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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为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根据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

发〔2014〕19 号）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关于加强网络

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中网办发文〔2016〕4 号）等有关规定。同时，

为了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为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提供科

学、规范的依据，标准编写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征求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

意见，结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标准，经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制定了《网

络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本标准》）。

本标准院所类起草单位：北京中安国发信息技术研究院、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华北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网络空间安全研究所、辽

宁警察学院公安信息系、山西警察学院、河南工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院、浙江传媒学院、齐齐哈尔大学、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聊城大学、

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滨州学院、临

沂大学、广东东软学院计算机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北京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兰州职业技术学院、长江职业学院、山东

职业学院、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

院、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院、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湖北长阳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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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心、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讯职业学院、唐山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河南卓越职业培训学校。

本标准企事业类起草单位：中国电子学会、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信息安全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瑞达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中国石油辽河油田、西

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北京金源动力信息化测评技术有限公司、陕西省网络与信息

安全测评中心、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风雪网络安全测评有限公司、国网

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培训中心、民航成都电子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星网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欣欣晶智计算机安全监

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无忧创想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河南健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易道信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信源

万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北咨信息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北京中铁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胜生、杜渐、邢宏伟、曹涛、马翔宇、贾春福、张春英、

王钢、颜培志、刘鑫、李锦、黄波、杨雅媛、刘三满、谭玉波、李竹林、赵薇、俞

承杭、李敬有、刘文东、王超、贾仰理、张建勇、刘爱军、王海燕、李建磊、傅德

谦、罗先录、梁广民、徐磊、王隆杰、韦凯、张晓琦、楚文波、徐振华、方风波、

钱亮、李想、杜永清、李千目、王坤、张德丽、张树立、唐洪玉、王祥武、周利斌、

王聪睿、何新洲、李彩娟、杨文虎、刘静、方园、毛学军、宋梦华、刘志勇、徐文

义、张宏彬、王保成、王韩非、尹光辉、程燕、甄立常、陈智勇、田磊、吕岩、赵



3

惟、苏禹、叶晋川、郑鑫、杨会、郭代飞、杨帆、赵首花、杨向东、马卓元、胡斌、

李雄伟、陈威、陈乐然、韩颖、马勇、张雨牧、王绍东、张晓平、刘汉东、杨文飞、

祁邗、黄彩霞、杨荣明、殷国强、任河、康苹、王超、康雷、庞明亮、崔岩、王玲、

张强、林能、吴哲、刘帆、孙浩文、刘天炜、翟林、刘延春、刘亚欣、高含、朱小

明、王海涛、高润东、王慧君。

本标准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朱建明、尤达、杨文飞、张长荣、黄波、杨雅媛、

纪芳、傅德谦、隋任花、程燕、傅成鹏、谢国庆、王海燕、孙辞刚、韩颖、陈智勇、

谭玉波、祁邗、刘雅卿、袁昕喆、刘月峰、郭万里、高程森、石朋亮、耿永利、黄

彩霞、李海兵、韩笑、杜军波、曹慧东、丁巍、李剑、刘文东、肖书明、杨佳伟、

李雯、裴庆祺、方景鑫、华迎、张春英、杨会、方英、关博、李彩娟、王钢、史继

铭、王超朋、彭勃、张孝昆、方风波、李敬有、贾仰理、徐文义、尹光辉、侯殿君、

李宇、何新洲、朱小明、杨荣明、胡斌、甄立常、李建磊、薛宏、贾永涛、李彩娟、

陈平、丁九权。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电子学会、北京中安国发信息技术研究院，

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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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职业技能要求及相关岗位人员

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本标准适用于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

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20986-2007《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

GB/T 24363-2009《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应急响应计划规范》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0985.1-2017《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管理 第 1部分：事件

管理原理》

GB/T 20985.2-2020《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管理 第 2部分：事件

响应规划和准备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

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设施（含网络）构成的，按照一定的应用

目标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

[GB/Z 20986-2007，定义 2.1]

3.2 信息安全事件 information security incident

由于自然或者人为以及软硬件本身缺陷或者故障的原因，对信息系统造成危害，

或者在信息系统内发生的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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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 20986-2007，定义 2.2]

3.3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组织为了应对突发/重大信息安全事件的发生所做的准备，以及在事件发生后所

采取的措施。

[GB/T 24363-2009，定义 3.4]

3.4 渗透测试 penetration

渗透测试是从一个攻击者的角度来检查和审核一个信息系统安全性的过程。通

过信息收集、扫描、漏洞挖掘与验证等方法对目标系统进行测试，发现系统存在的

安全风险。

3.5 木马 Trojan

木马是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的简称，是一种伪装成正常程序，未经授

权，植入目标系统并允许入侵者远程操控受害系统的一种恶意程序。

3.6 漏洞 vulnerability

漏洞是在硬件、软件、协议的具体实现或系统安全策略上存在的缺陷，可以使

攻击者能够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访问或破坏系统。

3.7 漏洞扫描 vulnerability scanning

漏洞扫描是指基于漏洞数据库，通过扫描等手段对指定的远程或者本地计算机

系统的漏洞进行检测，发现可利用漏洞的一种安全检测（或渗透攻击）行为。

3.8 端口 port

端口是设备与外界通讯交流的出口，端口可分为物理端口和虚拟端口。物理端

口又称为接口，是可见端口。虚拟端口是计算机内部或交换机路由器内的不可见的

端口，例如计算机中的 80 端口、22 端口、23 端口等，本标准中所涉及的端口是指

虚拟端口。

3.9 蜜罐/蜜网 honeypot/honeynet

蜜罐/蜜网是通过布置一些作为诱饵的主机、网络系统、模拟的业务应用系统或

者信息，诱使攻击方对它们实施攻击，可以对攻击行为进行捕获和分析，了解攻击

方所使用的工具与方法，推测攻击意图和动机，了解自身所面对的安全威胁的一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1%AC%E4%BB%B6/47944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120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F%E8%AE%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E%E5%A4%87/379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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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3.10 系统提权 system privilege elevation

系统提权是攻防技术中的专用术语，指入侵者在入侵过程中提高自己在计算机

操作系统中的权限，以夺得目标主机控制权限的行为。一般用于网站入侵和系统入

侵过程中。

4 面向院校专业领域

院校 专业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中职 09 信息技术类

092000 网络信息安全

090100 计算机应用

0905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090700 网络安防系统安装与维护

091200 电子与信息技术

高职 61 电子信息类

6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610204 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610211 信息安全与管理

本科
0809 计算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3 网络工程

080904K 信息安全

080911TK 网络空间安全

0838 公安技术类 083108TK 网络安全与执法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主要面向网络安全、计算机硬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包括从事计算机设

备管理、网络管理、应用系统安全运维与管理、渗透测试、安全分析、应急响应等

相关的网络安全技术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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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网络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五个等级：基础Ⅰ级、基础Ⅱ级、初级、中级、

高级。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1A 级-网络与操作系统安全基础】（基础Ⅰ级）：岗位类别包括桌面技术支

持工程师、设备管理员、网络管理员。主要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公司

的网络、信息化部门，从事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桌面运维、服务器管理、桌面技术

支持、网络管理与运维等相关工作。

【2A 级-应用系统安全基础】（基础Ⅱ级）岗位类别包括服务器管理员、应用

系统运维工程师。主要面向能够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公司的网络、信息

化部门，从事 Linux 服务器管理、应用系统的部署安装、运行维护等相关工作。

【3A 级-安全运维与监控】（初级）岗位类别包括安全运维工程师、安全支持

工程师。主要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公司、安全公司的网络、信息化、

安全部门，从事各类信息系统的安全运维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对设备、主机、网络、

应用系统等运维对象实施系统故障排查、安全监控、安全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进

行系统安全加固和运行维护。

【4A 级-漏洞检测与加固】（中级）岗位类别包括风险评估工程师、渗透测试

工程师、应用安全工程师、信息安全测试员。主要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网

络公司、安全公司的网络、信息化、安全部门，从事各类信息系统的漏洞检测与加

固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对设备、主机、网络、应用系统等开展全面的漏洞检测、渗

透测试，并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漏洞修补和安全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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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级-入侵分析与应急】（高级）岗位类别包括安全分析工程师、安全审计

工程师、应急响应工程师 、安全技术总监。主要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

公司、安全公司的网络、信息化、安全部门，从事各类安全事件的入侵分析、应急

响应、调查取证及溯源等技术类工作以及应急响应体系设计、应急预案制定与演练

等应急管理类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1A 级-网络与操作系统安全基础（基础Ⅰ级）

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1.桌面管

理

1.1 Windows

操作系统安装

与配置

1.1.1 能够安装 Windows 系列（包括桌面版、服务器版）

操作系统及虚拟机，并进行基本配置和安全加固

1.1.2 能够进行操作系统镜像文件制作以及利用镜像文

件进行操作系统安装或还原

1.1.3 能够解决常见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故障，对故障

系统进行恢复

1.1.4 能够利用工具对操作系统进行密码重置、病毒木

马查杀等桌面技术支持工作

2.网络管

理

2.1 组网与配

置

2.1.1 能够掌握 OSI 模型、TCP/IP 模型中的功能及协议，

能够掌握网络互联基础、互联设备、组网方法等基础知

识，并利用相关知识进行组网

2.1.2 能够对常见网络设备进行安全配置和配置优化

2.1.3 能够对常见网络故障进行定位和排除

表 2：2A 级-应用系统安全基础（基础Ⅱ级）

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1.服务器

管理

1.1服务器搭

建与配置

1.1.1 能够安装常见 Linux 操作系统及虚拟机，掌握常用

命令并进行基本的安全配置

1.1.2 能够熟练使用服务器远程管理工具，对服务器进行

管理和维护

1.1.3 能够综合应用 DNS 工作原理等知识，进行各种类型

的 DNS 服务器的安装和配置

1.1.4 能够综合应用 DHCP 工作原理等知识，进行 DHCP 服

务的安装和配置

1.1.5 能够进行常见邮件服务器的搭建和配置



9

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2.应用系

统运维

2.1应用系统

部署与配置

2.1.1 能够进行主流 WEB 服务器的搭建和配置

2.1.2能够进行应用系统的部署和WEB服务的配置及发布

表 3：3A 级-安全运维与监控（初级）

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1.安全运

维与监控

1.1 网络安全

运维与监控

1.1.1 能够对主流网络设备及安全设备进行日常操作和

维护，能够根据安全配置基线规范要求对相关网络设备

及安全设备进行物理安全与安全配置的巡检

1.1.2 能够综合应用网络安全域划分和访问控制规则设

计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网络安全架构设计

1.1.3 能够熟练使用常见的日志分析工具，对主流网络

设备和安全设备的日志进行分析

1.1.4 能够熟练使用一种或多种网络流量分析工具或平

台，对网络通信流量进行分析

1.1.5 能够综合应用上述知识、技能，对网络层攻击事

件进行识别，对设备安全状况进行判断，并进行设备配

置优化

1.2 操作系统

安全运维与监

控

1.2.1 能够熟练应用 Linux 基本命令，掌握 Windows 安

全事件查看、注册表查看、策略查看等操作方法开展安

全运维工作

1.2.2 能够独立完成 Windows、Linux 主机系统的安全巡

检，包括：

a）利用主流的扫描工具，对系统端口和安全配置基

线进行自动化扫描，能够理解、分析扫描结果

b）能够对病毒、木马、蠕虫等恶意代码的感染情况

进行检测和分析

c）掌握系统日志异常规则，能够对系统日志进行分

析并判断系统安全状态

1.2.3 能够理解相关漏洞补丁的官方通告，对各种操作

系统进行升级和补丁安装，并能够验证补丁加载的有效

性

1.2.4 能够独立完成网络化的补丁分发方案（如 WSUS 补

丁服务）的部署和配置，实现补丁更新的集中管理

1.2.5 能够根据 Windows、Linux 系统常见的漏洞利用原

理，对操作系统进行安全配置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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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1.3 数据库及

中间件安全运

维与监控

1.3.1 能够利用工具对主流数据库进行安全基线检查

1.3.2 能够对常见中间件的安全配置进行检查

1.3.3 能够理解主流数据库、中间件的高危及常见漏洞

告警信息，对数据库和中间件进行升级和补丁安装，并

验证补丁加载有效性

2应急响应
2.1 安全事件

应急

2.1.1 能够对网络安全设备、主机设备进行日常安全防

护，能够识别和检测常见的网络层攻击事件

2.1.2能够识别和检测Windows、Linux系统的入侵事件，

能够对系统进行漏洞修补和安全加固

2.1.3 能够在指导下完成网络设备、主机设备等单设备

级的应急预案编写，并根据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

表 4：4A 级-漏洞检测与加固（中级）

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1 漏洞检测

与加固

1.1 漏洞检

测工具使用

1.1.1 能够熟练使用多种漏洞检测与扫描工具，根据特定的

测试环境和测试对象，结合工具的优缺点，使用最优的工具

对漏洞进行有效检测

1.2 操作系

统漏洞检测

与加固

1.2.1 能够根据 Windows、Linux 操作系统的高危漏洞利用

过程和方法，对系统高危漏洞进行检测和加固防范

1.2.2 能够对 Windows、Linux 操作系统的弱口令进行本地

或远程破解和检测

1.2.3 能够根据 Windows、Linux 的系统提权过程和方法，

对入侵提权行为进行检测，能够对系统提权漏洞进行安全加

固和防范

1.2.4 能够对 Windows、Linux 系统的隐藏账号进行检测和

防范

1.2.5 能够对 Windows、Linux 系统的木马植入、后门添加

行为进行检测和防范

1.3 数据库

漏洞检测与

加固

1.3.1 能够根据主流数据库的漏洞利用过程和方法，对主流

数据库的漏洞进行检测和加固

1.3.2 能够熟练使用数据库漏洞检测工具，对数据库口令爆

破、提权、拖库操作进行检测和防范

1.4 应用程

序漏洞检测

与加固

1.4.1 能够根据常见应用程序漏洞的利用方法和攻击原理，

对相关漏洞进行检测、分析，并进行相关漏洞的修补和加固，

包括但不限于：

a）SQL 注入漏洞

b）XSS 跨站脚本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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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c）CSRF 跨站请求伪造攻击

d）文件上传漏洞

e）应用程序后门漏洞

1.4.2 能够对应用系统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并能够针对相关

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加固建议

2应急响应
2.1 信息安

全事件应急

2.1.1 能够识别和检测主机层、应用层、数据库层的入侵事

件，并能够进行应急处置和安全防范

2.1.2 能够熟练使用常用的应急工具，对各层面的常见攻击

事件进行分析和侦查

2.1.3 能够根据国家应急响应计划规范相关标准的要求，进

行应用系统级的应急预案编写，并配合完成演练

表 5：5A 级-入侵分析与应急（高级）

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1 入侵分析

与取证

1.1 入侵分

析

1.1.1 能够对网站入侵、内网渗透过程进行重现，并能够对

相关技术进行研究和分析

1.1.2 能够搭建日志服务器或日志分析平台，对网络日志、

系统日志、应用日志等进行关联分析，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

对入侵事件进行分析与侦查

1.1.3 能够熟练应用网络抓包工具，识别数据包中存在的问

题或异常，通过数据包分析获得相关 APT 攻击行为或相关证

据

1.1.4 能够灵活运用态势感知、蜜罐、蜜网等技术，对入侵

流量进行分析，对攻击行为进行检测、分析

1.1.5 能够利用反编译、程序逆向解析等技术对恶意程序进

行分析，对攻击行为进行分析

1.2 电子数

据取证

1.2.1 能够利用常见的计算机取证技术和证据收集手段，配

合司法鉴定人员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有效调查取证，包括但

不限于：

a）内存信息取证

b）磁盘文件取证

c）浏览器历史信息取证

d）日志取证

e）即时通讯工具取证

f）电子邮件取证

g）移动终端取证

1.2.2 能够根据我国电子数据取证的相关立法，配合实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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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技术模块 职业技能要求

子证据的提取和保全

2应急响应
2.1 信息安

全事件应急

2.1.1 能够识别和检测各个层面的入侵和攻击事件，并能够

对相关攻击技术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侦查以及取证与溯源

2.1.2 能够作为应急响应负责人，针对高级、复杂的网络攻

击和重大网络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响应

2.1.3 能够进行网络安全事件监控体系以及应急响应体系的

设计，能够根据国家应急响应计划规范相关标准的要求，进

行应急响应流程的策划与制定

2.1.4 能够指导应急预案的编写，策划有效的应急演练方案，

通过演练过程对应急预案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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