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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多云环境下实现数据保护

数字化协作及伴随而来的数据共享是现代多云互联的企业中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为员工和承包商授予
的传统信任假设已扩展到基于现代云的架构，这些员工和承包商在企业强化的范围内经营业务且具备适
当的资格。
为实现企业目标而紧密协作的团队可以在私有混合云、多云以及本地应用程序中自由分享数
据。
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以明文形式共享。
对云端数据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只有9.4% 的云数据是加密
数据。
如果数据流传到网络或以其他方式遭到泄露，组织几乎没有办法将数据召回或删除。如果发生数
据被窃事件，加密的整体缺失就意味着，一旦数据被盗，就会全盘皆输。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因为在不堪一击的信任生态系统共享数据所酿下的恶果，而加密可以增强这一信任
生态系统。
遗憾的是，由于保护数据各种状态的技术之间的隔阂，以及交易两端用户摩擦的加剧，加密技
术往往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如果数据接收者打破信任并与他人共享数据（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而数据
所有者/保管人对失信毫不知情，除非违规方将此情况告知于他/她，事态会变得更加严重。必须利用全面
且高度集成的技术更妥善、更广泛地保护企业数据。
这样可帮助数据所有者/保管人在数据生命周期内控
制和跟踪其数据。

McCumber Cube 和风险的三个维度

1991 年，John McCumber 发布了一款网络安全风险模型，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McCumber Cube。
该模型的创
新之处在于它用三维立方体来描绘网络安全风险因素。
立方体的每一个可见面都有三个不同的需要管理
的网络风险因素。
每一个三维交叉点都表示三个组件的组合，每个面都有一个。
最前面用红色勾勒的迷你
立方体，是机密性、技术和处理的交叉点。
它代表一种技术控制理念，以保护处理中的数据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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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McCumber Cube

本白皮书将探讨在数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以及在传输、存储和处理时如何妥善运用加密以实现更有
效的控制，从而增强保护和隐私。
在数字数据共享和协作大行其道的当下，这些控制措施可降低数据暴
露、泄露、丢失和被窃的风险。本白皮书着重介绍了通过全新加密控制措施实现机密性的理念，以及在整
个数据生命周期内数据控制措施如何影响任意加密的使用和任意加密对数据控制措施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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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多云环境下实现数据保护
加密传输中的数据

机密性、技术和传输的交叉点

妥善应用加密可显著降低数据被窃导致的数据丢失。
在 McCumber Cube 中，通过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协
议及其前身 — 安全套接字层 (SSL)，解决了技术、机密性和传输的交叉点问题。截至 2019 年底，在互联网
上传输数据的安全性已得到了极大提升，接近95% 的网站流量都已加密。

在内部环境中使用基于传输的加密有利也有弊。
对数据所有者而言，主要的优势在于，当他们为了合法的
商业目的而移动数据时，这种加密可以实现更高级别的机密性。
而数据所有者面临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当
他们移动被盗数据时，加密给黑帽带来了更高级别的机密性。
安全监控往往会对流量中的内容视而不见，
或者他们必须投资网关代理工具，通过授权的中间人攻击来拦截流量以查看究竟。
这种检测也会导致应
用程序延迟，产生其他问题并使得选择使用基于传输的加密变得困难且成本高昂。
从逻辑层面看，在浏览器中创建和实施针对 SSL 和 TLS 的数据传输加密标准，要比国际策略的创建、实施
和密钥共享容易得多。
但是，加密会给许多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他们认为传输的数据经
过加密所以是安全的，但数据从传输阶段进入处理或存储阶段之后，TLS 传输安全性被稀释，因此他们的
数据更容易遭受攻击。
还有一点也值得引起注意，在传输加密开始盛行之前，针对传输加密发起的攻击中，成功者寥寥无几，而
从静止数据中窃取的记录数量却非常可观。
窃取动态数据是更复杂的任务，与窃取静态数据的技术设置
相比，它需要更多的技术设置和更高的及时性，尤其是要窃取目标数据时。

加密静态数据/存储中的数据
机密性、存储和技术的交叉点

静态数据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窃取目标。
尽管数字会因报告组织而大不相同，但风险安全部门的高端数据
显示，2016 年有 40 多亿项记录，2017 年有超过 70 亿项记录，2018 年有超过 50 亿项记录，2019 年的记录略
低于 80 亿项。
《2019 年泰蕾兹数据威胁报告》预计，只有不到 30% 的组织在重要环境中部署了加密，已加
密的数据量下降到了个位数。

加密系统成本高昂，且难以安装、配置、操作和维护，是长期以来得出的经验。
对于那些与数据打交道的企
业用户而言，他们一直对加密系统给工作带来的摩擦、负面的性能影响，甚至会导致请求失败/丢失等情
况都颇有微词。
由此可见，在可用性与安全性的对决中，可用性依然占据上风。

对于存储而言，要攻克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聚焦加密密钥管理来解决加密系统潜在的可用性问题。
利用数
据加密工具消除数据客户（无论是内部员工还是外部客户）的摩擦同样也很重要。

加密处理和使用中的数据
机密性、处理和技术的交叉点

McCumber Cube 模型可识别数据处理，可将它用于计算机系统内的自动化处理或用于数字化之前或之后
的手动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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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处理中的数据

当数据在应用程序中移动时对数据提供保护，可能是数据风险控制中最难的环节。
第一道闸门是正常访
问配置。
如果某人不能访问应用程序的前门，那么访问数据就会更加困难。
除此之外，控制往往更加侧重
于用物理方式保护服务器或增强可能破坏系统的电子元件。
攻击处理中的数据需要直接访问系统进行探
测，直接访问要处理的数据或者已插入应用程序或系统驱动程序的恶意软件，以便在应用程序运行时将
数据漏出。

加密使用中的数据

根据处理的构造方式，可能需要添加控制措施，以防止人们在处理/加工数据的过程中窃取数据。
处理时
应格外谨慎，以确保将正确的数据交给正确的人。
一直以来，这都是加密部署得最多的地方。
只要信任圈
中有适当的人员，数据所有者或保管人就能确信数据安全无虞。
但是直到最近，最为关键的限制在于，
数据离开所有者或保管人之后，其他人仍有可能解密信息，并将它转发给数据所有者/保管人所不知道的
其他方。

防御处理和使用攻击

尽管反恶意软件有助于解决攻击中使用的恶意软件，但最好使用锁和安全防护措施来使人们远离处理系
统。
可以将加密应用于处理，甚至可应用于某些使用领域，以限制处理过程中的数据暴露。
研究项目正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例如同态加密项目，该项目探索如何从加密的数据中提取相关查询信息而不暴露数
据本身。
它们有一定的前景，但可能需要多年之后才能投入商业使用。
近来，加密功能不断发展，可以在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将权利与数据永久绑定。
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这样一来，即使数据共享，数据所有者也可以添加，更改或撤消任何用户的使用权限。

通过任意加密降低风险

保护所有位置和所有数据状态的数据和隐私

2018 年，仅以美国为例，身份盗窃造成的 损失预计高达 17 亿美元。
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估计，每年美
国公司被窃取知识产权造成的损失高达 6000 亿 美元。
为了避免这些损失并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获得
真正的保护，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方法。
直到最近，数据一旦交付给目标，就不再受原数据保管人的控制。
全
部信任都转交给数据拥有链中的下一位人员。
如果该人员决定进一步扩展信任圈，但他/她没有得到原所
有者的许可。
数据保管人必须做到只共享必需的信息，尽管相关要求的各个方面仍存在变数，他们却常常要决定哪些
是必需的信息。
他们会因此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过去可用于内部共享的数据今后可能被判定为超
出了共享范围。
在当前的共享数据背景下，无论是否加密，要通过实施更改的策略和检索现在已超出范围
的数据来保护组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对已返回或销毁的内部副本进行验
证。
即使没有恶意，也可能在备用存储库中捕获共享数据的副本，例如备份、电子邮件、共享文件夹和个人
驱动器等。
任意加密概念可保持数据在企业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从而解决这一问题，无论它是静态数
据、动态数据，还是存储中的数据又或者是云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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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多云环境下实现数据保护
机密性、策略和流程以及人为因素的交叉点

策略和流程是构成稳健的密码系统的基本要素。
策略规定可以共享和不能共享的数据，以及每个受保护
数据元素的信任圈中的各方。
遗憾的是，对于传统的加密系统而言，策略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信任，即人们
会遵循规定的策略，以确保数据保存在它所属的位置并且不会离开它的所有者。
如果人为因素出错，就会
发生数据泄露和暴露。
无论加密算法是何等的坚不可摧，也不论策略记录得多么井井有条，如果某人打定主意要违规操作或犯
错，那么受保护的数据就会面临风险。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可能只是增加一些麻烦而已，但也可能造成毁
灭性的打击，造成巨大的名誉和财务影响。
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知识产权窃取就是组织可能遭遇损害的一
个典型例子。
知识产权窃取事件东窗事发之后，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股价暴跌近 50%。

保护数据不受人为因素干扰的第一步，是要减少可以披露或共享未经保护的数据的人员数量。
数据所有
者可以始终保持对数据权利的控制，并将这种控制与任何交付机制或共享环境分开维护。
这样可形成两
种控制措施，防止意外的数据发布。

任意加密概念需要在数据的生命周期内实现主动的数据治理。
数据保护必须转化成可以贯彻执行的策
略，使其在数据内形成嵌入式加密系统。
如果在内部分布之前就对数据应用了策略，并在数据移动时坚持
使用该数据，那么数据所有者就可以放心，无论数据处于什么状态，他们对该数据定义的权利都不会改
变。
数据所有者还必须在需要重新检查控制服务器之前定义这些权利的有效时长，从而持续控制谁可以
访问共享数据，而不管数据在企业内何处传输。
然后在数据的生命周期内利用技术监控和落实各项策略。
这样一来，就可带来持久的保护，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例如人员和业务合作伙伴的变动，或者是其
他运营驱动的需求变化等。
指定的权限有效，并且始终存在于非结构化数据内并受到保护。
若尝试访问数据，则会向数据所有者环境
内的密钥管理系统发送请求。
如果请求者拥有适当的权利，则会发送临时令牌以解锁信息并允许行使权
利。
在结构化数据中，可以在属性或表级别保护数据。
保留在接收方位置的数据继续受数据所有者/保管
人控制。
如果数据所有者在任何时候决定要更改访问参数或者全部予以撤销，则他/她需要变更策略并将
策略应用到远程数据副本。

自适应策略执行以实现长期的数据保护

在共享关系终止或数据所有者决定变更权利时，他/她可以在策略引擎中更新权利。
在下一次请求检查权
利时，会执行更新的权限。
更新的权限会应用于访问数据之前创建的所有副本。
如果应用了全部撤销，
则会销毁密钥，加密的数据也会因此而失效。
因为接收方不能访问密钥，所以数据可以安全远离未经授权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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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多云环境下实现数据保护
利用任意加密保护数据

以技术为依托的策略、持续的数据权利、稳健的密钥管理系统和强大的加密套件，共同构成深度防御的坚
实基础。
任意加密之所以在概念和应用上独树一帜，是通过在数据中心和云端建立持续的保护，以保持对
符合条件的数据的控制，并通过 JDBC 连接访问数据，从而实现持久的策略执行。
要让任意加密概念变成
有用的实践，数据所有者必须利用技术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单点解决方案。
今天，单点解决方案依然有
它的用武之地，但它们不适用于全面的任意加密生态系统。
广泛的集成并不是单点解决方案的初衷。
因此，实现全面的数据保护就需要以紧密的集成和高度的互操作性作为设计目标。
唯有如此，才能在数据
的各个阶段充分保护数据。

任意加密的用例

所列用例确定 IBM 和非 IBM 组件可共同实现持续的数据保护和隐
私。
尽管任意加密概念的所有阶段都可通过其他供应商解决方案
实现，但 IBM 是目前唯一在 IBM Z 上提供紧密集成的解决方案生态
系统的供应商，可提供持续的保护和合格数据的隐私。
以下是各用
例中用到的组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运行 z/OS 的 IBM z15 或者使用普遍加密功能的 Linux on Z
IBM Data Privacy Passports
IBM Z 光纤通道适配器
IBM DS8900F Storage
IBM Z Fibre Channel Endpoint Security
IBM Hyper Protect Virtual Servers
TLS 或 IPSec
您选择的公共云或私有云
IBM Data Privacy for Diagnostics（提供商和供应商）
硬件安全模块 (HSM)
用于数据处理和存储的商用硬件

用例 1：
IBM 本地解决方案系列中的数据保护和隐私

对于许多要求严苛的环境而言，例如大规模零售、大型银行、信用卡处理及其他大规模支付等，IBM 处理
基础设施很可能已经就绪，而 z15 是一种基础技术。
在 z15 中，可嵌入普遍加密以保护系统中的合格数据
和处理。
可利用 Data Privacy Passports 的相关策略控制措施，将合格数据的数据保护和隐私从 IBM z15 环境
1
扩展到企业的其他部分。
可安装 Passport Controller for IBM Data Privacy Passports 来维护和管理来自数据源
的合格数据的权利和权利验证，这些数据可以通过 JDBC 连接访问。
通过普遍加密保护合格的在线数据，
可以将重点转移到保护需要流入和流出系统的数据上。

启用策略之后，数据不一定要继续留在 BM Z 上才能获得保护。
与策略相关的数据在离开其主机存储之前
会先进行加密。
在完整的 IBM 生态系统中操作时，可以使用具有超高吞吐量的 IBM 光纤通道适配器和交
换机在数据中心内非常快速地移动数据。
它们可兼容其他光纤通道接口系统，但如果与 IBM DS8900F 存储
一起使用，则可以通过增加 IBM 光纤通道端点安全性来增强保护，它在硬件级别上保护传输中的数据。
光
纤通道和 DS8900F 还可为动态数据增加数据加密和认证。

1 免责声明：
Data Privacy Passports 支持可通过 JDBC 连接进行访问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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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多云环境下实现数据保护
用例 2：
异构企业数据中心内的数据保护和隐私

大部分已部署其他计算平台的组织都还不能彻底淘汰其现有的计算基础架构。
Data Privacy Passports
可有力地保护数据中心内几乎所有联网硬件上的重要和敏感数据。
连接至 IBM z15 之后，可以在数据
生命周期内在数据中心的任何地方对合格的数据实施保护。
z15 专为通过 FIPS 140-2 4 级认证的加密
2
HSM 的 安全性而设计。
它的设计也兼顾效率，每天能够处理超过 190 亿笔加密交易。

用例 3：
云和共享数据中的 数据保护和隐私

搭载 Linux on Z 的 IBM z15 可提供 IBMHyper Protect Virtual Servers 以创建安全的私有云基础架构。
借助
Hyper Protect Virtual Servers，工作负载所有者可完全控制其工作负载和数据。
未经数据所有者允许，
即便是系统管理员或云管理员也不一定可以访问工作负载。
即便在高度分散的超融合多云环境下，
也可将 Data Privacy Passports 应用于合格的数据，但前提是云可以访问实施策略的 Passport Controller。
当通信端点需要隐藏于互联网视野之外时，可在因特网网关添加 TLS 通道以增强运输安全性。

实施数据控制措施之后，任何数据所有者都可在企业内与任何人共享数据。
无论企业有什么样的需
求，企业内的数据访问、分布和过期都在策略管理人员的完全控制之下。
数据所有者完全可以相信，
当需求发生变化时，他们可以轻松改变策略以适应这些需求。
一旦需求不再存在，保护和隐私仍完好
无损。
使用 Data Privacy Passports 通过策略管理器销毁本地密钥，可以使企业内任何位置的合格数据变
为惰性数据。

用例 4：
最大程度减轻影子 IT 的影响

当组织中的某人决定将数据移动或复制到未经批准的位置时，就会发生影子 IT。未经允许移动或复
制它会造成安全漏洞并增加业务风险。
如果发生数据泄露或暴露，即便只是因为意外，也会造成重大
的声誉和财务影响。
针对所有重要或敏感的结构化数据实施 Data Privacy Passports 可显著降低影子 IT
的影响。即便复制和移动数据，如果没有许可，数据仍不可用。
某人可以访问受控制的数据库，但没有
数据访问权限，若此人将数据移动到一个未经授权的位置，则数据仍保持加密，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公
司面临的风险。

2 免责声明：
此交易率基于 z15 配置的内部测量结果，该配置由 2 个 8 路 LPAR 和 1 个 4 路 ICF 组成，并启用了数据集加密和 CF 加密。
利用这些结果，通过
标准 LSPR MIPS 就可以预测完整 z15 的交易率。
不同用户体验的性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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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合多云环境下实现数据保护
摘要：利用任意加密在数据生命周期内保护数据

保持数据机密性可为数据所有者带来业务和运营方面的优势。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组织都没有充分利
用加密来保护自己的数据，并且还有很多组织正在成为恶意威胁主体和玩忽职守的个人的攻击目标。
在组织内保护数据的主要问题在于，最受欢迎和最常见的工具都需要不同的接口和和单独的策略来
保护不同状态的数据。
工具和管理接口独立运行，它们之间只有松散的集成。
这种独立性使策略和执
行的全面统一和检验难度变大，从而常常在保护方面留下漏洞。
在协作设置中，用户摩擦和维护数据控制是最困难的两个环节。
用户摩擦加剧促使人们不断远离传
统的加密平台。
由于在数据的策略控制和执行方面缺乏灵活性，数据所有者和保管人往往不愿意部
署保护措施。

虽然在每个生命周期阶段保护数据的技术很常见，但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经历的定期变化使得在
管理数据加密的某些方面时变得困难重重。
无论面临何种障碍，公司都必须制定各自的业务要求，以
保护运输、处理和存储中的机密数据。
必须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但实际的评估几乎总是表明，扩大对
敏感和机密数据加密的使用大有裨益。

做好准备。
在某些情况下，要过渡至加密的数据存储可能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
尽管数据质量不容忽
视，但它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难满足的要求涉及到分类和定义数据类型和位置多样性，用户和应
用程序权利以及用于数据交互和共享的应用程序接口。
传统应用程序需要升级或替换才能执行加密，
但是如果数据提供了真正的业务和/或运营优势而值得将其保留，则需要对其加以保护。
对于拥有高度敏感数据或大规模交易系统的组织而言，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运行 IBM z15，它搭载了具
备普遍加密和 Data Privacy Passports 功能的 z/OS 或 Linux on Z。
IBM z15 生态系统为内部应用程序带来前
所未有的优异性能，也可作为正在构建的任何云环境的基础。
其原生安全架构包含内置的加密加速
芯片、嵌入式硬件安全模块芯片和服务、加密密钥创建和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加密的多 Gbps 接口以及
加密兼容的高速存储。
该平台提供持久的数据机密性、策略管理和执行，支持任何加密要求。
目前，没
有更全面且性能更优异的量产系统。

无论选择哪种解决方案，实施任意加密战略都可显著降低隐私和合规相关泄露的成本。
如果数据所
有者/保管人能够提供数据遭到泄露、盗窃或以其他方式入侵的合理证据，那么通知、取证、受害者恢
复和罚款将大大减少，有时甚至可以免予支付相关成本。
也可显著降低/消除给品牌造成的负面影响。
减少这些因素有助于降低利润确认的基线。
要了解更多有关您的组织如何利用具有普遍加密和 Data Privacy Passports 功能的 IBM z15 实现全面的
数据加密生态系统并从中受益的信息，敬请访问：
https://www.ibm.com/it-infrastructure/z/capabilities/enterprise-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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