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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信，成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的基石。

安全稳定运行的ICT基础设施、得到充分保护的数据及个人

隐私，是普罗大众在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里便捷、放心地享用技

术进步带来的种种便利的重要保障。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责任确

保网络空间的可信任、安全和稳定。华为支持并积极倡导开放、

安全、稳定、和平的网络空间，尊重并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

所倡导的通信、隐私等基本人权，依据适用法律和业界优秀实践

保护网络安全和用户个人数据。

保障网络稳定运行是华为的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从组织、人

员、流程及IT工具等全方位构建客户网络保障体系，保障人们随

时随地获取、分享信息和通讯的权利。此外，我们建立了成熟的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包括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政治、经济、贸

易、网络病毒灾害等风险事件的应急预案，以保证在重大事件发

生后，华为能够保障供应连续性和客户产品/服务的及时交付。

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

开放透明

网络稳定运行保障

业务连续性



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

随着全面云化、数字化、软件定义一切的进程加

快，未来将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智能世界，挑战与机遇共

存。我们所处的ICT行业正处在快速的技术转型中，技术

的复杂度越来越高，网络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政府监管机构以及社会大众对网络安

全的关注越来越多，我们非常重视这样的关切。为满足

用户对随时在线及高效访问数据的需求，产品的可信及

网络的韧性变得越来越重要，相比新的功能和特性，产

品和解决方案的可信、网络的韧性和安全将成为客户的

首要考量。

华为网络安全框架

网络安全要基于可信，构筑在产品基础质量、基

础安全工程能力以及具备网络韧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之

上，这是一切安全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为在日益复杂的

外部环境中满足客户需求，华为在未来五年将投入20亿

美元的专门预算，启动公司级变革项目，系统性提升软

件工程能力，这是打造安全可信的高质量产品的基础。

具体工作包括重新评估代码质量，深刻理解安全和韧性

架构的核心要素，提升相关能力，尽可能地简化我们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

2018年，基于“网络环境是不安全的，网络攻击是

常态化的”的假设，我们以动态响应的思维构建了产品

规划与开发的全视图，发布了新的网络安全框架，以应

对更为复杂的网络安全环境。

围绕新的网络安全框架，2018年我们在人员管理、

安全工程能力、安全技术和标准、安全认证、供应链等

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 重视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能力。梳理全公司网

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相关的关键岗位，关键岗

位人员必须100%通过网络安全考试并获取网络安

全服务上岗证；开展全员隐私保护意识培训与考

试，目前全公司通过隐私保护意识考试的比例已

经达98%，后续还将每年持续开展并优化；有97

人通过了国际隐私专业人员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 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IAPP）的专业认证。

 • 把网络安全嵌入到研发流程中，持续提升安全工

程能力。过去几年已经成功地构建起端到端的安

全设计平台、安全编码检查云、安全测试自动化

和FUZZ测试云、漏洞快速应急响应平台，提高

了基础安全质量。2018年，通过定制检查规则

和应用AI，有效提高了安全编码检查云对安全编

码问题的拦截能力和效率。在安全测试云上重点

提高了安全智能化测试技术，快速发现60多个开

源软件漏洞并提交开源社区；发布DevSecOps

平台，将安全融入DevOps开发流程中，有效保

证了云化开发的安全性；在公有云和消费者领域

开展漏洞奖励计划，发挥业界安全专家的能力，

与业界共同打造负责任、透明、协同的安全生态

环境，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过去五年的B S I M M

（Building Security In Maturity Model，在成

熟模型中构建安全）评估结果证明，华为安全实

践水平持续提升，在120家企业中名列前茅。

 • 持续加强安全技术和架构研究，提高产品的可信

和网络韧性。安全编排、虚拟化逃逸检测等安全

技术在2018年华为全联接大会上成功发布；在手

机上开发了动态度量、R O P攻击增强防护、轻

量级小程序隔离沙箱等系列关键安全技术，研究

并采用了形式化证明技术，对部分关键的设计和

代码做了形式化验证，有力地保护了手机的安全

性；开发并应用了随机标示符、data masking、

泛化、多属性差分隐私等隐私保护技术。作为

T C G董事和技术委员会成员，贡献动态完整性

保护标准；作为ETSI NFV SEC报告人，贡献

NFV远程证明架构标准；华为担任3GPP架构组

（SA）主席并在安全组中主导的5G安全架构写

入5G安全Release 15标准TS 33.501。

 • 积极开展业界主流的安全认证，2018年主力产品

获得安全领域国际相关认证11个，其中NE40E产

品软件获得德国BSI NDcPP认证，OSN 1800 

V产品软件获得德国BSI CC EAL2认证。华为云

通过了ISO 27018、SOC1/2、PCI DSS等权威

安全认证。华为OWS运营中心通过 ISO 20000

及I S O 22301两项国际认证。独立网络安全实

验室（ICSL）自2014年起即通过ISO 17025认

证，2018年ICSL以零不符合项通过复核。在5G

安全认证方面，积极和GSMA合作进行NESAS

（Network Equipment Security Assurance 

Scheme）项目的测试和评估。

客户需求 
客户洞察

 • 客户 
 • 政府 
 • 技术 
 • 行业
 • 供应链

……

客户价值 
客户沟通

 • 客户 
 • 政府 
 • 媒体 
 • 供应链
 • 合作伙伴

……

目标：基于可信，帮助客户构建网络韧性

治理、风险与审计

基础质量、工程与技术

文化、组织与人才

合规

无线

5G

交换机

云业务

传输 

物联网

服务器 

视频

存储 智能手机 

平安城市 终端 生态系统

合作伙伴

具备可信和网络韧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安全管理平台 安全控制平台 安全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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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一直重视全球供应商的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

保护管理。2018年，我们对2778家涉及网络安

全的主流供应商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跟踪管理，与

582家涉及用户隐私保护的供应商签署了数据保

护协议（Data Protection Agreement, DPA）

并做了用户隐私保护尽职调查。持续完善制造系

统，建立了独立的软件测试云和其安全保障系

统，并同步部署到全部的62家EMS厂家，以保障

制造过程中的安全。

智能终端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智能终端已经成为

主要的上网设备，用户大量数据存储在终端设备中；同

时，终端设备安装的应用越来越多，安装来源多元化，

用户面临的隐私安全风险日益突出，移动智能终端的安

全成为关注的焦点。华为高度重视移动智能终端的安全

保障，在保证良好的产品体验的同时，也为用户提供端

到端的安全解决方案。

芯片安全解决方案

华 为 海 思 芯 片 提 供 了 硬 件 芯 片 级 的 安 全 技 术

手 段 ， 支 持 安 全 启 动 、 安 全 存 储 、 可 信 执 行 环 境

（TEE）、真随机数发生器、硬件算法引擎、硬件攻

击防护等安全能力，可有效防止侧信道攻击等物理攻

击，构建可信的运行环境，确保终端系统、数据、网

络通信安全。

华为创新地提出金融级inSE高安全解决方案，将安

全芯片集成到处理器中，通过SoC级的安全设计和软件

算法，提供软硬结合的双重防护，不仅具备软件安全防

备能力，更防备来自物理层面的攻击，为手机系统安全

和用户隐私提供芯片级的安全保护。 

EMUI 安全

华为EMUI提供从硬件、系统、应用端到端的安全

保护，包括硬件芯片、系统内核、数据、应用、网络、

支付、云服务和设备管理的安全以及隐私的保护。

 ● TEE 可信执行环境 

E M U I支持不同芯片平台的T E E（T r u s t e d 

Execution Environment，可信执行环境）安全操作系

统。海思平台的iTrustee是华为基于ARM TrustZone实

现的TEE OS，它创建了一个可信执行环境，从而为用

户的机密数据和应用提供一个受保护的隔离环境。指纹

解锁、指纹支付、手机盾、天际通、华为钱包等众多功

能都置于iTrustee妥善保护下，全面保障用户的数据安

全。

 ● 系统安全、应用安全

在 系 统 安 全 层 面 ， E M U I 提 供 完 整 性 保 护

（Verified Boot、HKIP内核完整性保护、EMUI完整

性度量机制）、内核安全（SELinux访问控制、内核

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系统软件更新等安全措施。在

数据安全层面，提供锁屏密码保护、文件系统加密、

HUKS（华为通用密钥库系统）、安全擦除、密码保险

箱等保护措施。在应用安全层面，提供应用签名、应用

沙箱、运行时内存保护、安全输入、应用威胁检测、AI

安全防护、恶意网址检测、流量管理等保护手段。在通

信安全层面，提供防伪基站、骚扰拦截、设备互联安全

性等安全措施。 

终端云服务

终端云服务为华为账号、HiCloud（云空间）、华

为应用市场等提供强大的安全保护措施。 

 ● 账号安全

针对用户使用账号登录的场景，华为采用了双因素

认证、滑动验证码、启发式安全认证、账号风控等业界

最佳保护方案，确保全球5亿多用户的账号安全。

 ● HiCloud（云空间）

HiCloud为用户提供存储及同步相册、通讯录、

短信、通话记录、备忘录、日历、浏览器书签等服务。

HiCloud采用密码安全、认证管理、授权管理、会话管

理、密钥算法、密钥管理、隐私保护、完整性保护、数

字证书管理等九重防护措施，确保用户数据安全。

 ● 华为应用市场

针对上架应用，华为应用市场采用独家四重检测体

系——恶意行为检测、安全漏洞扫描、隐私泄露检查、

人工实名复检，对上架应用进行全方位安全管控，提升

用户应用下载的安全性。

 ● 安卓绿色联盟与绿色应用  

安卓系统在中国落地十年，平均每十位智能手机用

户中就有八位使用安卓。安卓系统的开放性犹如一把双

刃剑，一方面让用户体验到生活、工作、学习的便捷化

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手机卡顿、崩溃、闪退、

隐私泄露等涉及用户体验及安全的问题。

2016年11月，华为牵头成立了中国首个致力于构

建绿色应用生态的组织——安卓绿色联盟。从2016年到

2018年，安卓绿色联盟集结了上千家会员，覆盖应用超

过三千个，除了定期举办技术交流活动外，更以整治鱼

龙混杂的应用市场乱象为己任，聚集业界技术专家成立

各大标准组织，为应用品质提升指明方向。

2017年与2018年，安卓绿色联盟先后发布了《安

卓绿色联盟应用体验标准》《安卓绿色联盟应用体验

标准2.0》，从兼容性、稳定性、功耗、安全、性能五

大方面对应用进行规范和约束，符合标准的应用被称为

“绿色应用”，在华为应用市场上架时将被打上绿色应

用标记，供用户放心使用。

业界权威机构隐私安全认证

华为消费者BG主力产品获得多项国际权威安全认

证，实现端、芯、云全方位覆盖，持续为用户的隐私安

全提供业界高水准的保障。

麒麟980芯片inSE方案获得金融领域EMVCo认

证，支撑开展国际移动支付及移动金融相关的业务。

inSE同时通过中国央行中金国盛移动支付芯片安全认

证、中国银联芯片安全认证，并获得商用密码二级认

证。终端可信运行环境iTrustee 2.0获得全球权威信息

技术安全性评估标准CC EAL2+级别认证。华为终端

云服务通过ISO 27001及CSA-STAR国际权威安全认

证。华为商城通过国际公认的TRUSTe隐私保护认证。

Huawei Pay在移动支付领域获得PCI DSS权威认证，

安全保护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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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透明

过去三十年，华为和运营商一起建设了1500多张

网络，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30多亿人提供了网络

服务。我们的客户可以证明华为产品从未引发重大安全

问题，我们将努力与客户一起继续保持这一良好记录。

华为作为全球化的企业，深刻理解并遵从全球的法律法

规，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应对国际政治不确定性。

华为声明，迄今为止，华为没有任何法定义务在华

为设备中或者允许他人在华为设备中安装“后门”，也

没有任何法定义务为任何人收集情报信息。未来我们也

会严格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和程序来处理这样的诉求，

我们以客户为中心，并致力于保护客户或者用户的合法

权益不会受到侵害。

公司董事会明确表明，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保护是

华为公司的最高纲领。基于此纲领，华为公司开展了很

多扎实、有效的行动：

 • 与各国政府、产业社区及我们的客户开展积极、

主动、透明、开放的沟通与合作，提升ICT设施的

安全，使其发挥最大价值。我们了解我们作为全球

ICT供应商的责任，关注各国政府、民众、客户和

合作伙伴的关切。华为已经与英国、加拿大、德

国、法国等多国政府建立了有效的网络安全合作与

沟通机制。面对未来新的技术环境和安全形势，需

要的是开放、坦诚沟通和更紧密的合作。未来，我

们将根据需要在全球延展这种开放、透明的安全管

理机制，更加积极努力地与政府和客户就ICT的价

值以及加大ICT提供的保护力度进行对话和合作。

 • 华为已经构建起完善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并积

极地通过外部独立第三方安全机构对华为的产品

进行认证。事实证明，我们为客户建设的网络没

有大面积的网络瘫痪，没有恶性的网络安全事

故，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华为的设备有后门，华

为的产品一直在行业中保持着良好的安全运行记

录。近期，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CFI颁布的报告显

示，华为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连续三年远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 华为遵从全球适用的隐私保护法律，包括欧盟通

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 ion 

Regulation，GDPR）。隐私保护不仅仅是法律

的要求，也是华为作为I C 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

提供商的社会责任。华为采用了业界认可的隐私

保护方法和实践，已经将隐私设计（Privacy by 

Design，PbD）和隐私影响评估方法（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PIA）融入产品和服务开

发过程中，从而更好地识别和消减业务活动中的

隐私风险。

STORY

近 年 来 ， 随 着 海 量 数 据 的 积

累、计算能力的发展、机器学习方法

与系统的持续创新与演进，人工智能

技术得到普遍部署和广泛应用。与此

同时，AI对于传统计算机安全领域的

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利用AI

来构建各种恶意检测、攻击识别系统

外，黑客也可能利用AI达到更精准的

攻击。除此之外，在关键的AI应用场

景上，AI自身的安全性变得前所未有

的重要，极需要构建一个不会被外界

干扰而影响判断的健壮AI系统。

华为致力于AI安全的研究，旨

在提供一个令用户放心的AI应用安

全环境，为华为AI使能构建智能世

界的新时代愿景与使命做出贡献。

为了应对AI安全的新挑战，我们发

布了AI安全白皮书，探讨AI自身的

安全挑战与安全防护技术，确保AI

模型和数据的完整性与保密性，使

其在不同的业务场景下，不会轻易

地被攻击者影响而改变判断结果或

泄露数据。白皮书提出了将AI系统

部署到业务场景中所需要的三个层

次的防御手段：攻防安全、模型安

全和架构安全。

华为发布AI安全白皮书

https://www.huawei.com/cn/about-huawei/cyber-security/whitepaper/ai-security-white-paper

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ICT设备商都依赖全球供

应链，未来数字基础设施一定是多厂家融合、多厂家

合作的产物。从安全的角度看，我们要摒弃封闭狭隘

的网络安全观，积极沟通，增强透明度，面向全球开

放合作，让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真正为全球产业

的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是

华为迎接云时代和移动时代新挑战的自身需求，是我

们面向未来生存的基础。华为将与客户和用户共同合

作，在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方面共建能力、共享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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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稳定运行保障

保障网络稳定运行是华为的重要社会责任。我们从

组织、人员、流程及IT工具等全方位构建客户网络保障体

系，保障人们随时随地获取、分享信息和通讯的权利。

华为在全球设立了两个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九个区

域技术支持中心，4500多名专业的客户支持服务工程

师，700多名服务项目经理和技术总监，365天不间断

为客户提供7×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2018年华为保障

了全球30多亿人的通信畅通，支持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00多张网络的稳定运行；对印尼苏拉威西省7.7级地

震、中东拉马丹、俄罗斯世界杯、雅加达亚运会、中国

青岛上合峰会等全球300多起自然灾害及重大事件成功

进行网络保障。

GTAC 全球技术支持中心 

RTAC 区域技术支持中心

 墨西哥RTAC

 巴西RTAC

北美RTAC
罗马尼亚GTAC 

中国GTAC 

埃及RTAC

东南亚RTAC

马来西亚RTAC

罗马尼亚RTAC

俄罗斯RTAC

 中国区RTAC

2018年上合峰会是在中国青岛

举办的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盛会，

来自十八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国际组

织参加了会议。青岛市政府成立了

专项领导小组进行峰会保障，保障

内容包含了通信保障工作。华为作

为通信设备供应商，积极参与了本

次通信网络保障工作。

本次峰会涉及五四广场、奥帆

中心、新闻中心、八大关和流亭机场

这五大重点保障区域，华为通信保障

项目组分别制定了网络安全保障和用

户体验提升方案，确保了奥帆中心、

新闻中心、八大关和流亭机场各项通

讯业务的平稳顺畅运行，以及五四广

场焰火表演时8000多人高密度聚集

场景下用户良好的通信业务体验。

华为济南代表处采用项目化运

作机制，共投入保障人员246人，

历时7个月，通过网络巡检、网络优

化、应急演练、隐患清理等十项关

键动作，实现峰会全程通信业务零

中断，零客户投诉，取得了本次保

障工作的圆满成功。

历时7个月，保障2018年中国青岛上合峰会通信平稳顺畅STORY

STORY

STORY

华为协助俄罗斯主流运营商保

障了世界杯赛事期间的专线和视频

直播业务，在32天的保障期间，实

现了客户网络业务“零中断，零事

故，零投诉”的保障目标。

华为在现场和后方全球技术支

持中心共投入330多名工程师一起为

赛事提供通信保障。保障期间主动

发现和排除网络风险隐患134个，处

理紧急问题346个，保障了视频助理

裁判（VAR）的顺畅传输和世界杯

赛事的低时延直播；确保了平均每

场比赛3.2万名观众通过运营商网络

快速、稳定地发送图片、视频、文

字信息230多万次。本次网络保障活

动体现了华为网络保障服务专业的

技术能力、成熟的流程和组织平台

交付能力、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网络保障，32天“零中断、零事故、零投诉”

2018年9月28日下午，印尼中

部苏拉威西省发生7.7级强烈地震，

并引发海啸，造成灾区运营商网络

瘫痪，通信业务中断。

地震发生后5分钟内，华为全

球技术支持中心成立网络紧急恢复

小组7x24小时不间断投入抢修。印

尼代表处紧急调派现场保障人员21

人，并和全球技术支持中心的专家

17人一起与客户制定抢修方案，组

织现场抢修队伍协助客户对主干线

路、受灾严重的核心站点进行重点

抢修和业务保障。同时，华为业务

连续性管理团队也密切关注现场人

员的人身安全，通过多方渠道协调

14天不间断抢修，保障印尼苏拉威西省地震灾区通讯畅通

了印尼红十字会、现场救灾医疗机

构，对现场抢修人员接种疫苗，提

供医疗保障。

经过14天的紧急抢修，一共

恢复并保障了5个主要灾区城市的

84个站点、3处骨干网络的通信业

务。灾难无情人有情，华为帮助客

户快速恢复和保障网络稳定运行，

确保通信畅通，从而保护用户的生

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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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连续性

在当今高度国际化社会分工的背景下，华为的采

购、制造、物流及全球技术服务等业务都不可避免地依

赖于与第三方厂商或专业机构的广泛合作，他们的业务

中断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对华为的业务和运营结果造成不

利影响。 

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华为已在采购、制造、物流

及全球技术服务等领域建立了从供应商到华为、从华为

到客户的端到端业务连续性管理(BCM)体系，并通过建

立管理组织、流程和IT平台，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及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员工BCM培训及演练，提升各

组织BCM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对日常业

务风险的有效管理。 

研发和采购阶段的关键举措 

 • 多元化方案：在新产品设计阶段，从原材料级、单

板级、产品级支持多供应方案，避免独家供应或单

一地区供应风险，保障产品的可供应性。 

 • 分场景储备：在量产阶段，为应对需求波动和供应

行情变化，建立从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的合理安

全库存。

 • 供需能力可视：与供应商深度协同，通过IT系统实

现需求预测、采购订单、供应商库存的可视，确保

需求的快速传递和供应能力的快速反应。 

 • 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与核心供应商的战略伙伴关

系，优先保障华为供应；与关键供应商签订长期供

应保障协议，锁定产能和供应能力，保障瓶颈物料

的供应安全。推动供应商建立BCM管理体系，并

组织专项审核与改进。 

制造、物流、备件方面的关键举措 

 • 制造能力备份：与多家电子制造服务商(EMS)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华为和EMS、各EMS之间可相

互备份单板制造供应能力；在全球建立了深圳供应

中心、欧洲供应中心、拉美供应中心、迪拜供应中

心，4个供应中心之间均可相互备份整机制造供应

能力。 

 • 物流运输能力备份：与全球多家主流物流供应商合

作，通过设计多样化的运输路线，建立了覆盖全球

交付业务的物流运输网络，确保突发事件下可启用

备份运输路线，保障物流运输业务的连续性。 

 • 全生命周期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前，按照市场

需求与历史用量滚动进行备件储备；在产品停产之

后，按全生命周期预测一次性做足备件储备，确保

客户现网设备运行的连续性。 

近十年以来，华为成功应对了许多重大自然灾害、

政治、经济、贸易、网络病毒灾害等风险事件，例如日

本海啸、泰国洪水、尼泊尔地震，以及勒索病毒的攻

击，这充分表明华为建立的供应连续性管理体系和管理

机制是完全有效的，能够保障供应连续性和客户产品/服

务的及时交付。同时，作为一家覆盖网络基础设施、IT

基础设施、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领域的全球企业，华为

与过万家供应商广泛合作，并与合作伙伴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未来华为有信心与合作伙

伴共同奋斗，奉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生态合作

理念，共创安全、可靠、有竞争力的健康产业链。

供应商
BCM

客户
BCM

BCM流程

业务连续性计划  BCP

组织&责任，运作机制，执行&评估

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BCM 政策 

采购

BIA 培训

财经

制造

RA 测试/演练

IT

供应链 研发

IMP/BCP 维护/改进

HR

服务交付/网络保障

行政 公共关系

战争 地震 暴雨/台风 传染病 合规火灾 经济/贸易罢工 政治/政策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IMP

地区部/代表处/驻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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