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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电力 信 息 物 理 系 统(cyberＧphysicalsystem,
CPS)中,电网调度控制和生产管理高度依赖信息与

通信系统,信息系统的异常及网络攻击都可能威胁

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近期发生的 Wanncry
等勒索病毒事件表明网络安全领域真实存在能力远

超一般个体的“国家队”.作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性基

础设施,电力系统是国家级网络对抗的重点目标[１].
因CPS与普通信息系统在攻击模式、途径和破坏后

果上存在显著差异,需要结合这些差异性特征分析

潜在的入侵攻击模式,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出适合

电力CPS的安全防护方法.在网络攻击“国家队”
面前,并不存在绝对的网络安全,有必要从风险管理

角度出发,以既有安全防护措施失效为前提,研究潜

在的攻击途径,多视角剖析最大化破坏效果的攻击

模式,再以保障不造成大停电等恶性事故为底线,查
漏补缺,针对性地部署防卫措施,实现电力CPS网

络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

１　电力CPS攻击行为差异分析

电力CPS和一般信息系统间及国内、外CPS

间均存在明显差异,这将对攻击来源及攻击模式产

生突出影响.
１．１　信息系统与电力CPS差异分析

电力CPS涉及一次设备的在线监视和实时保

护控制,可用性和实时性要求远高于一般信息系统,
在安全防护需求上也存在突出差异.
１)为强化安全防护,电力CPS多采用物理隔离

或虚拟专网通信等方式构筑安全边界;重要性突出

的电力调度自动化等系统还可能有系统级备用.
２)信息系统遭攻击后多可重启恢复正常运行,

并不一定造成巨大损失;电力CPS信息系统重启往

往意味着对应物理系统跳闸停机,可能造成巨大损

失.某些场景下,甚至系统重启本身即已达成攻击

目的.
３)电力CPS包含大量过程层控制智能电子设

备,需在有限计算、通信资源约束下高实时完成工作

任务.
４)信息系统可通过安装补丁升级包或更新软件

版本强化安全防护水平;为避免应用软件和操作系

统兼容性问题,电力CPS的过程层设备往往需经过

严格的兼容性测试验证才能安装补丁升级包或更新

软件.
电力CPS与一般信息系统差异性对比如图１

所示.电力CPS结构复杂,包含信息系统、物理系

统及其交互接口.对不同CPS发起同类型攻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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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明显不同的破坏效果,需要有深入的背景知

识支撑,方可最大化破坏效果.以拒绝服务攻击为

例,阻断变电站或调度自动化系统的网络通信,会导

致变电站或电网暂时失去保护和监视控制,但并不

会直接导致线路跳闸停运等事故;而对发电厂发起

拒绝服务攻击时,机组控制系统将因失去状态量而

跳闸停机.实际上,病毒软件经设备厂商维护渠道

侵入生产控制区的现象并不罕见,只是因为这些病

毒软件不是针对电力系统设计的,才没有产生严重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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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力CPS与一般信息系统差异性对比
Fig．１　Differencecomparisonof
generalICTsystemandCPS

１．２　国内外电力CPS差异分析

网络攻防博弈中,防御方需要防护住所有可能

缺陷,难免百密一疏,这往往使得防御方不对称地处

于不利地位.中国电力企业高度重视信息安全问

题,依托物理隔离调度数据专网,构筑了基于边界安

全的纵深防护体系,在局部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防

御方的网络环境,有效地保障了中国电力系统的网

络安全.
国外电力企业主要依赖微波、载波和租用电信

网络的虚拟专网通信,通信质量和安全环境明显劣

于中国.不但存在更容易遭受攻击的先天不足,从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北美大停电记录来看,还会因微

波、载波通信出错而频繁引发广域保护系统误动,并
曾多次造成大停电事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外电力系统安稳控制

措施实施方式有别,数据采集与监控(SCADA)数据

出错的后果明显不同.美国、加拿大电网为减少切

机、切负荷,多根据SCADA实时数据进行优化紧急

控制,容易因数据失真导致广域保护误动.国内安

全自动装置按离线整定参数执行保护控制,SCADA

数据异常主要影响自动电压控制(AVC)和自动发

电控制(AGC)系统,影响相对有限.基于SCADA
数据在线进行优化的紧急控制是现代电网发展的趋

势,但也存在可能放大错误数据注入攻击破坏效果

的问题,有必要研究利用状态估计等方法提高异常

数据识别能力.

１．３　攻击来源差异分析

电力CPS结构复杂,且多设置有相对完善的网

络安全防护措施,攻击难度明显高于一般信息系统.
如要攻击破坏信息系统对应的物理电网,还需对目

标对象有深刻认识,技术门槛远高于一般信息系统.
因此,电力CPS的攻击来源与一般信息系统存在显

著差异.
２０１５年攻击乌克兰电网的案例中,攻击方首先

通过 邮 件 在 多 座 变 电 站 的 自 动 化 系 统 植 入

BlackEnergy木马软件,获得监控系统操作权限后

调整不间断电源(UPS)系统于不利运行方式,再遥

控断路器跳闸造成大停电;事后还更换通信模块固

件、格式化主机,瘫痪控制系统.整个过程中,基于

对被攻击对象深刻认识发起的选择性精确攻击是造

成恶性事故的要害.
高敏感CPS多采用物理隔离进行安全防护.

作为第一种武器级病毒软件,在对西门子PLC控制

系统逆向工程的基础上,震网病毒利用未曾公布的

零日漏洞经优盘侵入与中国电力系统一样物理隔离

的伊朗铀浓缩系统,精确攻击并破坏了上千台铀离

心机.因该类恶意软件需由对计算机和工业控制系

统有深刻认识的多名专家配合完成,所需人力、物力

远非个人可以承担,一般认为背后有强力机构支持.
因为电力等工业CPS涉及国计民生,世界各国

均高度重视其网络安全防护,纷纷组建网络部队,从
事包括电力行业在内的基础设施的网络攻防研究.
中国电力系统构建的基于边界安全的防护体系,在
长期实践中有效抵御了既有的一般性网络安全威

胁,未来需要着意防控的正是像BlackEnergy和震

网病毒这样、由具有深刻行业背景知识和国家背景

的机构组织发起的定向攻击.

２　中国电力CPS安全防护措施的反思

电力CPS信息安全防护多采用计算机领域商

业化的标准技术方法,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足以

应对一般性网络威胁.有国家机构背景的组织拥有

充足资源,清楚了解攻击目标可能采用的安全防护

措施,不但可以对调度和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等目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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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进行逆向工程,深入分析运作机制并制定复杂

的针对性精确攻击方法,甚至还可能直接破解密钥

发起攻击,在攻击手段、方式和目标选择上都有异于

一般病毒软件.采用既有安全防护方法应对此类攻

击,是否仍然有效,存在疑问,有必要审视既有防护

措施的局限性.

２．１　接入控制与病毒查杀

为避免恶意软件渗透侵入电力生产信息系统,
中国电力企业实行了严格的接入控制,要求必须使

用内部专用优盘,优盘接入时还需运行登录程序,确
认获得授权并经病毒检测后方可访问;内网计算机

插入非专用优盘即刻报警.因定向攻击恶意软件传

播模式与常见病毒软件差异明显,该方法并不能阻

挡定向攻击恶意软件.熟悉目标系统防卫措施的攻

击方甚至可将包含登录程序的优盘判定为可接入内

网的高价值目标,藉此进行精确导航和渗透入侵.
计算机恶意软件检测以病毒特征代码比对分析

为基础,前提是该病毒已造成危害且相应特征代码

已录入特征代码库.近年来兴起的云安全病毒软件

检测机制,将病毒特征代码库置于云端并在云端比

对检测病毒,在网络中检测到新型病毒软件时只要

更新云端特征代码库而无需客户端下载更新,可显

著缩短新兴病毒传播发展周期,降低危害.
与普通恶意软件不同,电力CPS的定向攻击恶

意软件意在窃取机密信息或破坏电网安全.在充足

资源支持下,攻击方可根据目标对象特点定制恶意

软件,利用零日漏洞渗透入侵发起精确攻击.如

Symantec于２０１６年发现黑客组织选择性攻击中

国、俄国、瑞典等国家７个机构的３６台电脑.如定

向攻击恶意软件不攻击非目标系统,将很难检测发

现、也无从提取其病毒特征代码.因此,即便是基于

云安全的病毒检测,也不足以应对针对电力CPS定

制的新兴病毒.

２．２　既有安全防护体系的缺陷

传统上,中国电力企业主要依赖基于边界安全

的纵深防护体系保障网络安全.具有国家机构背景

的攻击方可在逆向工程基础上制作定向攻击恶意软

件,经设备厂商渠道绕过安全边界侵入生产控制安

全区.病毒软件检测系统在特征代码库中找不到新

兴病毒软件特征码,无从判断厂商优盘接入是否带

入恶意软件;入侵检测是以入侵者行为模式有异于

正常主体或入侵活动服从特定模式为前提,通过对

网络行为的统计分析和模式识别来检测入侵,存在

误报、漏报率高的问题,如恶意软件行为模式无明显

异常,将难以准确捕获.因此,基于物理隔离的边界

防护可能失效.
近年来,为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水平,中国电力企

业开始构建基于可信计算技术的安全防护体系.基

于该技术研制的D５０００调度自动化系统,采用国产

的服务器、网络设备和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及中间

件,能有效避免基础软、硬件系统后门和缺陷引入的

安全隐患.即便恶意软件成功侵入,还是会因无法

通过可信认证而被后台监控进程扼杀.可信计算技

术存在信度的动态评价难题,此外,可信计算的安全

性依赖于可信程序数字签名所用加密算法的安全

性.加密算法以数学复杂度来保障其很难破解,但
并非不可破解,如震网病毒就曾伪造过RealTek等

公司产品的数字签名.因此,基于可信计算技术的

安全防护体系也存在失效可能.
构建威胁模型、识别潜在威胁是有的放矢地做

好网络安全防护的前提.中国电力系统已构建有较

完善的安全防卫体系,加之CPS构成复杂,普通恶

意软件难以渗透侵入造成恶性事故.要进一步提高

网络安全防护水平,需要以有国家机构背景组织发

起的定向攻击为主要对手,根据其可能采用的攻击

模式设计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３　电力CPS攻防新思路

电力系统既有信息安全防护方法主要侧重于御

敌于千里之外,防止恶意软件侵入生产控制安全区

进行攻击.然而,根据不完备性定理,并不存在完美

无缺的系统,也无法杜绝网络攻击的威胁,敌对组织

发起的定向攻击是可以绕过安全屏障侵入电力生产

控制安全区的.作者认为:有必要调整思路,以定向

攻击恶意软件可以侵入为前提,着力提高电力CPS
的容侵性(resilience),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管控攻击

可能造成的危害水平.
电力系统是保障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关键性基

础设施,具有国家机构背景的组织攻击电力系统的

合理目的是最大程度地破坏电网安全、造成大停电.
本文结合渗透侵入调度、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和高级

计量系统后可能的攻击模式,讨论了相应的应对

思路.

３．１　调度自动化系统

调度自动化系统涉及电网全局,可遥控断路器

进行倒闸操作,是定向攻击的首选目标.作为标准

软件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采用如图２所示的标准

化数据库结构.在逆向工程摸清调度自动化系统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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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和数据库表结构的基础上,定向攻击恶意软

件可利用零日漏洞经厂商维护渠道侵入调度自动化

系统,根据数据库表结构查找各线路及对应控制端

口信息,再按通信协议发送跳闸控制命令和返校信

号,诱使线路跳闸.有电力系统背景知识的攻击方

编制的恶意软件还可搜集数据库中线路拓扑连接和

电压等级信息,辅以结构脆弱性分析,再选择关键线

路逐个遥控跳闸,即可将电网推进自组织临界态,引
发连锁故障大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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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调度自动化系统数据库结构
Fig．２　Databasestructureofdispatching

automationsystem

中国电力企业采用的调度数据专网形成了有利

于防御方的局部不对称优势,入侵的定向攻击软件

不能与外界通信,只能根据逆向工程分析结果按预

设逻辑进行攻击破坏.利用这种不对称优势,可以

在SCADA实时数据库中插入大量虚构电网元件,
引诱侵入的定向攻击软件向虚构元件对应的断路器

发送跳闸控制命令.因调度系统所有通信均需经交

换机对外发布,可在交换机中设置跳闸指令筛选机

制,在检测到发送给虚构断路器的跳闸指令时即可

准确判断入侵攻击行为,闭锁调度系统控制功能并

切换到备用系统或闭锁遥控功能,从而强化调度系

统的容侵性,避免极端恶性事故.
调度系统的状态估计、AGC等高级应用软件需

要使用实时数据库数据,应设计相应机制保障其正

常工作.因调度系统采用标准化的数据存储模式是

可以通过反向工程进行精确攻击的前提,可将真实

元件列表以个性化方式存储为其他文件.高级应用

软件启动后先读入真实元件列表文件,之后即可与

正常工作流程一样从SCADA数据库中读取真实元

件对应数据,以避免虚构元件对业务系统的影响.
因真实电网元件的非标准化存储会增加系统维护和

高级应用软件配合的工作量,所述方法适用于重要

性较高而数量较少的省级及以上电网调度中心.
３．２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涉及断路器的倒闸控制,是
网络攻击的重点对象.变电站采用如图３所示的标

准化配置描述文件记录站内信息.有组织攻击方通

过逆向工程获取相关知识后,可有针对性地编制定

向攻击软件.渗透侵入后可按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工

作机制,读取配置文件、获取站内断路器控制信息,
再进行倒闸操作,攻击破坏电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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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 =”1.0”?>

<Substation name=”Atlanta”>

<Communication>

<AccessPoint name=”S1”>

<LNodeType id=”CTRa”InClass=”TCTR”>
   <DO name=”Mode”type=”myINC”/><
/Lnodetype
<DOType id=”myINC”cdc=”INC”>
   <DA name=”ctlVal”fc=”CO”bType=”INT32”/>
</DOType>
<DAType id=”myAnalogValue”>
   <BDA name=”f ”bType=”FLOAT32”/>
</DAType>...

图３　变电站配置描述文件结构
Fig．３　Structureofsubstationconfigurationdescription

尽管采用非标准化的方式同样可能阻断针对变

电站的精确攻击,但变电站数量庞大,采用该方式来

提高防护水平将带来庞大的系统维护工作量,实际

生产中难以接受.因电网确定运行方式需要进行

N－１安全校核,单一线路或变压器停运并不一定

会影响电网安全.尽管网络攻击单个变电站可能造

成一定的负荷损失,但并不一定足以破坏电网整体

安全.相较于物理破坏,网络攻击更易达成多个变

电站的协同攻击,如渗透入侵的恶意软件同时在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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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２２０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中发起跳闸攻

击,极可能触发Ⅲ级及以上较大风险大停电事故.
在此,变电站之间的广域协同是达成最大化攻击效

果的关键.
调度数据专网中,侵入变电站的恶意软件难以

确认其他变电站有否渗透入侵的恶意软件.因站间

通信数据包均需通过安全检查,通信实现站间协同

将显著增加暴露风险,势必需要采用无通信的协同

机制进行攻击才可以最大化攻击效果.变电站自动

化系统均配置有全球卫星同步时钟,利用同步时钟

可简单高效地实现多个变电站的无通信协同.从底

线思维的角度出发,为避免协同攻击造成大停电,可
考虑人为岔开全球卫星同步时钟,使得高重要度的

枢纽变电站同步时钟相互保持一定日数的差异.即

便恶意软件侵入多个变电站,并约定在同一时间跳

闸,也会因各站时钟差异而不会同时故障,显著降低

大停电风险.
继电保护系统为保障可靠性,要求可不依赖于

同步时钟独立工作,调整全球同步时钟对其无明显

影响.故障录波、行波定位、广域测量和事件顺序记

录在调度主站侧汇总各站数据后进行故障扰动分

析,要求保持时钟同步.可考虑在调度端高级应用

中读取数据时进行时间反校,以降低对上述业务系

统的影响.
３．３　高级计量系统

高级计量体系的安防需求和调度及变电站自动

化系统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智能电表分布点多

面广,多采用无线专网方式通信,攻击的技术门槛较

低;另一方面,智能电表计算和通信资源有限,只能

依赖基于密钥的身份认证和通信加密保障安全.一

旦破解加密算法,智能电表将直面网络攻击的威胁.
２０１４年,研究人员破解了西班牙电网公司智能

电表采用的AESＧ１２８bit对称加密算法,侵入表计后

注入恶意代码,不但可篡改电表标识码、调整电量读

数实现窃电,还可以此为跳板攻击相邻电表,甚至可

能控制切断用户供电.如不能及时检测,可能广为

传播后造成大停电事故.中国智能电表采用和西班

牙类似的加密算法,前述破解和攻击方法同样适用.
因智能电表等智能硬件计算和通信资源有限,

用传统方法难以检测渗透侵入的恶意软件.应用云

安全技术,可将恶意软件检测等工作转移到云端服

务器完成,能在智能电表有限的计算和通信资源条

件下完成恶意软件检测.该方法也可用于强化电力

CPS中其他智能硬件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４　讨论

电力CPS的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影响社会生产

生活,是国家级网络对抗的重要目标.因中国电力

系统已构筑较完善的安全防御体系,普通病毒软件

很难跨越高技术门槛渗透攻击,未来应以具有国家

背景的定向攻击为主要防护对象.因此类攻击方拥

有充足资源,清楚了解目标对象采用的防护措施,不
但可对攻击目标逆向工程,深入分析运作机制并编

制定向攻击软件,甚至还可能直接破解密钥发起攻

击;有必要以其能侵入生产安全控制区为前提,以保

障电网不发生大停电事故为底线,结合攻击模式分

析,设计风险管控措施.
本文抛砖引玉,讨论了调度、变电站自动化和高

级计量体系几种可能攻击模式的应对思路.实际

上,电力CPS结构复杂,可能的攻击来源和攻击模

式繁多,需要集思广益,查漏补缺,多视角地分析潜

在的网络攻击渠道和可能的破坏模式,尽可能避免

恶性事故.作者认为,该领域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１)网络对抗中,攻防双方都存在成本问题.具

有国家机构背景的攻击方,可耗费大量资源组织复

杂的定向攻击.以震网病毒为例,赛门铁克公司估

计该病毒需要组织５至３０名计算机领域和过程控

制领域的专家,耗费６个月左右时间进行研发,远非

一般机构组织所能承担.电力系统网络攻防博弈中

国家背景机构的参与将显著提高攻击复杂度,使得

攻防双方的平衡明显偏向攻击方,并将对防卫方提

出巨大的挑战.
２)电力系统网络安全防御需考虑应对普通恶意

软件和针对性定向攻击等两类,这两类攻击行为本

身及所需防护方法上的差异可用电力系统元件随机

失效和连锁故障大停电进行类比.前者发生概率较

高,危害机理清晰,可用较成熟的可靠性理论和信息

安全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与应对;后者极少发生甚

至无先例可循,需深入研究方可明晰机理,进而针对

性地制定应对措施.由于电力系统在规划建设时考

虑了冗余设计,普通恶意软件即便侵入中国物理隔

离的电力调度数据网,在不清楚信息与物理系统接

口的条件下也只能造成小规模扰动,并不会对电网

安全稳定造成突出影响.而以最大化破坏效果为目

标的定向攻击却极可能以最不利的方式进行选择性

攻击破坏,是电力系统网络安全的心腹大患.在世

界各国纷纷成立网络部队的今天,除强化一般性网

络攻击的防护研究外,更应针对性地研究定向攻击

模式特征并逆向设计防护方法.

５

李　田,等　电力信息物理系统的攻击行为与安全防护



３)本文利用调度数据专网形成的不对称优势,
针对调度系统定向攻击提出基于虚构电网数据诱骗

攻击的主动入侵检测方法,引诱恶意软件攻击虚构

系统,从而触发入侵检测与防护机制;针对变电站自

动化系统定向攻击需进行无通信协同方可实现多站

协同跳闸攻击以最大化破坏效果的特点,提出基于

差异化调整全球同步时钟的方式来破坏多站协同机

制,以最小化破坏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方法

均涉及高级应用现有业务流程的调整,要付诸使用

需要付出高昂代价,可选择性地在特别重要的电网

调度和变电站进行应用以降低成本.
４)网络对抗中,防护手段只能对特定攻击模式

有效.考虑到实际攻击工业控制系统的震网病毒和

BlackEnergy病毒均采用了可直接造成攻击破坏效

果的旁路控制,本文仅针对电力系统旁路控制跳闸

攻击分析提出应对思路,未考虑其他攻击模式.结

合业务流程和攻击模式分析,可设计针对性的防护

措施,提高对其他攻击模式的入侵检测和防卫能力.
５)所提应对思路中,调度自动化系统中将真实

元件列表个性化存储于其他文件中,高级应用读取

真实元件列表后再到实时数据库中获取对应元件状

态信息.因各电网公司所用个性化存储模式有异,
定向攻击恶意软件入侵后需将调度系统文件外传

后,经人为解析确认真实元件列表文件名称和数据

结构后,再按目标系统个性化存储文件格式定制定

向攻击软件才可发起精确攻击.变电站自动化系统

中,在变电站全球同步授时模块中调整同步时钟后,
在调度端故障录波等高级应用读取数据进行业务分

析时进行时间反校.如敌对组织从调度端获取各变

电站同步时钟调整方案后再针对性地编制定向攻击

恶意软件,将仍可在厂站经侧借全球同步时钟机制

进行协同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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