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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信息安全防护方案探讨

赵 波，王林先，孙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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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电动汽车是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要求的重要战略，而加快建设充电设施是促进电动汽车

发展和应用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信息安全也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探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信息安全现状，结合

信息安全在电力系统智能变电站、工控行业信息安全措施，认为，整个系统的信息安全防护需要从全局考虑，在

分区的管理上做到边界清楚，在运营管理平台和充电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采用横向隔离及纵向认证，同时从可信

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防护，从而有效预防数据的恶意改动并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确保充电基

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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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implementing 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ging facilitie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At the same time,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also

crucial. By discussing the status quo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 EV charging facilities and combining with information

security measures in intelligent substations and industrial control of power system,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of the whole system needs to be considere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clearly defi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zon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charging equipment,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he use of horizontal isolation and vertical authent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is carried

out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rusted platform and unified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which effectively prevent malicious

changes in data and guarantee data integrity, to ensure that th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is safe, stable and work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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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内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相

继出台了各种扶持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以支持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发展，充电设施建设相关投入日益增

大，国内充电设施市场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期。有关

数据显示，国内目前公共充电类设施建设以及运营

数量已超过 14万个[1]。预计到 2020年，在公共服

务领域将率先形成统一的充电网络，网络内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将实现互联互通，从产业格局看，将呈

现以少数大型专业服务平台运营商为主，中小型运

营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在此背景下，构建完备的

充电基础设施，并提升充电基础设施系统信息安全

防护水平、保障系统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从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信息安全现状入手，

首先剖析了充电管理、充电运营等系统潜在的安全

威胁，然后依据网络层次理论和工控系统安全防护

要求，依照分区分域、安全接入、安全可信、动态

感知、精益管理和全面防护的总体要求，给出了具

体的实施方案。

1 现状分析

1.1 关键设备、系统身份假冒威胁

目前充电管理平台采用用户名/口令登陆认证

方式，合法用户身份凭证很容易被窃取或破解，导

致非法人员假冒合法用户进行各种破坏性操作。

1.2 通信协议漏洞威胁

充电管理平台与充电桩之间、充电管理平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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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之间明文传输控制指令等关键数据，极易

被非法篡改[2]。

1.3 关键数据泄露威胁

充电管理平台的营业收费、用户信息等涉及大

量敏感数据，易被非法窃取。

1.4 非法设备的物理接入威胁

U盘等移动存储设备、智能手机及未授权的接

入设备等极易将携带的恶意代码传播至受控网络。

图 1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架构

Fig. 1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network architecture

1.5 系统漏洞威胁

目前充电基础设施漏洞威胁主要包括协议漏

洞、工控设备漏洞、操作系统安全漏洞和 SCADA

系统软件漏洞等[3]。

1.6 病毒与恶意代码攻击威胁

为了保证平台的可用性，许多充电管理平台通

常不会安装杀毒软件。即使安装了杀毒软件，由于

杀毒软件的病毒库需要经常不定期地更新，使得杀

毒软件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大局限性。

1.7 远程运维安全威胁

充电管理平台及充电桩远程运维时普遍采用用

户名/口令的登录认证方式，数据和控制指令在公网

上明文传输，极易被篡改和伪造[4]。

2 防护措施

根据上述充电基础设施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及

安全威胁，结合信息安全在电力系统智能变电站、

工控行业的具体应用，提出了以下几点防护措施。

2.1 安全分区

将充电管理平台业务系统划分为生产控制大区

和管理信息大区以及相应的安全接入区；根据业务

重要性如管理平台与充电桩通信系统、计费系统等

将生产控制大区再划分为控制区(安全区 I)及非控

制区(安全区 II)[5]。

图 2 安全分区

Fig. 2 Security division

2.2 网络专用

对于承载实时控制、在线生产和交易业务的系

统应采用专用网络。特别重要的信息交换应当在专

用网络通道上使用独立的网络安全设备(VPN)组

网，在物理层面上实现与其他数据网及外部公共信

息网的安全阻隔。同时应当划分逻辑阻隔的实时子

网和非实时子网，分别衔接控制区和非控制区[6]。

2.3 横向隔离

对于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的横向防

线，可以考虑使用不同强度的安全设备隔离各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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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其中：

在生产控制大区与管理信息大区之间构建隔离

装置，隔离强度需要达到的标准应当接近或达到物

理隔离。

生产控制大区及管理信息大区内部的各安全区

之间可采用具有访问控制功能的网络设备、安全可

靠的硬件工业防火墙或者相当功能的设备，实现逻

辑隔离[7]。

除采用基本的防火墙、代理服务器等安全防护

技能之外，重要位置可采用“双机非网”的物理阻

隔技术，设备能够阻断网络逻辑连接且两个网络不

同时连接在设备上，阻断网络逻辑衔接，即 TCP/IP

有必要被剥离，将原始数据以非网方式传送。阻隔

传输机制具有不可编程性，任何数据都是经过两级

代理方法完结。

1)完全单向通讯方式(UDP)；

2)单向数据 4字节(或 1 Bit)返回方式(TCP)。

图 3 横向隔离

Fig. 3 Horizontal isolation

2.4 纵向认证

充电基础设施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的纵向防线可

采用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可信安全接入装置、可信

安全网关等设备，实现双向身份认证、数据加密和

访问控制。

图 4 纵向认证

Fig. 4 Longitudinal certification

纵向加密认证设备可以安装在各个充电桩与充

电管理平台通信网络接口的位置，可为本地安全区

供给一个网络屏障，进而为上下级控制系统之间的

广域网通讯提供供给认证与加密，实现数据传输的

机密性、完整性维护[8]。

2.5 综合防护

综合防护主要结合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的相关要求，对电动汽车领域工控系统从主机安全

加固、网络设备、恶意代码防范、应用和数据安全、

安全审计、远程安全运维、备份及容灾等多个方面

进行信息安全防护。具体防护措施可部署主机加固

系统、移动介质管理系统、防病毒、IPS、IDS、工

控安全监管平台、可信接入平台等安全产品[9]。

1)可信平台

①对服务器密码机等密码设备进行集中管理、

监控和资源调度；

②为各安全区信息系统提供统一的数字签名、

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加密存储和数据完整性保护等

密码服务，实现身份认证、权限管理和责任认定，

其中管理信息大区扩展可信电子签章服务，实现无

纸化办公[10]。

2)可信安全网关

① 基于数字证书对公共通信网接入的远程运

维、工作人员等进行身份强认证；

②对公共通信网(无线)传输的控制指令等重要

数据进行加密保护，防篡改和防泄漏[11]。

3)统一身份认证平台

①统一用户管理、统一身份认证和统一访问

控制；

②可采用基于国产 SM2密码算法证书的双因

子身份强认证。

2.6 安全运维

运维过程中发生的基础环境、网络、安全、主

机、数据库乃至核心应用系统发生的影响，其正常

运行的事件(包含关联事件)通称为安全事件，而围

绕安全事件、运维人员和信息资产，依据具体流程

而展开监控、告警、响应和评估等运行维护活动，

称为安全运维服务[12]。

充电基础设施的安全运维指在运维过程中对网

络或系统发生病毒或攻击等事件进行定位、排除等

运维动作，保障系统不受内、外界侵害[13]。

通过安全运维提高电动汽车工控系统网络运行

质量，做到资产清晰、稳定有序、处置有方、安全

措施有效到位，提升网络支撑能力，提高网络管理

和安全管理水平，保障整个系统稳定、安全和持续

地运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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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可信安全网关

Fig. 5 Trusted security gateway

图 6 安全运维技术工具

Fig. 6 Technology tools of security eperation

图 7 安全运维的内容

Fig. 7 Contents of security operation

3 结论

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充电网、

车联网发展的新形势下，数据和信息安全显得极其

重要，信息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将产生不可预测的

后果。充电基础设施既包括充电桩、智能充电设备，

又包括充电管理系统、计量收费系统等。整个系统

的信息安全防护需要从全局考虑，在分区的管理上

要做到边界清楚，在运营管理平台和充电设备之间

的信息交互应采用横向隔离及纵向认证，同时从可

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防护，

从而有效预防数据的恶意改动，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稳定和优质运行，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产品及生活需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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