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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背 景 

 

网络安全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

全专用产品 当按照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

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求 ，方可销售

或者 供 国家网信部门会 国务院 关部门制定 公布网

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并 动安全认证和安

全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认证 检测”  

落实第二十三条的相关要求，中央网信 工信部

公安部 国家认监委等四部门发布了 关于发布<网络关键

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 第一批 >的公告 关于

发布 担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

全检测任务机构 录 第一批 的公告 ,明确了 进行安全

认证或检测的 15 类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指

定了 担认证检测任务的 16家第三方机构  

动第二十三条要求的进一步落实，秘书处组 测评

机构 厂商及相关专家，研究 出了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

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征求意见稿 ，旨在 15

类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安全认证检测 供

标准支撑  

征求意见稿于 2019年 5 16日至 2019年 6 5日期

间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测评机构 厂商的 极反馈

结合反馈意见，秘书处组 相关专家进行了研讨，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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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形成了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要修改包括： 

1 调整了 PLC设备标准内容，选取 GB/T 33008.1-2016

中针对 PLC设备本身的安全要求条款 标准内容修改 附

录 A 能力等级 CL3 对第一层的要求  

2 删除了服务器设备标签 (GB/T 21028— 2007 的

5.3.1.1.1，GB/T 25063—2010的 6.1.1)和安全数据 数据流

制 GB/T 20273—2006的 5.3.1.5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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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2019.08  

 

序

号 

设备或产

品类别 
国家标准编号和  章节内容 

1 路由器 

GB/T 18018-2007 信息安全

术 路由器安全 术要求  

GB/T 20011-2005 信息安全

术 路由器安全评估准则  

GB/T 18018-2007 

第 6章 第三级安全要求 

2 交换机 

GB/T 21050-2007 信息安全

术 网络交换机安全 术要求

评估保证级 3  

第 7章 安全要求 

3 

服务器

机架

式  

GB/T 21028-2007 信息安全

术 服务器安全 术要求  

GB/T 25063-2010 信息安全

术 服务器安全测评要求  

GB/T 21028-2007 

5.3.1.1 硬 系统 

5.3.2 安全保证要求 

(注： 包含 5.3.1.1.1) 

 

GB/T 25063-2010  

6.1 硬 系统 

6.6 SSOS自身安全保护 

6.7 SSOS设计和实现 

6.8 SSOS安全管理 

(注： 包含 6.1.1) 

4 

可编程逻

辑 制器

PLC设

备  

GB/T 33008.1-2016 工业自动

化和 制系统网络安全 可编

程序 制器(PLC) 第 1部分：

系统要求  

附录 A 能力等级 CL3 对第 1

层的要求 

5 
数据备份

一体机 

GB/T 29765-2013 信息安全

术 数据备份 恢复产品 术

要求 测试评 方法  

5.2 增强级产品要求 

6.3 增强级产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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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或产

品类别 
国家标准编号和  章节内容 

6 
防火墙

硬  

GB/T 20281-2015 信息安全

术 防火墙安全 术要求和测

试评 方法  

6.3 增强级安全要求 

7.3 增强级安全要求测试 

7 

WEB

用防火墙

WAF  

GB/T 32917-2016 信息安全

术 web 用防火墙安全 术要

求 测试评 方法  

4.2 增强级 安全 术要求  

5.3 增强级 测试评 方法  

8 

入侵检测

系统

IDS  

GB/T 20275-2013 信息安全

术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术要

求和测试评 方法  

6.3 第三级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术要求  

7.5 第三级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测评方法  

9 

入侵防御

系统

IPS  

GB/T 28451-2012 信息安全

术 网络型入侵防御产品 术

要求和测试评 方法  

7.3 第三级 入侵防御产品 术

要求  

8.5 第三级 入侵防御产品测评

方法  

10 

安全隔离

信息交

换产品

网闸  

GB/T 20279-2015 信息安全

术 网络和 端隔离产品 术

要求  

GB/T 20277-2015 信息安全

术 网络和 端隔离产品 术

测试评 方法  

GB/T 20279-2015 

5.2.1.2 增强级要求 端隔离

产品安全 能要求  

5.2.2.2 增强级要求 网络隔离

产品安全 能要求  

5.2.3.2 增强级要求 网络单项

导入产品安全 能要求  

5.3.2 增强级要求 安全保证要

求  

 

GB/T 20277-2015 

5.2.2 增强级测试 端隔离产

品安全 能测试  

5.3.2增强级测试 网络隔离产

品安全 能测试  

5.4.2增强级测试 网络单向导

入产品安全 能测试  

6.2 增强级测试 安全保证要求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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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或产

品类别 
国家标准编号和  章节内容 

11 
反垃圾邮

产品 

GB/T 30282-2013 信息安全

术 反垃圾邮 产品 术要求

和测试评 方法  

第 5章 术要求 增强级  

第6章 测试评 方法 增强级  

12 
网络综合

审计系统 

GB/T 20945-2013 信息安全

术 信息系统安全审计产品

术要求和测试评 方法  

6.2 增强级 术要求 

7.2 增强级测试评 方法 

13 

网络脆弱

性扫 产

品 

GB/T 20278-2013 信息安全

术 网络脆弱性扫 产品安全

术要求  

第 8章 增强级安全 术要求 

14 
安全数据

系统 

GB/T 20273-2006 信息安全

术 数据 管理系统安全 术

要求  

5.3 第三级：安全标记保护级 

(注： 包含 5.3.1.5) 

15 

网站恢复

产品 硬

 

GB/T 29766-2013 信息安全

术 网站数据恢复产品 术要

求 测试评 方法  

5.2 增强级产品要求 

6.3 增强级产品测试评 方法 

 

相关国家标准全文参见: 

1.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 术委员会已发布信息安全国家标

准列表 

https://www.tc260.org.cn/advice/list.html 

2. 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http://www.gb688.cn/bzgk/gb/index 

https://www.tc260.org.cn/advice/list.html
http://www.gb688.cn/bzgk/gb/index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路由器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路由器安全技术要求

标准内容 第 章 第三级安全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交换机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交换机安全技术要求

评估保证级

标准内容 第 章 安全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服务器 机架式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安全技术要求

标准内容
. . . 硬 系统 注： 包含 . . . .
. . 安全保证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服务器 机架式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服务器安全测评要求

标准内容

. 硬 系统 注： 包含 . .

. SSOS自身安全保护

. SSOS设计和实现

. SSOS安全管理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设备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可编

程序控制器 PLC 第 部分：系统要求

标准内容 附录 A 能力等级 CL 对第 层的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数据备份一体机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备份 恢复产品技术

要求 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增强级产品要求
. 增强级产品测试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防火墙 硬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防火墙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

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增强级安全要求
. 增强级安全要求测试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WEB 用防火墙 WAF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web 用防火墙安全技术

要求 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增强级 安全技术要求

. 增强级 测试评 方法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入侵检测系统 IDS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技术要

求和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第三级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技术要求

. 第三级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测评方法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入侵防御系统 IPS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型入侵防御产品技术

要求和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第三级 入侵防御产品技术要求

. 第三级 入侵防御产品测评方法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安全隔离 信息交换产品 网闸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和终端隔离产品技术

要求

标准内容

. . . 增强级要求 终端隔离产品安全功能要求

. . . 增强级要求 网络隔离产品安全功能要求

. . . 增强级要求 网络单项导入产品安全功能要求

. . 增强级要求 安全保证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安全隔离 信息交换产品 网闸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和终端隔离产品技术

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 增强级测试 终端隔离产品安全功能测试

. . 增强级测试 网络隔离产品安全功能测试

. . 增强级测试 网络单向导入产品安全功能测试

. 增强级测试 安全保证要求评估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反垃圾邮 产品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反垃圾邮 产品技术要求

和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第 章 技术要求 增强级

第 章 测试评 方法 增强级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网络综合审计系统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审计产品技

术要求和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增强级技术要求
. 增强级测试评 方法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网络脆弱性扫 产品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脆弱性扫 产品安全

技术要求

标准内容 第 章 增强级安全技术要求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安全数据 系统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 管理系统安全技术

要求

标准内容 . 第三级：安全标记保护级 注： 包含 . . .



















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第二版征求意见稿

设备或产品名称 网站恢复产品 硬

国家标准编号和

名称

GB/T - 信息安全技术 网站数据恢复产品技术要

求 测试评 方法

标准内容
. 增强级产品要求
. 增强级产品测试评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