动方式。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数据分类。 

文档 

 数据分类白皮书 

 标记 Amazon EC2 资源 

 Amazon S3 对象标记 

保护静态数据 

静态数据代表您在工作负载期间的任意时间段内保留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任何数据。其中包括

数据块存储、对象存储、数据库、存档、IoT 设备和用来保留数据的任何其他存储介质。在实施

了加密和适当的访问控制时，保护静态数据可以降低未经授权访问的风险。 

加密和令牌化是两个重要但不同的数据保护方案。 

https://aws.amazon.com/macie/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compliance/AWS_Data_Classification.pdf
http://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Using_Ta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object-tagg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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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牌化是一个支持您定义令牌以表示其他敏感信息的过程（例如代表客户信用卡号的令牌）。令

牌自身必须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不能是从它令牌化的数据衍生而来 – 因此，无法将加密摘要用作

令牌。通过认真规划令牌化方法，您可以为内容提供额外保护，并确保满足合规性要求。例如，

如果您使用令牌而不是信用卡号，就可以缩小信用卡处理系统的合规性范围。 

加密可以将内容转换为这样一种形式：如果用户没有将这些内容解密为纯文本所需的密钥，就无

法读取。令牌化和加密都可用于酌情保护信息。此外，可以使用掩码这种技术编辑数据的某个部

分，以使剩余的数据不被视为敏感数据。例如，PCI-DSS 允许在合规性范围边界之外保留卡号的

最后四位数字，以供索引使用。 

实施安全密钥管理：通过定义加密方法，包括密钥存储、轮换和访问控制，有助于您防止内容被

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或不必要地暴露给经过授权的用户。AWS KMS 可以帮助您管理加密密钥，

并可与许多 AWS 服务集成。该服务可以为主密钥提供持久、安全和冗余的存储。您可以定义密

钥别名以及密钥级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帮助您定义关键管理员以及关键用户。此外，AWS 

CloudHSM 是一个基于云的硬件安全模块 (HSM)，使您可以在 AWS 云上轻松生成和使用自己的

加密密钥。它使用经 FIPS 140-2 第 3 级验证的 HSM，帮助您满足企业、合同和监管合规性要

求，以确保数据安全。 

实施静态加密：您应确保只以加密的方式存储数据。AWS KMS 与很多 AWS 服务无缝集成，使您

能够更轻松地加密您的所有静态数据。例如，在 Amazon S3 中，您可以对存储桶设置默认加密，

以自动加密所有的新对象。此外，Amazon EC2 还支持通过为整个区域设置默认加密选项来实施

加密。 

实施访问控制：各种控制措施，包括访问权限（使用最小特权）、备份（请参阅“可靠性”白皮

书）、分离和版本控制，都可以帮助保护您的静态数据。您应使用本白皮书中前面介绍的检测性

机制（包括 CloudTrail）和服务级别日志（例如 S3 访问日志），审计对您的数据进行的访问。

您应清点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并计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可用的数据量。Amazon S3 Glacier 

文件库锁定和 S3 对象锁定这两项功能可提供强制访问控制——利用合规性选项锁定文件库策略

之后，在锁定过期之前，即使根用户也无法对其进行更改。此机制符合 SEC、CFTC 和 FINRA 的

图书和记录管理要求。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白皮书。 

审计加密密钥的使用：确保您了解并审计加密密钥的使用，以确保对密钥正确实施访问控制措

施。例如，使用 AWS KMS 密钥的任何 AWS 服务都会在 AWS CloudTrail 中记录每次密钥使用。

https://aws.amazon.com/kms/details/#集成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bucket-encryp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BSEncryption.html#encryption-by-default
https://d0.awsstatic.com/whitepapers/Amazon-GlacierVaultLock_CohassetAssessment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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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您可以使用 Amazon CloudWatch Insights 等工具查询 AWS CloudTrail，以确保您的密钥

的所有使用都有效。 

利用机制禁止人们访问数据：禁止所有用户直接访问正常运行环境中的敏感数据和系统。例如，

利用变更管理工作流程，借助工具管理 EC2 实例，而不是允许直接访问或通过堡垒主机进行访

问。这可以使用 AWS Systems Manager Automation 来实现，此功能将使用包含您的任务执行

步骤的自动化文档。这些文档可以存储在源代码控制中、在运行之前接受对等审核，并接受全面

测试以便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与 shell 访问相比）。企业用户可以使用一个仪表板而不是通过直

接访问数据存储库来执行查询。当未使用 CI/CD 管道时，确定需要利用哪些控制措施和流程来充

分提供通常禁用的 Break Glass 访问机制。 

自动化静态数据保护：利用自动化工具持续验证和实施静态数据控制，例如确保只存在经过加密的

存储资源。您可以使用 AWS Config 规则自动确认所有 EBS 卷都已经过加密。AWS Security Hub  

还可以按照安全标准执行自动化检查，以验证多种不同的控制措施。此外，您的 AWS Config 规则

可以自动修复不合规的资源。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保护静态数据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AWS 中的加密原理 

 在 AWS 上保护您的数据块存储 

 使用 AWS CloudHSM 实现安全目标 

 使用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的最佳实践 

 深入了解 AWS 加密服务 

文档 

 利用加密保护 Amazon S3 数据 

 Amazon EBS 加密 

 加密 Amazon RDS 资源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systems-manager-autom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systems-manager/latest/userguide/automation-document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evaluate-config.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encrypted-volumes.html
https://aws.amazon.com/security-hub/
https://docs.aws.amazon.com/config/latest/developerguide/remediation.html#setup-autoremediation
https://youtu.be/plv7PQZICCM
https://youtu.be/Y1hE1Nkcxs8
https://youtu.be/Vox-PDRHIUs
https://youtu.be/Vox-PDRHIUs
https://youtu.be/X1eZjXQ55ec
https://youtu.be/gTZgxsCTfbk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UsingEncryption.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BSEncryp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RDS/latest/UserGuide/Overview.Encryp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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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加密保护数据 

 AWS 服务如何使用 AWS KMS 

 Amazon EBS 加密 

 AWS Key Management Service 

 AWS CloudHSM 

 AWS KMS 加密详情白皮书 

 使用 AWS KMS 中的密钥策略 

 使用存储桶策略和用户策略 

 AWS 加密工具 

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传输中的数据是指从一个系统发送到另一个系统的任何数据。这包括您工作负载中的资源之间的

通信以及其他服务与您的最终用户之间的通信。通过为传输中数据提供适当级别的保护，您就可

以保护工作负载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实施安全密钥和证书管理：安全地存储加密密钥和证书，并按照适当的时间间隔和使用严格的

访问控制措施来轮换这些密钥和证书。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托管服务，例如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ACM)。它能够让您轻松预置、管理和部署公有和私有传输层安全性 

(TLS) 证书，以便与 AWS 服务和您的内部互联资源配合使用。TLS 证书用于保障网络通信的安全

性、确立网站在互联网上的身份和资源在私有网络上的身份。ACM 与 Elastic Load Balancer、

Amazon CloudFront 分配以及 API Gateway 上的 API 等 AWS 资源集成，还负责处理自动证书续

订事宜。如果您使用 ACM 来部署私有根 CA 证书，则它可以提供要在 EC2 实例、容器等对象中

使用的证书和私有密钥。 

实施传输中加密：实施您根据适当的标准和建议定义的加密要求，以帮助您满足组织、法律和合

规性要求。AWS 服务提供使用 TLS 的 HTTPS 终端节点进行通信，从而可以在与 AWS API 通信

时提供传输中加密。可以使用安全组在 VPC 中审计和拦截不安全的协议，例如 HTTP。也可以在 

Amazon CloudFront 中或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上，将 HTTP 请求自动重定向到 HTTPS。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UsingEncryp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developerguide/service-integration.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EC2/latest/UserGuide/EBSEncryption.html
https://aws.amazon.com/kms/
https://aws.amazon.com/cloudhsm/
http://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developerguide/key-policie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kms/latest/developerguide/key-policies.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S3/latest/dev/using-iam-policie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aws-crypto-tools/
https://aws.amazon.com/certificate-manager/
https://doc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latest/application/load-balancer-listeners.html#redirect-actions
https://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Front/latest/DeveloperGuide/using-https-viewers-to-cloudfro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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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完全控制计算资源，以便在整个服务中实施加密。您也可以利用 VPN 连接从外部网络连接

到您的 VPC 中，以便于对流量进行加密。如果您有特殊要求，可以使用 AWS Marketplace 中提

供的第三方解决方案。 

验证网络通信：使用支持身份验证的网络协议，可以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此功能将增强协议中

使用的加密方法，以降低通信被篡改或拦截的风险。实施身份验证时常用的协议包括（很多 AWS 

服务中使用的）传输层安全性 (TLS) 和（AWS 虚拟私有网络 (AWS VPN) 中使用的）IPsec。 

自动检测意外数据访问：使用 Amazon GuardDuty 等工具，自动根据数据分类级别检测尝试将数据

移到所定义的边界以外的行为，例如检测利用 DNS 协议将数据复制到未知或不可信的网络中的特

洛伊木马程序。除了 Amazon GuardDuty 以外，还可以将负责捕获网络流量信息的 Amazon VPC 

流日志与 Amazon EventBridge 配合使用，以检测已成功和被拒绝的异常连接。S3 Access Analyzer 

可以帮助评估您的 S3 存储桶中的哪些数据可供哪些人访问。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保护传输中的数据的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如何使用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将网站的证书添加到 ELB？ 

 深入了解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私有 CA 证书 

文档 

 AWS Certificate Manager 

 适用于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 的 HTTPS 侦听器 

 AWS VPN 

 API Gateway 边缘优化 

  

https://aws.amazon.com/vpn/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flow-logs.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c/latest/userguide/flow-logs.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storage/protect-amazon-s3-buckets-using-access-analyzer-for-s3/
https://youtu.be/pTQrAZbHmRU
https://youtu.be/7dRlN-qZvaA
http://docs.aws.amazon.com/acm/latest/userguide/acm-overview.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elasticloadbalancing/latest/application/create-https-listener.html
https://docs.aws.amazon.com/vpn/?id=docs_gateway
https://docs.aws.amazon.com/apigateway/latest/developerguide/how-to-edge-optimized-custom-domain-na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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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响应 

即使采用极为成熟的预防和检测性控制措施，您的组织仍应实施机制来响应安全事件并缓解安全

事件可能带来的影响。您的准备工作会极大地影响团队在事件发生期间采取有效行动、隔离和抑

制问题并将运行状态恢复到已知良好状态的能力。在安全事件发生之前确保相关工具和访问权限

部署到位，然后通过实际试用定期进行事件响应演练，这样有助于确保您有能力恢复并最大限度

避免业务中断。 

云响应的设计目标 

尽管事件响应的一般流程和机制（例如《NIST SP 800-61 计算机安全事件处理指南》中定义的那些

流程和机制）依然有效，但我们鼓励您评估这些与云环境中的安全事件响应相关的特定设计目标： 

 制定响应目标：与您的利益相关方、法律顾问和组织领导合作，以确定事件响应目标。一

些常见目标包括抑制和缓解问题、恢复受影响的资源、保留数据以供取证和确定归属。 

 制定计划：制定计划，以帮助您响应事件、在事件期间进行沟通以及从事件中恢复。 

 利用云进行响应：在发生事件和遇到数据时，实施您的响应模式。 

 了解您拥有和需要的证据：将日志、快照和其他证据复制到中央安全云账户中，以保留这

些证据。使用标签、元数据和保留策略实施机制。例如，您可以出于调查目的，选择使用 

Linux dd 命令或相应的 Windows 命令为这些数据制作一个完整的副本。 

 使用部署机制：如果安全异常可归因于一个配置错误，那么可能只需使用适当的配置重新

部署资源以删除差异即可完成修复。如果可能，请确保您的响应机制能够安全地在处于未

知状态的环境中多次发挥作用。 

 尽可能自动化：当您发现问题或事件反复发生时，构建一些能够以编程方式确定并响应常

见情况的机制。对于特殊事件、新事件和敏感事件，进行人为响应。 

 选择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尽量让您的组织采用的方法的可扩展性与云计算能力相匹配，并

缩短检测与响应之间的时间差。 

 了解并改进您的流程：当您发现您的流程、工具或员工的差距时，实施计划以弥补这些差

距。模拟是找到差距和改进流程的安全方法。 

https://csrc.nist.gov/publications/detail/sp/800-61/rev-2/final
https://csrc.nist.gov/publications/detail/sp/800-61/rev-2/final
https://csrc.nist.gov/publications/detail/sp/800-61/rev-2/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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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WS 中，实施事件响应时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以下部分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些方法： 

 培训您的安全运营和事件响应员工，以使他们了解云技术以及您的组织如何使用这些技

术。 

 让您的事件响应团队做好准备，以便在云中检测和响应事件、启用检测性功能并确保对必

要的工具和云服务拥有适当的访问权限。此外，还应通过人工和自动化的方式准备必要的

运行手册，以确保可靠且一致的响应。与其他团队合作，以确立预期的基准操作，并利用

这些知识来发现与那些正常操作的偏差。 

 模拟您云环境内的预期和意外安全事件，以了解您的准备工作的有效性。 

 迭代您的模拟结果，以提高您的响应能力、缩短价值实现时间并进一步降低风险。 

培训 

使用自动化流程，组织将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能够提高工作负载安全性的措施。自动化事件响应

还能够让人员关联事件、练习模拟、设计新的响应程序、执行研究、开发新技能以及测试或构建

新的工具。即便提高了自动化程度，您的团队、专家以及安全组织内的响应者依然需要持续接受

培训。 

在获得一般性云体验之后，您需要大量投资于您的人员才能取得成功。通过提供额外的培训，以

使您的员工学习编程技能、开发流程（包括版本控制系统和部署实践）和基础设施自动化，您的

组织将会受益良多。最好的学习方法是通过举办事件响应实际试用来练习动手实践。这样，您团

队中的专家即可在教导他人时完善各种工具和技术。 

准备 

在事件期间，您的事件响应团队必须能够访问事件所涉及的各种工具和工作负载资源。确保您的

团队拥有适当的预置访问权限，以便能够在事件发生之前履行他们的职责。在事件发生之前，应

记录并测试所有工具、访问权限和计划，以确保它们可提供及时的响应。 

确定关键人员和外部资源：当您与其他团队（例如法律顾问、领导、业务利益相关方、

AWS Support 服务等等）一起在云中定义您的事件响应方法时，您必须确定关键人员、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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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相关联系人。为了降低依赖性并缩短响应时间，请确保为您的团队、专家安全团队和响应者

开展培训，以使他们了解您使用的服务并有机会练习动手实践。 

我们鼓励您寻找外部 AWS 安全合作伙伴，他们应当能够为您带来外部专业知识和不同的视角，以

增强您的响应能力。您的可靠安全合作伙伴可以帮助您发现您可能并不熟悉的潜在风险或威胁。 

制定事件管理计划：制定计划，以帮助您响应事件、在事件期间进行沟通以及从事件中恢复。 

例如，您可以制定事件响应计划，从您的工作负载和组织最可能遇到的情况开始。在计划中说明

如何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沟通和上报。以行动手册的形式制定事件响应计划，从您的工作负载和组

织最可能遇到的情况开始。这些事件可能是当前发生的事件。如果需要一个起点，您应考虑 

AWS Trusted Advisor 和 Amazon GuardDuty 调查结果。 使用简单的格式，例如减价，以便在实

现易维护性的同时确保包含重要的命令或代码片段，因此不必查找其他文档即可执行这些命令或

代码片段。 

从简单的事做起，然后进行迭代。与您的安全专家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确定可确保实施这些

流程的必要任务。定义您执行的这些流程的手册说明。随后，测试这些流程并在运行手册模式中

进行迭代，以改进您的响应的核心逻辑。确定异常以及这些场景的备用解决方案。例如，在开发

环境中，您可能希望终止错误配置的 Amazon EC2 实例。但如果相同的事件发生在生产环境中，

您不应终止实例，而应停止实例并向利益相关方核实关键数据不会丢失，而且终止是可接受的做

法。在计划中说明如何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沟通和上报。当您能够放心地人为响应流程时，请自动

化此操作，以缩短解决问题的时间。 

预置访问权限：确保事件响应者将正确的访问权限预置到 AWS 和其他相关系统中，以缩短调

查到恢复的时间。在事件发生期间才确定如何为相关人员授予访问权限会延迟响应所需的时

间，而且，如果是在压力下共享访问权限或未正确预置访问权限，还可能会引入其他安全漏

洞。您必须了解您的团队成员所需的访问级别（例如他们可能采取哪些类型的操作），还必须

提前预置访问权限。为了响应安全事件而以角色或用户的形式专门创建的访问权限通常是特

权，目的是提供足够的访问权限。因此，应限制使用这些用户账户，而且不应使用这些账户来

执行日常活动和将会触发警报的用途。 

预部署工具：确保安全人员将适当的工具预先部署到 AWS 中，以缩短调查到恢复的时间。 

要自动化安全工程和运营功能，您可以使用 AWS 提供的一整套 API 和工具。您可以完全自动执

行身份管理、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和监控功能，并使用您已采用的常见软件开发方法交付这些功

https://wa.aws.amazon.com/wat.concept.playbook.en.html
https://aws.amazon.com/premiumsupport/technology/trusted-advisor/
https://docs.aws.amazon.com/guardduty/latest/ug/guardduty_finding-types-act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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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当构建安全自动化时，您的系统可以监控、审核和启动响应，您不必安排人员监控您的安全

位置并对事件做出人为响应。 

如果您的事件响应团队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响应警报，警报可能会让他们应接不暇。随着时间的推

移，团队对警报的敏感性可能会下降，并可能在处理正常情况时犯错或者错过异常警报。利用一

些功能自动处理重复和正常的警报，并将敏感、特殊的事件交由人员来处理，这样有助于避免疲

于应对警报。 

您可以通过编程方式自动执行此流程中的步骤，从而改进手动流程。为事件定义修复模式之后，

您可以将此模式分解为可执行的逻辑，并编写代码以执行此逻辑。随后，响应者即可执行此代码

以修复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可以自动化越来越多的步骤，并最终自动处理各类常见事件。 

对于在您的 EC2 实例的操作系统内运行的工具，您应使用 AWS Systems Manager Run Command 

执行评估，它可以使用您安装在 Amazon EC2 实例操作系统中的代理，安全地远程管理实例。它

需要使用 AWS Systems Manager 代理（SSM 代理），很多 Amazon 系统映像 (AMI) 中都默认安

装了此代理。但请注意，一旦某个实例受损，此实例上运行的工具或代理所做出的任何响应都应

被视为不可信赖的响应。 

准备取证能力：确定并准备适当的取证调查能力，包括外部专家、工具和自动化。您的一些事件

响应活动可能需要分析磁盘映像、文件系统、RAM 转储或者事件中涉及的其他构件。构建一个自

定义的取证工作站，以使它们能够安装任何受影响的数据卷的副本。由于取证调查技术需要专家

培训，因此您可能需要聘请外部专家。 

模拟 

开展实际试用：实际试用（也称为模拟或练习）是一些内部事件，可提供结构化机会，使您能够

在逼真的场景中练习您的事件管理计划和流程。实际试用主要涉及做好准备，并以迭代方式提高

您的响应能力。有些原因能够让您发现开展实际试用活动的价值，这些原因包括： 

 验证准备情况 

 建立信心 – 从模拟中学习以及开展员工培训 

 履行合规或合同义务 

 生成资格鉴定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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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 – 增量改进 

 速度更快并且不断改进的工具  

 优化沟通和上报 

 适应罕见和意外的情况 

由于这些原因，通过参与 SIRS 活动而获得的价值能够让组织有效地应对压力重重的事件。开展

既逼真又有益的 SIRS 活动可能是一项非常困难的练习。尽管对可处理常见事件的流程或自动化

进行测试能够实现一些优势，但只有参与创造性的 SIRS 活动以测试您应对意外情况的能力并持

续改进时，这些测试才能体现价值。 

迭代 

自动抑制和恢复能力：自动抑制事件并从事件中恢复，以缩短响应时间和减小对组织的影响。 

当您从行动手册中创建并练习流程和工具之后，您可以将此逻辑解构到基于代码的解决方案中，

很多响应者可以将此逻辑用作工具来自动进行响应，因此消除了响应者的分歧或猜测。这样可以

加快响应的生命周期。下一个目标是允许此代码被警报或事件自身而不是被人类响应者调用以实

现完全自动化，从而创建由事件驱动的响应。 

使用由事件驱动的响应系统，检测性机制会触发一个响应机制，以自动修复事件。您可以使用由

事件驱动的响应能力，以缩短检测机制与响应机制之间的价值实现时间。要创建这个由事件驱动

的架构，您可以使用 AWS Lambda，这是一项无服务器计算服务，可运行您的代码以响应事件并

为您自动管理底层计算资源。例如，假设您有一个 AWS 账户并为其启用了 AWS CloudTrail 服

务。如果（通过 cloudtrail:StopLogging API 调用）禁用了 AWS CloudTrail，则您可以使用 

Amazon EventBridge 监控特定的 cloudtrail:StopLogging 事件，并通过调用 AWS Lambda 

函数来调用 cloudtrail:StartLogging，以重新启动日志记录功能。 

资源 

请参阅以下资源，以详细了解有关事件响应的最新 AWS 最佳实践。 

视频 

 准备和响应 AWS 环境中的安全事件 

https://youtu.be/8uiO0Z5m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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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事件响应和取证 

 运行手册、事件报告和事件响应 DIY 指南 

 

文档 

 AWS 事件响应指南 

 AWS Step Functions 

 Amazon EventBridge 

 CloudEndure 灾难恢复 

动手实践 

 实验室：使用 AWS 控制台和 CLI 的事件响应 

 实验室：使用 Jupyter 的事件响应行动手册 – AWS IAM 

 博客：使用 AWS Step Functions 编排安全事件响应 

结论 

安全性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事件发生时，应将其视为提高架构安全性的机会。拥有强大的身份

控制、自动响应安全事件、在多个级别保护基础设施以及通过加密管理合理分类的数据，可以提

供每个组织都应实施的深度防御。借助本白皮书中讨论的编程函数以及 AWS 功能和服务，您可

以更加轻松地执行这项工作。 

AWS 致力于帮助您构建和运营既能保护信息、系统和资产，又能提供业务价值的架构。 

贡献者 

以下是对本文档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架构完善的 Amazon Web Services 首席安全主管 Ben Potter 

 Amazon Web Services 首席信息安全官办公室主任 Bill Shinn 

https://youtu.be/f_EcwmmXkXk
https://youtu.be/E1NaYN_fJUo
https://d1.awsstatic.com/whitepapers/aws_security_incident_response.pdf
https://docs.aws.amazon.com/step-functions/latest/dg/welcome.html
http://docs.aws.amazon.com/AmazonCloudWatch/latest/events/WhatIsCloudWatchEvents.html
https://aws.amazon.com/cloudendure-disaster-recovery/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300_Incident_Response_with_AWS_Console_and_CLI/README.html
https://wellarchitectedlabs.com/Security/300_Incident_Response_Playbook_with_Jupyter-AWS_IAM/README.html
https://aws.amazon.com/blogs/compute/orchestrating-a-security-incident-response-with-aws-step-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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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S Identity、Amazon Web Services 高级软件开发经理 Brigid Johnson 

 Amazon Web Services 高级解决方案架构师 Byron Pogson 

 Amazon Web Services 金融服务首席安全解决方案架构师 Darran Boyd 

 Amazon Web Services 安全性和合规性首席专家解决方案架构师 Dave Walker 

 Amazon Web Services 高级安全战略专家 Paul Hawkins 

 Amazon Web Services 高级技术领导 Sam Elmalak 

延伸阅读 

如需更多帮助，请查阅以下资源： 

 AWS 架构完善的框架白皮书 

文档修订 

日期 说明 

2020 年 7 月 更新了有关账户、身份和权限管理的指导。 

2020 年 4 月 更新以扩展每个方面的建议、新的最佳实践、服务和功能。 

2018 年 7 月 更新以反映新的 AWS 服务和功能以及最新参考。 

2017 年 5 月 更新了“系统安全配置和维护”一节，以反映新的 AWS 服务和功能。 

2016 年 11 月 首次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