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COVID-19背景下日益严重的网络威胁可能威胁到供应链安全

COVID-19疫情爆发加大供应链网络安全威胁
本周报重点介绍由德勤网络威胁情报中心（CTI）所识别的一些最新的网络安全威胁和趋势，并提供近期有关管
理网络风险的建议，帮助企业高管在全球COVID-19疫情背景下积极响应、稳健恢复、全面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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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正在增加

根本原因| 在COVID-19爆发期间降低运营技术（OT）环境中的风险

40%
制造商

接受调查的企业表示，在
过去12个月中，他们的运
营受到了网络安全事件的
影响*

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
网络安全事件增加了

3.5倍的勒索软件
2.5倍的欺骗攻击
0.7倍的鱼叉式钓鱼攻击

33万美元
以物联网为重点的网络
安全事件造成的平均财
务影响

750万美元
2018年数据泄露造成的平
均财务影响

87%
未授权的
访问

86%
运营中断

85%
知识产权
盗窃

制造业始终是最受
关注的行业之一

重大网络安全风险

网络钓鱼活动影响知名物流公司
影响范围：所有行业| 区域：全球

商业电子邮件入侵（BEC）导致欺诈性的资金转移
影响范围：所有行业| 区域：全球

OT系统特性* 网络问题

IT与OT融合的复杂性

• OT通常由工程师，自动化及运营（团队和人员）管理而非IT。
• 难以让某一个团队独立承担所有OT系统和基础安全的职责。
• 在缺乏详细评估的情况下，企业通常不会执行传统的应用安全控制，例如补丁或漏洞扫描。
• 对工业流程、技术资产、网络架构、风险和安全性方法的深入了解通常至关重要，因此需要跨IT和OT

的整合团队一起协作。

更新悖论 • 无法使用单一方法来修补或更新系统。当检测到漏洞时，可能会使响应变得困难，因而经常需要采
用深度防御方法。

传统系统的局限性 • 许多OT系统的生命周期很长（超过10年），并且原系统不是为构建外部连接建造的。随着边缘计算，
云平台的增加以及其他智能工厂技术的应用，互联互通不再仅仅是可选项。

基础设施不稳定

• 较旧的设备通常使用专有的通信协议，如果网络上的数据通信增加，则很容易导致这些协议中断。
• 现有的网络和相关体系结构并非为处理需采用这些新技术的数据流而设计。
• 只有有限的审查流程可以识别或发现已经购买和部署的新技术相关的安全风险，这同时增加了攻击风

险，从而影响新技术和同一网络上其他原有技术的使用。

运营局限性

• 实时性能通常至关重要。引入其他安全控制措施可能会导致延迟。
• 进行网络变更或其他变更可能需要宕机或停机，因维护而导致的宕机时间应严格限制在最低限度内。
• 由于产品本身属性或合同限制或设备使用年限等因素，通常无法进行软件更新。
• 建立和明确跨职能（IT和OT）的责任至关重要。考虑到各个小组本职工作和擅长能力，使用跨职能团

队应对网络安全风险至关重要。

*来源: 智能工厂的网络安全

2020年4月，德勤CTI观察到两次网络钓鱼活动和一种恶意软件，均
使用COVID-19作为诱饵。这些COVID-19网络钓鱼活动冒充诸如联邦
快递，DHL和UPS之类的知名物流公司，并使用恶意附件攻击美国
医疗服务提供商。

在全球性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更好地了解供应链是如何变化的，可以帮助零售商和其他企业在这个艰难时期过后获得安全、适应并向前发
展的能力。在2019年，40％制造商的运营受到网络安全事件的影响。由于供应链已经面临实体关闭、社交距离而导致的运营活动减少以及
为了生产个人防护设备造成的运营改革等风险，因此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中断可能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本周我们重点介绍针对供应链要素的不断上升的威胁（在4月22日至4月28日的详细威胁报告中已识别）。

在过去的60天里，与COVID-19相关的供应链攻击有所增加，
包括对知名组织（例如UPS）发起的针对性攻击。
明确安全要求及网络风险管理实施程序，以评估第三方（甚
至第四方）服务，帮助组织降低对其供应链进行攻击的风险。
在供应链环节，众多供应商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通信。
2020年4月上旬，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发表声明，指出与

COVID-19疫情相关的企业电子邮件入侵（BEC）预计会增加。
恶意攻击者利用这些业务关系，通过电子邮件入侵攻击的方
式来诱骗一个或多个供应商向其汇款。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的数据，2019年BEC攻击给组织造成的损失约为17.7亿
美元。
与海外实体开展业务的公司更容易受到BEC攻击，因为其员工
可能无法识别国外供应商表现出的异常商业行为。

2020年4月15日，德勤CTI观察到多次使用COVID-19为主题进行商
业电子邮件入侵攻击企业的垃圾邮件事件。在这些攻击过程中，
攻击者使用了COVID-19相关主题的电子邮件，例如工资单，电汇
或法律关注的社会工程主题，要求其目标进行欺诈性的资金转移。

随着全球范围内许多领先的制造企业在竞相生产关键的COVID-19防疫物资，例如个人防护设备和呼吸机，甚至是新疫苗。这些制造企业也可
能成为网络攻击者盗窃或勒索的目标，攻击者试图利用漏洞获得被攻击者宝贵的知识产权。在运营环境中潜在的损坏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收入，
并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在延伸的供应链中管理风险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大型公司，无论是将某些内容嵌入供应商的子组件中，还是软件产
品，可能需要考虑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方。随着更多的连接组件、通信和存储数据风险的增加，攻击面也在扩大。这次
COVID-19引起的不确定性向我们表明，我们并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做到了万事俱备。在IT和OT生态圈之间，许多领域存在人员、流程和技术
方面的重叠。下面重点介绍制造企业在融合IT和OT时应注意的主要网络问题。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energy-and-resources/articles/smart-factory-cybersecurity-manufacturing-industry.html


稳健恢复和全面反弹| 确保“下一个常态”的供应链安全–聚焦智能工厂

在COVID-19中，制造业组织改进流程和协议的同时，他们应该投资于企业（IT和OT）的整体
网络管理计划，以识别、保护和响应网络攻击，并从网络攻击中恢复。
具体来说，在开始建立有效的网络安全计划时，应考虑以下四个步骤：

根据COVID-19情况下的风险概况和需求确定
行动的优先级。

以网络安全成熟度评估的结果作为输入，设
计战略和路线图，并针对与组织的风险承受
能力和管理能力相对应的风险，与高级管理
层及董事会（在适当情况下）进行沟通汇报。

对开发的新技术进行网络安全成熟度评估。

智能工厂中的每个新应用在试验或生产阶段
中，都会面临新的威胁。评估应包括OT环境，
业务网络和更深层次的制造业网络安全风险，
例如IP保护、控制系统、连接的产品，以及
与工业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第三方风险。

建立正式的网络安全治理架构，考虑OT环境
下应对COVID-19的转型。

对于围绕业务的治理架构来说，允许IT和OT
团队在适用的领域协作对管理业务非常重要。
制造业安全团队应与现场密切合作，以考虑
风险和适当的缓释策略。

建立与COVID-19相关的安全技术转型。

由于许多智能工厂用例仍处于计划和早期阶
段，因此现在需要考虑项目与网络安全风险
程序的一致性。在项目的前期设计或开展阶
段融入适当的安全控制要求。需要考虑的重
要控制措施包括使用安全的网络分段模型、
部署被动监控解决方案、安全的远程访问、
可移动媒体设备的控制、改进的特权访问管
理以及执行一致的备份流程。

在COVID-19疫情期间我们将在您身边帮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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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网络安全服务合伙人

相关德勤参考资料：
• Responding to COVID-19 with business resilience, trust, and security
• COVID-19 Government Response Portal
•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in the Age of COVID-19
•   GDPR: How to make your business more resilient against data protection breaches in light of the COVID-19 crisis?

德勤网络安全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网络问题，从容应对未来的挑战。面向企业、人员和全球有更智能，更快捷，更互
联的特点。作为网络安全咨询领域公认的领导者，德勤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将网络安全战略和投资与业务重点保持一致，提高网络
威胁意识和可视性，并增强企业在面对网络安全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凭借专业洞察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优秀的企业网络安全解决
方案，德勤网络安全团队在这个安全无界的时代，帮助企业畅行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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