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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以下简称《实践指南》）

是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信安标委”）

秘书处组织制定和发布的标准相关技术文件，旨在围绕网络

安全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网络安全热点和事件等主题，宣

传网络安全相关标准及知识，提供标准化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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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实践指南》版权属于信安标委秘书处，未经秘书

处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翻译《实践指南》的

任何部分。凡转载或引用本《实践指南》的观点、数据，

请注明“来源：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技术支持单位

本《实践指南》得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信息灾备技术产业联盟、上海爱数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鸿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易华

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邮电大学等单位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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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为解决大数据场景下云灾难备份应

用中暴露出的安全问题，本实践指南分别面向服务提供方和

服务需求方，给出了其在需求分析、功能设计、运行维护等

方面可采取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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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从需求分析、功能设计、运行维护等方面提出信息系统灾

难备份的安全措施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组织开展信息系统灾难备份实践工作。

2 术语和定义

2.1 灾难

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造成信息系统严重故障或瘫痪，使信息系

统支持的业务功能停顿或服务水平不可接受、达到特定时间的突发性

事件。

2.2 灾难备份

为了将信息系统从灾难中恢复到正常状态而对数据、数据处理系

统、网络系统、基础设施、技术支持能力和运行管理能力进行备份的

过程。

2.3 灾难备份系统

用于将信息系统从灾难中恢复到正常状态的目的，由数据备份系

统、备用数据处理系统和备用的网络系统组成的信息系统。

2.4 服务提供方

具有专业的灾难备份服务团队和资源，提供灾难备份系统的功能

设计、运行维护等服务的组织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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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服务需求方

需要通过服务提供方的专业服务和资源完成灾难备份系统、实现

灾难恢复的组织或部门。

3 概述

灾难备份主要包含数据备份以及业务容灾两部分技术内容，现已

成为确保信息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的必要技术手段。GB/T 20988—

2007、GB/T 30285—2013、GB/T 36957—2018、GB/T 37046—2018

等国家标准都对灾难备份的资源配置、过程管理和项目管理等进行了

规范，促进形成了例如“两地三中心”等形式的行业公认较好实践。

然而，随着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带

来新的安全风险，新的安全问题持续显现。同时，相继出台的数据安

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也对灾难备份提出了更高要求。信息

系统灾难备份在当前环境下存在以下主要风险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风险，主要是重要数据安全风险。在我国《数据安

全法》发布后,信息系统灾难备份容易出现重要数据违规处理安全问

题，例如未能及时发现因灾备数据持续累积产生的重要数据、因采用

云架构产生的重要数据意外出境等安全风险。

二是个人信息保护风险。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发布后，信

息系统灾难备份容易发生个人信息过度冗余备份、难以追溯，特别是

难以按照法律法规要求针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对个人信息进行删除

等操作、损害个人合法权益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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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云灾备等新模式带来的安全风险。随着云技术发展，使用云

架构进行一般场景的灾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模式，然而，云灾备模式

存在访问控制不严导致云端泄漏、在不同虚拟位置开展云灾备时可能

因实际物理位置相同导致灾备策略失效等风险。

4 安全措施

4.1 基本措施

a. 服务需求方应全面掌握国家、地方、所在行业灾备的相关政策，

重点包括信息系统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安全、个

人信息保护等方面。

b. 数据安全方面，信息系统灾难备份应符合 GB/T 37973—2019《信

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GB/T 37988—2019 《信息

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等数据安全相关国家标准。

c.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信息系统灾难备份应符合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9335—2020 《信

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等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国家标准。

d. 应用云灾备等新技术方面，数据需求方应结合新技术特点，通过

合同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进行详细约定，明确安全职责，特

别是应明确未经服务需求方委托，服务提供方不得对灾难备份系

统上的业务、数据内容进行查阅、判断、分析等。

4.2 需求分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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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数据安全保护

a. 服务需求方应有专业网络安全人员全程参与信息系统灾难备份

需求分析工作。

b. 服务需求方应对其所使用或持有的全部信息系统上的业务和数

据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当前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处理

情况。应同时分析在后续信息系统及灾难备份系统运行过程中，

一般数据可能因规模增长变为重要数据的情况。

c. 服务需求方应重点围绕蓄意破坏、操作失误、设备故障以及自然

灾害等灾难，结合信息系统所处安全环境，对信息系统因灾难遭

受损失的可能性以及损失影响进行全面分析。

d. 服务需求方应根据各信息系统业务和数据梳理结果，结合灾难发

生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以及损失影响分析，确定各信息系统灾难

备份的迫切性，明确各信息系统灾难备份的要点。

e. 服务需求方应明确提出各信息系统的技术指标，包括代表系统和

数据恢复程度的“恢复点目标”，以及代表系统和数据恢复速度

的“恢复时间目标”。

注：恢复点目标是指灾难发生后，系统和数据必须恢复到的时间点要求。恢复

时间目标是指灾难发生后，信息系统或业务功能从停顿到必须恢复的时间

要求[1]。

f. 服务需求方应明确提出灾难备份位置的需求，将可能涉及重要数

据的灾难备份系统在境内部署，重要数据按我国法律法规要求符

合可出境条件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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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云技术应用

服务需求方应重点分析委托他人设计灾难备份系统、以及委托

他人运行维护灾难备份系统的安全风险，存在重大风险的应自主开

展相关工作。

4.3 功能设计方面

4.3.1 数据安全保护

a. 对业务连续性要求高的信息系统，特别是为公众提供实时服务的

信息系统，服务需求方宜采用跨地区部署、具有独立数据存储系

统以及业务容灾系统的“两地三中心”架构；如提供涉及生命安

全、财产安全等重要事务服务的，可考虑进一步增加部署地区以

及灾难备份系统数量。

b. 服务提供方应谨慎设定信息系统及其对应的灾难备份系统间的

物理距离，避免因距离过近丧失对同一类灾害的抵抗能力，同时

避免因距离过远灾难恢复延时过长。

c. 对灾难备份系统应评估服务需求方所需备份的数据规模，若数据

量显著大于网络传输能力，服务提供方应为服务需求方提供通过

存储介质一次性取回全部备份数据的方式。

4.3.2 个人信息保护

对涉及处理个人信息的灾难备份系统，服务提供方应按个人信

息保护相关要求，设计可与信息系统同步进行个人信息查询、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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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操作的功能。因采用了快照等技术方案，实时同步删除灾难备份

系统中的个人信息实践上难以实现的，服务提供方应为服务需求方

提供落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要求的可行替代方案。

注：一种可行替代方案是：对暂时难以同步删除的个人信息，服务需求方立即

停止除存储和必要安全保护之外的其他处理，但在具备删除条件时，例如

数据备份被恢复时，立即删除该个人信息。其中，必要安全保护包括但不

限于设置访问控制、进行数据加密等。

4.3.3 云技术应用

a. 对灾难发生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以及损失影响较小的信息系统，

特别是业务规模以及数据规模较小或随时间快速变化的，服务需

求方宜采取基于云的灾难备份功能设计方案。

b. 服务提供方应向服务需求方明确告知所有基于云的灾难备份系

统的部署位置，以及相关数据存储、传输涉及的物理位置。

c. 为服务需求方同时提供基于云的信息系统与其对应灾难备份系

统的运行维护时，服务提供方应主动向服务需求方说明可能因管

理、技术、人员等问题引发的多个系统同时失效的情况。

d. 服务提供方应积极促进不同基于云的灾难备份系统之间的互联

互通，不应通过技术手段为互联互通设置阻碍。

4.4 运行维护方面

4.4.1 数据安全保护

服务需求方应制定灾难恢复应急预案，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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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并对使用灾难备份系统的人员开展定期培训。

4.4.2 个人信息保护

按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对个人信息进行查询、删除等处理时，服

务需求方应全面分析灾难备份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备份，并按个人信

息保护要求、依照 4.3.2 a预设的处理方案同步处理。

4.4.3 云技术应用

发生灾难时，服务提供方应将灾难影响、应对措施、恢复进度

等信息与服务需求方进行及时、有效、准确的沟通。重大事件应及

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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